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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2023 年 9 月入读小一 ) 

常见问题  
 

统一派位选择学校程序  
 
问题 (1) 若家长已递交「小一入学申请表」，但其子女未获得自行分配

学位，是否需要再递交申请表参加统一派位？  

回答 (1) 家长无须另行申请。  

教育局会在 2023 年 1 月中旬以书面通知有关儿童的家长，家
长可依照通知书的指示，在 2 月 4 日（全日）或 2 月 5 日（上
午）的指定时段，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以纸本形式办
理选校手续。家长若在 1 月 30 日仍未收到选校通知书，应尽
快致电学位分配组查询（香港岛及离岛 2832 7610，九龙
2832 7620，新界西 2832 7635，新界东 2832 7659）。  

此外，已于本年度「小一入学申请表」提供电邮地址的家长，
亦可选择以电子方式办理选校手续。有关小一入学申请电子
化的详情及其他要注意的事项，请参考已上载至教育局网页
(网址 :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
ar y/ spa- s ys t ems /p r imar y-1 -admiss ion/ index .h tml)的相关简
报、短片及家长指南 (主页  >教育制度及政策  >小学及中学
教育  >学位分配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  及本「常见问题」第
(12)至 (26)题。  

 

问题 (2) 教育局就 2023 年度统一派位家长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
进行选校有何安排？  

回答 (2) 教育局会按小一入学申请编号排序编配学生家长在上述日期
的指定时段，到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各家长须依照
通知书的指示，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
校手续。如家长未能于指定日期办理选校手续，可于 2 月 5
日下午 1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
相关手续，以及遵从相关的防疫措施。教育局亦会随通知书，
夹附「选择学校表格」，供家长预先填写。计划跨境到港上学
及非华语的申请儿童的家长，则请留意通知书上的指示，前
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  

 
 此外，如个别计划跨境到港上学或身在外地的申请儿童家长

未能使用电子方式或亲身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
可授权亲友带同已填妥的「选择学校表格」及家长签署的「代
办选校手续」授权书以代办有关手续。倘若上述家长未能亲
身或授权亲友办理统一派位手续，可以邮递方式在 2023 年 2
月 5 日或之前将填妥表格交回教育局学位分配组。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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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 家长须带备哪些文件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  

回答 (3) 家长须带备下列文件办理选校手续：  

(a)  香港身份证／身份证明文件；及  

(b) 「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或「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
副本。  

 
问题 (4) 上述家长如未能于 2 月 4 日或 2 月 5 日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

心办理选校手续，应怎么办？  

回答 (4) 相关家长若无暇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可以
书面授权他人代办手续。家长可参考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
法网页 (网址： ht tps: / /www.edb.gov.hk/ tc /edu-sys tem/pr imar
y-secondary/spa-sys tems/primary-1-admission/ index .html)内
提供的授权书样本。  

 
问题 (5) 若家长因确诊须要强制隔离而未能于指定日期办理选校手

续，应怎么办？  

回答 (5) 家长可与学位分配组联络 (热线电话 2832 7700)，以便本局
职员提供适切的协助。  
 

问题 (6)  家长如何得知各学校网选校名单／为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
请儿童编制的选校名单内的资料？  

回答 (6) 教育局会于 2023 年 1 月中旬向有关家长发出选校通知信件，
其中内附申请儿童住址所属小一学校网的选校名单／为计划
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编制的选校名单。如家长希望参阅
其他学校网的选校名单，可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
幼儿中心查阅，亦可浏览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 (网
址： ht tps: / /www.edb.gov.hk/ 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
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 index .html)、使用 24 小
时自动电话查询系统 (2891 0088)的传真服务及透过「小一入
学电子平台」，查阅有关资料。  

 
问题 (7) 家长是否需要带同申请儿童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择学校

手续？如遇上恶劣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该怎么办 ? 

