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小一入學申請電子化簡介
（供幼稚園參閱）



簡介流程

1. 現行紙本申請及
派位結果公布

2.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
概覽

4. 答問時間事
項

3. 示範系統的使用

2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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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入學行事曆
2022年9月2日至30日 派發小一入學申請表（已完成）

2022年9月26日至30日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1間官立/資助小學）（已完成）

2022年11月21日 學校公布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已完成）

2022年11月23日至24日 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童辦理註冊手續（已完成）

2023年1月下旬 未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學童家長收到統一派位選校通知書

2023年2月4日至5日 到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選校*

2023年6月7日至8日 統一派位結果透過郵遞方式通知家長
〔如家長在「選擇學校表格」內已填寫手提電話號碼，並同意透過該手提電話
號碼接收派位結果，他們亦會於6月7日透過電話短訊得知統一派位結果*〕

2023年6月13日至15日 獲統一派位的兒童辦理註冊手續
〔教育局會安排獲派同一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在6月13日或6月14日的指定時段
到獲派學校辦理註冊手續。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指定日期辦理註冊手續，可於6
月15日到學校辦理相關手續〕

*為配合「智慧政府」策略，教育局會由2023年起分階段將小一入學申請電子化。預計家長最快可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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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將於稍後公布。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統一派位階段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公布結果 申請統一派位 公布結果

9月26日至30日遞交申請

只可申請一所官立或資助小學

不受學校網限制﹝任何校網﹞

參閱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各小一學
校網小學名冊

11月21日公布自行分
配學位階段派位結果

家長須於11月23日至
24日到獲取錄的學校爲
子女辦理註冊手續。

未能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
將由教育局以電腦統一派位，而
毋須另行申請。紙本申請日期為2
月4日至5日

甲部「不受學校網限制」（可選
擇一至三所位於任何小一學校網
的小學）

乙部「按學校校網」 （學生所屬
校網最多選30所學校）

6月7日至8日公布統
一派位結果

6月13日至15日獲統
一派位的兒童辦理註
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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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紙本申請及派位結果公布
2023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

9月 11月 1/2月 6月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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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申請表(2023)樣本
已於「小一入
學申請表」提
供電郵地址的
家長，亦可透
過「智方便」
流動應用程式
啟動電子平台
帳戶，遞交統
一派位階段的
申請或獲悉派
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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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兒童，將由教育局以
電腦統一派位，而毋須另行申請。

• 統一派位約佔學校小一學額50%

• 由教育局統一分配

統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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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將於2023年1月中旬郵寄下列
文件給有關家長︰

1. 選校通知書
2. 家長須知
3. 申請兒童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選校名單
4. 「選擇學校表格」樣本
5. 填寫「選擇學校表格」須知
6.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相關資料
家長若在2023年1月30日仍未收到選校通知書，應聯絡學位分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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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請依照通知書附上的指
示在 2023年2月4日或5日
前往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辦
理統一派位選擇學校手續。

小一入學統一派位通知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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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寫表格甲部時，可依照次序填上一至三所
位於任何小一學校網的學校「選校編號」。

在填寫表格乙部時，應把住址所屬小一學校網
選校名單內的學校選擇盡量填上，餘下方格可
留空。可於乙部重複選擇甲部屬申請兒童的住
址所屬小一學校網的學校。最多選30所學校。

選擇學校表格樣本



小一學校網
POA School Net

12
2023年度小一入學統一派位選校名單

Choice of Schools List for Central Allocation (Primary One Admission 2023)

選校
編號

Choice
Code

學 校 名 稱

Name of School

授課
時間

Session

學校
類別

School
Type

資助
類別

Finance
Type

宗教

Religion

**暫定統一
派位學額

Provisional 
number of
places for
Central

allocation

學 校 地 址

(電話號碼)
School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1201 ABC上午小學 (P)
ABC Primary School AM

上午
am

男女
co-ed

資助
aided

基督教
Protestantism/ 

Christianity

50 香港灣仔道315號 (1234 5678)
315 Wan Chai Road, HK

1202 呂祺小學 (P)                       
Lui Kee Primary School    

全日
whole-day

男女
co-ed

資助
aided

25 香港灣仔道375號 (6184 5678)
375 Wan Chai Road, 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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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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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概覽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目標
 提供可靠及安全的電子平台處理申請及公布派位結果

 家長：向學校／教育局遞交申請及查閱派位結果
 學校：向教育局遞交申請資料及接收派位結果
 教育局：接收學校／家長遞交的資料及公布派位結果

 提升整體效率
 優化紙本申請程序，提升家長、學校及教育局文件收發、資料核對、資料管理及與家長／
學校溝通的效率

 提供更簡易及方便的平台處理申請
 電子平台提供相關選校文件、家長須知等連結，並在部分輸入欄位附近提供解釋及提示，
方便家長選校

 支援不同的流動裝置，便利家長遞交申請及接收派位結果

 提升資料準確度
 電子平台提供資料驗證功能，減少家長選校時錯誤輸入資料（如學校編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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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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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家長／監護人

