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3派位年度
中學學位分配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家長講座程序
1. 校長致辭

2. 自行分配學位簡介

3.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簡介

4. 學校支援及面試前注意事
宜

5. 升中資訊(舊生分享)

6. 答問時間



自行分配學位簡介



中學學位分配的百分比

30%

約65%

約5%重讀生學位

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通告205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影印本)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2020-2022
2018-20202020-2022

01/01/2010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資料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資料

 賽馬會體藝中學資料



賽馬會體藝
中學資料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資料

 賽馬會體藝中學資料

 九龍城區中學概覽2022/2023(或網上版)



九龍城區
中學概覽
2022/2023



九龍城區中學概覽(網上版)
2022/2023



請瀏覽學校網站



派發的文件及表格
 通告205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每名學生兩份 及 影印本一張

 小六學生資料表

(完成申請手續後須交回班主任保存)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資料

 賽馬會體藝中學資料

 九龍城區中學概覽2022/2023(或網上版)

 小六升中面試參考資料



小六升中面試參考資料



小六升中面試參考資料



只有校方持
有(家長向
校方查閱或
瀏覽教育局
網站)



家長及學生應注意事項
核對各項資料是否齊全。

核對「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
「小六學生資料表」上的個人資料是否
正確。

細心閱讀各項資料，根據學生的成績及
意願，初步選出數間心儀的中學。

上網查閱中學的資料、中學概覽或到中
學作實地觀察。

家長必須與班主任商談

經詳細考慮後，才正式進行申請程序。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樣本)

每名學生獲發兩份申請表(只適用於申請參加派位中學；不適用於申請非參加派位中學)



2020-2022
2020-2022

01/01/2010



申請日期及申請中學數量
申請日期﹕2023年1月3日至2023年1月17日

申請中學的數量﹕
最多申請兩所

(不受地區限制)

沒有限申請的數量

官立中學

非派位直資學校

(詳情可參考

教育局網站)

資助中學

按額津貼中學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的

直資學校



申請日期(賽馬會體藝中學)
申請日期﹕2023年1月3日至2023年1月19日

學生除了可以申請不多於兩所參加派位中
學的自行分配學位外，亦可另外報讀此中
學。

學生如獲賽馬會體藝中學錄取，便不會透
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自行分配學位或統
一派位的學位。

但如未獲錄取，則仍可透過中學學位分配
辦法獲派中一學位。



申請程序(以紙本遞交程序)
向心儀的中學索取報名表，填寫報名
表及按指示準備需呈交的資料，如﹕
履歷表、成績表及證書副本等。

填寫「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把申請表印有「選校次序」的部份撕
下及保留(無須向申請的中學透露選
校的先後次序)。其餘三聯部份應保
持完整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選校
次序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
存根



家長
存根

選校
次序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
的第四聯 (家長無須向中學展示選校次序)

*留意選校
次序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及其他所需文件直接
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便中學
查閱。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會在各存根上，蓋
上學校編號及校印(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1 0 1 呂祺

中學
1 0 1 呂祺

中學
1 0 1 呂祺

中學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於1月5日或以前將填寫好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影印本交予班主任檢查。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快 樂 中 學 快 樂 中 學 快 樂 中 學



申請程序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

◼如要以電子平台遞交申請，需要在智
能電話下載「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
及升級為「智方便+」。

◼登記「智方便」短片
https://youtu.be/dyYGxkBLS2U

◼升級為「智方便+」短片
https://youtu.be/BPYEvjekd50

https://youtu.be/dyYGxkBLS2U
https://youtu.be/BPYEvjekd50


「智方便」用戶和「智方便+」的分別



建立「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家長帳戶

短片介紹

02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建立電子平台帳戶程序.xspf


申請程序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遞交申請)
短片介紹

02中一派位電子平台/以電子平台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程序.xspf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的
注意事項

 家長與班主任商談，根據學生成績及意向，決
定擬申請的中學；於1月5日或以前將填寫好的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影印本交予班主
任檢查，待確認後才於「中一派位電子平台」
遞交申請；

 瀏覽擬申請的中學網站，準備中學要求遞交的
文件，如﹕報名表、成績表、證書及獎狀等。

 準備學生身份證明文件，如﹕身份證、出世紙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的
注意事項

只由一位家長處理登記及遞交申請事宜。
「中一派位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的使
用時間為30分鐘，30分鐘後，系統會自
動登出，故請家長善用「儲存為草稿」
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編輯有關申
請。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過程及結果

大部份中學會以面試決定是否取錄學生。
在此階段獲取錄的學生，於統一派位時
不會再獲分配另一學位，故此，學生在
遞交申請表前必須作出慎重的考慮。



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部分情況)