回答 (7) 家长不需带同申请儿童前往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择学校手
续。如在办理选校手续日期内，本港遇上恶劣天气或其他特
殊情况，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公布有关的特别安排。  

 
问题 (8) 统一派位是怎样运作的？  

回答 (8) 统一派位电脑程序首先会处理甲部（「不受学校网限制」）的
选择，然后处理乙部（「住址所属小一学校网」选校名单／《统
一派位选校名单（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内的选
择。电脑程式进行统一派位时，会为每一名申请儿童编配一
个「随机编号」，然后按家长的选择及申请儿童「随机编号」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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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进行派位，务求公允。  

 
问题 (9) 如家长有超过一名子女同时参加统一派位，又希望子女能获

派同一学校，该怎么办？  

回答 (9) 假如同一家长有超过一名子女同时参加统一派位，又希望子
女能获派同一学校，该家长必须在子女的「选择学校表格」
内，填上完全相同的选择。电脑在执行派位时，会将这些申
请儿童以同一个「随机编号」进行学位分配。  

 
问题 (10) 统一派位结果何时公布？  

回答 (10) 教育局会于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将印有统一派位结果的《小
一注册证》透过香港邮政的「本地邮政速递」邮寄至家长于
小一入学申请表所填报的通讯地址，并以上门形式派递。如
香港邮政人员派递时无人收件，会留下《领取邮件通知卡》，
家长可于下一个工作天下午或之后到指定的邮政局领取上述
邮件。倘若家长在 6 月 9 日仍未收到《小一注册证》或由香
港邮政发出的《领取邮件通知卡》，可于 6 月 10 日至 11 日到
指定的「领取中心」取回《小一注册证》（详情请届时参阅教
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请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往获派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并留意教育局公布的有关
安排。如在公布结果当日或注册日期内，本港遇上热带气旋
或持续大雨，请留意电台及电视台公布有关的特别安排。  

 至于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申请儿童，如其填报通讯地址为国
内地址，教育局会将印有统一派位结果的《小一注册证》透
过香港邮政的「特快专递」邮寄至家长于小一入学申请表所
填报的内地通讯地址。预计派递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  

此外，除了邮寄《小一注册证》外，家长如欲于 2023年 6月 7
日透过电话短讯（ SMS）接收申请儿童的 2023年度小一统一
派位结果，请在「选择学校表格」内填写可接收 SMS短讯的
手提电话号码，并同意透过该手提电话号码接收统一派位结
果。如果家长所提供收取短讯（ SMS）的手提电话号码，在
2023年 5月 5日当天未能收到由教育局发出的相关测试短讯，
请在 2023年 5月 16日或之前致电与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此
外，已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 +」启动其「小一入学电子
平台」帐户的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于 2023
年 6月 7日查阅统一派位结果。  

 
问题 (11) 若家长在 2023 年 2 月 5 日后才为子女提出申请参加本年度小

一入学统筹办法，但希望子女于 2023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级，
应怎么办 ? 

回答 (11) 若家长在统一派位选校日期后 (即 2023 年 2 月 5 日后 )才提出
申请参加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家长须前往教育局学位分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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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龙观塘伟业街 223 号宏利金融中心 2 楼 2 室 )办理
有关手续。教育局将于 2023 年 6 月为申请儿童另行安排小一
学位。  

 
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  
 
问题 (12) 本年度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为何新增「电邮地址」一栏 ?家长

是否必须提供其电邮地址？  

回答 (12) 
 

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由 2023 年起分阶段将小一入
学申请电子化。家长可于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统一派位」阶段
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及获悉派位结果。教育局于 2023 年
度「小一入学申请表」家长 /监护人资料一栏新增「电邮地址」
的目的，是让有意使用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阶段选校手续的家
长／监护人提供电邮地址用作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之
用。即使家长／监护人仍想以传统纸本表格递交选校申请，本局
亦鼓励家长提供电邮地址并以「智方便」 /「智方便 +」启动电子
平台，因无论家长／监护人以何种方式递交申请，他们亦可透过
小一入学电子帐户获悉派位结果，更为方便。  

 
问题 (13) 

 
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有甚么功能？  

 
回答 (13) 家长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的相关模组更简易及方便地处

理小一入学申请过程，并获取其子女的派位结果。学校则可以透
过电子化方式处理小一入学申请，包括接收派位结果。  

 
问题 (14) 

 
小一入学申请电子化后，家长将如何透过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
选校手续及获悉统一派位结果？  
 

