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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2023 年 9 月入讀小一 ) 

常見問題  
 

統一派位選擇學校程序  
 
問題 (1) 若家長已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但其子女未獲得自行分配

學位，是否需要再遞交申請表參加統一派位？  

回答 (1) 家長無須另行申請。  

教育局會在 2023 年 1 月中旬以書面通知有關兒童的家長，家

長可依照通知書的指示，在 2 月 4 日（全日）或 2 月 5 日（上

午）的指定時段，前往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以紙本形式辦

理選校手續。家長若在 1 月 30 日仍未收到選校通知書，應盡

快致電學位分配組查詢（香港島及離島 2832 7610，九龍

2832 7620，新界西 2832 7635，新界東 2832 7659）。  

此外，已於本年度「小一入學申請表」提供電郵地址的家長，

亦可選擇以電子方式辦理選校手續。有關小一入學申請電子

化的詳情及其他要注意的事項，請參考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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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簡

報、短片及家長指南 (主頁  >教育制度及政策  >小學及中學

教育  >學位分配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  及本「常見問題」第

(12)至 (26)題。  
 

問題 (2) 教育局就 2023 年度統一派位家長前往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

進行選校有何安排？  

回答 (2) 教育局會按小一入學申請編號排序編配學生家長在上述日期

的指定時段，到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各家長須依照

通知書的指示，在指定日期及時間前往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

校手續。如家長未能於指定日期辦理選校手續，可於 2 月 5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

相關手續，以及遵從相關的防疫措施。教育局亦會隨通知書，

夾附「選擇學校表格」，供家長預先填寫。計劃跨境到港上學

及非華語的申請兒童的家長，則請留意通知書上的指示，前

往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  
 
 此外，如個別計劃跨境到港上學或身在外地的申請兒童家長

未能使用電子方式或親身前往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

可授權親友帶同已填妥的「選擇學校表格」及家長簽署的「代

辦選校手續」授權書以代辦有關手續。倘若上述家長未能親

身或授權親友辦理統一派位手續，可以郵遞方式在 2023 年 2
月 5 日或之前將填妥表格交回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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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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家長須帶備哪些文件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  

回答 (3) 家長須帶備下列文件辦理選校手續：  

(a)  香港身份證／身份證明文件；及  

(b) 「統一派位選校通知書」或「小一入學申請表」的家長

副本。  
 
問題 (4) 上述家長如未能於 2 月 4 日或 2 月 5 日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

心辦理選校手續，應怎麼辦？  

回答 (4) 相關家長若無暇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可以

書面授權他人代辦手續。家長可參考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

法網頁 (網址： ht tps: / /www.edb.gov.hk/ tc /edu-sys tem/pr imar
y-secondary/spa-sys tems/primary-1-admission/ index .html)內
提供的授權書樣本。  

 
問題 (5) 若家長因確診須要強制隔離而未能於指定日期辦理選校手

續，應怎麼辦？  

回答 (5) 家長可與學位分配組聯絡 (熱線電話 2832 7700)，以便本局

職員提供適切的協助。  
 

問題 (6)  家長如何得知各學校網選校名單／為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

請兒童編製的選校名單內的資料？  

回答 (6) 教育局會於 2023 年 1 月中旬向有關家長發出選校通知信件，

其中內附申請兒童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選校名單／為計劃

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編製的選校名單。如家長希望參閱

其他學校網的選校名單，可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查閱，亦可瀏覽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網頁 (網
址： ht tps: / /www.edb.gov.hk/ 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
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 index .html)、使用 24 小

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 (2891 0088)的傳真服務及透過「小一入

學電子平台」，查閱有關資料。  
 
問題 (7) 家長是否需要帶同申請兒童前往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擇學校

手續？如遇上惡劣天氣或其他特殊情況，該怎麼辦 ? 

