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學校 

2022-2023 年度 

小六升中面試手冊 

姓名: 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 (   ) 



目錄 

 

(一) 面試簡介              P. 1 

(二) 面試前準備              P. 2 

(三) 面試時注意事項            P. 3-4 

(四) 自我介紹              P. 5-9 

(五) 小組討論              P. 10-13 

(六) 圖書介紹                P. 14-17 

(七) 朗讀文章                P. 18-20 

(八) 看圖說故事                P. 21 

(九) 一對一問答              P. 22-24 

(十) 數學解難題              P. 25-27 

(十一) Zoom / 自我介紹短片製作         P. 28-29 

(十二) 常見的面試問題集           P. 30-33 

(十三) 升中面試個人學習歷程製作簡介       P. 34 

(十四) 備註 / 筆記             P. 35 



(一) 面試簡介 

 

面試目的 

 可全面地觀察學生不同的表現和能力，例如：中、英、普語文能力，及表達、

理解、分析、創意、思考及溝通能力 

 可知道學生的儀表、談吐、禮貌、眼神及自信心 

 可瞭解學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面試內容 

 形式：個人、小組、家長面試(較少機會) 

 語言：按校本自訂，通常為中文(粵語、普通話)、英文 

 次數：通常為 1 次 

 時間：通常 5-15 分鐘，但亦可長達 45 分鐘 

 

個人面試 

 交談個人成長，學習的題目及詢問學生們對某些事情的理解和觀點，例如自

我介紹、學術科目的內容（中英數各種問題）、嗜好、時事、曾閱讀的課外

書本、領袖生/班長的服務、獎項或技能等表現。 

 

 

重要提示：每次答題時必須眼望發問者，間中亦須與其他面試老師有眼神接觸 

 

小組面試 

 常見內容以小組討論為主，有些以辯論，也有些以遊戲方式進行。用 5 至 10 

分鐘討論時事話題或跟同學有直接關係的教育話題。面試老師從旁觀察學生

的常識、說話組織能力及人際溝通能力。 

 

 面試老師旨在測試同學的應對技巧、思考能力、領導才能、應變能力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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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試前準備 

 

面試前準備 

 準備約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認識學校的辦學宗旨、理念和校園生活 (需提早預備) 

 準備回答常見的問題：興趣、家庭、民生問題、社會議題、環保討論等 

 填寫申請表格時態度要認真、字體要整潔美觀 

 多參與群體活動，鍛練溝通技巧及增廣見聞 

 多嘗試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感受，特別是在選擇中學的過程向父母表達意見 

 適量運動，加強體魄及多作減壓活動 

 面試前睡眠充足 

 多作有意義的活動，如做義工，閱讀課外書來加強心靈的修養 

 

面試前準備 

 個人學習歷程 FILE  

http://www.kms.edu.hk/eportfolio_menu.pdf  

   (詳見升中面試個人學習歷程製作簡介) 

 

 身份證正副本/學生手冊、近照(2 張) 

 水、文具、學校推薦信(如有) 

 手錶(如適用，可表示有時間觀念) 

 紙巾(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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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試時注意事項 

 

儀容 

 衣著、鞋 

- 整潔、樸素(建議穿熨貼整齊的校服) 

- 帶備外套，以防冷氣溫度太低而影響表現 

 頭髮、指甲 

- 整潔 

- 男生：髮長不要過眉和耳 

- 女生：長髮需束髮，頭飾應以樸素、實用為主 

 

重要提示：整體上要給人精神的感覺 

 

身體語言 

 姿勢 

- 走路不急不緩，應充滿自信 

- 坐時挺直腰，不要搖晃；避免令人分心的小動作 

 眼神接觸 

- 目光平視 

- 談話時應眼望老師/同學，勿東張西望 

 保持笑容、神態自然 

 

態度 

 有禮貌 (展現尊重人的行為) 

- 進入面試室時先敲門，待指示後才進入和就坐 

- 如要呈交或拿回學習歷程 FILE，需雙手呈上及收回 

- 對答時眼望面試老師 

- 離開面試室時說多謝，把椅子輕輕推回原位及輕力關門後才離去 

 

 態度誠懇、真誠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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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答鎮定從容 

 表現自信、積極進取，盡量表現自己的優點 

 發言有序、主動作領導 

 守時 (預留充足時間前往面試地點，建議早 15 分鐘到場) 

 

