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羅書院
2022-2023 年度
中一入學申請 常見問題解答
申請 / 取錄概況
Q.1

聖保羅書院會否參加中央派位/自行收生辦法？
本校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統一派位 (適用於 2022 年 9 月升讀中一)。本校不接
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不須使用教育局選校次序一和次序二的表格。

Q.2

2022-23 學年中一學額有多少？
共有 210 個學額。附屬小學學生佔約 100 個學額。招收外校生佔約 110 個學額。

Q.3

中一入學申請途徑﹖
只接受網上申請。申請者須於 2021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6 日，透過本校網頁直接填寫
電子申請表。

Q.4

網上申請需要預備電子檔案上載嗎﹖
需要。網上申請需要上載之電子掃瞄檔案﹕
(1) 小學五年級期終考試成績表
(2) 音樂、體育、美術、朗誦、數學及其他六個範疇，每個範疇最多兩項優秀表
現獎項／證書，(倘有）
(3) 身份證／申請者出世紙／護照
(4) 學生彩色證件相
網上報名系統收到申請者提交報名表及網上支付 50 元報名費後，隨即發送確認申請電
郵到申請者所提供之電郵郵箱。

Q.5

選擇申請人進行面試的標準是什麼？
學業成績，中、英、數及常識須達乙等或以上；操行須乙等或以上。

Q.6

是否所有申請者均獲面試安排﹖
不是。本校會參考申請人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表現及品行等資料，邀請約 600 名申請
者進行面試。獲面試之申請人，其報名編號將於本校網頁公佈，敬請留意。

Q.7

有第二輪面試嗎﹖
只有申請獎學金的申請人或會被邀於 2022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進行學業優異獎學金
面試、音樂獎學金試音及體育獎學金測試。中一入學申請只進行一輪面試，面試日為

2022 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
Q.8

何時知道獲得面試安排﹖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學業優異獎學金、音樂獎學金及體育獎學金的申請人會分別收
到面試、試音及測試通知。
2022 年 1 月下旬申請人會收到中一入學面試通知。

Q.9

何時知道獲得取錄﹖
最遲於 2022 年 3 月 28 日，以書面通知。

Q.10 面試內容及形式是怎樣的﹖
以英文和廣東話進行，包括個人面試及小組討論，主要考核學生的語文能力、溝通能力
及思維能力等。若申請者欲以普通話面試，可於網上報名時選擇以普通話作為中文面試
部份之使用語言。
Q.11 如獲取錄，家長要何時簽署承諾書及遞交派位證？
於 4 月初指定日期內。
Q.12 如於 3 月時未獲取錄，可以再申請嗎﹖
申請者可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和 13 日透過網上報名再申請。申請人需填寫 Google Form
報名表，並上載小六期終考試成績表。Google Form 連結及詳情，將於 2022 年 6 月下
旬於學校網頁公佈。
Q.13 7 月最後階段報名，共有多少學額供申請﹖
學額約 10 個。
Q.14 7 月最後階段收生，是否所有申請者均獲面試安排﹖
不是。本校會參考申請人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表現及品行等資料，邀請合適申請人
進行面試。
Q.15 7 月最後階段收生，如獲面試安排，需要準備什麼文件﹖
面試當天需遞交之文件，請依以下次序排列﹕
1. 小學六年級期終考試成績表(倘有，正、副本)
2. 課外活動/獎項證書(倘有，正、副本)
3. 身份證/出世紙/護照(正、副本)
4. 連郵票(HK$2)及地址的信封一個
此外，請帶備小六學生手冊、中文及英文寫作課業作面試之用。文件之正本，經面試
老師核對後，隨即歸還。

獎學金及學費減免計劃
Q.16 是否設有獎學金﹖申請概況如何﹖
本校設有一系列獎學金：包括學業優異獎學金、音樂獎學金及體育獎學金。學業優異獎
學金，學生成績為全級頭五名、操行達乙等或以上方被考慮。音樂獎學金及體育獎學金，
優先考慮音樂成就達全國或地區性水平之學生。如欲申請獎學金之學生，請填妥獎學金
申請表，連同有關證明文件與中一學位申請表分開遞交。
Q.17 是否設有學費減免及助學金計劃﹖
本校設有學費全免或減免3/4、1/2、1/4學費。有需要的學生（包括來自綜援家庭的學
生及領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財政資助的學生）可提出申請學費減免。本校學費
減免計劃詳情包括家庭入息限額，請瀏覽網上版的超連結，家長亦可在網頁中自行輸入
家庭各項收入和支出，電腦會按所提供資料自動計算並顯示學生可獲得的學費減免金
額。如有需要可致電校務處2546 2241或親臨本校查詢。申請沒有時限，如家庭收入因
變故而減少，可隨時提出申請。申請人所提交之資料會保密處理。

