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裘錦秋中學(元朗) 

申請 2023-2024 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1. 按教育局規定只能向兩間中學申請自行分配學位，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2. 2023-2024 年度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名額共有 40 名。 

 

3. 交回表格日期    ： 3/1/2023(星期二) 至 17/1/2023(星期二) 

 

4. 交表方式 

 

i. 親身遞交 

校務處辦公時間： 上午 8:30  至  下午  5: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  至  下午 12:30 (星期六) 

ii. 郵寄遞交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至 1 月 17 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日(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申請人必

須自行承擔所有引致遺失或延誤之郵遞風險，教育局建議家長以掛號形式寄交申請。 

iii.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至 1 月 17 日(星期二,香港時間晚上 23:59) ，包括首尾兩日，申請人必須自

行承擔所有引致誤傳之風險 

 

5. 呈交申請表 

i. 親身或郵寄遞交 

請連同 9 吋 x 4 吋之白色回郵信封 2 個  (空郵信封及公文袋不適用) (為免郵誤，請於白信封面貼上足

夠郵資[香港平郵︰$2.2，內地：$2.8]，並用正楷寫上地址及考生姓名)及該生小五上、下學期(或全

年) 及小六上學期 之成績表副本 一併遞交。如有任何証書獎狀亦歡迎將 副本 隨申請表附上，以供本

校參考。(申請者不需要繳交任何推薦文件) 

 

ii. 透過「中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 

a. 家長須登入電子平台網頁(https://esspa.edb.gov.hk)並建立帳戶，建立帳戶時須輸入「學生編號」

及「啟動碼」 ( 由學生就讀小學 / 教育局提供 ) 。有關詳情可參考以下教育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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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SSPA_ePlatform_Parents_Guide.html 

b. 家長於上載申請中學所須文件時，務必確認遞交以下文件： 

⚫    已填妥的裘錦秋中學(元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教育局小六學生資料表之「學生編號」證明掃描檔 

⚫ 小五上、下學期(或全年) 及小六上學期 之成績表掃描檔 

⚫ 任何証書獎狀掃描檔 

⚫ 一式兩份回郵信封封面掃描檔(已填寫回郵地址) 

c. 請注意平台只支援 PDF、GIF、BMP、PNG 及 JPEG 格式，而所上載的檔案大小上限為

25MB(包括兩所申請學校所須遞交的文件，因此建議每所申請學校的上載檔案不應多於

12.5MB)。 

https://esspa.edb.gov.hk/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SSPA_ePlatform_Parents_Guide.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SSPA_ePlatform_Parents_Guide.html


d. 如家長已向中學遞交紙本申請表，請勿透過電子平台重複遞交申請，反之亦然。若家長重複遞

交申請（即同時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電子平台向同一所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

該申請只會當作一個申請處理，所以重複申請並不會增加獲派該校的機會。請注意，家長切勿

分別以紙本申請表及透過電子平台向不同的中學遞交載有相同申請編號的申請，否則子女獲自

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e. 無論有關申請是以紙本還是透過電子平台遞交，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一經遞交，便不可撤回、取

消或更改選校次序。 

 

 

6. 所有申請人將獲安排面試，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六)。面試通知函將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至三

日發出，如申請人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尚未收到通知函，請致電本校 2445-0228 查詢。如教育局宣佈停課影

響原訂安排，有關面試將順延至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7. 面試以個人形，並以粵語及英語進行。面試主要評估申請人的語文能力，及了解申請人的品格、學習態度及生

活習慣等。 

 

8. 自行分配學位獲取錄的學生，將於三月三十一日(五)，收到由本校發出的正取生通知的信件及電話通知。唯有

關自行分配學位取錄名單，將根據教育局在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一日(二) 公佈的「中一派位結果」為準。 

 

9. 鑑於自行分配學位有限，有興趣入讀本校同學宜於填報中一學位申請表時以本校為第一志願。 

 

