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聖安當小學

五年級升中講座

2019-3-30



2

1.中學學位分配方法

2.自行分配學位詳情

3.統一派位詳情

4.升中派位行事曆

5.升中錦囊

6.答問時間

程 序



3

中學學位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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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本校升中派位

• 獲派中一全英文
班中學百分率超
過44%

感謝家長的
信任和支持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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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參加資格 2. 自行分配學位 3. 統一派位

• 本校升中資訊站
http://025.saps.edu.hk/promote/index.php?p=sche
dule

• 教育局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內容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
info/index.html

DVD/DVD_SSPA1416_1A_C.wmv
DVD/DVD_SSPA1416_1B_C.wmv
DVD/DVD_SSPA1416_1C_C.wmv
http://025.saps.edu.hk/promote/index.php?p=schedule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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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位分配方法

◼自行分配學位

(30%的中一學位，自行取錄學生)

◼統一派位

(約65%的中一學位，依派位組別由電腦分配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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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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學位分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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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位分配流程圖

希望入讀官立、資助或按額津貼中學

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不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塡寫選校表格

統一派位
中一自行收生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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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根據行政區共劃分為18個學校網，以便進行統一派位乙部「按學校網」的學
位分配，學生所屬的學校網為其就讀小學所在的地區。

學校網的劃分

觀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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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 統一派位
學額

分配
約30% 約65%

主要

取錄

因素

1. 學生成績(全學年)

2. 課外活動(個人經驗及
獎項)

3. 面試表現

1. 學生的派位組別
Band 1、2、3
(呈分試成績)

2. 選校意願
3. 隨機編號

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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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分配學位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選校策略

• 第一原則：看高一線

切忌選擇比屬於自己組別較後的學校

• 第二原則：情有獨鍾

可以只選擇一所學校，若選擇兩所學校，
必須確定兩所學校均為心儀的學校。

• 第三原則：海闊天高

留意及考慮他區優質學校，不要因學校地
點較遠而放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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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



15

呈分試與升中派位機制

• 2018/2019年度五年級

校內第三次評估為

第一次呈分試

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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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位組別計算過程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宗教

9 9 9 6 2 3 2

• 收集小五下學期和小六上、下學期的校內成績

• 科目比重 :

• 成績科目比重標準化



17

派位組別計算過程(例)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宗教

85 85 85 100 100 100 100

9 9 9 6 2 3 2

765 765 765 600 200 300 200

359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宗教

90 90 90 90 90 90 90

9 9 9 6 2 3 2

810 810 810 540 180 270 180

3600

小
信

小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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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宗教

85 85 85 100 100 100 100

9 9 9 6 2 3 2

765 765 765 600 200 300 200

359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宗教

90 90 90 90 90 90 90

9 9 9 6 2 3 2

810 810 810 540 180 270 180

3600

小
信

小
珊

派位組別計算過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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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派位組別是根據他們經調整後的校
內成績劃分。

• 電腦首先將學生在小五下學期及小六上、
下學期的校內成績標準化。

• 再以「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抽樣成
績的平均成績調整。

• 派位組別分為三個。

派位組別計算過程



升中錦囊－影響統一派位結果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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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的派位組別
Band 1、2、3
(呈分試成績)

2. 選校意願
3. 隨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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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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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升中派位行事曆

1 2019年3月30日 五年級升中講座(一)及派發成績表

2 2019年6月3日-6月6日 第一次呈分試(P.5評估三)

3 2019年10月下旬 派發<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
光碟

4 2019年11月中旬 第二次呈分試(P.6評估一)

5 2019年12月 六年級升中講座(二)及派發成績表

6 2019年12月 第一批跨網派位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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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年12月中旬 派發＜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8 2020年1月上旬至
中旬

各參加派位中學在同一時間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

9 2020年2月 第二批跨網派位接受申請

10 2020年3月上旬 （最後）第三次呈分試(P.6評估二)

11 2020年4月中旬 （最後）六年級升中講座(三)

12 2020年4月下旬 派發＜中一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及相關文件

13 2020年5月上旬 家長經小學遞交已填妥的中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14 2020年7月上旬 公布中學學位分配結果

15 2020年7月上旬 學生向獲派中學註冊

16 2020年7月上旬 學生到已註冊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2018/2020升中派位行事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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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呈分試

(P.5評估三)

第二次
呈分試

(P.6評估一)

自行分配
學位

(交申請表)

統一派位
(交選校表)

第三次
呈分試

(P.6評估二)

中學
面試

6月

2019

11月 1月

2020

3月 5月 7月

2018/2020升中派位行事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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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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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 (學生)

1. 注意學業成績︰

– 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成績
尤其重要(須附上成績表)；

– 成績需維持穩定的水平；

– 與面試表現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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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 (學生)

２.獎項、課外活動及服務︰

– 積極參加學科或體藝方面的訓練及校內校外
比賽；

• 深入發展個人專長和強項

• 亦可多元化發展，參加不同類型活動

–參與制服團隊、義務工作；

–及早整理活動紀錄及獎狀；

–個人得著與感受（與面試表現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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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 (學生)