回答 (14) 如家长在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申请表」已提供电邮地址，教育
局已于 2023 年 1 月上旬发送电邮至家长提供的电邮地址，让家
长透过「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自行启动其「小一入学电子平
台」帐户。家长必须登记「智方便 +」，才可使用其「数码签署」
功能，在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阶段的选校手续。没有「智方便
+」但已透过「智方便」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的家长，
虽然仍须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递交纸本「选择学校表格」以
办理选校手续，但他们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查阅派位结
果。  

为使学校和家长进一步了解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程序电子化计划
的运作，教育局于 2022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分别为幼稚园和幼
儿中心、小学以及家长举行简介会，介绍有关「小一入学电子平
台」的应用及实际操作。教育局让幼稚园和幼儿中心优先参与简
介会，让他们预早得悉有关资讯，以支援家长办理选校手续。相
关简报及录影片段亦已上载至教育局网页，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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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5) 

 
家长是否必须登记「智方便+」 ? 
 

回答 (15) 
 

家长必须登记「智方便 +」，才可使用其「身份认证」及「数码签
署」功能，以便在电子平台办理统一派位阶段的选校手续。家长
只可选择以电子平台或传统纸本表格递交一份申请。如家长已启
动其电子平台帐户，但未有登记「智方便 +」或遇有其他情况未
能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家长仍可于 2023 年度统一派位
阶段提交传统纸本表格办理选校手续。已启动电子平台帐户的家
长，无论以何种方式递交申请，他们仍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
台」帐户获悉派位结果。  

  
问题 (16) 「智方便」与「智方便 +」有甚么不同？  
  
回答 (16) 「智方便」户口备有两个版本，「智方便」版本提供身份认证、

「填表通」及个人化提示，而「智方便+」版本更可以使用数码
签署功能。如家长希望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递交申请，必
须以「智方便 +」绑定帐户。  

  
问题 (17) 
 
回答 (17) 

家长如欲登记「智方便 +」，应该怎样申请？  
 
家长可以智能手机下载及安装「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并进行网
上登记，遥距申请「智方便」户口。如需使用数码签署，家长可
前往各区的自助登记站、登记服务柜位或透过流动登记队升级至
「智方便+」，登记地点（包括邮政局（流动邮政局除外））的连
结如下：https://www.iamsmart .gov.hk/tc/reg_location.html。详情
及相关示范短片，请参阅「智方便」网页：
https:/ /www.iamsmart.gov.hk/。  
 

问题 (18) 在什么情况下家长将无法使用「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  
  
回答 (18) 在以下情况下，将无法使用「智方便」：  

a.  网络连接不良；  
b.  「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c.  流动电话已被破解（越狱／超级用户权限）；  
d.  流动电话不支援使用生物认证；  
e.  流动电话的生物认证尚未设定；  
f.  流动电话的生物认证设定已经改变；  
g.  「智方便」户口失效或  
h.  「智方便」户口已被暂停。  

  
问题 (19) 身处香港以外的地区，仍可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 +」吗？  
  
回答 (19) 原则上只要有网络能连接到互联网的地方即可使用「智方便」或

「智方便 +」。但是由于可能施加了互联网限制，部份国家 /地区
或无法使用「智方便」。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_location.html
https://www.iamsmart.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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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级户口至「智方便 +」帐户方面，由于「智方便 +」户口申
请人必须亲自前往香港指定的自助登记站／登记服务柜位办理，
故此如果申请人现身在海外，他们就只能在回港后才可以升级户
口至「智方便 +」。详情请参考智方便网站。  

  
问题 (20) 家长在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前有什么注意事项﹖  
  
回答 (20) 家长在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前，应先准备有生物认证

功能并已登记「智方便 +」或「智方便」的智能手机，以及申请
儿童的小一入学申请编号及身份证明文件（须与小一入学申请表
所提供资料相符）。  
 
在「小一入学申请表」上签署的「家长／监护人」全权负责替申
请儿童申请参加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及办理有关手续（包括办理统
一派位选校手续）。一般而言，在家长建立帐户后（即家长以其
「智方便+」／「智方便」帐户绑定学生的「小一入学电子平台」
帐户），帐户的连系便不能更改。  

