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血會培靈學校

統一派位選校簡介

2022年 5 月14日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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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感謝祢恩賜我們子女的健康與喜樂。

求祢幫助他們健康成長，並以愛陪伴他們。

求祢派遣聖神降臨，引領我們按照子女的性格

、能力和需要，為他們升學作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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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22 至 17-1-2022）

（選校日期：5月中旬至5月下旬
（公布派位結果：26-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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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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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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階段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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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網內的學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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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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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區中學的數目及所提供的學位每
年 可能會因應供求情況而有所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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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樣本）

甲部－不受學校網
限制

（參閱《不受學校
網限制選校手冊》，
最多選三所）

乙部－所屬校網選擇

（參閱所屬校網的
《中學一覽表》，
最多選三十所）

 無論有否申請自行
分配學位，均須在
5月底經就讀學校
遞 交 已 填 妥 的
《中一派位選擇
學校表格》

 可以在甲部和乙部
重複選填所屬學校
網的學校

 切勿在同一部分
重複同一學校選擇

 切勿在乙部只選填
數間心儀的學校，
這樣並不會增加獲
派有關學校的機會



選校原則
•因應子女的能力

•以校風作為選校取向

•心儀的學校應填較前的志願

•不宜太過冒險

•多填學校較有利

•是否考慮他區中學或較新的學校



 於5月獲發統一派位階段選校名單

及《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

 只須填上聯絡資料後簽署

及劃去選校部分

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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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5月統一派位階段

填寫《中一派位選擇

學校表格》以便其

子女參加統一派位

未獲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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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分配準則

學生派位組別*

（全港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個）

隨機編號 #

 學生派位組別*

（學校網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十個）

 隨機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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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不受學校網限制

乙部
學生所屬學校網

# 隨機編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如某一所中學的
學位求過於供，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先獲分配學位

（每名學生在甲部和乙部使用相同的隨機編號）

* 派位組別：因應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程序，電腦將所有參加派位學生在
小五下學期和小六上、下學期的校內成績標準化和調整後註，平均劃分為三個
派位組別，以便決定學生主要的派位次序

註：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發展，教育局經詳細考慮後決定，2022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學校
無需進行小六下學期校內成績評核及呈報積分。與2020年度因應疫情取消小六下學期校內成績評核
的做法相同，2022年度小六學生的派位組別將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校內成
績決定。



校內成績的調整機制

調整工具：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中一入學前測驗）

在獲派中學進行

對應該小學兩批往屆學生中一入學前
測驗抽樣成績的平均分數作為應屆
學生的調整分數

減低操練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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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升中影片



電腦會先為每名學生編配一個隨機編
號，用以決定同一派位組別學生獲
分配學位的先後次序

電腦會首先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
制」的學校選擇；然後才處理乙部
「按學校網」的學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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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
電腦程序



電腦會先處理甲部份，再處理乙部份

處理甲部選擇的排位次序

全港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序

全港第二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序

全港第三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序

甲部獲派位後，將不再經乙部派位；若於甲部未獲派位，
將進入乙部獲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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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隨
機
編
號
，
由
小
至
大
分
配



( )
處理乙部時，會先按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的選校意願次
序派位

如學生的所有學校選擇逐一審閱 (按隨機編號)後，仍未獲分
配學位，電腦將為他們分配一個網內尚餘的學位

學校網第一派位組別學生均獲分配學位後，電腦再按同一程
序處理學校網第二派位組別學生

最後處理學校網第三派位組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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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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決定在同
一派位組別的學生獲分配學位的次序。
如某一所中學的學位求過於供，在同

一派位組別內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會

先獲分配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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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須知

1. 若已獲賽馬會體藝中學取錄，家長只需於派發的

選校表格正本上劃去選校部分及簽署遞交便可。

2. 若已獲非派位直資學校取錄及已辦理註冊手續，家長
只需於派發的選校表格正本上劃去選校部分及簽署遞
交便可。

3. 若獲中學通知取錄為正取生，家長只需於派發的選校
表格正本上劃去選校部分及簽署遞交便可。

4. 未獲中學通知取錄者，必須繼續參與統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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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表格樣本1

(不需要選校)



家長可在甲部選填子女所屬學校網的學校，並同時在乙部
選擇相同的學校

切勿在表格的同一部分重複選填相同學校

家長在填寫乙部時，切勿只選填數間心儀的學校，這樣並
不會增加獲派有關學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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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
填寫表格前，應先詳細閱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統一派位)」及所屬學校網的「中學一覽表」上列

載的學校資料 (特別留意當中的附註)

請先用「副本」試填

用黑色原子筆填寫 (不要用水筆)

核對「選校表格」上由電腦印備的資料，即學生編

號、學生姓名、派位學校網、性別及校方已為該生

填上之中文姓名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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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 (續)
表格是一式三份 (自動過底)，每一處需更改資料的

地方，請用橫線劃去填錯的資料，並在旁附加簽署，

方可作實

家長簽署的樣式須與選校表之家長 / 監護人簽署相同

學位一經派定，將不再另行改派

清楚填寫中學學校編號，全部均為三位數字

不可重複填寫相同的學校編號或選填較少志願

(絕對不會提高子女派往所選學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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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表格樣本2
(需要選校)



填表須知 (續)
須用正楷的字體填寫表格內的家長姓名、住址 (如獲准跨

網派位應填寫新住址)、聯絡電話

注意「男校／女校／男女校」、直資中學

表格必須有家長／監護人簽署，方為有效

必須填寫表格內一切所需的個人資料，否則教育局無法辦

理派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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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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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中學概覽》（2021年12月上旬派發）

教育局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 2021年12月上旬派發）

 《中學一覽表》及《不受學校網限制
選校手冊》
（ 2022年5月上旬派發）



填寫選擇學校表格須知

請用黑色原子筆填寫

選校表格一式三份(只需填學校編號)

小心核對學校名稱及學生資料

在學生的英文姓名上面寫上中文名

依意願盡量列出不同中學的優先次序

請以正楷填寫表格及必須簽署

依時交回表格

交回表格副本：19/5(四)

交回表格正本：25/5(三)



28

日期及時間 有關統一派位選校重要事項

16/5(一)
2:00 ~ 3:30pm

到校領取選校文件及與班主任面談

19/5(四) 遞交《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副本給
班主任們

25/5(三) 遞交《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正本給
班主任們

居住內地家庭︰須於24/5(二)或之前透過郵寄或速遞方式寄送至本校，均須確保
於28/5(六)或之前寄送至本校。其次，亦可把正本電郵或其他電子通訊方式遞交
至班主任或副班主任。

(若以電子通訊方式遞交，需同時遞交3份文件，包括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家
長存根。另外，請確保文件清晰及在每個存根上簽署。)

*請家長自行影印作紀錄



各班老師電郵

6A

陳雅祺老師: plcnk@plpb.edu.hk

林培渝老師: pllpyu@plpb.edu.hk

6B

劉曉輝老師: pllhf@plpb.edu.hk

黃婉婷老師: plwyt@plpb.edu.hk

6C

莫慧梓老師: plmwc@plpb.edu.hk

王家樂老師: plwkl@plpb.edu.hk

29



校方將於5月上旬中郵寄統一派
位文件給跨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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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db.gov.hk



查詢
網址
教育局（www.edb.gov.hk）：主頁 > 教育制度
及政策 > 小學及中學教育 > 學位分配 > 中學
學位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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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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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班主任會講解有關選校
建議及填寫選校表的事宜，請

各位家長準時出席。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