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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機制

最高學位比率 30%

可申請參加派位的中學數目 2

不受地區限制

學校制定收生準則及比重，並考慮申
請人各方面才能

學校可設面試（約見全部或部分學生）

筆試 



自行分配學位統一申請日期

2022年1月3日(星期一)

2022年1月17日(星期一)

* 派發校本申請表格日期及
各校辦公時間各有不同

至



學校一般要求的資料：

1.由教育局發出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2.校本學位申請表(自行索取)

3.小四及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成績影印本

4.課外活動、服務、獲獎證明文件影印本

5.出生證明書/身份證/小六學生資料表或其他有關

證件之影印本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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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申請表共分為四聯，各聯均已預印學生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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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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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中學 理想中學 理想中學
理想中學

學校
存根

教育局
存根

家長
存根

選校
次序



◼ 遞交方法: 必須在申請日期內親自遞交

# 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發展，本年
度的自行分配學位仍可透過郵遞申請。家長可
安排於2022年1月3日（星期一）至1月17日
（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截止日期
以郵戳日期為準）將填妥的《中一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表》及學校所要求的其他文件郵寄
至擬申請的中學。

教育局網頁資料

# 鼓勵家長考慮以掛號形式寄交申請，以減低郵
遞的風險。

#夾附已寫上回郵地址的信封一個，以便「家長
存根」寄回給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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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及
校印(能清晰顯示學校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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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應把申請表其餘三個相聯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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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中學 理想中學 理想中學

理想

中學

理想

中學
1 0 1 1 0 1

理想

中學
1 0 1 理 想 中 學

GOOD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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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取
及
備取
名單

◼ 將家長的選校次序和
學校的正取及備取名
單作配對

◼ 按家長的選校次序分
配學位



例子二

家長意願 中學面試 教育局分配

1.  A 中學 正取 ✓

2.  B 中學 正取

家長意願 中學面試 教育局分配

1.  A 中學 備取

2.  B 中學 正取 ✓

例子一 不需進入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例子三

家長意願 中學面試 教育局分配

1.  A 中學 備取

2.  B 中學 備取

需進入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例子四

家長意願 中學面試 教育局分配

1.  A 中學 落選

2.  B 中學 落選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注意事項

根據教育局向全港中學發出之指引，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
請人不須提交小學推薦信。

學生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如獲取錄則不會再安排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的新通知安排

如未能成為正取生、未獲非派位直資中學或體藝中學錄取，
2022年4月均須填寫統一派位選校表格。申請結果將在
2022年7月12日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



◼ 參加派位中學在完成處理自行分配學位的
申請後，須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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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
的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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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位（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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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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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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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2日獲通知中
學學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有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
的通知安排



直資學校
➢可收取學費

➢自訂課程

➢分為：

1.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2. 不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之直資中學已
列明於「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內，與官立、資助或按位津貼學校合
計，不可向多於兩間申請

◼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不限報讀申請數
目，此類學校各有自己的收生時間表
及行政安排，家長如有興趣為子女報
讀，可直接向有關學校查詢

直資學校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

若學生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取錄，有關家長

必須於2022年5月3日或以前將已簽妥的「家長

承諾書」 及「小六學生資料表」正本

呈繳予該直資中學，即表示確認接受有關中學

的中一學位，並願意放棄「自行分配學位」及

「統一派位」之機會。

NDSS_List_SSPA1618.pdf


賽馬會體藝中學
申請日期：

2022年1月3日至1月19日

◆不計算於自行分配學位的兩個學校選擇內

◆不受學校網限制

◆標準文法中學，採用英語為教學語言

◆重視藝術和體育方面的訓練

◆申請者若被通知為正取生，申請人不會被分

派往其他中學就讀，亦無需參加統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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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家長

獲通知為
正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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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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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回已簽署的《家長承諾
書》和《小六學生資料表》
正本

