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2021 年 9 月入學） 
 

甲、報名日期及時間：4/1/2021 至 18/1/2021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30 - 12:30 及下午 2:30 - 4:00 

    星期六：上午 9:30 - 12:00 

 

乙、派表日期：12/11/2020(星期四)開始 

1.  親身到校務處領取 

2.  可在本校校網下載 

 

丙、報名資格： 

1.  現就讀小六學生，並參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2.  小五及小六級成績良好 

3.  操行良好 

 

丁、報名手續： 

 

於 4/1/2020 至 18/1/2020 期間，透過以下途徑，遞交申請表及有關文件： 

a. 親身或授權代表到學校校務處遞交；或 

b. 郵寄 

 地址：屯門湖景邨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並註明「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建議申請人以掛號方式投寄，以免因郵遞失誤或延期而未能成功提交申請。 

 收到申請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家長存根」，將安排郵寄回家長。 

 學校於收到申請後的七個工作天內，發出電郵通知已收到申請。如申請表上未有提供

電郵，將不會另作通知。 

 

請遞交下列文件辦理申請手續： 

1.  已填妥的申請表 

2.  身份證【副本】* 

3.  小五全年成績表及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4.  小五及小六課外活動的獎狀及證書—自選不多於四張獎狀或證書【副本】* 

5.  教育局派發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共三聯）（正本） 

6.  回郵信封（必須寫上回郵地址及貼上郵票） 

 如親身遞交申請，請預備一個回郵信封。 

 如郵寄遞交申請，請預備兩個回郵信封。 

 

*備註：如親身遞交，請同時出示第 2、3、4 項文件的正本以作核對。 

 

【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戊、面試安排：  

1.  所有申請人將獲面試安排 

2.  學校在收到申請表後會安排面試時間，並於 12/2/2021(星期五)郵寄「面試邀請信」 

3.  面試日期為 6/3/2021(星期六) 

4.  面試採用英語及粵語，面試時，亦同時面見家長 

 

 

己、取錄學生準則：              比重 

1.  教育局成績次第 50% 

2.  小五及小六級的操行 15% 

3.  課外活動及獎項 15% 

4.  面試表現 20% 

 

庚、取錄學生名額：40 人 

 

 

辛、自行分配學位結果通知安排： 

1.  所有正取學生會獲發《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書》。 

2.  所有《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通知書》將於 31/3/2021(星期三)統一寄出。 

3.  所有正取學生家長將於 31/3/2021(星期三)收到校方電話通知。 

4.  獲通知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回應。 

5.  另根據教育局規定，以上通知安排並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 

 

 

註：學校會考慮錄取不多於百分之十，在體藝方面有卓越表現，而整體得分未達被取錄資格的申請

者。 

 

 

回郵信封式樣： 

 

 

 

 

 

 

 

 

 

 

 

 

 

郵
票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面試邀請信） 

地址： 



TWGHs Sun Hoi Directors’ College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Secondary One 中一入學申請表（2020-2021）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A :  甲部             Please Use Block Letters 請用正楷書寫  

English Name : 

英文姓名 

Chinese Name : 

中文姓名 
 

Address : 

地址 

  Photo 

Tel. No. : 

通訊電話（請提供可接收短訊的電話號碼） 

Sex : 

性別 

Date of Birth : 

出生日期 
近  照 

I.D. No. : 

身份證號碼 

Student Reference Number : 

學生編號 

Age : 

年齡 
 

Email:  

電郵地址 

 

Name of Primary School 小學名稱： 

English 英文 : 

Chinese 中文 : 

Part B 乙部:                      * Delete if not applicable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Subject 科目 

小五成績 

（全年平均分） 

（如無全年平均分，請填大考成績） 

小六成績 

（上學期平均分） 

（如無全年平均分，請填大考成績） 

學校專用 

English  英文    

Chinese 中文    

Mathematics 數學    

Conduct 操行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wards 

and Certificates 

課外活動 

獎項及證書 

(如此格位置

不足夠，可

用附件填寫)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s) of brother(s) \ sister(s)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                        Class : 

現在本校就讀之兄弟＼姊妹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s Signature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C: 丙部                 For School Use Only (學校專用，請勿填寫) 

Date of Submission : 

交表日期： 

Checked by： Date and Time of Interview : 

面試日期及時間：           /               

Comment： 

□admitted □pending 

□rejected 

Interviewed by： 

□  I declare that I have no 

existing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ith the applicant. 

Interviewed by： 
□  I declare that I have no 

existing or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ith the applicant. 

Remarks： 

Principal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刪去不適用部份。 

1. 此表格一切資料只作報名之用。 

2. 請附上以下副本：a.小五及小六成績表 b.小五及小六課外活動獎狀及證書。   

3. 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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