公眾網絡

政府雲端設施服務

小一入學
電子平台

(POA e-Platform)

政府主幹網絡

教育局

智方便＋

智方便

統一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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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概覽
家長桌面 學校桌面 教育局桌面

 遞交自行分配學
位*

 遞交統一派位申
請

 查閱自行分配學
位結果*

 查閱統一派位結
果

 管理學校帳戶
 檢視及遞交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

 接收經電子平台
申請之自行分配
學位獲取錄學生
名單*

 接收小一派位結
果總表

 接收及擷取學校
遞交的資料*

 接收及擷取家長
統一派位申請遞
交的資料公布派
位結果

 向學校及家長發
放信息

*相關功能預計於2024年度推出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概覽

 家長用戶的權限根據帳戶類別發放

 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553章），「智方便+」提供具法律效力的
數碼簽署功能，以供處理法定文件及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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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2024年度小一派位

帳戶類別
統一派位階段

選校
(二月)

派位結果公布
(六月)

申請
自行分配學位

(九月)

公布自行分配
學位結果

(十一月下旬)

統一派位階段
選校

(一/二月)

派位結果
公布

(六月)

智方便+      

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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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提供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讓用戶以智能方
式，更方便地利用個人流動電話登入及使用網上服務。其英文名稱 "iAM
Smart"就正代表 "internet Access by Mobile in a Smart way"。

智方便電視宣傳片

目標用戶

所有11歲或以上的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均可登記「智方便」，惟11至17歲人士
必須在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下，方可登記。
[註：如通過流動應用程式或自助登記站進行登記，父母或監護人必須為「智方便」用戶。]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智方便網站]

甚麼是「智方便」?

https://www.iamsmart.gov.hk/tc/media-info.html#tabs-1
https://www.iamsmart.gov.hk/tc/ab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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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及「智方便+」兩個版本的分別

身份認證  

填表通  

個人化提示  

數碼簽署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智方便網站]

https://www.iamsmart.gov.hk/tc/about-version.html#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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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方便」及「智方便+」登記方法

流動應用程式登記  

親臨自助登記站  

親臨登記服務櫃位或
透過流動登記隊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智方便網站]

立即下載
流動應用程式：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 示範短片-手機登記「智方便」(十八歲或以上人士)

https://www.iamsmart.gov.hk/tc/about-version.html#this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https://www.iamsmart.gov.hk/tc/media-info.html#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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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可親臨自助登記站，登記服務櫃位或透過流動登記隊登記
「智方便+」

 年滿18歲人士的登記步驟

 登記地點連結：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_location.html

 示範短片-自助登記站登記「智方便+」(十八歲或以上人士)

1 身份證

2
個人流動電話
（已啟用生物認證，如指紋或臉容辨識等功能，
並已安裝「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

3 電郵地址

[資料來源：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智方便網站]

登記地點二維碼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_location.html
https://www.iamsmart.gov.hk/tc/media-info.html#this
https://www.iamsmart.gov.hk/tc/re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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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
統一派位階段的運作流程
(只適用於未能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兒童)

如家長在2023年度「小一入學申請表」已提供電郵
地址以啓動「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教育局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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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指定日期在電子平台辦理統一派位階段
的選校手續。



2023年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
統一派位階段的運作流程(續)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21

沒有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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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仍須於指定日期前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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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3年
6月查閱派位結果。

小一入學申請電子化於2023年分階段推出後，為照顧不
同家長的需要，在有關電子平台開始運作之後，教育局
仍會繼續接受傳統紙本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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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摘要
2023年1月9日至11日 教育局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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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30日至2月5日 已啟動帳戶及登記「智方便+」的家長，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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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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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重要日程



系統的使用(家長桌面)

啟動帳戶

查閱統一

派位結果

申請統一派位

2023年度
小一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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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桌面

註冊帳戶及登入方法
o 「智方便+/智方便」

運作流程
o 遞交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格
o 接收統一派位結果

帳戶註冊及登入

統一派位

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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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家長桌面)
年度 內容 頁數

2023年度
小一派位

•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經教育局電郵連結啟動)
「智方便+ 」 / 「智方便」 第26-35頁

•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 第36-46頁

• 於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 第47-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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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
• 步驟1： 家長於《小一入學申請表》提供電郵地址。

