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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最新通告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
•教育局通告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
新通知安排



中學學位分配

•第一階段﹕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日期﹕2023年1月3日至1月17日)

•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選校日期﹕2023年4月中旬至5月初)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index.html

*以下有關資訊不適用於不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及私立中學
--可自行決定收生方法、準則及!!收生日期!!
(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e.g. 漢華中學
不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e.g. 中華基金中學)



日期 2021-2023 派位年度 重要日程

2022年11月1日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光碟

2022年11月3至8日 上學期考試(P.6/1)

2022年12月7日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2022年12月初 通知學生第一次跨網派位申請辦法、
處理「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帳戶登記

2022年12月8日 「自行分配學位」家長講座及P.6家長日、派發「模擬排名」

2023年1月3至17日 各參加派位中學同時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2023年3月2日 最後一批跨網派位截止申請

2023年3月16至21日 下學期考試(P.6/2)

2023年3月31日 參加派位中學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
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2023年4月17日 派發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及相關文件、派發「模擬排名」

2023年4月18日 「統一派位」家長講座及P.6家長日

2023年5月5日前 家長經小學遞交已填妥的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2023年7月11日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2023年7月13日或14日 學生向獲派中學註冊

2023年7月18日 到已註冊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可供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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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約65%

約5%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重讀生學位

學位的百分比



自行分配學位(2023年1月3日至1月17日)

•自行分配學位是中學預留作自行取錄學生
的中一學位，官立及津貼中學可預留不多
於30%的中一學位。

•而參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中學」
則可預留高於30%的中一學位，作為自行分
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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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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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如要申請，不得申請多於兩所參加派
位的中學，否則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
機會將被取消。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中學

•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取錄學生

• 準則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及合乎教育原則

•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准設筆試

(可登入各中學查閱有關評核準則及所需文件)

**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自行訂定收生準則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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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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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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

指定日期(一般在3月底/4月初，2023年度

為2023年3月31日)，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

子女已獲學校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

生名單

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新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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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獲通知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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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的有關家長亦有為子

女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並獲錄取，可於

4 月指定時間內(12/4/2023)，決定是否保留

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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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家長決定保留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則無需採取任何行動，其子女會按

現行機制最終獲派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有關正取學生的自行分配學位會被取消



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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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須於指定時間內通知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2023年度為2023年4月12日或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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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常於4月獲發統一派位階段

選校名單及選校表格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

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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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4月統一派位階段填寫選校表格以便其

子女參加統一派位

未獲通知正取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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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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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姓名） 先生／女士：

有關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謝謝 貴子弟（學生姓名） 申請本校於 2023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3年9月入讀中一）。本校已完成所有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的甄選工作。現通知閣下該生已成功申請本校的自行分配學位，因而

獲納入本校的《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請注意，此通知並不一定等同中一派位的最終派位結果，學生最終獲派的

學校將於 7月 11 日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家長毋須回覆本函。

如有疑問，可致電 （學校查詢電話號碼） 與本校職員

（或指定職員／教師姓名）聯絡。

（學校名稱） 校長

（校長姓名） 謹啟

年 月 日



統一派位 (4月中旬)

◎無論學生是否已獲自行分配學
位或直資學校學位，均須
遞交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    如已獲不派位直資或私立中學取錄，學生須

簽寫「放棄統一派位」同意書

◎成功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

不會在統一派位階段再獲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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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4月中旬)

• 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學校餘下的學位
將用於統一派位：

10%用作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任何校網，包括學生所屬校網，
最多選三所中學)

90%用作乙部「按學校網」 (學生
所屬校網，最多選三十所中學)



統一派位

1. 學校網

2. 學生派位組別

3. 電腦隨機編號

4. 家長選校意願

◎派位結果取決於



1. 學校網
• 分網派位（全港共分18個學校網）

• 由就讀小學位處的地區來劃分學生所屬的學校網

• 本校屬灣仔區(HK2)

• 為確保每一個學校網均有足夠學位應付統一派位
的需求，各校網包括：

本區所有參加派位的中學；及

部分他區參加派位的中學＊

統一派位



2. 學生派位組別 (呈分辦法)

