大埔區中學面試安排
(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網址
https://www.nthyktpdss.edu.hk/websit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e/

面試安排
取消面試
https://ds2.icampus.hk/nthyktpdss/up
load/article/f909d650d6e0c1d323456
a95511a837c.pdf

備註
評分準則更改為：
學業 40%；
a. 品行 30%
b. 體藝才能 15%
c. 校內服務或課外活動參與及表現
d. 社會服務 5%

10%

救恩書院

https://www.kyc.edu.hk/tc/

如 3 月 16 日復課，救恩書院將於 3
月 17 日(星期二) 至 3 月 21 日(星期
六) 進行升中一甄選面試；如未能
於 3 月 16 日復課，面試安排容後再
通知。
https://www.kyc.edu.hk/tc/news_deta
il.php?id=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
院第二中學

http://www.yy2.edu.hk/

取消面試
http://www.yy2.edu.hk/Sch_annouce
ment/schann_viewone.php?sa_id=27
65

評分準則更改為：
學業成績 40%；
操行表現 30%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 20%
體育、視覺藝術、音樂最佳兩科的成績 10%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
書院

http://sunfc.school.hk/system/tool/ann
ouncements/index.php?netroom_id=1
&channel=&tool_id=46&tool_admin=
0&popup=1

取消面試
http://sunfc.school.hk/system/tool/an
nouncements/content.php?charset=bi
g5&netroom_id=1&tool_id=46&cha
nnel=campus&parent_id=6266

取錄準則改為：
學業成績(25%)、
操行表現(25%)、
獎項(25%)和
教育局提供之名次(25%)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https://www.lsc.edu.hk/
http://www.cpu.edu.hk/?lang=en

取消面試
取消面試
http://www.cpu.edu.hk/?p=12160

個別通知已申請的家長
評分準則會更改為：
a.學業成績 60% ；
b.課外活動 15% ；
c.操行 15%；
d.校長酌情 10%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http://www.btkchc.edu.hk/

取消面試
http://www.btkchc.edu.hk/download/
IndexPoster/2020_F1_note.htm
http://www.btkchc.edu.hk/download/
document/1920_Ratio_temp1.pdf

王肇枝中學

http://www.wscss.edu.hk/en/index.htm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http://www.ilc.edu.hk/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http://www.llcmhlau.edu.hk/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http://www.hktalhk.edu.hk/hkindex.ph
p
http://www.hkrsstpss.edu.hk/

取消面試
會個別通知及在校網公布
http://www.wscss.edu.hk/98popups/2 甄選申請人面試準則如下：
0200219-pres1-c.htm
1. 教育局提供「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60%
2. 校內語文及數學成績 10%
3. 操行 10%
4. 課外活動表現 20%
取消面試
收生甄選準則及比重修訂為：
http://www.ilc.edu.hk/document/hom 1. 小五、小六學業成績(基本要求為中、英、
e/S1_Imterview_News.pdf
數三科成績在 B 級或以上)及教育局提供之
學生名次 70%
2. 操行、課外活動、服務、獎項、專長、才
能 30%
取消面試
會個別通知已申請的家長
http://www.llcmhlau.edu.hk/s1_app_ 評分遴選方法，準則將修訂如下：
guide.html
1. a. 「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教育局提供）
b. 校內學業成績 共 54%
2. a.操行
b.小學對學生各方面的評語 共 23%
3. a.課外活動及服務
b. 所獲獎項 共 23%
保留面試
日內發信通知申請者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
中學

取消面試
http://www.hkrsstpss.edu.hk/news/

個別通知已申請的家長
1. 校內成績、課外活動、服務表現、參與社
區活動經驗 30%
2. 操行成績 40%
總分 70%

甄選準則比重修改如下：
學業成績：40%
操行：30%
課外活動：30%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
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
念中學

http://www.ctshkpcc.edu.hk/

容後公布

http://www.flk.edu.hk/flk/0_index/ind
ex.html

視像面試

迦密聖道中學

http://www.chw.edu.hk/it-school/php/
webcms/public/mainpage/main.php3

神召會康樂中學

https://www.hebron.edu.hk/new_web_
14/index.php

恩主教書院

https://www.valtorta.edu.hk/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http://www.mst.edu.hk/

會個別通知已申請的家長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安排:
本校會以電話形式個別聯絡家長於 3 月 11 日
(三)下午 或 3 月 14 日(六)上午進行視像面試。
此外，家長若需補交文件(如推薦信及個人簡
述)，可於 3 月 9 日或之前電郵至
info@flk.edu.hk 。
取消晚會
該校決定取消原訂於 2020 年 3 月 6 日（五）
http://www.chw.edu.hk/it-school/php 舉行的「升中資訊晚會」及分組活動。
/webcms/public/mainpage/download 收生準則及比重修訂如下：
_notice.php?fileid=231
a. 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成績次第名單」排名
50%
b. 操行、評語 30%
c.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 20%
取消面試
評分準則會更改為：
https://www.hebron.edu.hk/2019/s1-i 1. 學業成績 60%
nterview-arrangement-new.pdf
2. 操行成績 20%
3. 非學業成績 15%
4. 與該校連繫 5%
取消面試
收生準則及比重有所調整，具體內容如下：
https://www.valtorta.edu.hk/index/in a. 學生學業成績（據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提供的
dexR01.aspx
排名表）62.5%
https://www.valtorta.edu.hk/Custom b. 操行 12.5%
Page/54/%e5%8f%96%e6%b6%88 c. 藝術、運動或服務方面表現 12.5%
%e4%b8%ad%e4%b8%80%e8%87
d. 與本校的聯繫 12.5%
%aa%e8%a1%8c%e5%88%86%e9
%85%8d%e5%ad%b8%e4%bd%8d
%e9%9d%a2%e8%a9%a6.pdf
取消面試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_T
So9vybnTrC2ZC41PcaHONRBUk3
NuG/view

評分準則會更改為：
學業成績(滿分額 50)比重 66.67%
課外活動(滿分額 25)比重 33.33%

大埔三育中學

http://www.tpsy.edu.hk/

取消面試
http://www.tpsy.edu.hk/news/s1-upd
ate.pdf

羅定邦中學

http://www.ltpss.edu.hk/

7/3 面試日期維持不變
http://www.ltpss.edu.hk/zh/arrangem
ent-for-2020-2021-s-1-admission-int
erviews/

會個別發信通知已申請的家長
如教育局再延遲中、小學復課的日期，即 3 月
20 日學生仍未能回校上課，則面試將會取消，
屆時三育中學將只會按報名表中的收生準則
a、b 及 c 項來作為取錄依據。
a. 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的排名 33.4%
b. 兩年內操行成績(達乙等或以上) 33.3%
c.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 33.3%
註：最近兩年內的校內成績作參考之用
會進行網上面試，詳情請瀏覽該校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