回答 (7) 家長不需帶同申請兒童前往統一派位中心辦理選擇學校手

續。如在辦理選校手續日期內，本港遇上惡劣天氣或其他特

殊情況，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公布有關的特別安排。  
 
問題 (8) 統一派位是怎樣運作的？  

回答 (8) 統一派位電腦程序首先會處理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的

選擇，然後處理乙部（「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選校名單／《統

一派位選校名單（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內的選

擇。電腦程式進行統一派位時，會為每一名申請兒童編配一

個「隨機編號」，然後按家長的選擇及申請兒童「隨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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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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進行派位，務求公允。  

 
問題 (9) 如家長有超過一名子女同時參加統一派位，又希望子女能獲

派同一學校，該怎麼辦？  

回答 (9) 假如同一家長有超過一名子女同時參加統一派位，又希望子

女能獲派同一學校，該家長必須在子女的「選擇學校表格」

內，填上完全相同的選擇。電腦在執行派位時，會將這些申

請兒童以同一個「隨機編號」進行學位分配。  

 
問題 (10) 統一派位結果何時公布？  

回答 (10) 教育局會於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將印有統一派位結果的《小

一註冊證》透過香港郵政的「本地郵政速遞」郵寄至家長於

小一入學申請表所填報的通訊地址，並以上門形式派遞。如

香港郵政人員派遞時無人收件，會留下《領取郵件通知卡》，

家長可於下一個工作天下午或之後到指定的郵政局領取上述

郵件。倘若家長在 6 月 9 日仍未收到《小一註冊證》或由香

港郵政發出的《領取郵件通知卡》，可於 6 月 10 日至 11 日到

指定的「領取中心」取回《小一註冊證》（詳情請屆時參閱教

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網頁）。請於 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15
日往獲派學校辦理入學註冊手續，並留意教育局公布的有關

安排。如在公布結果當日或註冊日期內，本港遇上熱帶氣旋

或持續大雨，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公布有關的特別安排。  

 至於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申請兒童，如其填報通訊地址為國

內地址，教育局會將印有統一派位結果的《小一註冊證》透

過香港郵政的「特快專遞」郵寄至家長於小一入學申請表所

填報的內地通訊地址。預計派遞日期為 2023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  

此外，除了郵寄《小一註冊證》外，家長如欲於 2023年 6月 7
日透過電話短訊（ SMS）接收申請兒童的 2023年度小一統一

派位結果，請在「選擇學校表格」内填寫可接收 SMS短訊的

手提電話號碼，並同意透過該手提電話號碼接收統一派位結

果。如果家長所提供收取短訊（ SMS）的手提電話號碼，在

2023年 5月 5日當天未能收到由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測試短訊，

請在 2023年 5月 16日或之前致電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此

外，已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 +」啟動其「小一入學電子

平台」帳戶的家長，亦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於 2023
年 6月 7日查閱統一派位結果。  

 
問題 (11) 若家長在 2023 年 2 月 5 日後才為子女提出申請參加本年度小

一入學統籌辦法，但希望子女於 2023 年 9 月入讀小一班級，

應怎麼辦 ? 

回答 (11) 若家長在統一派位選校日期後 (即 2023 年 2 月 5 日後 )才提出

申請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家長須前往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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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觀塘偉業街 223 號宏利金融中心 2 樓 2 室 )辦理

有關手續。教育局將於 2023 年 6 月為申請兒童另行安排小一

學位。  

 
小一入學申請電子化  
 
問題 (12) 本年度的「小一入學申請表」為何新增「電郵地址」一欄 ?家長

是否必須提供其電郵地址？  

回答 (12) 
 

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由 2023 年起分階段將小一入

學申請電子化。家長可於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一派位」階段

透過電子平台辦理選校手續及獲悉派位結果。教育局於 2023 年

度「小一入學申請表」家長 /監護人資料一欄新增「電郵地址」

的目的，是讓有意使用電子平台辦理統一派位階段選校手續的家

長／監護人提供電郵地址用作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之

用。即使家長／監護人仍想以傳統紙本表格遞交選校申請，本局

亦鼓勵家長提供電郵地址並以「智方便」 /「智方便 +」啟動電子

平台，因無論家長／監護人以何種方式遞交申請，他們亦可透過

小一入學電子帳戶獲悉派位結果，更為方便。  
 
問題 (13)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有甚麼功能？  

 
回答 (13) 家長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相關模組更簡易及方便地處

理小一入學申請過程，並獲取其子女的派位結果。學校則可以透

過電子化方式處理小一入學申請，包括接收派位結果。  

 
問題 (14) 