情況一
第一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二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獲派第二選擇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情況四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第二選擇：不獲接納
參加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過程及結果

遺失或損毀申請表，每次補發須徵
收港幣125元。(如有這情況再通知
鄭副校長或范梓謙老師)

***如學生獲取錄(正取)，申請結果
將於2023年3月31日獲書面及電話
通知。



自行分配學位新通知安排
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
的申請後，須於統一派位階段開展前
(2023年3月31日)，通知正取學生家長
其子女已獲學校取錄(書面及電話通知)

新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獲通知家長無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自行分配學位新通知安排

有關安排屬行政措施，現行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機制並無改變。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7月11日獲通知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情況

如家長接納直資中學學位

直資中學要求家長簽署《承諾書》，以
顯示放棄教育局的學位分配，並收取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及自行分配學位正

取取錄的情況

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的有關家長，可
於4月12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留該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如保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則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 如獲直資中學取錄及自行分配學位正

取取錄的情況

如有關家長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須於4月12日或之前通知非參
加派位直資中學及取回《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其子女會按現行機制最終獲派參加派位
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



→未有申請直資中學

如獲通知為正取學生，如常獲發統一派
位表格(2023年5月)，但不需填寫選校
資料，只寫個人資料及簽署即可

反之，則如常「填寫整份表格」

在「統一派位家長會」再作個別解釋
(如獲正取通知)





情況一
第一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

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二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獲派第二選擇第二選擇：正取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情況四
第一選擇：不獲接納

第二選擇：不獲接納
參加統一派位



情況三
第一選擇：備取

第二選擇：正取

獲派第一選擇如有空缺

獲派第二選擇如無空缺

 由於新行政安排只通知「正取學生」，如獲
第二志願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第一志
願中學為「備取學生」，後者不會通知家長。

 但如第一志願中學尚有學額給「備取學生」，
則學生有機會在派位當天，得知獲派第一志
願中學。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兩個選擇必須是心儀中
學。

 因如獲得第二志願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
即使在統一派位階段，仍然想填寫第一志願，
亦不會改變派位結果。



自分分配學位的選擇

2023年1月會再發通告﹕

顯示家長對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
意願及家長的選擇，需要較長時
間的考慮，故會發出通告，讓家
長填寫首選及次選，方便校方記
錄及統計。



跨網派位通告
電子通告201號(9/12發出)

回條﹕

如小六學生因遷居或居住地區與本校
所在地區不同(本校學校網為九龍第
三網)而需要更改統一派位學校網，
可經本校向教育局申請。

如暫未有決定，可於2023年2月時申請。



跨網派位通告
家長請留意，如申請跨網派位，將影響

「統一派位」時的校網選擇，即由現時

九龍第三網(九龍城區)轉往另一校網

(視乎居住地點)。

家長可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自由選

擇兩間參加派位的中學，而不受校網限

制。



第二次家長會
12-1-2023(星期四)為第二次呈分
試家長會，當天六年級學生無須
回校上課。

派發上學期成績表。

家長務必出席，以確認選校安排。

5-1-2023(星期四)請先交申請表
影印表予班主任查閱。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影印本)



學校支援

及面試前注意事項



學校政策的配合

指導學生製作履歷表。

中、英文老師教導學生寫自我介紹
文章。

舉行三場升中資訊講座。

帶領學生參觀不同組別的學校。



學校政策的配合
與校外機構合作，開設升中面試班
課程及舉辦模擬面試。

因應學生所選的中學(直資、官校或
津校)，在面試中學前安排一次模擬
面試。

透過家長會及Parent App發佈升中
各項資訊。



家長注意的事項

仔細閱讀有關中學的資料，
了解心儀中學的特色，如辦
學宗旨、教學語言、升大學
的情況、校風、課外活動及
收生準則等。

可親身到心儀的中學作實地
考察。



家長注意的事項
了解心儀中學如何培育學生

-品格培養 -課外活動

-拔尖補底政策 -課程銜接

中學學科教學語言

考慮子女的意願、興趣及性向



中學收生準則
學業成績

操行

校內職務

社區服務

專長(如﹕課外活動)

面試表現

家長支援

其他(宗教)



面試的要求
中文、英文及普通話能力(自我介紹)
善於表達及良好溝通能力
個人面試(英/粵/普通話)
 4-6人小組討論
對報考中學的認識(報讀原因)
要有禮貌及自信
數學能力
時事題
科學題



面試的要求(上年度)
自我介紹。
你喜歡網課，還是面授？
應不應該取消花車巡遊？為甚麼？
你認為師生關係融洽、品德、還是
成績比較重要?

你最喜歡甚麼科目？
你最近看過甚麼書？介紹一下。
為甚麼選擇我們學校？
其他﹕家長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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