  
问题 (21)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电子平台」的重要日程为何﹖  
  
回答 (21) 教育局将于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发送电邮至家长于小一入学

申请表填报的电邮地址（只适用于未能获派「自行分配学位」的
申请儿童）。家长可点击连结启动帐户。已启动帐户及登记「智
方便 +」的家长，可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透过「小一
入学电子平台」递交《小一入学选择学校表格》（选校表格）。已
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启动帐户的家长，可于 2023 年 6
月 7 日起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查阅统一派位结果。  

  
问题 (22) 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的启动连结会否过期？  
  
回答 (22) 教育局已于 2023 年 1 月上旬发送包含启动连结的电邮至家长在

「小一入学申请表」上填报的电邮地址。启动连结的有效期为
30 日。已于「小一入学申请表」上填报的电邮地址的家长如于
2023 年 1 月中旬仍没有收到上述电邮，请家长检查垃圾邮件箱。
如需进一步协助，请致电 2832 7700 与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 
 
为保障家长的利益，本局提醒家长不要向未获授权人士透露申请
儿童的申请编号、启动连结或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等资料。  

  
问题 (23) 家长每次登入「小一入学电子平台」的使用时限为何﹖  
  
回答 (23) 为有效处理众多家长的申请，「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每次登入后

的使用时限为 30 分钟，申请程序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在限时完
结前约 5 分钟系统会发出提示讯息）。如有需要，家长可善用「储
存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时继续填写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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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4) 经「小一入学电子平台」递交统一派位申请的截止时间为何﹖  
  
回答 (24) 已启动帐户及登记「智方便+」的家长，可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

至 2 月 5 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递交《小一入学选择学校
表格》（选校表格）。递交统一派位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晚上 11 时 59 分（以系统的时间为准）。在接
近网上申请截止的日子／时段，网络或会较繁忙及挤塞；家长应
预留充足的时间，以免延误申请。  

  
问题 (25) 已启动「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帐户及登记「智方便 +」的家长，

是否仍可选择递交纸本﹖  
  
回答 (25) 家长只可选择以电子平台或传统纸本表格递交一份统一派位的

申请。已启动电子平台帐户的家长，亦会继续收到统一派位选校
通知书。有关家长可自行决定以电子平台或到统一派位中心以纸
本表格递交统一派位申请，但请勿递交重复申请。  

  
问题 (26) 家长如有多于一名子女参加同一年度的小一入学，经「小一入学

电子平台」递交统一派位申请时，有什么需要注意﹖  
  
回答 (26) 如家长曾递交纸本小一入学申请表，家长将会收到多于一封电子

邮件。家长应先按指示以其中一名子女的连结启动家长的「小一
入学电子平台」帐户，然后再加入其余申请儿童至该帐户。家长
可于同一帐户使用「智方便+」为子女逐一递交统一派位申请及
查阅派位结果。  
 
如家长希望子女能获派同一小学，家长须在「选择学校表格」内
为其所有子女填上完全相同的学校选择及次序；电脑系统会为其
所有子女分配同一个「随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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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自行分配学位结果  
 
问题 (1)  家长如何得知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结果？  
回答 (1)  家长可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携同小

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前往所申请的小学查阅申请结
果。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家长如未能前往所
申请的小学查阅申请结果，可浏览学校网页查阅申请结果
或致电学校查询。  

 
问题 (2)  查询结果时，家长要带备哪些证件？  
回答 (2)  家长应带备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以便确认申请儿

童的小一入学申请编号。  
 
问题 (3)  如子女获得取录，家长应注意甚么？  
回答 (3)  获得自行分配学位的儿童，其家长须注意相关学校的注册

安排及注册所需文件，例如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及
指定数目的儿童相片，以及保持社交距离及遵从相关的防
疫的措施，并于星期三（ 11 月 23 日）或星期四（ 11 月 24
日）学校办公时间内，按有关学校的安排办理注册手续。
有关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详情，家长请直接向学校查询。  

 
问题 (4)  若家长在注册当天未能到学校办理手续，应怎么办？  
回答 (4)  家长若因要事或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影响，未能在上述