 
小一入學申請電子化後，家長將如何透過電子平台辦理統一派位

選校手續及獲悉統一派位結果？  
 

回答 (14) 如家長在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申請表」已提供電郵地址，教育

局已於 2023 年 1 月上旬發送電郵至家長提供的電郵地址，讓家

長透過「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自行啟動其「小一入學電子平

台」帳戶。家長必須登記「智方便 +」，才可使用其「數碼簽署」

功能，在電子平台辦理統一派位階段的選校手續。沒有「智方便

+」但已透過「智方便」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的家長，

雖然仍須前往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遞交紙本「選擇學校表格」以

辦理選校手續，但他們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

果。  

為使學校和家長進一步了解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程序電子化計劃

的運作，教育局於 2022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分別為幼稚園和幼

兒中心、小學以及家長舉行簡介會，介紹有關「小一入學電子平

台」的應用及實際操作。教育局讓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優先參與簡

介會，讓他們預早得悉有關資訊，以支援家長辦理選校手續。相

關簡報及錄影片段亦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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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5) 

 
家長是否必須登記「智方便+」 ? 
 

回答 (15) 
 

家長必須登記「智方便 +」，才可使用其「身份認證」及「數碼簽

署」功能，以便在電子平台辦理統一派位階段的選校手續。家長

只可選擇以電子平台或傳統紙本表格遞交一份申請。如家長已啟

動其電子平台帳戶，但未有登記「智方便 +」或遇有其他情況未

能透過電子平台辦理選校手續，家長仍可於 2023 年度統一派位

階段提交傳統紙本表格辦理選校手續。已啟動電子平台帳戶的家

長，無論以何種方式遞交申請，他們仍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

台」帳戶獲悉派位結果。  
  
問題 (16) 「智方便」與「智方便 +」有甚麼不同？  
  
回答 (16) 「智方便」戶口備有兩個版本，「智方便」版本提供身份認證、「填

表通」及個人化提示，而「智方便+」版本更可以使用數碼簽署

功能。如家長希望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遞交申請，必須以

「智方便+」綁定帳戶。  
  
問題 (17) 
 
回答 (17) 

家長如欲登記「智方便 +」，應該怎樣申請？  
 
家長可以智能手機下載及安裝「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並進行網

上登記，遙距申請「智方便」戶口。如需使用數碼簽署，家長可

前往各區的自助登記站、登記服務櫃位或透過流動登記隊升級至

「智方便+」，登記地點（包括郵政局（流動郵政局除外））的連

結如下：https://www.iamsmart .gov.hk/tc/reg_location.html。詳情

及相關示範短片，請參閱「智方便」網頁：

https:/ /www.iamsmart.gov.hk/。  
 

問題 (18) 在什麼情況下家長將無法使用「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  
  
回答 (18) 在以下情況下，將無法使用「智方便」：  

a.  網絡連接不良；  
b.  「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c.  流動電話已被破解（越獄／超級用戶權限）；  
d.  流動電話不支援使用生物認證；  
e.  流動電話的生物認證尚未設定；  
f.  流動電話的生物認證設定已經改變；  
g.  「智方便」戶口失效或  
h.  「智方便」戶口已被暫停。  

  
問題 (19) 身處香港以外的地區，仍可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 +」嗎？  
  
回答 (19) 原則上只要有網絡能連接到互聯網的地方即可使用「智方便」或

「智方便 +」。但是由於可能施加了互聯網限制，部份國家 /地區

或無法使用「智方便」。  

 
在升級戶口至「智方便 +」帳戶方面，由於「智方便 +」戶口申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_location.html
https://www.iamsmart.gov.hk/


- 6 - 

請人必須親自前往香港指定的自助登記站／登記服務櫃位辦

理，故此如果申請人現身在海外，他們就只能在回港後才可以升

級戶口至「智方便 +」。詳情請參考智方便網站。  
  
問題 (20) 家長在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前有什麼注意事項﹖  
  
回答 (20) 家長在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前，應先準備有生物認證

功能並已登記「智方便 +」或「智方便」的智能手機，以及申請

兒童的小一入學申請編號及身份證明文件（須與小一入學申請表

所提供資料相符）。  
 
在「小一入學申請表」上簽署的「家長／監護人」全權負責替申

請兒童申請參加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及辦理有關手續（包括辦理統

一派位選校手續）。一般而言，在家長建立帳戶後（即家長以其

「智方便+」／「智方便」帳戶綁定學生的「小一入學電子平台」

帳戶），帳戶的連繫便不能更改。  
  
問題 (21) 2023 年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重要日程為何﹖  
  
回答 (21) 教育局將於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發送電郵至家長於小一入學

申請表填報的電郵地址（只適用於未能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

申請兒童）。家長可點擊連結啟動帳戶。已啟動帳戶及登記「智

方便 +」的家長，可於 202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5 日透過「小一

入學電子平台」遞交《小一入學選擇學校表格》（選校表格）。已

使用「智方便+」或「智方便」啟動帳戶的家長，可於 2023 年 6
月 7 日起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查閱統一派位結果。  