教與學
Q.18 聖保羅書院的校風如何﹖
校風純樸，學生均能嚴守紀律，自尊尊人。學生學業成績優異，並積極參與各類型的課
外活動和比賽，成果美滿。
Q.19 師資如何﹖
本校教師悉數大學學士畢業及獲得後學位教育文憑。64%教師擁有碩士學位資歷。此外，
本校積極鼓勵教師不斷進修，不單關注教育理念及本科知識的新發展，同時在行政、輔
導等各方面也與時並進。
Q.20 中一如何分班？有沒有精英班﹖
沒有精英班，學生隨機編班。
Q.21 課程安排如何﹖
課程架構皆應對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興趣，並提供多樣化的輔助課程及終身學習計
劃，擴闊學生視野及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
中一至中三的學生依循一個均衡及嚴謹的課程，持續吸引、挑戰學生，以預備他們作更
高層次的研習。高年級的學生則須按新高中課程修讀英文、中文、數學及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以及從一系列科目中選修三科，以獲取香港中學文憑（HKDSE）的資格。為實踐
全人教育的理念，高中學生亦會修讀若干體育、音樂、視覺藝術及宗教教育。此外，除
了本地文憑試(HKDSE)課程，本校亦為中四至中六生提供國際高考課程(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詳情請閱覽本校網頁”Curriculum > IAL”部份。

Q.22 有沒有普教中？
中二及中三每級 6 班，中文課分 8 組，其中 2 至 3 組以普通話授課。
接受普教中學生是參照家長意願及同學的普通話水平，將同學分入普教中或非普教中
組別。
Q.23 除英語及普通話外，會否教授其他外國語文？
本校主要提供兩文三語的訓練，另設有西班牙語及日語的學習計劃。
Q.24 每學年有多少次測考﹖
中一至中五每學年各有兩次課業常分及考試（第一次常分；期中考試；第二次常分，以
及大考）。中六則有兩次課業常分及一次大考。既有階段性的評估，也有總結性的考核。
Q.25 是否所有學生均須學習樂器？
培養學生的音樂修養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故此每位學生均須學習一種樂器。鋼琴及小提
琴亦可作為其中一種。
Q.26 國民教育在學校推行的情況？
對國家的認識，在初中，中史科為必修科；在高中，同學亦可選修中史科目。對於國情
的認識，早在十多年前，本校已有文化交流團到中國不同的地區考察，並和內地學校結
盟交流。每年亦有學生義工團到國內作義工服務。

學生成長及支援
Q.27 學校如何協助中一學生升中銜接﹖
暑期設有為期兩星期的中一銜接課程，課程內容包括中、英文及各科英文詞彙學習，幫
助中一學生適應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學習。中一家長迎新日亦於八月底舉行。學年開
始，設有中一迎新日、學習技巧講座及突破訓練營，幫助中一生適應中學校園生活。中
一年級全年設有生命教育課，主題包括﹕自我認識篇、群策篇、情感篇、溝通篇、壓力
篇、抗誘篇等等。
Q.28 學校有甚麼活動擴闊學生視野及學習經驗﹖
本校設有四十多個課外活動學會，分學術、體藝、音樂及服務四大類別。另設有數個制
服團隊，培育學生多元興趣。2019-20學年起設有體驗式學習周，全體中一至中四學生
能跳出課室，自由參加共八十多項活動，包括生活體驗、文化藝術、康樂體育及創科活
動等，提供更佳機會讓學生按照個人的能力、興趣，習技能、長知識、培育良好價值觀，
並學以致用。此外，本校每年均投放大量資源，推行「環球教室」計劃，帶領學生走出
課堂，遠訪世界各地，開拓國際視野。此外，本校推行駐校藝術家計劃及駐校學者計劃，
邀請國外學者為學生舉行工作坊及分享會，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Q.29 學校於生涯規劃方面有何安排﹖
本校設立就業及生涯規劃組，為各同學提供最新的本地和海外升學就業資訊，並透過個
別輔導，協助同學尋找最理想和適合自己的出路。為此，小組每年籌辦各類活動，包括
生涯規劃及輔導課、生涯規劃周及與校友會合辦之「師友計劃」。此外，小組亦為同學
提供工作體驗，以擴闊視野。小組屬下設升學及就業學會，為同學定期安排大專院校代
表或各行業的舊生於午飯時段分享寶貴經驗。為協助同學升學，小組籌辦不同活動以提
升他們的面試及撰寫個人履歷的技巧，並為他們撰寫推薦信。

其他問題
Q.30 學生用膳怎樣安排﹖
本校設有小食部供應飯盒，同學可自行決定留校或外出用膳。
Q.31 是否有校車服務﹖
學生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巴士﹕4, 4X, 7, 23, 30X, 37A, 37B, 40, 40M, 71, 90B, 91, 103, 970, 970X , 973, (特
別服務﹕3A, 37X, 40P, 71P, 93, 93A, 93C, 94, 103P, 973P)
小巴﹕8X, 10, 10S, 13, 22, 22S, 28, 28S, 31, 55, (特別服務﹕8, 10P, 22X, 28S, 31X)
港鐵﹕香港大學站 A1 出口

坊間亦有褓母車接載，惟屬私人經營，非本校管理，請家長小心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