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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概要

 兩階段：
1.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2.統一派位階段
(約於明年4月下旬進行)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2022年1月3日至17日期間接受申請，注

意各學校的辦公時間可能各有不同

 中學可預留最多30%的中一學位自行取

錄學生

 不受地區限制，可向最多2所參與派位

的中學申請(賽馬會體藝中學及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除外)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中學可設面試，會自行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
不設筆試

 本年度因應疫情，中學或會安排網上面試，
請家長留意中學公布

 中學將於2022年3月31日通知正取生家長其子
女已獲納入其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名單

 請家長細閱《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
知》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學生最多可申請 2 間中學

填寫申請表，選擇第一及第二志願，

保留印有選擇次序的存根

各中學不會知道申請人填寫的志願

次序

教育局將按各中學提交的取錄名單

為成功的申請人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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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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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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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交方法：必須在申請日期內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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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以及學校所需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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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會在各存根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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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取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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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申請表辦法

 親身前往擬報名的中學遞交

 授權代表前往擬報名的中學遞交

需帶備：

1.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2.中學自訂的報名表及指定文件（例如：
小五、小六成績表、獲獎證明等)

3.學生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遞交申請表方法
(本年度特別安排)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教育局特別容許本年

度的自行分配學位可透過郵遞申請，請注意：

1. 接受申請日期為2022年1月3日至17日，請家

長預留郵遞所需的時間

2. 建議家長選用具追踪功能的郵遞方式，例如：

速遞公司、雙掛號等，以減低郵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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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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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資學校

 分兩類：

1.參加派位中學

詳見《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2.不參加派位中學

(可參考已隨申請表派發的名單)



直資學校

 以上兩類均需收取學費

 學校可自行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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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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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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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毋須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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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8日或
之前通知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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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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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通知為
正取學生

沒有獲非參加

派位直資中學錄取

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錄取

毋須作出回應

決定是否保留非

參加派位直資中

學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家長



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學位

須於2022年4月8日或之前

通知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毋須

作出回應

決定保留

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
學位
取消

取回《家長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的正本

決定是否保

留非參加派

位直資中學

的學位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賽馬會體藝中學

 詳情請參閱該校的招生簡章

 報讀該校，仍可向另外兩所參與派位

的中學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該校需收取報名費，接受報名日期為

2022年1月3日至19日



家長選校需注意：

子女的能力、性向及興趣

學校概況與發展，例如：開設

科目、班級結構、學生支援

學校短期內會否停辦



家長如何得知學校概況？

參考學校派發的中學資料

(由中學提供)

 參考《中學概覽》(大埔區)

 親自到學校附近察看學生的表現

 參考親戚朋友的意見



大埔區某中學收生準則及比重

舉例一

 品格、學業、服務及活動、面試 --- 以

上 4 項佔分相同

 設 6 個學額給予才藝表現突出的學生

(包括演辯、運動、音樂、視藝等)

 所有申請者均獲面試



大埔區某中學收生準則及比重

舉例二

學業成績 50%

課外活動 10%

操行 10%

面試表現 20%

校長給予之酌情分 10%

(特殊表現、成就或獲獎等)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的準備

3. 面試技巧

1.教育局向中學發出指引
--不收小學推薦信

2.準備個人檔案



個人檔案內容建議

個人資料：姓名、出生日期、

就讀學校等

五年級上、下學期及六年級上學
期成績表影印本

曾修讀的校外課程紀錄

(例如：鋼琴考試成績單)

曾獲取的獎項紀錄

(例如：證書、照片等)



個人檔案內容建議

服務紀錄(包括校內、校外)

課外活動紀錄(包括校內、校外)

傑出作品

家庭生活照片

盡可能表現個人獨特之處



一般面試形式

 個人、小組

 廣州話、英語、普通話

 部分中學會要求學生表演最擅

長的項目

 部分中學會要求與家長會面



面試題目舉隅

中： 1.介紹自己
2.介紹你的家庭
3.你喜歡自己的母校嗎？介紹

一下。
4.說一說你在網課期間的學習情
況。

5.你在學校有沒有服務同學呢？
介紹一下你的工作。



英：1. 朗讀英文文章，根據資料來發
問問題

2. 看圖講故事
3. 小組討論：

去動物園(時﹑地﹑人……)
4. 個人英文對答：

個人、家庭、興趣



申請跨網派位

申請跨網派位的條件：

搬遷往他區居住

需呈交住址證明



申請跨網派位

分兩階段接受申請，請留意有關
通告。

逾期則需待7月派位結果公布後，
再自行前往擬轉讀的學校提出申請。



12月派發的資料

小六學生資料表

(重要文件，必須妥為保管)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重要文件，必須妥為保管)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



教育局網址

HTTP://WWW. EDB. GOV. HK

學生及家長相關

學位分配—服務概覽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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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