教育局將於2023年1月上旬發送電郵至填報
的電郵地址。

• 步驟2： 點擊教育局發送的連結啟動帳戶。
(啟動連結的有效期為30日。如沒有收到上述電郵，請家長檢查垃圾郵件
箱。)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步驟3：輸入小一入學申請編號及兒童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進行核對 (須與《小一入學申請表》資料相符)。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27*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帳戶註冊及登入

小一入學申請編號載於小一入學申請表上。

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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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4：以「智方便+」 /  「智方便」綁定用戶

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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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 步驟5：使用個人電腦的家長需於手機開啟「智方便」流動
應用程式，掃描電腦網頁上的二維碼（如家長使用
手機登入，介面會自動開啟上述應用程式）。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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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授權「智方便」提供個人資料

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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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7：閱讀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步驟8：輸入圖像顯示的字符

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步驟9：在確認並提交後，個人電腦/手機介面會自動
導回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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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33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2023年度小一派位註冊電子平台帳戶
-「智方便+」 / 「智方便」登入方法

• 步驟1： 以「智方便+ 」 / 「智方便」綁定用戶登入。
• 步驟2： 使用個人電腦的家長需於手機開啟「智方便」流動應用

程式，掃描電腦網頁上的二維碼（如家長使用手機登
入，介面會自動開啟上述應用程式）。

按此登入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步驟3：成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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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註冊電子平台帳戶
-「智方便+」 / 「智方便」登入方法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短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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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註冊電子平台帳戶-「智方便+」 / 「智方便」

帳戶註冊及登入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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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步驟1：登入已啟動的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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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查核系統預先填寫的申請兒童資料及申請人姓名

步驟3：選擇是否需填寫手機電話號碼以手機短訊接收派位結果

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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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選擇甲部 -「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
按不同的篩選準則(例如按小一學校網、宗教等)選擇學校

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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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選擇乙部 -「住址所屬學校網限制」的學校

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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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家長仍有乙部的學校選擇未選填，

系統會發出提示信息

 為免家長填報時錯誤選擇學校，系統

會預先篩選與學生性別相符的學校，

以及在乙部只提供所屬校網的學校供

家長選擇。

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步驟6：檢查已輸入的資料，如有需要可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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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步驟7：閱讀並同意相關聲明，並使用「智方便+」簽署

及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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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確認提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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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列印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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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短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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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小一派位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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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
（「智方便+」/「智方便」）

步驟1：登入已啟動的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

步驟2：選擇統一派位結果公布

派位結果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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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
（「智方便+」/「智方便」）

派位結果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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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子平台查閱派位結果
（「智方便+」/「智方便」）

短片示範

派位結果

*相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用戶介面只供參考(介面或會因應系統發展而作出修改)



我們鼓勵家長及早登記使用『智方便+』，以享用更方便快捷的服
務。

優點：

 不受惡劣天氣或疫情影響

 電子平台同時支援常用的電腦操作系統／瀏覽器及流動裝置，
家長可更簡易及方便地處理整個入學申請過程，並獲取其子女
的派位結果

 家長可即時查閱相關學校資料

 減少家長填報時錯誤選擇學校機會

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 49

於電子平台遞交統一派位申請（必須使用「智方便+」） 統一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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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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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人建立帳戶後（即家長／監護人以其「智方便+」/
「智方便」綁定申請兒童的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帳戶），帳戶的連繫便不能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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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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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如有多於一名子女參加同一年度的小一入學，將有以下情況：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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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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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電子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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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只可選擇以電子平台或傳統紙本表格遞交一份申請。

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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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幼稚園／家長的其他支援

舉辦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簡介會
家長指南*
供學校/家長參閱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簡報*
短片示範*
常見問題*

*將於稍後上載至教育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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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and-students/p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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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幼稚園／家長的其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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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將於2022年11月下旬至12月分別為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及小學舉行簡介會，介紹有關「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應用及實際
操作。教育局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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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以供參考。

教育局將於12月舉行多場內容相若的「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家長講
座，向家長簡介「小一入學電子平台」家長桌面的應用及實際操作
(只適用於2023年9月入讀小一的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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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幼稚園／家長的其他支援
家長可透過教育局家長講座網上登記系統報名。

編號 簡介會日期 時間 地點

2212 2022年12月8日
（星期四）

下午7時正至
下午8時45分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66 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2213 2022年12月13日
（星期二）

下午3時正至
下午4時45分

九龍油塘油塘道25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學校禮堂

2214 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

下午3時正至
下午4時45分

元朗元政路12號
光明英來學校
學校禮堂

2215 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下午3時正至
下午4時45分

新界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學校禮堂

2216 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10時正至
上午11時45分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301室

2217 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

下午3時正至
下午4時45分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301室

教育局家長講座網上登記系統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events-
services/parents-talk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events-services/parents-talk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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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幼稚園／家長的其他支援

家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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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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