策略及應對技巧 

 小心聆聽 

- 留心對方說話重點 

- 聽清楚問題才回答 

 

 應對技巧 

- 以平和有禮的聲線及語調回應 

- 宜如實作答，避免背誦。對於不熟悉的問題，應禮貌地表示不太清楚，

不宜胡亂作答。 

- 不可貶低其他中學來褒獎報考的學校，亦不應過分吹噓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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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我介紹 

 

重點 

 說出你選擇參加這次面試及選讀這所中學的原因 

 讓面試老師對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最短的時間令別人對你有初步了解 

 

內容 

 自我介紹是面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準備中英文自我介紹。內容包括︰ 

1. 個人基本資料 

- 打招呼，如︰你好。很榮幸我今天可以來到這裏參加面試。 

- 姓名、就讀小學 

2.  個人長處 

- 喜歡的科目及原因 

- 興趣/喜好/擅長的活動，結合事例，表現出你的過人之處 

- 自己的性格強項 

- 夢想 (可建構自自己的強項、性格特質或與家人背景有關) 

3.  選這所中學的原因 

- 從何認識這所中學，例︰開放日、學校網頁 

- 清楚地說出這所學校的長處正是你的長處，兩者可以相輔相成，如中 

學在田徑方面有傑出表現，而我是一個短跑/跳高選手 

- 入讀這所學校可以如何幫你達成夢想 

 

注意事項 

 自信、有禮、不卑不亢 

 不要說謊、不要過份誇大、不要長篇大論 

 面試的老師有可能會就你的介紹內容提問，請事先準備，如準備你提及過課

外活動的細節 

 平常多練習，可請家人或同學作你的聽眾 

 注意語氣要有變化，避免生硬地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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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紹範文 

 

你好，十分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這裏面試。我的名字是______，就讀於光明

學校。 

我擅長的科目是數學。因為我覺得數學科十分有挑戰性，每當我成功解答一條

難題後，我都會得到成功感。我也有參加學校的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經常代

表學校參與不同的比賽。我可以在享受數學的樂趣之餘，亦能為校爭光。在不

同的比賽中，我有幸在_________(1 至 2 個最有代表性比賽的名稱)中獲得

_______(獎項名稱)。 

除了學業以外，我是一個喜歡與人合作、幫助別人、重視團隊精神的人。因此，

我向老師申請，從四年級開始在學校擔任領袖生，並在六年級開始擔任總隊長。

在擔任領袖生期間，我學會如何面對困難和挑戰，與隊員合力解決各種問題後，

亦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和回憶。例如有一次，(給有說服力的事例，簡單敘述問

題及你如何用性格強項解決問題)我留意到我隊的其中一個領袖生經常當值遲

到。我向他了解情況後，發現原來有老師因比賽事宜而要和他討論，但他卻因

為已經過了申請調組的時段而不敢申請。我在找到真相後，向負責老師反映，

最終成功幫他調組，讓他不再在當值時遲到，也有更多時間討論比賽事宜。之

後，我更告訴其他領袖生︰我們是一個團隊，如果有難題的話，一定要說出來，

大家一定會盡力幫忙。 

 

將來我希望成為一名獸醫，除了可以幫助動物外，亦能緩解寵物主人的焦慮與

不安。為了這個目標，我會努力增值自己，(給例子)除了用功讀書外，我會多接

觸動物，和爸媽到愛護動物協會擔任義工。 

 

去年，我參加了貴校的開放日，覺得貴校學習氣氛良好、師生友愛，(給例子)

尤其在我參加實驗體驗時，在場的師兄師姐都耐心講解，令我對你們學校有更

多了解之餘，還學到了科學的知識。我亦在貴校的學校網頁，了解到你們在公

開試中的生物與化學成績兩科尤其出色，如果能夠入讀貴校，相信對我進入大

學攻讀獸醫有非常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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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我介紹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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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 of self-introduction 

 

Good morning / afternoon, Sir / Madam.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an 

interview. My name is __________. You may call me __________. I’m a 

Primary Six pupil of Kwong Ming School. I would love to tell you more 

about myself. 

 

To start with, there are five members in my lovely family — my father, 

mother, older brother, me and our pet hamster, Marshmallow. When my 

parents return home from their work, we often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at happened that day and how we feel. My brother and I 

share the duty to take care of Marshmallow. At the weekends, we will 

watch different movies at home together. Among the movies I’ve 

watched, my favourite is Coco. It’s a touching movie about the love 

between family members. I’ve written an English movie review for the 

school newsletter because English is also my favourite subject. With my 

teacher’s support, I’ve also joined some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s 

because I enjoy sharing my ideas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I hope I can continue to write more and become a journalist. 

