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灣官立小學
五年級升中家長講座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時間 : 下午二時至三時
地點：荃灣官立小學禮堂

程序 :
(一) 致歡迎辭 張淑如校長 2:00-2:05 p.m.
(二) 自行分配學位 劉敬儀老師 2:05-2:20 p.m.
(三) 統一派位 周淑嫻主任 2:20-2:40 p.m.
(四) 總結 劉敬儀老師 2:40-2:45 p.m.
(五) 答問時間 張淑如校長 2:45-3:00 p.m.

謝玉蓮副校長
周淑嫻主任
劉敬儀老師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日期(2-1-2018 至 17-1-2018)

統一派位
選校日期：每年4月上旬至5月初



➢賽馬會體藝中學

➢文法中學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派位、非派位)



30%

65%

5%

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重讀生學位

學位的百分比



細節安排

最高學位比率 30%

可申請學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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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准設筆試，但可設面試。 



自行分配學位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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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可向不多於兩所在「申請中
一自行分配學位手冊」內列出的中學申請。
(賽馬會體藝中學及非參加派位直資中學除外)

提交申請後，不可撤回或更改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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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准設筆試。



根據教育局指引，學生必須遞交的申請文件包括《中
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及該所中學所要求的現成資
料，例如成績表、獎狀證書、參與課外活動及社區服
務的獎狀或證明。

但學生毋須向中學提交非現成資料如小學推薦信、填
報校內各科的分數或名次等。 而中學應在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表說明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自行分配學位的要點



申請推薦信
教育局已向全港中學發出指引，在申請自行分配
中一學位階段，學生不須呈交校方推薦信。

除非中學在報名表格或報名方法等資料上提出實
質的要求，否則校方在自行收生階段並不會向學
生發出推薦信。

若家長仍認為須要向中學闡明選擇入讀該中學生
原因、學生的強項及志向等，校方鼓勵家長及學
生撰寫及向中學提交自薦信。

請及早為子女準備個人檔案。



自行分配學位的要點

收看片段

自行分配位簡介

參加資格

file:///K:/twgps/學生支援/SSPA/1617/五年級升中講座/參加資格15-17.wmv
file:///K:/twgps/學生支援/SSPA/1617/五年級升中講座/自行分配學位簡介15-17.wmv


統一派位

細節安排

學位比率 ~65%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位比率 統一派位學位的10%

調整機制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校內成績  學生小五下

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



三個派位組別 



校內成績
學校呈交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學生
各科成績 (中、英、數、 常、視、音)

校內成績按科目比重經標準化，重新排列學
生的校內名次 據教育局學位分配組所示，
2016-2018中學學位分配年度，各科目比重
為: 中(9)、英(9)、數(9)、常(6)、視藝
(3)、音(2)

利用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作調整工具，調整
校內成績，作為劃分派位組別的依據



調整機制
調整工具

安排

‧每兩年抽取一次成績樣本，以最近兩次成績樣本調整
來屆升中學生在小學的校內成績。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分班試) 

‧2014年學科測驗及2016年學科測驗的平均成績，將用
作調整2018年9月升讀中一的學生在小學的校內成績。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一向以來，每年七月在全港中學進行，其主要功能為：

‧讓中學評估中一新生在中、英、數三科的表現，從而

制訂教學策略和拔尖保底措施。

‧教育局抽取樣本了解全港學生表現。

‧中學亦會以測驗成績作為編班或分組教學的參考。
2007年開始實施新修訂的升中派位機制，抽樣成績
會用作調整工具。



統一派位學位分配原則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
學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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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學校網的學位分配

‧學生派位組別

(校網內派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

(最多三十個)

‧隨機編號



16

統一派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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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學位計算示例

(a)中一班數 4

(b)中一學位總數 (a) x 36 144

(c)重讀生學位 (b) x 5% 7

(d)自行分配學位 (b) x 30% 43

(e)供統一派位的學位 (b)-(c)-(d) 94

(1)不受學校網限制 (e) x 10% 9

(2)按學校網分配 (e)-(1) 85



18個學校網分界圖



1.按小學所在地區派位
2.本校是荃灣區(NT2)

3.須呈交地址證明

4.第一次申請(一月)

5.第二次申請(三月)

跨網派位



隨機編號
電腦隨機編配給每一個學生的號碼

決定同一組別內學生獲派位機會的先後
次序

在派位過程完成後不予保留



直屬及聯繫學校

在扣除重讀生及自行分配學位後，直屬及聯繫中學
可分別為其小學保留不多於餘下學位的85%及25%

學生須屬學校網第一或第二派位組別，並在其所屬

學校網的學校選擇內以直屬/聯繫中學為首選學校

本校的聯繫中學如下：

荃灣官立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學生組別的劃分

收看片段

學生組別的劃分

file:///K:/twgps/學生支援/SSPA/1617/五年級升中講座/派位組別的劃分15-17.wmv


5/2017 - 五年級升中講座

6/2017 - 五年級下學期期考

11/2017
- 六年級上學期期考
- 小六升中講座

1/2018
- 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 申請跨網派位 (第一批)

3/2018
- 申請跨網派位(最後一批)
- 六年級下學期期考

4/2018 - 派發家長選校表
- 小六升中選校座談會

7/2018 - 公佈中一學位分配結果

中學學位分配日程表



15/16年度升讀各類別中學之學生人數

官立中學
30人

直資計劃中學
14人

海外升學
1人

全級人數
146人

資助中學
99人

體藝 2人



15-16年度最多學生升讀的中學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荃灣官立中學 28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15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13

廖寶珊紀念書院 10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7

荃灣聖芳濟中學 7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



15-16年度最多學生升讀比較受歡迎的中學

學校名稱 學生人數

荃灣官立中學 28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15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4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3

可風中學 3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2

賽馬會體藝中學 2

聖保羅男女中學 2

保祿六世書院 1

真光女書院 1



查詢
本校 學校網址(www.twgps.edu.hk) : 主頁 > 學校資料

> 升中資訊

電話 : 24156313  聯絡人： 周淑嫻

教育局 網址(www.edb.gov.hk) ：主頁 > 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教育 > 教育制度 > 學位分配系統 >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電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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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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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中學概覽

(每年12月上旬派發)

或

瀏覽網站

www.chsc.hk/secondary

http://www.chsc.hk/second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