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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一)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初探
(二) 呈分試備忘
(三) 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備忘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日期 重要事項

06–2018 第一次呈分試 五年級下學期期考

11–2019 第二次呈分試 六年級上學期期考

12–2018至01–2019 自行分配學位及直資中學開始接受報名

第一次跨網申請

03–2019 第三次呈分試 六年級下學期期考

02–2019至03–2019 自行分配學位及直資中學開始進行面試

第二次跨網申請

04–2019 統一派位進行選校

07–2019 公佈派位結果

07–2019 往獲派中學註冊及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主要階段

1.自行分配學位

(18年12月下旬至19年1月)

2. 統一派位 (2019年4月下旬)



自行分配學位
1.  最高學位比率 30%

2.  可申請學校數目 2

3.  不受地區限制 

4.  學校可設面試，但不准設筆試 

5.  學校自行制定收生準則及比重，

並考慮申請人各方面表現(才能)




自行分派學位安排

(一) 每位六年級學生有兩份申請表

(二) 家長直接向中學遞交申請表

(最多兩間)

(三) 所有中學在同一期間接受申請



統一派位
1.  學位比率 ~70%*

2.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位比率
統一派位學位

的10%

3.  調整機制
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

4.  校內成績

(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


5.  三個派位組別 

＊未扣除重讀生學位及視乎學校的自行分配學位比率



統一派位表格

甲部 (不受學校網限制)佔10%

只可選3間中學

乙部 (所屬學校網學校選擇)佔60%

最多可選30間中學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或統一派位中學
注意事項

1. 學校位置
2. 校風 (口碑、受歡迎、實地觀察)
3. 中學派位組別
4. 升入大學比率
5. 開設英文班
6. 辦學理念、宗教、傳統特色、
教學語言、學生活動或比賽



呈分試的作用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影響教統局成績次第

 統一派位階段︰釐定所屬組別



 

科目 比重 

中文 9 

英文 9 

數學 9 

常識 6 

音樂 2 

視覺藝術 2 
 

呈分科目比重



呈分科目

 平時分 考試 總分 比重 

閱讀 20% 80% 100% 3.5 

寫作 20% 80% 100% 3.5 

聆聽 20% 80% 100% 1 

說話 20% 80% 100% 1 

默書 20% 80% 100% 1 

書法 — 等級 等級 0 
 

中文科



英文科 平時分 考試 總分 比重 

Reading 20% 80% 100% 3.5 
Writing 20% 80% 100% 3.5 
Listening 20% 80% 100% 1 
Speaking 20% 80% 100% 1 
Dictation 20% 80% 100% 1 
Penmanship — 等級 等級 0 
 

呈分科目



 平時分 考試 總分 

數學科 

常識科 

20% 80% 100% 

音樂科 — 100% 100% 

視覺藝術科 100% — 100% 

 

 

 

體育科、宗教科及普通話科 

   並不列入呈分科目 
 

呈分科目



升中備忘
1. 注意學業成績︰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成績
● 統一派位階段：

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下學期

2. 注意操行表現，B或以上

3. 參加學科或體藝方面的訓練及校內校外比賽

4. 注意校內行為表現、樂於服務他人

5. 參與制服團隊、義務工作



升中備忘(續)
6. 整理升中個人檔案

6.1 學業成績資料

6.2 學術與非學術成就/學習紀錄

6.3 校內/社會服務資料

6.4.學習成果展示
 中、英文寫作

 視藝創作

 專題研習



同學應作好的準備

 分析自己的強項及弱項，包括學科、品行、
課外活動、服務

 針對弱項努力改善，如︰

 英語水平、品行、學習態度 、行為表現

 坐姿、禮貌、談吐(避免粗俗語言、口頭禪)

 學生手冊紀錄

 活動的參與及均衡性

 升中個人資料檔案存檔/紀錄



家長應作好的準備
 提醒子女為升中作出準備

 與子女一起面對升中的問題

 協助紓緩子女的壓力

 鼓勵子女參加活動/服務/課程

 鼓勵子女多留意時事

 留意切合子女程度的中學

 監控子女的學習(用心?)及留意他們的言行(有禮?)
引導他們改善自己的行為和品格(身教重於言教)



家長應作好的準備(續)

出席家長講座

了解哪一類學校適合自己的子女(男/女校)?
直資?

了解是否需要跨網

協助子女準備個人資料檔



其他

請留意本校網頁內的升中資訊

(家長/校友 \升中資訊)

www.nwcps.edu.hk

http://www.nwcps.edu.hk/


謝謝您的出席

願天主降福
我們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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