  
問題 (22) 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的啟動連結會否過期？  
  
回答 (22) 教育局已於 2023 年 1 月上旬發送包含啟動連結的電郵至家長在

「小一入學申請表」上填報的電郵地址。啟動連結的有效期為

30 日。已於「小一入學申請表」上填報的電郵地址的家長如於

2023 年 1 月中旬仍沒有收到上述電郵，請家長檢查垃圾郵件箱。

如需進一步協助，請致電 2832 7700 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 
 
為保障家長的利益，本局提醒家長不要向未獲授權人士透露申請

兒童的申請編號、啟動連結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等資料。  
  
問題 (23) 家長每次登入「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使用時限為何﹖  
  
回答 (23) 為有效處理眾多家長的申請，「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每次登入後

的使用時限為 30 分鐘，申請程序須在 30 分鐘內完成（在限時完

結前約 5 分鐘系統會發出提示訊息）。如有需要，家長可善用「儲

存為草稿」的功能，在下次登入時繼續填寫申請。  
 

  
問題 (24) 經「小一入學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的截止時間為何﹖  
  
回答 (24) 已啟動帳戶及登記「智方便+」的家長，可於 2023 年 1 月 30 日

至 2 月 5 日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遞交《小一入學選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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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選校表格）。遞交統一派位申請的截止時間為 2023 年 2
月 5 日（星期日）晚上 11 時 59 分（以系統的時間為準）。在接

近網上申請截止的日子／時段，網絡或會較繁忙及擠塞；家長應

預留充足的時間，以免延誤申請。  
  
問題 (25) 已啟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及登記「智方便 +」的家長，

是否仍可選擇遞交紙本﹖  
  
回答 (25) 家長只可選擇以電子平台或傳統紙本表格遞交一份統一派位的

申請。已啟動電子平台帳戶的家長，亦會繼續收到統一派位選校

通知書。有關家長可自行決定以電子平台或到統一派位中心以紙

本表格遞交統一派位申請，但請勿遞交重複申請。  
  
問題 (26) 家長如有多於一名子女參加同一年度的小一入學，經「小一入學

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時，有什麼需要注意﹖  
  
回答 (26) 如家長曾遞交紙本小一入學申請表，家長將會收到多於一封電子

郵件。家長應先按指示以其中一名子女的連結啟動家長的「小一

入學電子平台」帳戶，然後再加入其餘申請兒童至該帳戶。家長

可於同一帳戶使用「智方便+」為子女逐一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及

查閱派位結果。  
 
如家長希望子女能獲派同一小學，家長須在「選擇學校表格」內

為其所有子女填上完全相同的學校選擇及次序；電腦系統會為其

所有子女分配同一個「隨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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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自行分配學位結果  
 
問題 (1)  家長如何得知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  
回答 (1)  家長可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攜同小

一入學申請表的家長副本，前往所申請的小學查閱申請結

果。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家長如未能前往所

申請的小學查閱申請結果，可瀏覽學校網頁查閱申請結果

或致電學校查詢。  
 
問題 (2)  查詢結果時，家長要帶備哪些證件？  
回答 (2)  家長應帶備小一入學申請表的家長副本，以便確認申請兒

童的小一入學申請編號。  
 
問題 (3)  如子女獲得取錄，家長應注意甚麼？  
回答 (3)  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其家長須注意相關學校的註冊

安排及註冊所需文件，例如小一入學申請表的家長副本及

指定數目的兒童相片，以及保持社交距離及遵從相關的防

疫的措施，並於星期三（ 11 月 23 日）或星期四（ 11 月 24
日）學校辦公時間內，按有關學校的安排辦理註冊手續。

有關辦理入學註冊手續的詳情，家長請直接向學校查詢。  
 
問題 (4)  若家長在註冊當天未能到學校辦理手續，應怎麼辦？  
回答 (4)  家長若因要事或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未能在上述