3.操行表現：

–注意校內行為表現(操行維持最少乙
或以上)；

–主動關心和服務他人；

–養成有禮貌的習慣(與面試表現有直
接關係)；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29

升中錦囊 (學生)

4. 面試表現：
–以面談方式進行，不設筆試；

–查考學生學科知識(語文、數理、通識)；

–著重學生溝通和表達能力；

–自信心、勇於嘗試和表達自己是成功的關鍵
(但切忌過份浮誇)；

–在校內主動爭取公開表現的機會；

–恆常練習，多主動分享個人看法，切勿背誦答案；

–參加升中面試班；

–參考面試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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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之路 現在開始

升中錦囊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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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家長及學生應作好的準備

1. 認清自己，做好部署

• 與子女一起分析其強項和弱項，如何改善其弱項；

• 鼓勵子女參加一些活動/服務/課程，以協助其成長
(為子女安排一些合適的活動/課程)；

• 鼓勵及引導子女改善自己的行為和品格；

• 了解哪一類學校適合自己的子女；

• 了解是否需要跨網(需提供住址證明)；

• 協助子女準備個人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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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家長及學生應作好的準備

2. 選擇合適的心儀中學

•留意宗教、校風、辦學理念；
•子女的強、弱項；
•以子女利益設想；
•實地考察；
•中學巡禮；
•參加中學的開放日、活動及升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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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家長及學生應作好的準備

3. 撰寫個人檔案
(1)學業成績、學業以外表現及社會服務三部分撰寫；

(2)由四年級寫至六年級；

(3)證書或獎狀可作附件；

(4)要整齊；(最好用電腦製作)；

(5)盡量簡潔，一張至兩張A4紙已足夠。

(用活頁文件夾放好所有文件)



34

例子

中文姓名：陳大文

英文姓名：Chan Tai Man

出生日期：23-1-2008

性 別：男

a. 學業成績

一年級：全班第十名。

二年級：全班第十二名。

三年級：全班第八名，中文取得全班第三名。

四年級：全班第七名。

五年級：全班第四名，獲得自我挑戰獎勵計劃獎項(附件一) 。

六年級：上學期全班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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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業以外的表現

一年級：學習鋼琴，考取第一級琴試及格。

二年級：-第三級琴試及格。

-參加校內的親子閱讀計畫，獲校長頒發證書(附件二)-暑假參加游

泳班、畫班。

三年級：-考取第四級琴試及格。

-參加校內的親子閱讀計畫，獲校長頒發證書(附件三) 。

-暑假參加游泳班、EQ班、歷奇訓練。

四年級：-第五級琴試及格。

-校內辯論比賽最佳辯論員，獲獎狀(附件四) 。

-參加校內的閱讀計畫，獲校長頒發證書(附件五) 。

-暑期參加游泳班、英文口語訓練。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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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贏得校際朗誦節的英文詩朗誦第二名。

-參加校內的閱讀計畫，獲校長頒發證書(附件六) 。

-校內五十公呎自由泳第一名。

六年級：-第六級琴試及格(附件七) 。

c. 社會服務

一年級：跟隨父母每月定期到老人院參與義工服務。

二年級：跟隨父母每月定期到老人院參與義工服務。

三年級：參加公益少年團、到老人院舉辦聖誕聯歡會。

四年級：-繼續參加校內公益少年團的義工服務。

-參加幼童軍，考獲幼童軍歷奇專章。

五年級：積極參加義務工作，獲社會福利署頒義工嘉許獎狀(附件八)。

六年級：被選為校內幼童軍小隊長。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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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家長及學生應作好的準備

更新個人紀錄表格後交予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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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錦囊-家長及學生應作好的準備

4. 積極裝備，迎接挑戰
• 善用餘暇參加不同的學習班充實自己；

• 參加升中面試班；

• 教導子女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時間管理）；

• 鼓勵子女跨越不同挑戰和難關；

• 養成自學習慣 (閱讀課外書籍、網上平台自學等)；

• 加強英語學習。



39

升中錦囊－總結

考好呈分試

積極參加學科或體

藝方面的訓練及比

賽

選擇合適的心儀中

學
撰寫個人檔案

升中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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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資訊

• 聖安當小學網頁 http:// www.saps.edu.hk ＜升中資
訊站＞；

• 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主頁 >教育制度及政策 >小學及中學教育 >學位分配

系統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 內容；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http://www.chsc.hk；

• 家長童學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

• 各中學學校網頁；

• 本校舉辦之升中講座；

• 本校派發之單張及通告。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
http://www.saps.edu.hk/
http://www.edb.gov.hk/
http://www.chsc.hk/
http://www.hkedcity.net/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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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資訊

其他資源

• 升學天地

http://www.schooland.hk/post/ssmain

多向校方詻詢有關升中意見

http://www.schooland.hk/post/ss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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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祝各位同學

成功升讀心儀的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