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零年度

23/11/2019



認識二零一八/二零二零年度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

介紹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須知

提升對面試的預備



 簡介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觀看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片段

 介紹「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要點

 介紹面試須知

 問答時間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20年1月2日至 (20年4月中旬至5月初)
20年1月16日)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 )

 中學必須公布收生準則及比重，及按所訂準
則取錄學生

 學校可設面試，但不得進行任何形式的筆試

 如被取錄，就不會獲統一派位

 如不被取錄，就會獲統一派位



可申請的學校種類：

1. 參加派位的中學

2. 非參加派位的直資中學

3. 賽馬會體藝中學



1. 參加派位的中學

 各參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可預留不多於30%
的中一學位，自行取錄學生

 申請的中學不受地區限制

 學生只可向不多於兩所參加中學派位的中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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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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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在遞交申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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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
校不會獲知學生的選校次序)

家長應把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其
餘三聯及學校所需文件，親自交往申請
中學

(不接受郵寄)



中學須在申請表上蓋上學校編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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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2選擇

SECOND CHOICE



呂 祺 中學 呂 祺 中 學

**毋須向學校申明
**遞交前必須撕
下， 並妥為保管

* 每份申請表均載有獨立的申請編號，用以識別家長的選校次序



家長應把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其餘三聯，直接交往申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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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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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部份)，以作確認



( )
 中學透過面試，遴選出正取及備取學生名單

 中學會於2020年3月31日透過書面及電話
聯絡所有被列入正取名單的申請者

 家長務必向中學提供準確的聯絡地址及電話



正取學生通知書範本



 如常於4月獲發統一派位階段選校名單及
選校表格

 家長毋須填寫選校資料

 劃去選校部分及簽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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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兩所中學通知

情況一： 情況二： 情況三： 情況四：

只獲首選中學通
知

只獲次選中學通
知

不獲任何通知

獲派
首選中學

獲派
首選中學

獲派
次選中學

或
以備取生身份
獲派首選中學

以備取生身份
獲派首選中學

或
以備取生身份
獲派次選中學

或
不獲派自行分配

學位

不用填寫統一派位表 必須填寫統一派位表



( )

2.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

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的數目不限

申請日期：由十二月收到「小六學生資料表」

開始 (視乎每所學校的收生日期)

甄選形式：按校本安排錄取學生



 公布取錄日期：二零二零年三月或以前

 成功獲取錄的學生如接受非派位直資學校的學
位，家長需簽署承諾書，並交出「小六學生資
料表」正本

(即放棄參加派位中學及賽馬會體藝中學的學位)



以下為40所為非派位直資學校，學生可自行申請，數目不限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1. 港大同學會書院 香港黃竹坑南風道9號 2870 8815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環麥當勞道 33 號 2523 1187

3. 聖保祿學校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40號
2576 1692

4. 聖士提反書院 赤柱東頭灣道22號 2813 0360

5. 聖保羅書院 香港般咸道69號 2546 2241

6. 中華基金中學 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欣
道9號

29047322

7.孔聖堂中學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
道77號

2576 3415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8. 地利亞修女紀念
學校 (百老匯)

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80-
86號

2742 2028

9. 地利亞修女紀念
學校 (吉利徑)

九龍美孚新邨吉利徑1-3號 2741 5239

10. 地利亞修女紀
念學校 (協和)

九龍觀塘協和街221號 2342 3198

11.地利亞修女紀
念學校 (協和二中)

九龍觀塘協和街223號 2389 6299

12. 拔萃男書院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131 號 2768 5659

13. 拔萃女書院 九龍佐敦道 1 號 2277 9100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15. 協恩中學 九龍九龍城農圃道1號 2711 0862

16. 英華書院 九龍深水埗英華街1號 2336 8838

17. 香港管理專業
協會李國寶中學

九龍旺角(西)海泓道8號 2626 9100

18. 聖瑪加利男女
英文中小學

14. 德望學校 九龍清水灣道 303 號 2321 0250

西九龍深旺道33號 2396 6675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19.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6 
號