指定期間辦理註冊手續，須事先與學校負責人聯絡，以便

作出適當安排，否則將被視作放棄該學位論。家長亦須注

意由於學校已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獲豁免人士或

學生以學生身份參加學校安排的活動（例如入學面試）外，

所有 5 歲或以上的訪客均須出示疫苗接種紀錄並使用「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才會獲准進入學

校。任何屬於「紅碼」和「黃碼」的人士均不能以訪客身

分進入學校。  
 
問題 (5)  學校根據甚麼準則取錄合符資格的申請兒童？  
回答 (5)  由學校自行分配的學位分為兩類﹕  
 甲類－  供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父／母在該小學就職

的申請兒童的學位。凡屬此類別的申請兒童，必獲

取錄。  
 乙類－  學校會根據「計分辦法準則」甄選不屬於甲類的申

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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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   在「計分辦法準則」下，若申請兒童得分相同而這些申請  
   兒童數目又超過剩餘的「自行分配學位」限額時，學校如  
   何甄選這些申請兒童？  
回答 (6)  當同分申請兒童的人數超過學校「自行分配學位」的剩餘

學額時，學校應以「隨機方式」決定同分申請兒童的取錄

次序，學校可自行抽籤，或交由教育局代為抽籤，以決定

申請兒童的取錄次序。  
 

問題 (7)  若家長希望子女於 2023 年 9 月入讀小一班級，但未能及時

為其子女申請「自行分配學位」，應怎麼辦？  
回答 (7)  家長須於 2023 年 2 月 3 日或之前，前往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辦理有關手續，以便參加統一派位。詳情可向教育局學位

分配組查詢  (電話 :  2832 7700)。  
 
問題 (8)  如子女獲得直接資助計劃小學取錄，是否仍可參加小一入

學統籌辦法？  
回答 (8)  家長在接受直接資助計劃小學小一學位後，不可以透過小

一 入 學 統 籌 辦 法 獲 派 學 位 ， 若 該 學 童 已 獲 派 自 行 分 配 學

位，該學位亦會被取消。  
 
問題 (9)  如子女未獲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應怎麼辦？  
回答 (9)  教育局將於 2023 年 1 月中旬發信給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未能獲得自行分配學位及只準備參加統一派位的申請兒 童

的家長，通知他們於 2023 年 2 月 4 或 5 日前往指定的統一派

位中心，辦理選校手續，以便教育局進行統一派位。  
 
問題 (10)  如家長在遞交申請表後搬遷或將會搬遷，應怎麼辦？  
回答 (10)  如因搬遷需要轉網，在申請表上簽署的家長須親自前往九

龍觀塘偉業街 223 號宏利金融中心 2 樓 2 室教育局學位分

配組辦理轉學校網手續。  
 辦理轉學校網手續時，家長需帶備下列文件：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申請表」的家長副本；及  

  新地址的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  
   包括已蓋釐印租約、差餉單、公屋租約或水／電／煤  

  氣／住宅電話收費單。如新地址證明文件上的姓名為  
  簽署申請表人士的配偶，則須一併出示結婚證明書或  
  申請兒童的出生證明書（及其影印本），以顯示戶主及

  申請兒童之關係。家長如未能提交上述的地址證明文  
  件，須致電 2832 7700 與學位分配組職員聯絡，以便  
  職員提供確切的意見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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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須留意：在辦理轉網手續時，家長須在申請轉換校網

表格上，聲明所填報的新地址是真實的住址。教育局會抽

查家長所提供的資料的真確性，可能會要求家長提供其他

相關的住址證明文件（如屋契、釐印租約等）或作出宣誓，

教育局亦可能會進行家訪。倘虛報申請兒童任何資料，一

經調查屬實，有關申請將會作廢，而申請兒童獲派的學位

將被褫奪。此外，家長請留意，根據現行的刑事條例，製

造虛假文書的行為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監禁 14 年。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問題 (1) 甚麼人可以參加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回答 (1) 在 2023 年 9 月 1 日年滿 5 歲 8 個月 (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或