10. 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 

校內學業成績 15%、活動及操行 20%、面試表現 25%、教育局成績次第 40% 

 

11. 有關本校自行分配學位辦法，可透過以下方法查詢 

本校電話 ： 2445-0228 

本校網址 ： http://www.jccssyl.edu.hk 

 

12. 本校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於本校舉行「申請 2023 至 2024 年度

中一自行收生簡介會」，以便家長了解本校特色、交流選校策略，會中亦會闡釋面試模式與要求，並安排參觀

校園與中學課堂體驗，歡迎所有小五、小六家長及同學報名參加，除到校報名外，亦可致電校務處留位(電話：

2445-0228)。 

 

13.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i.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學校所有申請表格內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處理有關申請。 

ii. 個人資料的提供  

申請人有責任向校方提供準確及最新的資料，表格內的資料如有變更，申請人須盡早通知校方。 

iii. 個人資料轉移  

除非有關人士已明確同意改變資料用途，或該等用途得到法律准許，否則本校不會把已收集的個人

資料轉移與第三方。任何人士在未經校長授權下，均不可閱覽及向他人披露相關資料。校方會妥善

保存以上資料至該學年結束後銷毀。 

14. 因應疫情關係，面試的安排或有所更動，屆時將一切按網上通知為準。 

 

 

http://www.jccssyl.edu.hk/


裘錦秋中學(元朗) 

申請 2023 至 2024 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收生準則和甄選程序 

  

甲、 本校 2023 至 2024 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名額共 40 名 

 

乙、 收生準則 Admission criteria for S1 DP 

項目 Item 比 重 Weightings 

校內學業成績 

Academic results 
15% 

課外活動及操行 

Performance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conduct 
20% 

面試表現 

Interview performance 
25% 

教育局成績次第 

EDB rank order 
40% 

 

丙、 重要日程 

日  期 事項 / 活動 

17/12/2022(星期六) 

上午 10:00 至下午 12:30 

本校自行收生簡介會 

(自由報名，預留座位) 

3/1/2023(星期二) 至  

17/1/2023(星期二) 
交回申請表 

3/3/2023 前(星期五) 
發出家長通知信，通知合符要求 

之申請者有關面試具體安排 

11/3/2023 (星期六) 上午 / 下午 面試 (約一小時三十分鐘) 

31/3/2023(星期五) 
正取生會收到學校的信件及電話 

通知結果 

11/7/2023 (星期二) 
獲本校取錄者由教育局於發放 

「統一派位」結果時一併公佈 



 

 

相 

 

片 

 

 

申請表編號：                  

裘錦秋中學(元朗) 

申請 2023 至 2024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填寫本申請表前請先閱讀「申請須知」) 

 

姓名(中文)：           性別：   

姓名(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 讀 小 學：        

國籍：    身份証號碼：    (        ) 

聯絡電話：                         教育局學生編號(STRN):     

地址：                          

家長 / 監護人 姓 名：    與該生關係：   職業：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如與上同,不用填寫)                                                

家長 / 監護人聯絡電話：(如與上同,不用填寫)                          

申請人之傑出成就或才能：                                     

                                

曾/於本校就讀之兄姊姓名：                      班級：  與該生關係：   

                                     班級：  與該生關係：   

父、母親曾於本校就讀 (請圈上選項)：   是 / 否     姓名：_____               _____畢業年份：________ 

呈交資料(請  )：□成績表 □獎狀 □其他   

填表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署：     

＊＊＊＊＊＊＊＊＊＊＊＊＊＊＊＊＊＊＊＊＊＊＊＊＊＊＊＊＊＊＊＊＊＊＊＊＊＊＊＊＊＊＊＊＊＊＊＊＊＊＊＊＊ 

以下由本校填寫： 

學業成績 EDB_______   P5                          P6 

課外活動   操 行 

其他資料  

組別及面試表現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