指定期间办理注册手续，须事先与学校负责人联络，以便
作出适当安排，否则将被视作放弃该学位论。家长亦须注
意由于学校已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除获豁免人士或
学生以学生身份参加学校安排的活动（例如入学面试）外，
所有 5 岁或以上的访客均须出示疫苗接种纪录并使用「安
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才会获准进入学
校。任何属于「红码」和「黄码」的人士均不能以访客身
分进入学校。  

 
问题 (5)  学校根据甚么准则取录合符资格的申请儿童？  
回答 (5)  由学校自行分配的学位分为两类﹕  
 甲类－  供 有 兄／ 姊在 该小学 就 读或 父／ 母 在该小 学就职

的申请儿童的学位。凡属此类别的申请儿童，必获
取录。  

 乙类－  学校会根据「计分办法准则」甄选不属于甲类的申
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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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在「计分办法准则」下，若申请儿童得分相同而这些申请  
   儿童数目又超过剩余的「自行分配学位」限额时，学校如  
   何甄选这些申请儿童？  
回答 (6)  当同分申请儿童的人数超过学校「自行分配学位」的剩余

学额时，学校应以「随机方式」决定同分申请儿童的取录
次序，学校可自行抽签，或交由教育局代为抽签，以决定
申请儿童的取录次序。  

 
问题 (7)  若家长希望子女于 2023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级，但未能及时

为其子女申请「自行分配学位」，应怎么办？  
回答 (7)  家长须于 2023 年 2 月 3 日或之前，前往教育局学位分配组，

办理有关手续，以便参加统一派位。详情可向教育局学位
分配组查询  (电话 :  2832 7700)。  

 
问题 (8)  如子女获得直接资助计划小学取录，是否仍可参加小一入

学统筹办法？  
回答 (8)  家长在接受直接资助计划小学小一学位后，不可以透过小

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位，若该学童已获派自行分配学位，
该学位亦会被取消。  

 
问题 (9)  如子女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应怎么办？  
回答 (9)  教育局将于 2023 年 1 月中旬发信给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未能获得自行分配学位及只准备参加统一派位的申请儿 童
的家长，通知他们于 2023 年 2 月 4 或 5 日前往指定的统一派
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以便教育局进行统一派位。  

 
问题 (10)  如家长在递交申请表后搬迁或将会搬迁，应怎么办？  
回答 (10)  如因搬迁需要转网，在申请表上签署的家长须亲自前往九

龙观塘伟业街 223 号宏利金融中心 2 楼 2 室教育局学位分
配组办理转学校网手续。  

 办理转学校网手续时，家长需带备下列文件：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申请表」的家长副本；及  

  新地址的证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包括已盖厘印租约、差饷单、公屋租约或水／电／煤  

  气／住宅电话收费单。如新地址证明文件上的姓名为  
  签署申请表人士的配偶，则须一并出示结婚证明书或  
  申请儿童的出生证明书（及其影印本），以显示户主及
  申请儿童之关系。家长如未能提交上述的地址证明文  
  件，须致电 2832 7700 与学位分配组职员联络，以便  
  职员提供确切的意见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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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须留意：在办理转网手续时，家长须在申请转换校网
表格上，声明所填报的新地址是真实的住址。教育局会抽
查家长所提供的资料的真确性，可能会要求家长提供其他
相关的住址证明文件（如屋契、厘印租约等）或作出宣誓，
教育局亦可能会进行家访。倘虚报申请儿童任何资料，一
经调查属实，有关申请将会作废，而申请儿童获派的学位
将被褫夺。此外，家长请留意，根据现行的刑事条例，制
造虚假文书的行为属刑事罪行，一经定罪，可处监禁 14 年。 

 
 

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问题 (1) 甚么人可以参加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回答 (1) 在 2023 年 9 月 1 日年满 5 岁 8 个月 (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或

以前出生 )，尚未入读小学及从未获派小一学位的本港儿童皆
可申请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问题 (2) 儿童怎样申请自行分配学位？  
回答 (2) 家长应在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30 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幼稚

园暨幼儿中心、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教育局区域教
育服务处或学位分配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家长应在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将填妥的申请表直接交回欲申请「自行分
配学位」的学校。  

