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屯門官立中學 

申請 2021–22學年中一學位事宜 

 

  本校可能有極少量 2021–2022學年中一學額，成績良好而又有志用英語學習的應屆小

六學生可於下列日期到校申請。詳情如下： 

 

申請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 (星期二)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 (星期三) 

申請詳情 (a) 遞交申請表格： 

申請表格可於本校詢問處索取或到本校網頁下載，並於下列日期

及時段把填妥的申請表連同相關的証明文件正本及副本交學校人

員處理 

 

日期 到校領取及繳交申請表時段 

6/7/2021(星期二) 

7/7/2021(星期三) 
9:00 a.m.–5:00 p.m. 

 

(b) 須一併繳交的文件副本包括 

(i)     申請人的出生証明文件及身份証 

(ii)     小四、小五及小六的學校成績表 

(iii) 中學學位分配入學註冊證 2021 

 

＊ 無須遞交小學校長推薦信 

面試安排 學校會於 7/7下午六時前電聯被挑選同學進行面談。面談或會以小組形

式用粵語及英語進行。 

申請結果通知 本校在有剩餘學額的情況下，會於 10/7/2021中午十二時或以前通知

有機會被獲取錄的申請人。 

 



No. 編號 : ________ 

South Tuen Mu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南 屯 門 官 立 中 學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to Secondary One (Stand-by Vacancy) 2021-22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中一候補入學申請表 
 

A. Personal Details of Applicant 申請人資料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English 英文)  ______________(in Chinese 中文) 

Sex 性別  :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 :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_____ /_____/_____       Nationality 國籍:                   

             D 日   M 月  Y 年  

Address 住址 :     

                      

                                District 地區:   HK 香港   Kln 九龍   NT 新界 

 Home Telephone 電話:  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STRN 學生編號 :          

(Student Reference Number of the student assigned by EDB 可參照教育局中一學位分配小六學生証上的學生編號) 

B. Primary Education 小學教育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Years Attended Completed 

in English（英文） in Chinese（中文） 就讀年份 完成小學 

  20     - 20     P.     

  20     - 20     P.     

 

2020—2021 被派往的中學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Academic Results 學業成績 

 

Subject 科目 

Primary 4 

四年級 
Primary 4 

四年級 

Primary 5  

五年級 

Primary 5 

五年級 

Primary 6 

六年級 

(Subject Grade / Mark) 

(等級 / 分數) 

(Term 1 

上學期) 

(Term 2 

下學期) 

(Term 1 

上學期) 

(Term 2 

下學期) 

(Term 1 

上學期) 

English 英文 
 

 
    

Chinese 中文      

Mathematics 數學      

Position in Class/Total No. (if any) 

班名次 ∕人數(如有) / / / / / 

Position in Level/Total No. (if any) 

級名次 ∕人數 (如有) / / / / / 

Conduct 操行      

 

 

Photo 

相 片 

 



 

 

 

(2)  Achievements  成就 

 

Award / Scholarship / 

Competition 奬項 / 奬

學金 /比賽 

Level of Participation 
(e.g. School Team, Sports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 HK representative) 

參與(如校隊、區代表、香港代表) 

Organization 機構 
Year Awarded  

頒發年份 

1 

 
 

 

 

2  

  

 

 

3  

 

 

4  

 

 

5  

 

 

 

 

C. Personal Details of Parents / Guardian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Name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English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 in Chinese 中文) 

Relationship 關係 :                        

Home Telephone 電話 :                        Mobile Phone 手提電話 :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家長/監護人簽署 :        

 

                                                       Date 日期 :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processing application for a school 

place.  They may be disclosed to the Education Bureau for allocation/placement and other 

education-related purposes.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by means of this form is obligato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he school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用以辦理申請學位事宜。本校可能會把這些資料披露予教育局或其他

獲授權處理個人資料的學校，用以處理學位分配或其他有關教育的事宜。你必須在本表格提供你的

個人資料。如提供的資料不足，本校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