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 教 學 院 大 成 何 郭 佩 珍 中 學 

 (政府津貼男女中學) 
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入 學 申 請 表 

 

相片 

姓名：（英文）                            中文：              

STRN No〃（學生編號）                      性別：        

地址：                                                                

                        電話：                   

年齡：                出生日期：    ／   ／         (日/月/年) 

出生地點：                    身份證號碼：             （   ） 

========================================================================= 

就學歷史：－ 

班別 年  份 校  名 附  註 

小四 - 全日／    午班  

小五 - 全日／    午班  

小六 2022 – 2023  全日／    午班  

申請人曾在校擔任職務 (如班長、圖書館助理等) 及參加課外活動之類別： 

                                                                                 

                                     

現在或曾在本校或本校前身大成中學就讀之親屬姓名、班級及年份： 

姓名：                班級： S.         年份：          與申請人關係         

 

======================================================================== 

★ 申請人除需遞交「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包括「教育局存根」及「學校存根」)外，

請附原校小五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影印本各一份。如學生有課外活動、服務、獎狀、

公開考試證書等資料文件（影印本），亦請一併繳交。另申請人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申請日期：    ／  ／    申請人簽署：  

 （日）（月）（年）  
申請人家長簽署： 

 

     

★  申請人家長請填寫以下資料： 

    家長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電話：               __________（住所）                          （手提電話） 

※ 最後交回本表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學校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入 學 註 冊 組 用 

學行表現：中文        英文        數學         操行：      

面試表現：                                                 

處理教師：                           備 註：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2023年9月入讀中一） 

入學申請須知 

一. 請到校務處索取或自行下載入學申請表，填妥後請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或以

前，將填妥的申請書及需附資料親身交回本校校務處或郵遞即可。此外，家長亦可透過「中

一派位電子平台」遞交申請，詳情請自行參閱教育局的「中一派位電子平台」家長指南。申

請者需要參加面試，面試會在二月至三月中旬舉行，如因疫情嚴峻而不適合進行面試，本校

會於網頁(https://www.ctshkpcc.edu.hk)發放最新遴選準則，敬請密切留意本校網頁宣佈。 

二 . 除考慮申請者學業成績外，本校特別注重學生的品行，故申請入學學生的校內操

行成績及中、英、數等四項平均分宜在乙等（即Ｂ級）或以上，本校優先考慮

其申請。另索取報名表時，必須攜同小五下學期及小六成績表正本供檢視。交表

時，請夾附小五下學期及小六成績表及其他相關資料文件副本。  

三. 學生只可向不超過兩所中學申請，否則將被取消「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資格。 

四. 來年度，本校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數目為40個。 

五. 本校接受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星期二）至十七日（星期二），

本校會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所有正取學生及家長。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標準、要求及比重 

Admission criteria, requirements and weightings for application of secondary one discretionary places 

項目 

Item 

收生標準、要求及比重說明 

Illustration of admission criteria, requirement and weightings 

學業成績 

Academic 

performance 

學生在「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的排名，校內成績（五下及六上），共佔收生比重的 40%。 

The position of the student in the "Rank Order List", school results(P5 2nd term and P6 1st term)，weighted 

40% of the total score. 

操行成績 

Conduct 

操行必須乙級(B 級)或以上，佔收生比重的 25%。 

B or above conduct grade is necessary for consideration, weighted 25% of the total score. 

體育/藝術/領袖才能/

社區服務 

Sports /Arts / 

Leadership / 

Community Service 

學生在參加課外活動（包括體藝潛能）、校內或校外服務、獲取獎項及公開考試證書等表現，佔收生

比重的 20%。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 in participat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cluding physical and artistic 

talent), on-campus or off-campus services, awards obtained and public examination certificates, etc., 

weighted 20% of the total score. 

面試形式、要求 

Interview format and 

requirements 

學校將以書面形式通知約見全部申請學生。面試以個別或小組形式進行，藉以了解學生的溝通應對、

性向、興趣、潛能及對本校的認識等。會面時間約為二十五分鐘，佔收生比重的 15%。面試將會在二

月至三月中旬舉行。 

Interview will be offered to ALL applicants and details will be notified by written letter. Individual interview 

or group interview will be conducted in about 25 minutes which will be held during coming February to 

mid-March.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aptitudes, interests, potential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our school of 

the student will be taken into the account. The interview weights 15% of the total score.  

面試語言 

Medium of Interview 

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Cantonese, English and Mandarin. 

 

https://www.ctshkpc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