  
问题 (3) 家长如未能领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应怎么办？  
回答 (3) 

 

家长可透过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各区民政
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或各区域教育服
务处索取一式三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申请表）。鉴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最新发展，家长亦可选择在教育局小一入学统
筹办法网页下载有关的申请表格网上版本以便列印使用 (网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请注意，参加小一派位的
申请儿童只能使用一张申请表向一所官立或资助学校递交申
请，如家长已取得一式三份的印刷版本申请表，则无须下载网
上版本的申请表使用，以免重复递交申请表，或因不慎申请多
于一所官立或资助学校而被取消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资格。  
 

问题 (4) 家长如何填写下载版本的申请表？  
回答 (4) 

 

家长只需为每名申请儿童填写一份下载版本的申请表，并且需
在填写申请表时参阅「『小一入学申请表』填表须知」及「填
写下载版本申请表须知」。家长或监护人在递交网上下载版本
「小一入学申请表」至拟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小学时，请切勿
填写左上角的「小一入学申请编号」。由于下载版本的申请表
并没有印上一组由 8位数字组成的「小一入学申请编号」，供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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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小一派位之用，因此，当家长于 2022年 9月 26日至 30日期
间直接送交拟申请自行分配学位的官立或资助学校时，有关小
学会按一贯程序检查家长提交的文件后，把小一入学申请编号
标签贴在下载版本的申请表上，并把申请表影印两份及分别盖
上校印，然后把一份影印本交回家长保存。家长填写的正本及
另一份影印本会分别供教育局及学校存档，以完成处理有关小
一申请手续。（注：在一式三份的印刷版本申请表上，已预印
上一组 8位数字的「小一入学申请编号」，并包括「教育局存
根」、「学校存根」及「家长存根」，学校会在办妥手续后把
「家长存根」交回家长保存，学校毋须贴上小一入学申请编号
标签及影印申请表。）  

  
问题 (5) 网上下载版本的申请表是甚么文件格式及应如何列印？  
回答 (5) 网上下载版本的申请表为 ‘pdf ’格式，家长或监护人可直接列印

并填写表格，或在开启下载版本申请表后直接输入有关资料才
列印及签署。在列印时，请将申请表第一及二页以白色 A4 纸
张作双面列印。  

  
问题 (6) 递交申请表时要带备哪些证件？  
回答 (6) 家长递交申请表时须带备下列证件：  
 a.  申请儿童的香港出生证明书（正本及影印本）（若在出生

证明书上最后一栏显示申请儿童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是「未确定」的，家长必须带备申请儿童的旅行证件或在
港居留许可证的正本及影印本。）或非本地出生证明书及
护照（正本及影印本）；  

 b.  居于本地各「小一学校网」的申请儿童 1所申报的居住地
址证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包括但不限于已盖厘印租
约、差饷单、公屋租约或水／电／煤气／住宅电话收费单。
一般而言，由于银行信件、法庭传票及税单上的地址有可
能是通讯地址而非居住地址，故教育局一向不接受为住址
证明文件。所提交的地址证明文件上的姓名须与家长／监
护人的姓名相同。家长／监护人如未能提交上述可接受的
地址证明文件或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2832 7700 与学位分
配组职员联络，以便职员提供确切的意见及协助；  

 c.  家长或监护人身份证明文件；及  
 d.  申请表丙部乙项所需的文件（如适用），详情请参阅「填

表须知」。  

 
1
 计划跨境到港上学的家长无须提交为其子女所申报的住址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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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家长可向多少间学校申请「自行分配学位」？  
回答 (7) 家长可以不受校网限制，向任何一间官立或资助小学申请「自

行分配学位」。如家长同时向多间官立或资助小学申请，其「自
行分配学位」的申请将会作废。  

 
问题 (8) 家长如何递交自行分配学位申请表？  
回答 (8) 

 

若家长希望为子女申请某一所官立或资助小学的自行分配学
位，家长需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间带同申请表及「『小
一入学申请表』填表须知」载列的相关证明文件的正本及副本，
亲身交回所申请的小学。家长在递交申请表时应避免人群聚集
及配戴口罩到所申请的学校，并遵从学校相关的防疫措施及保
持社交距离。家长亦应在递交申请表前浏览拟申请小学的网页
或致电该学校查询递交申请表格的详细安排。请家长留意，为
避免人群聚集，如有需要学校或会安排收集箱让家长投放申请
表的正本及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以减少家长等候的时间，在
这情况下，请家长留意有关学校于其后核对文件正本及签署声
明书的相关安排。  
 

