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申 請 表  (2021-2022)

姓 名(英文) (中文)

Name  (in English) (in Chinese)

性別 出生日期 電話

 Sex Date of Birth (D/M/Y) Telephone

地址

Address

父親姓名(英文) (中文)

Name of Father (in Chinese)

職業 聯絡電話

Occupation Telephone

母親姓名(英文) (中文)

Name of Mother (in Chinese)

職業 聯絡電話

Occupation Telephone

監護人姓名(英文) (中文)

Name of Guardian (in Chinese)

職業 關係 聯絡電話

Occupation Relationship Telephone

(英文)

就讀小學  (in English) 

Primary School Attending (中文) 班別

(in Chinese) Class

學生編號 來港日期 (如適用)

STRN Date of Arrival in H.K (If applicable)

電郵

E-mail

認識本校的途徑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Source of Information

  親友 / 街坊          小學老師   本校就讀親友 其他

 Relatives / Frien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tudents of LSTYKH  Others:

姓名 班別

Name Class

樂 善 堂 余 近 卿 中 學
LOK SIN TONG YU KAN HING SECONDARY SCHOOL

S.1 SSPA (DP)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2021-2022)

        相片

本校就讀親友資料
Information of students of LSTYKH

與申請人之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科目

Subject 五年級下學期成績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數學

Mathematics

操行

Conduct

活動或服務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年份

Name of  ECA & Services Organisation Awards Year 

活動或服務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年份

Name of Awards Organisation Awards Year 

須附學生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小五及小六成績表副本、校內及校外活動 / 獎項證明文件副本。毋須遞交小學推薦信。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連同回郵信封(貼上郵票)交回。

此表格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辦理入學申請事宜，並將於完成有關派位程序後銷毁。

香港九龍橫頭磡富裕街三號        3 FU YUE STREET, WANG TAU HOM,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36 2657     Fax: (852) 2338 5504          Email: info@ykh.edu.hk         URL: www.ykh.edu.hk

Results of P.6 1st Examination 

學業成績及操行 Academic Results & Conduct

課外活動及服務 Extra-Curricular Activites (ECA) & Services

等級 Grade

六年級上學期成績五年級上學期成績

Please return this S.1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with a stamped return envelope.

Results of P.5 2nd Examination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used by the school for the processing of this enrolment only. It will normally be destroy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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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ease enclose it with a copy of the student's HKID card, results in primary five & six, record of activities taken part i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the

certificates of award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ubmit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primary school.

Results of P.5 1st Examination 

獎項 Awards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須知 

(2021-2022) 

 

1. 本校名額 : 40 名 

2. 報名日期 : 2021 年 1 月 4日(星期一)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3. 報名手續 : 於截止日期前，將填妥之本校入學申請表連同下列文件於辦公時間交校務處辦理  

或郵寄至本校 (地址: 九龍橫頭磡富裕街三號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a)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b) 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c) 五年級(上、下學期)及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d) 校內及校外活動/獎項證明文件的副本 (若有) 

 (e) 回郵信封一個 (貼上郵票)      

 注意︰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郵寄方式遞交申請的申請者，本校會將「家長存根」連同面試通知書寄回申請者。 

4. 面試日期： 2021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所有申請學生均獲面試機會，並必須由家長陪同參加面試，若 2 月 5 日(星期五)

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校務處查詢(2336 2657)。  

                如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面試會取消，遴選形式亦會改變。本校會密切留意疫

情發展，請家長密切留意本校網頁。 

5. 收生準則： 學業成績：   35% 

 面試表現：   25% 

 操行及態度 ：  25% 

 活動及服務 ：  10% 

 獎    項 ：  5% 

6.面試形式及內容：以個人或小組形式，用中、英語言面談，了解學生  

(a) 個人習慣 

(b) 家庭生活 

(c) 學校生活 

(d) 對本校的認識 

(e) 一般社會知識 

(f) 理解及分析能力 

(g) 溝通能力 

7. 結果公布： 本校會於 2021年 3月 31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取生家長其子女已獲學校納入自

行分配學位的正取學生名單。通知安排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家長毋須向本校查

詢。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申報的個人資料，校方將用作處理中一學位申請，以及轉介教育局作為中

一派位之用。申請人有權以書面形式要求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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