The main reason for me to apply for _________ College is that your school 

values English and uses it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most subjects. 

Moreover, there are movie club and school library for me to talk about 

stories with other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n 

active member and learn more in this friendly environment. 

 

Fin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hope I can study with the peers and 

teacher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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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elf-introductio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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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組討論 

 

內容 

 約 4 人一組 

 多用粵語/英語討論 

 約 5-10 分鐘 

 不一定有準備時間 

 如小組討論前有文章朗讀環節，題目可能有關聯 

 

你要展現的特質 

 溝通技巧 

- 能夠清晰表達自己的論點 

- 用心聆聽組員的說話，有思考及回應(互相尊重)別人的論點 

 思維模式 

- 讓別人知道你懂得用合理、有效的方法去解決難題、分析問題 

 表達技巧 

- 清晰地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思考過程，使別人容易明白。如有使用任何定

理/公式，請清楚說明 

 關心時事 

- 如題目與時事有關，或者你能用近期熱門時事作為你的事例，就能顯示

出你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 

 

平常可如何準備？ 

 平常多留意身邊發生的事 

- 別人的觀點、平時的所見所聞都能作為你小組討論時的有用論點/事例。 

- 例︰你是否認同在巴士上設靜音區？(若能指出港鐵也有設靜音區，無論 

你的立場是支持或反對，都可以作為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養成定期留意新聞的習慣 

- 以準備時事相關的題目，作為你論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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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類小組討論題目 

 爭辯式題目 

- 要表明立場，支持或反對 

- 提出論點、論據，清楚解釋自己的立場 

- 不需說服相反立場的組員 

- 可以反駁別人，但一定要注意禮貌 

 探討式題目 

- 就一個題目深入討論 

- 不一定要表明立場 

- 從多角度分析，以事實為佐證 

 

重要提示：建議同學用常識科所學的腦圖、點列的方法來幫助思考 

 

注意事項 

 切忌一言不發 

 切忌過多/壟斷發言 

 不需要搶開場白/總結，不會特別加分 

 如有組員一言不發，可嘗試邀請，但不可強迫發言 

 如題目有要求你表達立場，要清晰表達，不可「中立」或立場搖擺不定 

 注意溝通，這不是輪流發言，一定要回應別人的說話 

 注意題目是否需要組員達成共識 

 

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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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圖 

 

 

 

 

 

 

 

 

 

點列 

 

 

 

 

 

 

 

 

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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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1︰電子書可以取代實體書嗎？ 

 

 

 

 

 

 

 

 

 

 

 

練習 2︰如果學校要節約能源，試討論並提出兩個最有效的方法，並達成共識。 

 

 

 

 

 

 

 

 

練習 3︰網絡資訊包羅萬有，學校還有需要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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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書介紹 

 

為什麼要你介紹圖書？ 

 檢視你有沒有閱讀的習慣 (必須要有！) 

 表達能力 

 能否由閱讀學到額外的知識 

 

介紹圖書的重點及流程 

 約用 5 句簡單介紹書本的名稱及內容，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整個故事完整地告

訴別人。 

 這本書最吸引你的地方。你為什麼會介紹這本書給別人? 

 你從這本書中學到甚麼? 這本書如何影響你的想法及未來的人生? 

 

重要提示：這部分非常重要，應花最多時間來講述。 

 

介紹小說例子 

(開場白) 大家好。 

 

(簡介撮要) 我最喜歡的圖書類別是歷險類，而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魯賓遜漂

流記》。這是一個關於一個名叫魯賓遜的水手流落荒島、努力求生，最後返回人

類文明世界的故事。在求生的過程中，他要獨自解決耕種、養動物、保護自己

等所有事情，也因此學會了感恩和反省從前任性自私的自己。 

 

(值得欣賞之處) 我十分欣賞主角的堅韌。他遭遇到人生最大的困境，遠離文明

世界、身邊一個人都沒有，連能否生存都成問題。在放棄是一個如此簡單的選

項的情況下，魯賓遜拒絕就範。他甚至在艱苦的求生過程中，學會苦中作樂，

令自己活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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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透過這本書我學到不應輕言放棄。我平常面對的困難，與魯賓遜的荒島

