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TA The Yuen Yuen Institute No.2 Secondary School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圓 玄 學 院 第 二 中 學

由學校填寫

遞表編號︰

Secondary 1 Discretionary Places Application Form (2022)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2022 年 9 月入學)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Sex 性別︰

Age 年齡︰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

DOB 出生日期︰
Parents’ Mob. no.家長聯絡電話︰

相片
Photo

Parents’ email address 家長電郵地址︰
Address 住址︰
School Attending 就讀學校︰
Parents/Guardian Information 父母/監護人資料︰
Name
姓名
Father
父親
Mother
母親
Other Guardian
其他監護人

Occupation
職業

Sibling Information 兄弟姊妹資料︰
Relationship
Name
關係
姓名

Schooling Info.
在學情況
*未入學 /
在學 / 已離校
*未入學 /
在學 / 已離校
*未入學 /
在學 / 已離校
* Delete the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的項目
Performance in Primary School 校內表現︰(if any 如有)
Class Level
Class
Conduct Chinese English
年級
班別
操行
中文
英文
P.5 Second Term
小五下學期
P.6 First Term
小六上學期

Mobile Phone
手提電話

Main Contact
主要聯絡人
Yes 是 / No 否
Yes 是 / No 否
請註明與學生關係

School Attending
就讀學校

Maths.
數學

G.S.
常識

Class Level / Subject
就讀級別 / 學系

P.E.
體育

V.A.
視覺藝術

Music
音樂

Awards 獎項︰
(Please use separate sheets if necessary. 如空間不足，請於下表列出成就最高的四項，其他另紙補充。)
Class Level
Organizer
Name of the Competition
Awards / Results
年級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獎項 / 成績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課外活動及服務︰
(Please use separate sheets if necessary. 如空間不足，請於下表列出成就最高的三項，其他另紙補充。)
Class Level
Activities / Services
Post / Results
年級
活動 / 服務
職位 / 成績

Self Introduction of Student (To be completed by student) 學生個人介紹 (須由學生填寫)
Please describe your strengths. 請描述你的優點。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2022)申請須知
1. 交表日期︰2022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17 日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2. 請將本表格連同以下文件一併交回本校校務處。為保護環境及減少浪費，請勿使用膠文件套，只需使用釘書
機或長尾夾將文件夾好便可。交表時須出示學生的身份證或出世紙正本。
 教育局申請表
 小五(下學期或學年)成績表副本
 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副本[如小六成績表尚未派發，必須派發後翌日郵寄或親身交回本校校務處]
 獎項、課外活動及服務的補充資料(如適用)，但無需遞交小學推薦信。
 一個回郵白色長信封(9.5” x 4.5”)，寫上學生姓名及通訊地址 [貼上足夠香港郵票(本地平郵郵費：$2，如
寄國內請向香港郵局查詢)]
3. 面試日期︰202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所有申請者均須面試。]
4. 所有已遞交的申請表，不可取回。
5. 本校下學年度(2022-2023)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數目︰40
6. 收生準則(比重)︰
學業成績
40%
課外活動、服務及獎項
20%
操行及面試表現
30%
體育、視覺藝術、音樂最佳兩科的成績
10%
7. 本表格搜集的資料，只作此次入學申請之用。
8. 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取學生家長，其子女已獲納入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
9.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倘若小六學生／家長有實際困難而未能現身或授權代表前往中學遞交《中一自行
分配學位申請表》
，本年度的自行分配學位可繼續透過郵遞申請，家長如有需要及衡量相關風險後，可安排於
2022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至 1 月 17 日(星期一) (包括首尾兩日)期間透過郵寄方式向中學遞交申請表及申請中
學所要求的其他文件(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中學在收到家長的郵遞申請後，會把申請表的「家長存根」
寄回給家長以作保存。
Parent/Guardian’s Signature:
家長/監護人簽署 :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人(學生)簽署 :

Checklist of document 呈交文件清單
Please tick () the appropriate brackets i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are attached. 如已附上以下文件，請於括號內填上
()。
(
(
(
(

(

教育局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EDB Application Form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小五(下學期或學年)成績表副本 Copy of P.5 school report (2nd Term or Annual)
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Copy of P.6 school report (First Term)
一個回郵白色長信封(9.5” x 4.5”)，寫上學生姓名及通訊地址 (貼上足夠香港郵票(本地平郵郵費：$2，如寄
國內請向香港郵局查詢) One self-addressed & stamped envelope (Local Postage Fee $2; Non-HK Postage Fee,
please consult HK Post Office)
) 獎項、課外活動及服務的補充資料(如適用)，但無需遞交小學推薦信。An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excluded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primary school.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