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雲聖若瑟小學

小六第二次家長會---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

10-12-2019



1.如何申請跨網

2.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程序

3.申請推薦中小學聯繫學位程序

今日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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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跨網

 學生所屬的學校網就是

就讀小學所在的地區

 本校網為KL4(黃大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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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網派位

怎樣才可跨網？
凡居住或即將遷往非學校網

的學生, 皆可申請或不申請



為統一派位作準備，

與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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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網派位(第一輪)

第一批 : 12月接受申請

截止日期：

12月16日前交回班主任

批核名單於2月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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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派發

第一批跨網派位申請通告

CIR255/19

跨網派位派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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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網派位(最後一輪)

 第二批（最後）：2月初接受申請
批核名單於4月底通知

 截止後申請：
（1）特殊情況酌情處理；
（2）統一派位開始後，待7月派位結果

公布後自行向有關中學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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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網派位
所需文件：

1. 家長申請書（可用通告回條代替）

→派發跨網派位申請表格
(須小心填妥各項)

2. 遷居或家居地區證明文件正副本
（例：公屋租約或租用證 / 已蓋釐印的租約 / 

徵收差餉或地租通知書 / 電費單 / 

水費單 / 住宅固網電話收費單）



思考題

如我住在彩雲邨，可申請
跨網到觀塘網/油尖旺網
……嗎﹖

如仍未決定要不要跨網，
要急需辦理手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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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2020年1月2日(四)至

2020年1月16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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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如要申請，不得多於2間參加派位的中學，

否則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包括官立、資助、按額津貼、參加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的直資學校

可同時申請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直資

學校及賽馬會體藝中學(向班主任索取，

截止日期：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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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名單在《申請中一自行分配
學位手冊》列出, 張貼在詢問處前
壁報上, 也可查看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不受地區限制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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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錄取
學生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
筆試，包括以電腦或問卷等形式去考核
學生的學科知識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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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2 份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小六學生資料表（向非派位直資

學校申請中一學位時用）

今天派發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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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

共有四聯(教育局/學校/家長/
選校次序)

小心核對身份證明文件：
學生姓名、性別、出生日期

不可自行修改(有錯漏儘快通知

班主任)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以及中學所需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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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編號及校印

家長應取回申請表的「家長存根」，以作確認

LUI KEE SCHOOL LUI KEE SCHOOL LUI KEE SCHOOL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0 0 1 0 0 1 0 0 1

呂祺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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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在申請表各存根「申請中學」一欄填上
中學名稱

 把「選校次序」撕下及保留，其餘三聯
須保持完整

 把三聯連同中學報名表及所需文件、身
份證明文件交往中學

 完成手續後，取回已填上學校編號、學
校名稱及學校蓋章的「家長存根」

 要考慮清楚才遞交，一經遞交，不可撤
回，也不要在截止前一、兩天才遞交
(建議：6/1 – 11/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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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每所中學只可交一份申請表
申請表不可轉讓
截止日期後可銷毀或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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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的申請表

郵寄/逾期遞交
塗改而未有小學校印
影印本
損毀/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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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發申請表

帶同證明文件往學位分配
組辦理

費用125元(或有調整)



*2.2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
的通知安排

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
的申請後，會於2020年3月31日透過書
面及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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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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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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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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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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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書範本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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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毋須向參加派位中學申明選校意願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
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所有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生均不會在統一派
位階段獲派學位



注意事項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毋須在統一派位階
段選校

 名單的資料並不等同最終獲派自行分配

學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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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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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申請的兩所中學均取錄，會按

學生選校次序分配學位

獲取錄學生在統一派位時，不會

再獲分配另一學位

未獲取錄，會經統一派位程序派

位

學位分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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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2.3 不參加派位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收生安排
不受時間及區域所限

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

學生申請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數目
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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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

可收取學費

直資中學當中，有十多所會參加「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

其餘 40所「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會
自訂中一收生的程序及申請日期。通常
於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接受下學年中一入
學申請。



獲非派位直資學校取錄（4月）

如學生家長確認接受其中一所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的學位
簽妥《家長承諾書》

遞交《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即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分配中一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
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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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或之前，決定是否保
留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的學位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
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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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
通知安排

如有關家長決定放棄該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的學位，須於2020年4月7日或之前
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及取回
《家長承諾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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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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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7-7-2019(星期二)
與統一派位結果

一併公佈

申請結果



家長選校資料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中學概覽》(2019年12月上旬派發)

教育局

《中學一覽表》及《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

手冊》 (2020年4月初派發)



2.4 部署三次機會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自薦候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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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

知己

認識自己的優劣長短、興趣

及能力

知彼

了解中學的資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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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校

 了解學校辦學理念、傳統特色、收生準則、
班級結構、校風等

 新高中學制(高中開設的科目：中英數、通
識教育、選修科目)

 微調中學教學語言(2010/2011開始實施)：
學校沒有分英中或中中

 會否轉直資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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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校

哪一間中學適合？

考慮因素：名氣？程度？其他：

(男校/女校/男女校？區內？區外？)

選多少間？ ( 1間？ 2間？)

對心儀的中學有充分認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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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中學

索取報名表

學位數目及收生準則會貼在中學當
眼處

學校網頁公布收生準則：學業、課
外活動、獎項、社區服務、其他才
能

面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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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前準備

個人檔案 (包括P.4-6成績表)

面試技巧 (自信心、誠懇態度最重要)



面試形式及內容
個人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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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篇

 學術篇

 能力(理解、分析、創意、領導、時事觸覺……)

小組面試



面試表現

 儀表︰穿整齊校服，鞋襪頭髮乾淨整齊

 態度︰大方，不講俗語

 眼神︰專注，有交流，不要迴避

 聲線︰清晰、語氣溫婉

 行為︰有禮貌打招呼，聽清楚指示，避免

小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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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持
 與子女協議要投考的中學

 與子女多溝通，聆聽子女的觀點和一起討論問
題，例如時事、常識等

 與子女視察面試場地

 可陪同面試作支持

 多鼓勵、多讚賞、欣賞他們的努力，提升信心

 與子女一起進行減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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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電話

一般查詢 2832 7740, 2832 7700

地址

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號宏利金融中心2樓2室

網址

教育局(www.edb.gov.hk) ：主頁 >教學制度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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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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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