求生經歷一比，全部都變成芝麻綠豆的小事。另外，我亦感受到我們生存的是

一個互相幫助的世界，每件事都需要別人的幫忙。自從看完《魯賓遜漂流記》

之後，我會試著向別人表達我的感激，也會盡力去幫助別人。 

 

Introduction of a novel 

(開場白) Hello 

 

(簡介撮要) This book was about a bird who didn't yet know how to fly. The 

bird has to decide if it will try to fly, but it was not sure if it wants to. The 

bird thought, "If I never forever endeavor" then I won't ever learn. On one 

wing, he worries he might fail and on the other wing he thinks of how he 

may succeed. He worries that if he tries, he may get lost in the world. That 

makes him want to stay in his nest where he's safe. 

 

(值得欣賞之處) This book would help us to learn that trying new things 

can be scary, but sometimes when we try, we can find things that make us 

happy too. And this book will help others know that mistakes are okay 

and part of learning. 

 

My favorite part is that the bird tried and learned that she could fly. I also 

liked that I read this book because it gave me a chance to talk to mom 

about making mistakes and how I don't like making them. Then I learned 

they are good and part of learning. 

 

(感想) I think others would like this book because it teaches about trying a 

new thing and how it's important to get past being scared so you can 

learn new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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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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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a novel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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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朗讀文章 

 

評分準則 

 對詞彙的認識 

 流暢度 

 投入度、語氣 

 

注意事項 

 如果不認識該詞語，不要停下，自己想像一個最有可能的發音，流暢地把句

子完成，不要讓別人發現你不懂 

 發現自己讀錯，盡量不要停下或重複，照常完成句子 

 不要太緊張，慢比快好、大聲比小聲好 

 記得讀標題(如有) 

 不要看一個字讀一個字，先看完一句再讀出，可讀得更流暢 

 注意文章內容，稍後可能有問題或討論 

 

中文朗讀練習 1 

 

匆匆(節錄)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

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

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著，八

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

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涔 (汗涔涔)        潸  (淚潸潸) 

音︰岑         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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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朗讀練習 2 

匆匆(節錄)  朱自清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

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戶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

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盆裡過去；喫飯的時候，日

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

手遮挽著，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

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挪  (挪移)         喫  (喫飯) 

音︰羅         音︰猰 jaak3 

 

中文朗讀練習 3 

匆匆(節錄)  朱自清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

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又有些什麼呢？過去的

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 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

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

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徘徊 (徘徊)        裸  (赤裸裸) 

音︰陪回        音︰砢 

 

中文朗讀練習 3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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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朗讀練習 1 

 

Finland: The Happ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Finland is the nation in the north of Europe. It has a cold climate, and half 

the year is in a dark of winter. That doesn’t get Finnish people down, 

though. 

 

That’s because it’s a happy place to live. In fact, Finland is the happ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One reason for that is its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Finland has plenty of trees, lakes, and wildlife. It also has 

lots of clean air and low population levels. So, the Finnish love to head 

outside and enjoyed it. 

 

英文朗讀練習 2 

 

Finland is also a happy place because of is relaxed way of life. The Finnish 

don’t have much to worry about. Crime is low, the education is excellent, 

and the health care is universal.  

 

The Finnish also keep the spirits high with saunas. There, they clean their 

minds and bodies with heat and steam. That helps them find a sense of 

peace. The Finnish are mad about saunas, and most of them go to a sauna 

at least once a week. For them, saunas are marvellous, just like Finland. 

 

英文朗讀練習 3 

 

Child Labor in Cocoa 

 

Chocolate is a popular treat, and it comes from the cocoa bean. About 70% 

of the world’s cocoa beans come from Ghana and Ivory Coast. They have 

the perfect climate for growing cocoa.  

Making cocoa needs a lot of work. It also needs lots of workers. Over two 

millions of them in Ghana and Ivory Coast are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5 and 17.  