決定是否保留

非參加派位直資

中學的學位

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的家長



◆ 統一派位主要是根據小學所屬的地區，依學校網來

分配中一學額。

◆ 本校所屬學校網為新界第七網(沙田區)。

◆ 凡小六學生因遷居、即將遷居或居住地區與小學所

在地區不同而需要更改學校網，皆可申請。
◆ 詳情請留意通告：1119_六年級自行分配學位

升中講座

◆ 第一批：5/1/2022   第二批：2/3/2022

申請跨網派位



家長選校資料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中學概覽 (2021年12月派發)

教育局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
(2021年12月派發)

◼中學一覽表及不受學校網限制選校手冊
(2022年4月中旬派發)



學校的支援
已於26/11/2021(四)觀看已畢業同學(11位)分

享短片，與同學分享面試的心得及介紹其就讀中學
的特色。

林裘謀中學

培英中學曾肇添中學

郭得勝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呂明才中學

培基中學

胡忠中學

沙田口官立中學

林漢光中學

蘇浙中學



禮堂

講解自行分配學位
詳情

操場

畢業生分享面試心
得及中學生活點滴



學校的支援 參觀區內的中學

(2/12)胡忠
中學學習體

驗日

(26/11,3/12
,10/12)沙田
培英中學特
式體驗課程(17/12)參

觀郭得勝
中學

(4/12)蘇
浙中學學
習體驗日

(30/10)參
觀呂明才
中學



胡忠中學



學校的支援
說話達人_訓練計劃

個人說話訓練及時
事小組討論訓練

Interview 
Skills課程

說話達人
課程





學校的支援
◼ 派發升中面試技巧小錦囊，讓學生作面試

前之準備及參考。



學校的支援
◼ 派發升中面試技巧小錦囊，讓學生作面試

前之準備及參考。



家長的協助
繼續鼓勵子女為考試做好準備

選擇合適的中學

讓子女作好面試的準備

注意面試日的表現



自行分配學位公布結果

2022年7月12日(與統一派位一併公布）

學生註冊

2022年7月14日及 7月15日

重要日期



家長備忘

2021 10月31日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光碟

18/11 – 23/11 第二次呈分試(六年級上學期)

10/12 派發學生《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小六學生資料表》及兩次呈分的模擬
排名

舉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家長講座(由沙田循道衛理中學校長及天
主教郭得勝中學校長主講)

18/12 舉行家長日及派發成績表

2022 3/1 – 17/1 各參加派位中學同一時間接受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

2021/2022年度行事曆 (2020 / 2022學年)



2022 5/1 第一批跨網派位申請截止

25/2 五年級升中講座(由林裘謀中學校長及馬鞍山
崇真校長主講)

2/3 第二批跨網派位申請截止

3月 - 4月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10/3 - 15/3 第三次呈分試(六年級下學期)

*31/3 *公布自行分配學位正取生名單

4月上旬 派發家長選校表格及選校參考資料

2/4 舉行「統一派位選校」家長講座

家長備忘



家長備忘

2022 12/7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

14/7- 15/7 學生往獲派中學註冊

13/7-14/7 學生需回校練習「香港學科評估測
試」

19/7 進行「香港學科評估測試」



查 詢

電話
一般查詢 2832 7740 或 2832 7700

地址
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號宏利金融中心8樓804B-807A室
學位分配組(中學學位分配)

網址
教育局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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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 請瀏覽本校網頁內的升中資訊
校園在線 升中資訊

http://www.dcfwms.edu.hk/

http://www.dcfwms.edu.hk/




由班主任
派發
升中資訊
文件夾

班別: 6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    )  

2122自行分配學位選校紀錄

一 第一自選學校: 中學

(面試日期:_____/_____)

第二自選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中學

(面試日期:_____/_____)

一 有否報讀體藝中學？ ( 有 / 沒有 )

(三) 已報讀之直資學校: 
*如已獲取錄請在(  )填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



小六學生資料表（印有學生編號的電腦紙）

若需補發，須親往學位分配組辦理手續，並需繳付手續費。

返
回



返
回

家長承諾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