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長通告（238） 

各位家長： 

有關「2017--2019 升中派位程序及相關資料」事宜 

轉瞬間， 貴子弟已踏進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階段，並快將面對升中報分試，

而升中派位是一個較複雜的程序，為了讓家長對升中派位有更多的認識，現附上

有關升中派位的資料以供參閱（附件一及二）。再者，過往家長向本校索取推薦

信作為自行報考中學之用，現本校已設立申請推薦信的程序，敬希細閱有關資料

（附件三），並儘早與子女準備個人學習檔案（詳參附件四）。 

 

請家長妥為保存是次派發的資料，以便日後查閱。此外，本校會於日後按升

中派位的程序需要而舉行不同的家長會，敬請密切留意校方發出的通告，並儘量

抽空出席。家長如欲對升中派位辦法有更深入及全面的認識，可瀏覽有關網站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

info/index.html 

  

 上述詳情，希為知照，並請將回條填妥，交回班主任，俾憑辦理。如有查詢，

請聯絡班主任或蔡惠芬副校長。多謝各位。 

 

 

                                                      王潔明校長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 

回    條  
(請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王校長： 

 

 家長通告(238)有關「2017--2019 升中派位程序及相關資料」事宜，經已細

閱，內容完全明白。 

 

班別：5      學生姓名：              (   )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五月     日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index.html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附件一 

2017/2019 中學學位分配重要事項進度表 （暫定） 

 事項 日期 

1. 第一次報分試 2018 年 6 月 

2. 第二次報分試 2018 年 11 月 

3. 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申請 
2018 年 12 月下旬至 

2019 年 1 月底 

4. 「賽馬會體藝中學」接受申請 
2018 年 12 月上旬至 

2019 年 1 月中旬 

5. 跨網派位第一批申請 
2018 年 12 月上旬至 

2018 年 1 月初 

6. 跨網派位第二批申請 2018 年 2 月底 

7. 第三次報分試 2019 年 3 月 

8. 
統一派位 

派發家長選校表格及資料 
2019 年 4 月底 

9. 往獲派中學註冊 2019 年 7 月中 

10. 
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即編班試） 
2019 年 7 月中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附件二 

升中派位程序（統一派位） 

 

選校第一組 選校第二組 選校第三組 

 

 

 

 

 

 

呈報校內成績評核及科目比重 

各科之比重乃根據科目之相對重要性而訂定： 

科   目 比   重 

中    文 9 

英    文 9 

數    學 9 

常    識 6 

視覺藝術 3 

音    樂 2 

電    腦 不計分 

普 通 話 不計分 

體    育 不計分 

 

五年級 

下學期期考 

成績 

六年級 

上學期期中考

成績 

期終考 

六年級 

下學期期中考

成績 

 

經2016及2018年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平均成績調整 

經選校程序 

派入本區校網中學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附件三 

有關申請推薦信程序 

 
A. 符合向本校申請推薦信之要求 

 

1. 申請自行派位階段，學生必須附上報考中學的報名表，而報考之中學須要求

提交推薦信，本校才會考慮接受申請； 

 

2. 總體成績須達「良」即 B 級或以上，操行亦須達 B 級或以上為要； 

 

3. 如學生總體成績未達要求，但在課外活動表現出色、服務表現優良或學習態

度認真，並須獲班主任及一位科任老師推薦，校方將會酌情考慮替學生發推

薦信； 

 

4. 學生必須備好個人的學習檔案，否則一概不接受申請。 

 

備註：統一派位結果放榜後，學生如欲申請推薦信，則須符合上述第 2--4 項之

要求，而校方亦會審視學生對推薦信的需要是否迫切，方會接納有關申請。 

 

 

B. 申請推薦信之步驟 

 

1. 以書面向校長申請，並連同個人學習檔案交班主任辦理； 

 

2. 經班主任審核及擬好推薦信後，再交校長簽署信件； 

 

3. 最後經班主任把推薦信交給學生。 

 

 

C. 辦理申請推薦信之時間 

 

 辦理申請推薦信共分兩段時期： 

  

1. 自行派位階段  

由於申請推薦信人數眾多，辦理需時，因此學生必須在欲報考之中學截止提

交申請表的三星期前向本校提出申請推薦信，並呈交有關文件，逾期恕不辦

理。 

 

2. 統一派位放榜後 

校方辦理申請推薦信的時間為放榜當天及翌日，申請者仍須符合上述的 

A（2--4）項的要求，而校方亦會審視學生對推薦信的需要是否迫切，方會接

納有關申請。如申請被接納，申請者將可在兩個工作天內獲發推薦信。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附件四 

個人學習檔案 

學生姓名： 李睿智 (Lee Yui Chi) 班別： 6D 

學生編號： Z123456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1-10-2006   

A. 學業表現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 

1. 2016-2017 4 下學期學業成績 全級第一名 

2. 2017-2018 5 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三級） 15 盾 

3. 2017-2018 5 英文科下學期期考 全級第十名 

4. 2018-2019 6 英文科上學期期中考 全級第一名 

B. 課外活動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 

1. 2016-2017 4 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男子甲組跳遠比賽 亞軍 

2. 2017-2018 5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團體冠軍 

3. 2018-2019 6 第 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粵語） 優良獎 

4. 2018-2019 6 課外活動 優點一次 

5. 2016-2018 4-5 詩中情繪畫比賽 參與 

6. 2016-2019 4-6 中文科查字典比賽 參與 

7. 2016-2019 4-6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與 

8. 2016-2019 4-6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參與 

9. 2016-2019 4-6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 參與 

10. 2016-2019 4-6 中文科網上閱讀計劃 參與 

11. 2016-2019 4-6 少年警訊 隊員 

12. 2016-2019 4-6 公益少年團 隊員 

務或品行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職務 

1. 2016-2017 4 下學期操行表現 操行獎 

2. 2017-2018 5 腦地坊 電腦小導師 

3. 2018-2019 6 中央圖書館 管理員 

4. 2018-2019 6 班級服務 數學科科長 

5. 2018-2019 6 服務 小功一次 

6. 2018-2019 6 品行 優點一次 

7. 2017-2019  5-6 風紀 隊員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班主任                                        校長 

  （        ）                                  （王潔明） 

##以上資料全屬虛構，僅供學生作為撰寫個人檔案參考之 

校      印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續附件四 

個人學習檔案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編號：  性別：  

出生日期：    

 

A. 學業表現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 

1.     

2.     

3.     

4.     

 

B. 課外活動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C. 服務或品行 

 年份 年級 項目 獎項/名次/職務 

1.     

2.     

3.     

4.     

5.     

6.     

7.     

8.     

9.     

1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班主任                                         校長 

（        ）                                   （王潔明） 

 

 

校      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