The children work long, hard hours, use dangerous tools, and carry heavy 

loads. They also live in terrible conditions and get little to no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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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看圖說故事 

 

簡介 

 考生會獲發一幅圖 

 約 3 分鐘準備時間 

 在一分鐘內描述圖中的事情 

 

評估重點 

 完整地順序講述事件的大概 

 能否看出圖中未有顯示的隱藏資訊(因果/邏輯關係) 

 內容充實，表達清晰、有條理，如適當的語氣、停頓、詞彙運用、發音等 

 想像能力 

 

建議思考流程 

 時、地、人、事 

 圖中特別之處 

 人物的對話(需自行構思) 

 反思 

 為該件事情加上前因後果(符合邏輯) 

 如題目沒有說明，你可以代入圖中的其中一個人物，也可以以旁觀者的身份

去描述；如題目沒有說明，可以為圖中的人物自行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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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你在上學時看到以上情景，請

用一分鐘描述圖中發生的事情。 

時 = 

地 =  

人 = 

事 =  

人物的對話 =  

反思 = 



(九) 一對一問答 

 

一對一問答的題目類型 

 針對你自我介紹或履歷表的內容作更深入的提問，如︰你的感受/你感到、

事情的詳細經過、原因等 

 關於個人的問題  

 情境題、假設性題目 

 時事題 

 

注意事項 

 切忌一言不發 

 用完整句子作答，不要答單詞 

 如果不明白題目的意思，可有禮地請面試老師解釋 

 自行提供與主題相關的額外資訊。每條題目你答得越多，面試老師問其他問

題的機會越少。例如你可以講述前因後果、你的感受、舉例等 

 

自我介紹及履歷表的內容 

 預先詳細為「自我介紹中提及過的活動、喜愛、獎項」準備細節，例子包括︰ 

- 你最喜歡的科目是中文/英文/數學/其他，為什麼？ 

- 從籃球/stem/繪畫/跳舞/朗誦/其他比賽中，你學到甚麼？ 

- 一次深刻的經歷 

- 你在學校擔任領袖生/班長/升旗隊員/其他，你覺得有甚麼特質才能擔任

以上職務？ 

- 你在這件事上遇過甚麼困難，最後如何解決？ 

- 你會如何為你的夢想/將來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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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的問題 

 面試老師通常會藉著這類問題多了解你，例子包括︰ 

-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間中學？ 

- 請描述一次你和家人出遊的經歷  

- 遇到困難時，你會如何減壓？ 

- 你認為自己有甚麼優點/缺點？ 

 

情境題、假設性題目 

 這類型的題目是考你的即場反應、解決問題的能力，有時也反映你的價值

觀。回答問題時盡量從多角度思考，不要以個人的喜好、猜測回答此類問題。

例子包括︰ 

- 如果你最好的朋友要你借功課給他/她抄，你會怎麼辦？ 

- 如果你專題研習的組員沒有參與，不肯完成自己的部分，你會怎麼辦？ 

- 如果有外星人來到地球，你會如何向它介紹地球？ 

- 如果你有一千萬，你會如何使用？ 

 

時事題 

 面試老師想知道你有否關心社會、以及你對這些議題的看法，回答問題時盡

量從多角度思考，例子包括︰ 

- 你贊成小班教學嗎？ 

- 你對港鐵的服務有甚麼意見？ 

- 你覺得可以如何減輕香港交通擠塞的問題？ 

- 最近有哪一則新聞令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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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一對一問題及回答例子 

 你為什麼想讀這間中學？ 

- 我參加過你們學校的資訊/開放日，覺得這所學校的學生很有活力，老師 

們十分關心學生。回家後再上網找資料，發現你們在我最擅長的足球方面 

有重點的發展，不但有聘請前港隊隊員為教練，也拿過不少學界獎項，所 

以我也想加入成為你們的一分子。 

 

常見的一對一問題及回答例子 

 你最喜歡的科目？為什麼？ 

-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學英文讓我可以和更多人溝通、也讓我可以接

觸更多資訊，例如英語國家的文化、還令我旅行時更方便呢！我除了在

課堂上學習英文外，也會自己看課外書、看 youtube 節目，遇到不明白

的地方就立即上 google 問個明白。我覺得學英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常見的一對一問題(請回家準備) 

 為什麼這間中學要收你為學生？ 

- 介紹一本圖書。 

- 你為什麼想讀這間中學？ 

- 你最喜歡的科目？為什麼？ 

- 你在______(你在自我介紹時提過的活動)時遇到甚麼困難？如何解決？學

會了甚麼道理？ 

- 這間中學的校訓是甚麼？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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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數學解難題 

 

題型 

 數學速算 

 心算題 

 奧數題 

 解難題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你要展現的特質 

 願意嘗試 

- 即使在未學過的情況下也願意盡力解決難題 

- 即使未能找到答案，也要說明嘗試過甚麼方法 

 思維模式 

- 讓別人知道你懂得用合理、有效的方法去解決難題 

 表達技巧 

- 清晰地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思考過程，使別人容易明白。如有使用任何定

理/公式，請清楚說明 

 學術能力 

- 部分中學透過題目去取代紙筆評估，檢視學生的學術能力，平時上課要

留心 

 