问题 (9) 若家长未能亲自递交申请表，应怎么办？  
回答 (9) 

 

若家长未能亲自递交申请表，可以书面授权亲友带同填妥的申
请表及相关证明文件的正本及副本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间代交回所申请的小学。家长可参考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
办法网页 (网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内 提 供 的 授 权
书样本。  

  
问题 (10) 家长如何使用学校安排的收集箱 (如适用 )递交申请表？  
回答 (10) 
 

如学校安排家长使用学校提供的收集箱递交申请表，家长须提
交申请表的正本及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家长在递交申请表前
应浏览拟申请小学的网页或致电该学校查询递交申请表格的
详细安排。家长切勿夹附有关证明文件的正本。家长亦须签署
声明书（可在教育局网页下载）声明所提供的证明文件副本是
由相关文件的正本复印所得及会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
带同有关文件正本到学校核实，否则该申请将会自动作废。学
校在收取有关申请表后会预约家长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
前到学校提供相关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实。家长请将每份申请以
独立信封提交，并用钉书机妥善钉好，以便学校处理其申请。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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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1) 如家长未能亲身或以书面授权亲友到校办理手续，应怎么办？  
回答 (11) 
 

如家长未能亲身或以书面授权亲友到校办理手续，可安排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间透过邮寄递交申请表及相关证
明文件的副本（截止日期以邮戳日期为准）并签署声明书（可
在教育局网页下载）声明所提供的证明文件副本是由相关文件
的正本复印所得及会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带同有关文
件正本到学校核实，否则该申请将会自动作废。学校在收取有
关申请表后会预约家长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到学校提
供相关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实。请贴上足够邮票及注明回邮地
址，以免派递错误或无法派递。家长在递交申请前应浏览相关
机构的网页或以电话查询，以了解各项邮递服务的最新安排及
送达所需时间，以期在截止日期前送抵学校。学校在核实有关
的文件后，会把载有校印的申请表副本供家长保存。  
 

问题 (12) 家长以邮寄或递交至学校设立的收集箱方式 (如适用 )递交申
请前，应注意甚么？  

回答 (12) 
 

家长以邮寄或递交至学校设立的收集箱方式 (如适用 )递交申
请前，请参考已上载至教育局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网页有关的复
核清单  (网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 
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问题 (13) 若家长只准备为其子女申请统一派位，不参加自行分配学位，

应怎么办？  
回答 (13) 
 

若家长只准备为其子女申请统一派位，则可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至 2023 年 2 月 3 日期间，将填妥的申请表及有关的证明文件的
正本及副本交到九龙观塘伟业街 223 号宏利金融中心 2 楼 2 室教
育局学位分配组（小一入学）。家长请配戴口罩前往上址办理手
续，并请遵从学位分配组相关的防疫措施及保持社交距离。  

  
问题 (14) 已接受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小学小一学位的儿童，是否仍可

以透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位？  
回答 (14) 所有接受直资小学小一学位的儿童，将不能透过小一入学统筹

办法获派小一学位。如他们已透过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获派学
位，该学位亦会被取消。  
 

问题 (15) 学校根据甚么准则取录自行分配学位的申请儿童？  
回答 (15) 由学校自行分配的学位分为两类﹕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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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供有兄／姊在该小学就读或父／母在该小学就职的申
请儿童的学位。凡属此类别的申请儿童，必获取录。  

 （乙）  学校会根据「计分办法准则」甄选不属于 (甲 )类的申
请儿童，以申请儿童的得分多少，决定取录的先后
次序。当同分申请儿童的人数超过学校自行分配学
位的剩余学额时，学校应以随机方式决定同分申请
儿童的取录次序；学校可自行抽签，或把申请交由
教育局中央处理。  

   

 
问题 (16) 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申请儿童是否需要接受面试或笔试？  
回答 (16) 学校不可进行任何形式的笔试或面试考核申请儿童。  
 