以前出生 )，尚未入讀小學及從未獲派小一學位的本港兒童皆

可申請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問題 (2) 兒童怎樣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回答 (2) 家長應在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30 日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幼稚

園暨幼兒中心、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教育局區域教

育服務處或學位分配組索取「小一入學申請表」。家長應在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將填妥的申請表直接交回欲申請「自行分

配學位」的學校。  

  
問題 (3) 家長如未能領取小一入學申請表，應怎麼辦？  
回答 (3) 

 

家長可透過子女就讀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各區民政

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教育局學位分配組或各區域教育服

務處索取一式三份的小一入學申請表（申請表）。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發展，家長亦可選擇在教育局小一入學統

籌辦法網頁下載有關的申請表格網上版本以便列印使用 (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請注意，參加小一派位的

申請兒童只能使用一張申請表向一所官立或資助學校遞交申

請，如家長已取得一式三份的印刷版本申請表，則無須下載網

上版本的申請表使用，以免重覆遞交申請表，或因不慎申請多

於一所官立或資助學校而被取消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資格。  
 

問題 (4) 家長如何填寫下載版本的申請表？  
回答 (4) 

 

家長只需為每名申請兒童填寫一份下載版本的申請表，並且需

在填寫申請表時參閱「『小一入學申請表』填表須知」及「填

寫下載版本申請表須知」。家長或監護人在遞交網上下載版本

「小一入學申請表」至擬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小學時，請切勿

填寫左上角的「小一入學申請編號」。由於下載版本的申請表

並沒有印上一組由 8位數字組成的「小一入學申請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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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 

處理小一派位之用，因此，當家長於 2022年 9月 26日至 30日期

間直接送交擬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官立或資助學校時，有關小

學會按一貫程序檢查家長提交的文件後，把小一入學申請編號

標籤貼在下載版本的申請表上，並把申請表影印兩份及分別蓋

上校印，然後把一份影印本交回家長保存。家長填寫的正本及

另一份影印本會分別供教育局及學校存檔，以完成處理有關小

一申請手續。（註：在一式三份的印刷版本申請表上，已預印

上一組 8位數字的「小一入學申請編號」，並包括「教育局存

根」、「學校存根」及「家長存根」，學校會在辦妥手續後把

「家長存根」交回家長保存，學校毋須貼上小一入學申請編號

標籤及影印申請表。）  
  
問題 (5) 網上下載版本的申請表是甚麼文件格式及應如何列印？  
回答 (5) 網上下載版本的申請表為 ‘pdf ’格式，家長或監護人可直接列印

並填寫表格，或在開啟下載版本申請表後直接輸入有關資料才

列印及簽署。在列印時，請將申請表第一及二頁以白色 A4 紙

張作雙面列印。  
  
問題 (6) 遞交申請表時要帶備哪些證件？  
回答 (6) 家長遞交申請表時須帶備下列證件：  
 a.  申請兒童的香港出生證明書（正本及影印本）（若在出生

證明書上最後一欄顯示申請兒童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是「未確定」的，家長必須帶備申請兒童的旅行證件或在

港居留許可證的正本及影印本。）或非本地出生證明書及

護照（正本及影印本）；  
 b.  居於本地各「小一學校網」的申請兒童 1所申報的居住地

址證明文件（正本及影印本）；包括但不限於已蓋釐印租

約、差餉單、公屋租約或水／電／煤氣／住宅電話收費

單。一般而言，由於銀行信件、法庭傳票及稅單上的地址

有可能是通訊地址而非居住地址，故教育局一向不接受為

住址證明文件。所提交的地址證明文件上的姓名須與家長

／監護人的姓名相同。家長／監護人如未能提交上述可接

受的地址證明文件或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32 7700 與學

位分配組職員聯絡，以便職員提供確切的意見及協助；  
 c.  家長或監護人身份證明文件；及  
 d.  申請表丙部乙項所需的文件（如適用），詳情請參閱「填

表須知」。  
 
 
 

  

 

 

 
1
 計劃跨境到港上學的家長無須提交為其子女所申報的住址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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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家長可向多少間學校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回答 (7) 家長可以不受校網限制，向任何一間官立或資助小學申請「自

行分配學位」。如家長同時向多間官立或資助小學申請，其「自

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將會作廢。  

 
問題 (8) 家長如何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回答 (8) 