考試模式 

 可用紙筆協助 / 不可用紙筆協助 

 有準備時間 / 沒有準備時間 

 網上面試 / 即場面試 / 拍片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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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題目的流程 

 如只要求你說出答案 

- 說出答案 

- 如未能找出答案，說說你用的方法 / 估算，切忌一言不發 

 如要求你解說運算過程 

- 你對題目的觀察 

- 你用了甚麼方法、公式、文法 

- 你的運算、思考過程 

- 答案 

 

注意事項 

 如有計時，確認計時開始時間。如有不清楚，可向老師發問。  

 如題目事先已派發給你/放在你面前，在老師批准前，不可偷看。 

 即使未能找出答案，也應該回答問題。可以講述自己用了甚麼方法去嘗試，

絕對不可以一言不發。 

 

例題一 

 請回答以下題目，然後解釋你的思考過程並說出答案 

 

找出以下圖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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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 

 請用一分鐘心算以下題目，然後解釋你的思考過程並說出答案 

 

64 + 57 + 89 + 78 + 22 + 43 + 11 + 36 = ？ 

 

 

 

 

 

 

 

 

 

 

練習二 

 請用一分鐘思考以下題目，然後說出答案並解釋你的思考過程 

 

1、1、2、3、5、8、13、21  下一個數是甚麼？ 

 

練習三 

 請用一分鐘思考以下題目，然後說出答案並解釋你的思考過程 

 

小明到餐廳點了一個價值 A 元的餐，餐廳收取加一服務費(需多付帳單的十分

之一)，但同時提供九折優惠(可少付帳單的十分之一)。小明的應付款項比 A 多

了還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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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Zoom / 自我介紹短片製作 

 

線上面試(Zoom)錦囊 

 衣著整潔(建議穿著校服)，表現有禮，時刻保持微笑。 

 面試時，切忌虛構答案及避免背誦答案，宜有個人獨到見解。 

 面試期間與教師保持眼神接觸，不宜東張西望。 

 談吐時態度要誠懇，答案須詳述原因，力求圓滿，切忌片言隻字的回應，並

要時刻保持響亮聲調，以表現自信心。 

 同學對於不熟悉的問題，應禮貌地表示不太清楚，不宜胡亂作答，更嚴禁與

鏡頭外的人士溝通「出貓」。 

 回答時，不可貶低其他中學來褒獎報考的學校，亦不應過分吹噓自己的才能。 

 面試前一晚早點休息，充足的睡眠能令同學精神煥發，信心倍增。 

 

線上面試(Zoom)準備 

 預先測試登入及調整設備 

- 最好使用電腦、筆記電腦或平板電腦 

- 確保麥克風能夠清晰收音及關閉所有不必要的軟件 

- 確保網絡穩定 

- 需調整鏡頭，使熒幕畫面能清晰見到同學完整上半身 

 不要使用虛擬背景（Virtual background） 

- 預備一個合適的環境，需留意場地背景 

- 虛擬背景影響同學展示自己的身份證明、書本，甚至其他獎項和作品 

- 若必須使用虛擬背景，需選擇不花巧的背景 

 預備合適的面試環境 

- 面試環境不要收到其他雜音 

- 面試畫面不應有其他家庭成員或寵物進入視線範圍 

- 面試的地方需光線充足 

- 面試的地方不應有不必要的文件或物件出現（例如面試題目、自我介紹貓 

紙、過於私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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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短片製作錦囊 

 留意使用適當攝錄器材，需要時可使用腳架、收音咪等器材。 

 拍攝時需對焦及注意畫面穩定性。 

 拍攝時需留意攝錄環境是否合適，例如是否有風聲。 

 注意拍攝環境是否有足夠光源，需要時應加燈光。 

 注意拍攝背景畫面是否恰當，考生是否在畫面中間。 

 學生需注意拍攝時的說話語速、咬字、聲量等多方面。 

 拍攝時需穿著校服，注意儀容，包括衣著、頭髮、表情、坐姿等多方面。 

 

參考 

【升中網上面試】家長如何為子女準備？｜小組討論攻略｜Misschaucha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4NeXQFqlMw 

 

 

 