校內成績

• 學校呈交P.5/2小五下學期期考(6月)、

P.6/1小六上學期期考(11月)及

P.6/2小六下學期期考(3月)學生各科成績

• 各科所佔比重：

中文9 、英文9 、數學9 、常識6 、視藝3 、音樂2

• 升中排名(教育局 WebSAMS系統 模擬排名) —

與校內排名不同(中、英、數、常) 

• WebSAMS 模擬排名 :

自行派位: 兩次呈分

統一派位: 三次呈分

統一派位



2. 學生派位組別 (呈分辦法)

校內成績的調整機制

• 對應該小學兩批往屆學生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抽樣成績的平均分數作為應屆學生的調整分數，

以減低操練的誘因。

• 電腦會把全港學生經調整後的校內成績按高低

排列為一個次第，平均劃分為全港的3個派位

組別。

統一派位



◎ 電腦在進行統一派位前會先為每名學生編
配一個隨機編號(與成績無關)，用以決定
在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

◎ 假如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時，在同
一派位組別內 電腦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
優先獲分配該中學的學位。

（每名學生在甲部和乙部使用相同的隨機 號）

3.電腦隨機編號

統一派位



4. 家長選校意願

◎選校前，請先行細心閱讀「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
冊」和「中學一覽表」內各項資料。

◎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

家長可參閱「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選擇最多三所任何學校網的中學。

◎乙部：按學校網
家長可參閱「中學一覽表」，選擇最多三十所

中學，並按選校意願順序填寫在表格內。

統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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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先處理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再處理全港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最後是全港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學校選擇

 電腦在完成處理所有學生在甲部的學校選擇後，

才會處理未獲派位學生在乙部的學校選擇

甲部(全港)：

派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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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位程序

 電腦先處理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派位

 電腦再按同一程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

學生的派位

 最後是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派位

乙部(學校網)：



• 統一派位乙部的學位分配是按學校網進行，而學生所屬

學校網則以其就讀小學所在地區為依據。

• 如小六學生因居住地區和小學所在地區不同而希望更改

學校網，家長可於三月初之前 經由就讀的小學向教育局

申請跨網派位，並遞交認可的住址證明文件以作核實。

• 小學在核實有關申請文件後會轉交教育局作進一步處理。

• 學生如獲准跨網派位，便會在新轉的學校網參加乙部的

統一派位。

跨網派位



• 在電腦執行統一派位時，獲批准跨網派位的學生，由於

其成績會與新學校網的學生作比較，因此該學生在新學

校網的網內派位組別可能會與他在原來所屬學校網的派

位組別不同。

• 同時，若申請獲批准，學生不論在原校或居所地區的

「學校網」，均不能享有按聯繫學位派位的優惠。

跨網派位



• 第一批的跨網派位申請截止後，如有需要，未曾申請的

學生可參予第二批跨網派位申請，一般而言，在第二批

跨網派位申請截止後，教育局便不會再接受有關申請。

• 若學生在中一學位分配的程序開始後才提出需要在其他

學校網派位，則他們必須等待至派位結果公佈後，自行

向有關地區的中學申請入學。

跨網派位



*升中面試訓練(11/2022 - 2/2023)

中、英、普各科於課堂教授面試技巧

*升中模擬面試(11/2022 –1/2023)

學生輔導人員為學生進行模擬面試

*「自行分配學位」家長簡介會及P.6家長日1(8/12/2022)

會見班主任，分析學生成績表現及提供選校意見

*「統一派位」家長簡介會及P.6家長日2(18/4/2023)

會見班主任，分析學生成績表現及給予填表選校方法

*派發各中學宣傳單張 *中學到校舉行活動

*參觀中學 *升中適應講座 (6/2023)

本校升中輔導活動:



參考文件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光碟

• 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資助中學名單

• 香港直接資助中學巡禮

• 中學概覽

•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 中學一覽表

• 統一派位家長須知

• 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網頁資料

• 教育局網頁

• https://www.edb.gov.hk/tc/edu-
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
info/index.html

• 家庭及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https://www.chsc.hk/main.php?lang_id=2

• 學校網頁

https://www.hrgps.edu.hk/



Get Ready
•了解子女的興趣及能力

•多與子女溝通

•注意子女各科成績

•認識心儀中學的特點:升中資訊日、開放日、
中一收生要求(直資或私立中學:10/2022)

•預備子女的個人概覽(例:操行/學業/服務/體藝)

•密切注意升中時間表及各文件遞交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