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基孝中學
申請中一自行分配學位
2019-2020
1. 申請辦法
日

期

時

間

03/12/2018~17/01/201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 時至 12 時
(包括交回申請表首尾兩日)
下午 02 時至 05 時
星期六
：上午 09 時至 12 時
03/01/2019~17/01/201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 時至 12 時
(包括交回申請表首尾兩日)
下午 02 時至 05 時
星期六
：上午 09 時至 12 時

事 項

申 請 人 須 知

派發申請表

1. 到本校索取申請表或在本校網頁 www.keihau.edu.hk 下載申請表。
2. 申請人必須於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之中、英、數三科合格，本校
方會接納其申請。

交回申請表 1. 填妥報名表，連同下列文件按次序排好。
2.
3.
4.
5.
6.

09/03/2019

09/07/2019

星期六：上午 09 時至 10 時 30 分
(時間以面試信為準。)

面試

(i) 聖公會基孝中學發出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ii) 教育局發出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填妥報名表，並預備長形回郵信封乙個(貼上郵票，並寫上地址及學生之
中、英文姓名。)
將上列文件於 03/01/2019~17/01/2019 辦公時間內親身交回本校校務處。
(請勿將報名表及回郵信封釘在一起。)
提前 / 逾期交表或資料不齊者不作考慮。
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及活動證書。
請帶備學生身份證，小五及小六成績表正本，以作核對之用。

1. 所有合資格申請人均獲面試機會。
2. 本校將於 01/03/2019 或之前發信通知申請人面試確實時間，語言為粵語
及英語。面試主要評估學生之應對、自信、品格、思維及語文能力。面試
的問題將環繞個人及家庭生活、學校生活、課外活動、社會時事和對中學
生活的期望設題。此外，亦會有處境題目及思考題讓學生表達意見。
3. 如面試當日因天氣惡劣而教育局宣佈停課，則面試改於 16/03/2019 同時
間舉行。
4. 為免郵遞失誤，如 07/03/2019 仍未收到通知，可根據參考編號於學校網
頁或親臨本校壁報板上查閱，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校務處何小姐查詢。
5. 申請人請按照信內面試時間準時到學校報到，否則取消面試資格。

教育局公佈遴選 取錄名單將連同中央派位結果一同公佈，申請人毋須致電學校查詢；獲取錄
結果
者須按教育局之公佈辦法到本校辦理註冊手續。

2. 本表格免費派發。
3. 同學必須於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之中、英、數三科合格，本校方會接納其申請。
4. 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名額為 40 名。
5. 收生準則：
(i) 小五、小六成績
(ii) 操行
(iii) 教育局提供之成績次第
(iv) 面試表現

25%
25%
25%
25%

6. 按教育局規定，申請人只可向兩間中學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否則將被取消資格。
7. 本表格所收集之個人資料，用以辦理申請學位事宜，亦會呈交給政府部門，以便處理學位分配。
8. 申請人已繳交之文件不獲發還，並會於派位結果公佈後註銷。
9.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修訂或查詢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需要，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
10. 申請人如未能派往本校就讀，歡迎於中央派位放榜後再次申請本校插班位，申請詳情如下：
申請日期：中央派位結果放榜即日(全日)及翌日
遞表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09 時至 12 時，下午 02 時至 05 時
星期六
上午 09 時至 12 時
遞交物品：小五、小六成績表副本、出生證明書或身份證副本、派位證副本(家長無需提交小學校長推薦信)。
備
註：(i) 曾申請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而未能派往本校的學生，必須於上列日期重新申請。
(ii) 若成績、品行相若，曾申請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同學將獲優先考慮。
11. 請保留此表以作日後參考用。
12. 本校電話：2346 0252，本校網頁：www.keihau.edu.hk。

S.K.H. KEI HAU SECONDARY SCHOOL

聖 公 會

基 孝 中 學

相
片

Application Form of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Photo

中一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

Reference no. 參考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To be filled in by school 由校方填寫)
Student Information 學生資料：
Name
學生姓名

(in English)
英文: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in Chinese)
中文:
Year
年

S.T.R.N.
學生編號:

Sex
性別:

Month
月

Day
日

Age
年齡: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

Primary School
小學名稱:
Home Address
住址:

Tel. No.
電話:

Parents/Guardian/Siblings Information 家長/監護人/兄弟姊妹資料：
Father's Name
父親姓名

(in English)
英文:

(in Chinese)
中文:

Mother's Name
母親姓名

(in English)
英文:

(in Chinese)
中文:

Guardian's Name
監護人姓名: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關係:

Siblings studying in our school
在本校就讀的兄弟姊妹

(Name in English)
英文:

Tel. No.
電話:

(Name in Chinese)
中文:

Class
班別:

Class No.
學號:

Academic Results 學業成績：
Chinese
中 文
Primary 5
小 五
Primary 6
小 六

First Term
上學期
Second Term
下學期
First Term
上學期

English
英 文

Mathematics
數 學

Conduct
操 行

Awards / Certificates attained in Activities / Services in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also member(s) of
school team(s) in Primary 5 and 6. (Please use supplementary sheets if necessary.)
小五及小六在校內或校外活動 / 服務獲得獎項 / 證書或擔任校隊代表之紀錄 (如有需要，可加附
頁填報)
Year/Date
年份/日期

Organisation
主辦機構

Prize/Certificate/Services/School Team
獎項/證書/服務/校隊成員

本人明白每位小學六年級學生可以申請自行分配學位，惟只
能申請兩間學校；倘申請多於兩間學校，則其分配學位的資格會
自動取消。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私隱)收集聲明
1. 你透過本報名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以作為本校處理一切有關入學申請的用
途。若你不能提供足夠資料，本校將不考慮你的申請。
2. 本校可能會將你部份資料給予其他政府部門作上述用途。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 22 條及附表 1 原則，你有權查閱及更改報名表所
載列的個人資列。
4. 提交報名表後，如欲更改或查詢資料，請致電 2346 0252 聯絡何小姐。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