 

若家長希望為子女申請某一所官立或資助小學的自行分配學

位，家長需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間帶同申請表及「『小

一入學申請表』填表須知」載列的相關證明文件的正本及副

本，親身交回所申請的小學。家長在遞交申請表時應避免人群

聚集及配戴口罩到所申請的學校，並遵從學校相關的防疫措施

及保持社交距離。家長亦應在遞交申請表前瀏覽擬申請小學的

網頁或致電該學校查詢遞交申請表格的詳細安排。請家長留

意，為避免人群聚集，如有需要學校或會安排收集箱讓家長投

放申請表的正本及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以減少家長等候的時

間，在這情況下，請家長留意有關學校於其後核對文件正本及

簽署聲明書的相關安排。  
 

問題 (9) 若家長未能親自遞交申請表，應怎麼辦？  
回答 (9) 

 

若家長未能親自遞交申請表，可以書面授權親友帶同填妥的申

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的正本及副本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間代交回所申請的小學。家長可參考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網頁 (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 
-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內 提 供 的 授 權

書樣本。  
  
問題 (10) 家長如何使用學校安排的收集箱 (如適用 )遞交申請表？  
回答 (10) 
 

如學校安排家長使用學校提供的收集箱遞交申請表，家長須提

交申請表的正本及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家長在遞交申請表前

應瀏覽擬申請小學的網頁或致電該學校查詢遞交申請表格的

詳細安排。家長切勿夾附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家長亦須簽署

聲明書（可在教育局網頁下載）聲明所提供的證明文件副本是

由相關文件的正本複印所得及會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

帶同有關文件正本到學校核實，否則該申請將會自動作廢。學

校在收取有關申請表後會預約家長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

前到學校提供相關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實。家長請將每份申請以

獨立信封提交，並用釘書機妥善釘好，以便學校處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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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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1) 如家長未能親身或以書面授權親友到校辦理手續，應怎麼辦？  
回答 (11) 
 

如家長未能親身或以書面授權親友到校辦理手續，可安排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期間透過郵寄遞交申請表及相關證

明文件的副本（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並簽署聲明書（可

在教育局網頁下載）聲明所提供的證明文件副本是由相關文件

的正本複印所得及會於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帶同有關文

件正本到學校核實，否則該申請將會自動作廢。學校在收取有

關申請表後會預約家長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到學校提

供相關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實。請貼上足夠郵票及註明回郵地

址，以免派遞錯誤或無法派遞。家長在遞交申請前應瀏覽相關

機構的網頁或以電話查詢，以了解各項郵遞服務的最新安排及

送達所需時間，以期在截止日期前送抵學校。學校在核實有關

的文件後，會把載有校印的申請表副本供家長保存。  
 

問題 (12) 家長以郵寄或遞交至學校設立的收集箱方式 (如適用 )遞交申

請前，應注意甚麼？  
回答 (12) 
 

家長以郵寄或遞交至學校設立的收集箱方式 (如適用 )遞交申

請前，請參考已上載至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網頁有關的覆

核清單  (網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 
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sion/index.html)。  

  
問題 (13) 若家長只準備為其子女申請統一派位，不參加自行分配學位，

應怎麼辦？  
回答 (13) 
 

若家長只準備為其子女申請統一派位，則可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

至 2023 年 2 月 3 日期間，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有關的證明文件的

正本及副本交到九龍觀塘偉業街 223 號宏利金融中心 2 樓 2 室教

育局學位分配組（小一入學）。家長請配戴口罩前往上址辦理手

續，並請遵從學位分配組相關的防疫措施及保持社交距離。  
  
問題 (14) 已接受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小一學位的兒童，是否仍可

以透過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獲派學位？  
回答 (14) 所有接受直資小學小一學位的兒童，將不能透過小一入學統籌

辦法獲派小一學位。如他們已透過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獲派學

位，該學位亦會被取消。  
 

問題 (15) 學校根據甚麼準則取錄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兒童？  
回答 (15) 由學校自行分配的學位分為兩類﹕  
 （甲）  供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父／母在該小學就職的申

