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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階段

 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日期：每年1月)

 統一派位

(選校日期：每年4月下旬至5月初)



跨網派位

家長於十二月及三月初向學校提出

學校於一月及三月將申請交回教育局

須以書面申請及附上住址証明



自行分配學位的要點

各中學預留不多於30%的中一學位，自行

取錄學生

申請的中學不受地區限制，但學生只可向不多
於兩所在「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內列
出的中學申請。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
機會將被取消



自行分配學位

最高學位比率 30%

可申請學校數目 2

不受地區限制 

學校制定收生準則及比重，並考慮申
請人各方面才能



學校可設面試，但不准設筆試 



30%

65%

5%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重讀生學位

學位的百分比



中一學位計算示例

(a) 2019-2020學年預計中一班數 4

(b) 預計中一學位總數(a) × 34 136

(c) 自行分配學位數目(b) × 30% 41

(d) 預留的重讀生學位數目(b) × 5% 7

(e) 預計供統一派位的學位數目(b) －(c)－(d) 88

(1)不受學校網限制 (e) × 10% 9

(2) 按學校網分配 (e) － (1) 79



中一學位計算示例

(a) 2013-2014學年預計中一班數 4

(b) 預計中一學位總數(a) × 34 136

(c) 自行分配學位數目(b) × 30% 41

(d) 預留的重讀生學位數目(b) × 5% 7

(e) 預計供統一派位的學位數目(b) －(c)－(d) 88

(1)不受學校網限制 (e) × 10% 9

(2) 按學校網分配 (e) － (1) 79



2018年10月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簡介單張及光碟

2018年12月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

2019年1月3日至 各參加派位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

1月17日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2019年2月/3月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行事曆



2019年4月 派發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及相關文件

2019年5月2日 學校遞交家長已填妥的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2019年7月9日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2019年7月11日及12日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2019年7月16日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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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843&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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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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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遞交申請前，家長應撕下及保留印有選校次序的第四聯 (家長毋須向中學申
明選校次序)

 家長應根據選校意願，在申請表的各存根上，填上申請中學名稱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呂 祺 中 學

家長
存根

 遞交方法: 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 (不接受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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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往申請中學；請出示學生的
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以便中學查閱

 如確定申請表的資料正確無誤，中學應在各存根上，蓋上學校編號及校
印(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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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結果公布

• 自行分配學位結果與統一派位結果在

七月九日一併公布

• 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



賽馬會體藝中學由2019年1月3日至2019年1月
21日接受2019/20學年的中一入學申請，家長
可直接向學校查詢申請事宜。

根據教育局指引，同學仍可同時申請不多於兩
所在「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內列出的
中學之「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結果，將會在2019年7月9日與統一派位結
果一併公布。



申請非派位直資中學

請留意各直資中學的網頁公佈

有關派表及收表日期



申請非派位直資中學

數目並無限制

所有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的學生會在四月中或以
前收到有關學校通知其申請結果

成功獲取錄的學生若接受非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必須向校方呈繳其小六學生資料表，以及與有關
中學簽署一份同意書，表示願意放棄其他政府資
助中一學位。



非派位直資中學

港大同學會書院

聖保羅男女中學

聖保羅書院

聖保祿學校

聖士提反書院

中華基金中學

地利亞修女紀念學校（百老匯）

地利亞修女紀念學校（吉利徑）

地利亞修女紀念學校（協和）

拔萃男書院

拔萃女書院



非派位直資中學

福建中學

德望學校

協恩中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保良局顏寶鈴書院

聖瑪加利男女英文中小學

基督教崇真中學

滙基書院（東九龍）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非派位直資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播道書院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真道書院

香港青年協會李兆基書院

英華書院

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中學

啟思中學



非派位直資中學

林大輝中學

羅定邦中學

保良局羅氏基金中學

培僑書院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德信中學

港青基信書院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網站

http://www.dsssc.org.hk

http://dsssc.org.hk/
http://www.dsssc.org.hk/


全港派位組別(Territory Band)

例：全港學生人數 60,000

全港學生根據調整後的校
內成績按高低排列次序

只作不受學校網限制學位
分配之用

全港第二派位組別
(Territory Band 2) 

20,000

全港第三派位組別
(Territory Band 3) 

20,000

全港第一派位組別
(Territory Band 1) 

20,000



校網派位組別(Net Band)

例：校網內的學生人數 4,500

同一校網內的學生根據調
整後的校內成績按高低排
列次序

只作按學校網學位分配之
用

校網第二派位組別
(Net Band 2) 

1,500

校網第三派位組別
(Net Band 3) 

1,500

校網第一派位組別
(Net Band 1) 

1,500



家長選校參考資料

「中學概覽」十二月中派發，除了列

出本區的中學，亦有列出其他地區的

「他區」中學，這些「他區」學校是

參照上一派位年度「中學一覽表」編

訂；適用於本派位年度的「他區」中

學，應以本派位年度的「中學一覽

表」為準。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家長需考慮因素

學校方面：

辦學理念、傳統特色、收生準則、班級結構、

學校發展

提供高中選修科目 銜接大學/就業

語文政策—配合「微調教學語言政策」

- 中學分班或分科進行英語教學

- 英中亦有機會轉以母語教學

- 英中與中中漸趨模糊



家長需考慮因素

子女特質：

能力、性格及興趣

語文能力配合中學採取的教學語言政策

未來升學/就業計劃

家庭支援：

尤其是選擇以英文授課 / 直資 / 跨區學校

現階段忌「救生圈」心態

統一派位階段尚有70%學位

爭取比統一派位更佳的學位



學生個人概覽

學生個人簡歷：
自我簡介、學科/術科表現、課外活動
個人專長、曾獲獎項、 校內/校外服務
學生全人發展

個人學習概覽(成績表)

證書、獎狀副本

個人作品：美術、I.T（用電腦打印、釘裝）

功課

手冊



由中學校本安排，約2月至4月

小組或個別面談

英語、廣東話

了解學生特質：
禮貌、溝通技巧、語文表達能力、應變能力、
解難能力…

服飾：整齊校服

面試



 時事常識、日常生活、學習情況及生活經驗
- 或作小組討論以觀察學生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
- 平日宜多閱讀、讀報、積極回應學習要求

 理解及分析能力：e.g. 看圖說故事

 學生的創意 e.g. IQ題

 對該校的認識（事先瀏覽學校網頁）

 部份學校可能查閱學生手冊或習作

面試



家長注意事項

 平日留意子女言行舉止，學習情況

 陪同子女出席面試：對子女的關懷的表現

 衣著整齊端莊

 協助學生完成個人學習概覽

 家長表現

學生教養



本校的安排

 排列學生兩次報分試的名次

 建議學生報讀的中學
家長一定要多與班主任聯絡

 要求學生用英語寫一篇自我介紹
(同時為面試作準備)

 外籍導師訓練英語面試技巧

 安排模擬面試(個人/小組)



查詢

* 電話

一般查詢 2832 7740 / 2832 7700

* 網址

教育局(www.edb.gov.hk) > 幼稚園、小學
及中學教育> 教育制度> 學位分配系統>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http://www.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