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五年級家長座談會 

「升中選校」策略 

2019年3月28日 



2 

現有升中派位流程 

升中分班試 

第一次報分試 
（五年級下考二） 

非派位直資 
中學申請 

第二次報分試 
(六年級上考一） 

 自行分配學位 

跨網申請 
（約每年12月及3月） 第三次報分試 

（六年級下考一） 

統一派位 

學位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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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升中派位流程 
第一次報分試 (五年級下考二） 第二次報分試 (六年級上考一） 



自行分配學位 

修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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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可設面試 

(約見全部或部分學生但不准設筆試)  
  



自行分配學位行政安排 
 2019年10月底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單張及光碟 

 

 

 

2019年12月中旬 

•小六學生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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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  

   冊」(手冊分發予學校及上載 

   於教育局網頁供家長查閱) 

2020年1月 •各中學於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  教育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c/edu-

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

info/handbook-for-d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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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學位計算示例 
 

(a) 中一班數 4 

(b) 中一學位總數      (a) x 34 136 

(c) 重讀生學位        (a) x 2 8 

(d) 自行分配學位      (b) x 30% 41 

(e) 供統一派位的學位  (b) – (d) 95 

  (1) 不受學校網限制  (e) x 10% 10 

  (2) 按學校網分配    (e) – (1) 85 



1.校內成績(小五、小六) 

5.獎項(校外、校內) 
6.課外活動 
7.服務(校外、校內) 

3.操行及學校評語 
4.面試表現 

8.宗教信仰 

2.教育局成績次第 

中學自行收生準則 

 



•  學校呈交小五下考二及小六上考一 

    

•  校內成績按科目比重經標準化，
重新排列學生的校內名次 

自行分配學位的校內成績 



分卷比重 

視藝：課堂習作50%、學習評估50% 

音樂：樂理50%、視唱50% 

中文：閱讀50%、寫作30%、聆聽5%、 

            說話10%、默書 5% 

英文：閱讀及寫作75%、聆聽10%、 

            說話10%、默書 5% 

數學：100% 

常識：100% 



教育局計分方法示例 

科    目 校內成績 比重 
乘上比重
後成績 

中    文 60 9 540 

英    文 60 9 540 

數    學 90 9 810 

常    識 60 6 360 

視    藝 60 3 180 

音    樂 70 2 140 

總    分 400 ／ 2570 



根據教育局計分法排名次 

科目 
A  學  生 B  學  生 C  學  生 

校內
成績 

乘上 

比重後 

校內
成績 

乘上 

比重後 

校內
成績 

乘上 

比重後 

9x 中文 90 810 60 540 80 720 

9x 英文 90 810 60 540 80 720 

9x 數學 90 810 90 810 80 720 

6x 常識 60 360 80 480 80 480 

3x 視藝 60 180 60 180 80 240 

2x 音樂 60 120 60 120 80 160 

總分 450 3090 410 2670 480 3040 

名次 1 3 2 

本校亦採用WebSAMS內的模擬派位系統計算學生名次 



統一派位校內成績 
 

•  學校呈交小五下考二及小六上考一、 

   下考二學生各科成績 

•  校內成績按科目比重經標準化，重新排
列學生的校內名次 

•  調整工具用作調整校內成績，作為劃分
派位組別的依據 

 



派位組別計算過程 

(1) 將學生在校內排名後，以調整辦法     
 計算每個學期的調整分。 

(2) 將學生三個學期的調整分取平均數
 後得出總調整分。 

(3) 按學生總調整分由高至低排列。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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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學亦會以測驗成績作為編班或分組教學的
參考教育局抽取樣本了解全港學生表現 

在實施經修訂的升中派位機制時，抽樣成績
會用作調整工具 

一向以來，每年七月在全港中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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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所屬學校網 

的學位分配 

•學生派位組別(校網派
位組別) 

•家長選校意願(最多三
十個) 

•隨機編號# 

 

 

學位分配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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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位分配次序 
 

 

•  電腦先處理不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   
  選擇 
 

•  再處理按學校網(即學生所屬學校 
  網)的學校選擇 
 
 



申請非派位直資中學 

 
請留意各直資中學的網頁公佈 

有關派表及收表日期 



申請非派位直資中學 
 

• 數目並無限制 

• 所有申請非派位直資學校的學生會在四月中
或以前收到有關學校通知其申請結果 

• 成功獲取錄的學生若接受非派位直資中學的
學位，必須向校方呈繳其小六學生資料表，
以及與有關中學簽署一份同意書，表示願意
放棄其他政府資助中一學位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http://www.dsssc.org.hk 

 

http://www.dsssc.org.hk/


總結 

1.三次報分試 成績尤其重要，影響派位結果 

五年級下考二   六年級上考一  六年級下考一 

決定派位組別 

全力以赴! 考取最好成績! 

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爭取入讀心儀中學的 

好機會 

2.珍惜自行分配學位機會， 

加強面試能力。 

非派位 
直資 體藝 

2 所參與 
派位中學 



 

 

3.搜集中學資料 
 直資 

 網外 

 網內 

4.多與子女溝通， 
 

關心成績、品行及意願 
 



查詢 

•  電話 

一般查詢 2832 7740 / 2832 7700 

 

•  網址 

教育局(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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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