請兒童的學位。凡屬此類別的申請兒童，必獲取錄。  
 （乙）  學校會根據「計分辦法準則」甄選不屬於 (甲 )類的申

請兒童，以申請兒童的得分多少，決定取錄的先後

次序。當同分申請兒童的人數超過學校自行分配學

位的剩餘學額時，學校應以隨機方式決定同分申請

兒童的取錄次序；學校可自行抽籤，或把申請交由

教育局中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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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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6)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兒童是否需要接受面試或筆試？  
回答 (16) 學校不可進行任何形式的筆試或面試考核申請兒童。  
 
問題 (17) 教育局如何查核小一入學申請表內家長所提供資料的真確性？  
回答 (17) 教育局會抽查小一入學申請表內家長所提供資料的真確性。教育局

可能會要求家長面見並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和資料（如其他住址證明

文件），或作出宣誓，以資證明。如有需要，教育局亦可能會進行

家訪。市民如懷疑有家長以虛假住址替其子女申請小一入學，可致

電學位分配組的熱線電話 2832 7700 向本局舉報。  
  
問題 (18) 家長如何得知「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  
回答 (18) 學校將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校內張貼「自行分配學位」的取錄

名單。如子女獲得取錄，家長應在 2022 年 11 月 23 至 24 日  
 期間，前往學校辦理入學註冊手續。若家長未能在指定日期內辦

理註冊手續，則會被當作放棄該「自行分配學位」論。  
 

問題 (19) 若家長未能於截止日期前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申請「自行分配

學位」，但希望子女於 2023 年 9 月入讀小一班級，應怎麼辦? 
回答 (19) 若家長未能於截止日期前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申請「自行分

配學位」，其子女仍可參加下一階段的「統一派位」，詳情可向教

育局學位分配組查詢  (電話 :  2832 7700)。  
若家長希望安排子女即時入讀本學年 (2022/23 學年 )的小一班級，則

可向教育局各區域教育服務處查詢，有關的聯絡電話如下：  
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2863 4646 
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3698 4108 
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2639 4876 
新界西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2437 7272  

  
問題 (20) 若申請兒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長的子女，但其兄或姊並非香港居民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就學，該名非最年長的申請兒童可否獲得

首名子女的分數？  
回答 (20) 若申請兒童不是家庭中最年長的子女，即使其兄或姊並非香港居

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就學，該申請兒童亦不可在「自行分配

學位」階段的計分辦法準則下獲得首名出生子女的分數。  
  
問題 (21) 申請兒童如何申報適齡兒童的分數？  
回答 (21) 如申請兒童在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該申

請兒童可在 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的計分辦法準則下獲得適齡兒童的分數。家長無須在小一入學申

請表上申報有關項目，電腦會按申請兒童的出生日期計算有關分

數。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32 7700 與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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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2) 計分辦法準則下的第 7 項（父／母為該小學主辦社團的成員）是

否適用於公務員為其子女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官立小學的

小一學位？  
回答 (22) 由於公務員屬於政府的僱員而並非「成員」，計分辦法準則下的

第 7 項並不適用於公務員為其子女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申請官

立小學的小一學位。  
  
問題 (23) 家長為子女選擇小學時需考慮甚麼 ? 
回答 (23) 家長為子女選擇小學時，應該先了解子女的特質、性格、能力和

興趣，並考慮學校的辦學團體、歷史、位處地區、宗教等因素，

從而作出適當的選擇。  
 

問題 (24) 因應疫情發展，家長到學校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時有什麼要

注意？  
 
回答 (24) 

 
由於學校已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

獲豁免人士外，所有教職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訪客等，

均須出示疫苗接種紀錄以作「疫苗通行證」之用，並必須使用『安

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才獲准進入學校。  
 
此外，政府已於本年 8 月 9 日起加強「疫苗通行證」功能，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者會被區分為「紅碼」人士，而從海外地區或台

灣抵港人士則會被區分為「黃碼」人士，其「疫苗通行證」二維

碼會相應轉為紅色或黃色。學校應按相關規定拒絕屬於「紅碼」

的人士 (即確診者 )進入校園學校。有關安排適用於上班 /上學的人

士及訪客。如學校發現有屬於「紅碼」人士嘗試進入學校，學校

不得讓相關人士進入學校。由於相關人士不應離開其隔離地點，

學校需立即報警處理。此外，任何屬於「黃碼」人士均不得以訪

客身份進入學校。詳情請參閱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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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  
學位分配組  
更新日期：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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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