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座談會

歡 迎 蒞 臨

5-12-2020 (星期六)



座談會流程

• 祈禱

• 面試建議準備工作

• 簡介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安排



天主，感謝你賜予我們健康活潑的兒女，

增添了家庭的歡樂。

求祢派遣聖神降臨，引領我們為子女的升學作

最好的選擇。

讓我們明白為人父母者責任的重大，幫助我們

完成偉大的使命，陪伴子女一起走過豐盛的成長路。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兩個階段

（申請日期：每年1月）
（4-1-2021 至 18-1-2021）

（選校日期：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
（公布派位結果：6-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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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約65%

約
5%

學位的百分比
重讀生學位

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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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如要申請，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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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藝除外)

 申請的中學不受地區限制

不參加派位直資中學，不受地區及數目

限制。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中學

 根據訂定的收生準則及比重，自行錄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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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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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適用於申請報考以下類別之學校

官立中學 -- 

資助中學 -- 

按位津貼中學 -- 

直資中學 -- 

參加派位之直資中學 -- 

不參加派位之直資中學 -- 
*如被直資中學取錄，會得到通知，校方會要求

家長簽「承諾書」，簽署之前必須仔細考慮。



學校名稱：XYZ中學

自行收生名額：43

去年報考人數：25

申請備忘：親自取表，帶出生證明書、相片、
回郵信封、小五小六成績、獎狀

申請日期：04-01-2021 ~ 18-01-2021

面試日期：2021年3月中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可挑戰比自己能力高一點的學校報考

*考慮孩子的性格和能力*



收生準則 比重（百分率）

面試成績 A %

教育局「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B %

校內成績 C %

操行表現 D %

課外活動及獎項 E %

服務紀錄 F %

小學對學生各方面的評語（如推薦信） G %

其他（須註明） H %

總比重 100 %

**某些學校會要求小學提供「推薦名單」

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評分準則。(詳情可瀏覽各
中學網頁)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面試形式的影響

有利因素

• 成績及操行優異

• 英文科成績優異

• 善於以語言表達意見

• 性格外向開朗

• 個人發展多元化

• 曾獲獎項



報考策略

 報考？ 不報考？

 跨區選校 / 只選本區學校

 選名校 / 買保險

 全港次第名單

 表示誠意

 絕不後悔

 選擇適合子女程度的學校



應考策略
 帶備所有文件

成績表、獎狀、活動及服務證明、

記功紀錄證明。

 應對得體

預先有心理準備，需以英語或普通話

作答。

 大方有禮

切忌緊張畏縮。



校方給予的支援

 面試前給予適當指導。

包括個人面試(粵語、英語、普通話)

、小組面試及模擬面試練習。
(若然停課，面試工作坊會以zoom形式進行)

15/12

面試工作坊
(一)

個人面試

11/1

面試工作坊
(二)

個人面試

20/1

面試工作坊
(三)

小組面試





申請推薦信截止日期

日 期 事 項

16/12 交申請信

4/1 發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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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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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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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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祺中學 呂祺中學 呂祺中學
呂祺中學

教育局
存根

學校
存根

家長
存根

選校
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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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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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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祺中學

LUI KEE SCHOOL

呂祺中學

LUI KEE SCHOOL

呂祺中學

LUI KEE SCHOOL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0 0 1 0 0 1 0 0 1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呂祺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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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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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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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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中學學

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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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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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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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教育局會按中學提交的名單，於4月初向每所
參加派位小學發放該小學獲通知為正取學生
的名單
(名單不會包括相關中學的名稱及學生獲一所或兩所學校通知為正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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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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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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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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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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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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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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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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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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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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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通知安排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5月初前按學校候
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填補空缺

須於2021年5月上旬完成所有收生程序，將
《錄取的參加派位學生名單》及《家長承
諾書》交回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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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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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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學位

收到通知後約5個工作天內

（2021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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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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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的配對

家長 學校 教育局

一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

或
兩個選擇

（即選校次序1及2）

 參加派位中學
的《自行分配
學位正取／備
取學生名單》

 非參加派位直
資中學的《錄
取的參加派位
學生名單》

如學生不在《錄取的參加
派位學生名單》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和學
校的《自行分配學位正取
／備取學生名單》作配對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分配
學位



自行階段收生填寫統一選校表格
情況(2020-2021)

(1)學生收到自行選校中學發出正取生信件及
電話 (31/3/2021)

(2)交正取信副本回學校(1或2張)



2019/2021年度中學學位
分配辦法自行分配學位影片



2020年10月底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
光碟

2020年12月上旬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

2021年1月4日至
1月18日

各參加派位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2021年3月或之前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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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 參加派位中學通知自行分配學位正取
學生的家長

2021年4月初 參加派位小學獲發《獲通知為自行
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名單（小學）》

2021年4月12日
或之前

子女已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錄取的
家長如決定放棄有關學位，可於2021

年4月12日或之前通知該非參加派位
直資中學及取回《家長承諾書》和
《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2021年4月中旬 派發《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及
相關文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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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小學領取派位結果的日期為7月5日，如當日上午，教育局因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生效而宣布學校停課，學校領取派位結果的日期將改為7月6日，公布派位結果日期

相應由7月6日改為7月7日。

如在公布派位結果當日（即7月6日）上午，教育局因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或因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而宣布學校停課，派位結果將改為下一個上課日公布。

2021年5月初 學校遞交家長已填妥的
《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2021年7月6日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2021年7月8日及9日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2021年7月13日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可供選用）［如適用］



有關2019/2021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影
片，可瀏覽學校網頁。



www.edb.gov.hk



預祝選校順利 ! 

稍後(9/12或10/12)，班主任們會致電家
長講解有關選校策略及學生表現的事宜。



其次，六年級家長需在「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座談會及家長日
後到校領取成績表及其他升中文件(如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申
請自行分配學位家長須知、小六資料表等)，時間如下：

7/12(一)

早上9:00~下午4:00

6A(1至12號)、6B(1至12號)、6C(1至12號)

8/12(二)

早上9:00~下午4:00

6A(13至31號)、6B(13至23號)、6C(13至22號)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