升中面試技巧全攻略 自我介紹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PQ_pIYu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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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常見的面試問題集 

 

 個人方面 

- 你有甚麼嗜好？ 

- 你怎樣利用空餘時間？ 

- 你最想在中學時能參加的課外活動是什麼？ 

- 你如何分配學業與課餘活動的時間？ 

- 除了學校的課外活動外，你有沒有參加社區的活動？可以簡略介紹嗎？ 

- 如果要負責推動該項課外活動，你會怎樣推行？ 

- 說說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 你有甚麼志願？你會怎樣達成？ 

- 你有偶像嗎？如有，他/她有甚麼優點值得你崇拜？ 

- 你最尊崇的人物是誰？為甚麼？ 

- 你有沒有一些自己感到自豪的事呢？請談談大概的經過。 

- 當你遇到不開心或不如意的事時，你會找誰傾訴？ 

- 你最喜歡看哪一類的圖書，為甚麼？可以介紹一下嗎？ 

-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若沒有，為甚麼？/ 若有，是甚麼？﹚對你有甚麼影

響？ 

 

 家庭方面 

- 在師長、家人或朋輩中，誰影響你最多？為什麼？ 

- 當你獨自留在家中的時候，你會做些甚麼？ 

- 你與家人怎樣相處？ 

- 一個幸福的家庭當中，你認為爸爸的角色重要，還是媽媽 的角色重要呢？

為甚麼？ 

- 課餘或假期，父母會否帶你參加其他活動？是甚麼活動？ 

- 你對待弟妹和對待同學的態度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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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生活方面 

- 遇到功課不明白的地方，你會怎樣做？ 

- 請說出一位你十分喜歡的老師，請講出三種你喜歡他/她原因。 

- 談談你和同學相處之道。 

- 你為甚麼會選擇我們學校？ 

- 你在你就讀的小學有甚麼所得？ 

- 談談你的小學學習生活。 

- 你看過哪些外語書籍？最喜歡看哪一本？為甚麼？ 

- 哪一個故事令你印象最深刻？可以簡略說一下嗎？ 

- 升中後，你會比以前接觸到更多英文、你應怎樣提升自己？ 

- 你喜歡哪些學科，為甚麼？ 

- 在中學午膳時，你喜歡留在校裏用膳還是出外用膳，哪樣較方便 ？ 

- 在小學階段，你曾擔任過哪些服務工作？有甚麼得著？ 

- 你認為模範生應具備什麼條件？ 

 

 時事及處境方面 

- 部分學校改為「直資」有沒有影響你的選擇？你對「直資」又有何意見？ 

- 在學校可怎樣推行環保運動呢？ 

- 你認為香港應否全面禁煙？為甚麼？ 

- 疫情對你的生活有甚麼影響？正面及反面各舉一例。 

- 假如你是老師，你會如何處理上網課不專心的學生？ 

- 你對英語教學及母語教學有何意見？ 

- 你認為用電腦輔助學習有何好處或弊處？ 

- 若果你看見你的好朋友在考試時作弊，你會怎樣做？ 

- 你對行政長官最近發表的施政報告有甚麼看法？ 

- 你有看報紙的習慣嗎？最近哪一則新聞令你印象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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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題目 

- What do you usually do at home? 

- How do you come to our school? 

- What do you do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 Would you like to eat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or a fast food shop? 

Why? 

- If you can join a study tour, which country do you want to go? Why? 

- What is your favourite __________? 

- What are you good at? 

- What are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 Who is your best friend? Please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him/her. 

- Do you have any duties at school? 

- What do you like doing in your spare time? 

 

 小組題目 

- 鯊魚瀕臨絕種，可以有什麽方法可以保護瀕臨絕種的鯊魚? 

- 飛機，手提電話和互聯網那種發明最能做福人類？ 

- 如果有交流生來香港，你會帶他們去那裏？ 

- 試分析上網的好與壞（英文）。 

- 你贊不贊成學生要在學校午膳（中文）？ 

- 如果你好朋友來港，你會帶他到哪裹？ 

- 情境題：假如你是風紀，小息時，你看到你的好朋友偷東西，而鄰近的課室

又有人打架，你會怎樣做？ 

 

 情境題、假設性題目 

- 在龜兔賽跑中,你想做龜還是兔?爲什麽? 

- 如你要學一種動物的語言，你會學那種動物? 

- 如果你可以擁有一種能力，你會選擇甚麼能力?為甚麼? 