2462 3932

20. 基督教崇真中學 九龍長沙灣荔康街8號 2728 8727

21.福建中學 九龍觀塘振華道83號 2578 1745

22.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書院

九龍觀塘利安里6號 2372 0033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23. 滙基書院

(東九龍)
九龍觀塘利安里 2 號 2343 6677

24.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嶺
光街10號

2535 6867

25. 啟思中學 新界將軍澳蓬萊路3號 2336 0233

26. 播道書院 新界將軍澳至善街7號 2366 1802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27.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

會真道書院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勤
學里1號

2337 2123

28. 林大輝中學 新界沙田銀城街 25 
號

2786 1990

29.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

院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56
號

2345 4567

30.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

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新界沙田石門安睦里
6號

2637 2270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31. 培僑書院 新界沙田大圍大圍新村
路1號

2602 3166

32. 德信中學 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
27號

2317 4339

33. 香港青年協會

李兆基書院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葵路
12號

2146 1128

34. 港青基信書院 新界大嶼山東涌松逸街
2 號

2988 8123

35. 匯知中學 新界將軍澳勤學里 2 號 2706 6969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36. 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中學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富苑 2540 8650

37. 羅定邦中學 新界大埔馬聰路8路 2685 1210

38. 保良局羅氏

基金中學

新界將軍澳陶樂路8號 2701 8778

39. 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宏信書院

新界元朗欖口村路25號 8208 2092

40.佛教筏可紀念

中學

新界大嶼山大澳大澳道
99號

2985 53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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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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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生獲參加派位中學通知為正取學生，亦獲非參加派位直資中
學錄取：

選擇 行動 結果

情況一：

保留非派位直資中學
學位

不用採取任何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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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二：

放棄非派位直資中學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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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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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可於4月底前按學校後

補名單錄取其他學生以填補空缺

 須於2020年4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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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賽馬會體藝中學

申請日期：2020年1月2日至

2020年1月20日)

不受地區限制

若被取錄，將不會再透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獲
自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



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結果將在

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

與統一派位結果一併公布

***家長毋須向學校查詢



 盡量選擇2所最心儀的參加派位學校

(填寫「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的

「第1選擇」及「第2選擇」)

 可多嘗試選報非派位直資學校



2019年10月底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單張及光碟

2019年12月上旬

1. 小六學生資料表

2. 已預印學生資料的「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
表」(每名學生兩份)

3. 「申請中一自行分配學位手冊」(手冊分發予
學校及上載於教統局網頁供家長查閱)

2020年1月2日至

2020年1月16日
各參加派位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2020年3月或之前 個別中學進行面試甄選學生

2020年3月31日
如獲參加派位中學列為正取學生，將收到由該中學
發出的書面及電話通知

2020年4月7日或之前 決定保留或放棄由非派位直資學校所獲發的學位



 廖寶珊紀念書院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資料來源： 學校網頁)



1. 「成績次第名單」及校內成績---50%
2. 面試表現 (中/ 英文口試表達能力/ 時事常識)---35% 
3. 操行---10%
4. 課餘活動或服務---5%



(1) 學業成績 ---60% 
(教育局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2) 面試表現---30% (英/ 粵語)
(3) 獎項及課外活動表現---10%

遞交文件 (其中一項)：
小四(上、下學期)、小五（上、下學期）、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影印本



1. 校內成績及成績次第名單 40%
- 中、英、數成績至少一科達 A 級，其餘科目達 B級或以上

2. 操行 (B+ 或以上) 20%

3. 課外活動表現 20%

4. 面試 (個人及小組) 20%
- 中、英語文能力

- 時事常識

- 品行社交各方面表現



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手冊/ 中學學位分
配辦法常問問題
http://www.edb.gov.hk

 由主頁的左欄位置開始

 按入「教育制度及政策」

 再按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再按入「學位分配」

 再按入「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1. 身份証 / 出生證明書正本及副本

2. 小六學生證

3. 過往小五及小六成績表正本及副本

4. 相片數張

5. 穿整齊的校服或便服 (不宜太新潮)
6. 文具 (筆、塗改液、膠水、剪刀)
7. 回郵信封 (清楚寫上學生姓名、地址及貼上郵票)
8. 校外參賽成績及獎項

(詳情請參閱本校的《與你共往升中路》小冊子)



家長如欲作進一步查詢，可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

地址：九龍觀塘偉業街223號宏利金融中心2樓2室

電話：2832 7740 或 2832 7700

教統局網址：http://www.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