问题 (17) 教育局如何查核小一入学申请表内家长所提供资料的真确性？  
回答 (17) 教育局会抽查小一入学申请表内家长所提供资料的真确性。教育局

可能会要求家长面见并提供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如其他住址证明
文件），或作出宣誓，以资证明。如有需要，教育局亦可能会进行
家访。市民如怀疑有家长以虚假住址替其子女申请小一入学，可致
电学位分配组的热线电话 2832 7700 向本局举报。  

  
问题 (18) 家长如何得知「自行分配学位」的结果？  
回答 (18) 学校将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校内张贴「自行分配学位」的取录

名单。如子女获得取录，家长应在 2022 年 11 月 23 至 24 日  
 期间，前往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若家长未能在指定日期内办

理注册手续，则会被当作放弃该「自行分配学位」论。  
 

问题 (19) 若家长未能于截止日期前递交「小一入学申请表」，申请「自行分配
学位」，但希望子女于 2023 年 9 月入读小一班级，应怎么办? 

回答 (19) 若家长未能于截止日期前递交「小一入学申请表」，申请「自行分
配学位」，其子女仍可参加下一阶段的「统一派位」，详情可向教
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电话 :  2832 7700)。  
若家长希望安排子女即时入读本学年 (2022/23 学年 )的小一班级，则
可向教育局各区域教育服务处查询，有关的联络电话如下：  
港岛区域教育服务处      电话： 2863 4646 
九龙区域教育服务处      电话： 3698 4108 
新界东区域教育服务处      电话： 2639 4876 
新界西区域教育服务处      电话： 2437 7272  

  
问题 (20) 若申请儿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长的子女，但其兄或姊并非香港居民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就学，该名非最年长的申请儿童可否获得
首名子女的分数？  

回答 (20) 若申请儿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长的子女，即使其兄或姊并非香港居
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就学，该申请儿童亦不可在「自行分配
学位」阶段的计分办法准则下获得首名出生子女的分数。  



- 15 - 

  
问题 (21) 申请儿童如何申报适龄儿童的分数？  
回答 (21) 如申请儿童在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该申

请儿童可在 2023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自行分配学位」阶段
的计分办法准则下获得适龄儿童的分数。家长无须在小一入学申
请表上申报有关项目，电脑会按申请儿童的出生日期计算有关分
数。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 2832 7700 与教育局学位分配组联络。 

  
 
 
 
 

问题 (22) 计分办法准则下的第 7 项（父／母为该小学主办社团的成员）是
否适用于公务员为其子女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申请官立小学的
小一学位？  

回答 (22) 由于公务员属于政府的雇员而并非「成员」，计分办法准则下的
第 7 项并不适用于公务员为其子女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申请官
立小学的小一学位。  

  
问题 (23) 家长为子女选择小学时需考虑甚么 ? 
回答 (23) 家长为子女选择小学时，应该先了解子女的特质、性格、能力和

兴趣，并考虑学校的办学团体、历史、位处地区、宗教等因素，
从而作出适当的选择。  
 

问题 (24) 因应疫情发展，家长到学校递交「小一入学申请表」时有什么要
注意？  

 
回答 (24) 

 
由于学校已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除
获豁免人士外，所有教职员、在校园内提供服务人士及访客等，
均须出示疫苗接种纪录以作「疫苗通行证」之用，并必须使用『安
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才获准进入学校。  
 
此外，政府已于本年 8 月 9 日起加强「疫苗通行证」功能，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者会被区分为「红码」人士，而从海外地区或台
湾抵港人士则会被区分为「黄码」人士，其「疫苗通行证」二维
码会相应转为红色或黄色。学校应按相关规定拒绝属于「红码」
的人士 (即确诊者 )进入校园学校。有关安排适用于上班 /上学的人
士及访客。如学校发现有属于「红码」人士尝试进入学校，学校
不得让相关人士进入学校。由于相关人士不应离开其隔离地点，
学校需立即报警处理。此外，任何属于「黄码」人士均不得以访
客身份进入学校。详情请参阅 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教育局  
学位分配组  
更新日期： 2023 年 1 月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