- 如果你可以和一名明星掉換身份一天，你會選擇和誰?為甚麼? 

- 假如有一個外國人來香港，你會推薦他去那個地方?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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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題、假設性題目 

- 如果有外星人來到地球，你會給甚麼物品給他讓他了解地球? 

- 如果你是香港行政長官，你會怎樣幫助香港市民? 

- 如果你有一百萬，你會怎樣使用它? 

- 如果學校可以養小動物，你想養什麼小動物?為什麼 

 

 2021-2022 (元朗/屯門區) 面試題目： 

1. 你認為應不應該有家長日？為甚麼？ 

2. 你認為家長日應該定在甚麼時候？為甚麼？ 

3. 青少年追星好嗎？ 

4. 近年，不少青少年都追捧偶像，請問你認為是好是壞？ 

5. 應該讓學生帶手機上學嗎？ 

6. 野豬問題嚴重，你有甚麼辦法解決？ 

7. 你認為家教和學校教哪個更重要？ 

8. 如果學校舉辦遊學團，你建議去邊？為甚麼？ 

9. 科技日新月異，你認為未來的書包會怎樣？ 

10. 你認為學校小食部應該只售賣健康食品嗎？ 

11. 最近你感受印象最深刻的新聞是甚麼？ 

12. 如果你可以回到古代你想看到誰？為甚麼想見他？ 

13. 如果有一日有一隻河馬掉進一個洞，你會怎樣救牠？ 

14. 如果有一日你沒帶鑰匙，你會怎樣做？ 

15. 疫情期間，你會怎樣利用時間去應付考試？ 

16. 如果你有一間商店你會賣甚麼東西？ 

17. 面授與上 ZOOM 哪個上課形式好？為什麼？ 

 

重要提示： 

你面試前能好好準備，加上臨場表現鎮定，思考清楚才作答，不要有太多停頓

的時間，你一定能夠應付裕如。 

 

 

P. 33 



(十三) 升中面試個人學習歷程製作簡介 
 

 (一) 常備文件： 

1. 個人資料一覽表及家長聯絡資料 

2. 自我介紹(中、英對照短文各一份) 

3. 一至六年級歷年學業成績、獎項、活動及服務一覽表 

4. 四至六年級成績表及多元智能紀錄表 

5. 校外活動及比賽的獲獎證書、獎狀、出席証或任何證明文件 

6. 校內活動及比賽的獲獎證書、獎狀、出席証或任何證明文件 

7. 曾參與之服務所提供的證書或證明文件 

8. 其他資料(例如：有關比賽、活動及服務的相片、其他學生作品、香港身份 

證影印本、小六學生證影印本、學生相片等) 

 

(二）文件存放方式： 

1. 選購一個純色資料夾（Clear Book），將以上的文件按次序擺放(成績表/證 

書需以倒序法擺放，即最近期擺放最前) 

2. 擺放方式：（實際頁數視乎文件之多寡） 

  

第一頁：個人資料一覽表及家長聯絡資料 

第二頁：自我介紹(中、英對照短文各一份) 

第三頁：一至六年級歷年學業成績、獎項、活動及服務一覽表 

 

以下幾項可於標題頁後加上有關資料： 

第四頁：四至六年級成績表及多元智能紀錄表 

第五頁：校外活動及比賽的獲獎證書、獎狀、出席証或任何證明文件 

第六頁：校內活動及比賽的獲獎證書、獎狀、出席証或任何證明文件 

第七頁：曾參與之服務所提供的證書或證明文件 

第八頁：其他資料(例如：有關比賽、活動及服務的相片、其他學生作品、 

香港身份證影印本、小六學生證影印本、學生相片等)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可因應需要加上封面及目錄頁。 

2. 所有文件一定要整齊及保存良好，若文件已弄污或皺起，會令檢視者覺得該 

學生欠缺自我管理能力，留下壞印象。相反，整齊又具條理的資料夾，會 

予人舒服及整潔的感覺，留下良好印象。 

3. 所有提供給中學的資料，都是以正面為主，若遇上一些負面的項目，應盡量

避免提及。 

4. 一切學生資料避免用手抄形式顯示，要以電腦編寫及打印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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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面試個人學習歷程(軟件檔)： 

http://www.kms.edu.hk/eportfolio.docx  
(光明學校校網->升中資訊->升中常用資訊) 

http://www.kms.edu.hk/eportfolio.docx


(十四) 備註 / 筆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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