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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 

 
2018/2019學年學年學年學年 中一入學申請中一入學申請中一入學申請中一入學申請 

 

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申請須知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1. 請將下列文件交回本校(麥當勞道 33號) - 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A4 紙張雙面影印紙張雙面影印紙張雙面影印紙張雙面影印，，，，並用魚尾夾夾起並用魚尾夾夾起並用魚尾夾夾起並用魚尾夾夾起： 
  

• 填妥並貼上近照之入學申請表 

• 小學五年級上、下學期成績表影印本 

• 課外活動表現及服務的證明文件及其他特別才藝的文件影印本。亦歡迎遞交有關英語及

普通話水平之證明（只須遞交最近最近最近最近／／／／最高最高最高最高資歷的資料） 

• 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三個（所需郵費：$2.0, $2.0, $5.0） 

• 學校提名表（只適用於申請學校提名計劃） 

• 減免學費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只適用於申請學校提名(助學)計劃） 

• 才藝獎勵計劃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如適用） 

• 只接受紙張文件（其他如電腦光碟或文件夾恕不接受） 
 

2. 上列文件須遞交至本校，郵寄、電郵或傳真恕不接受。請妥善保管申請編號供日後參考用。 
 

3. 申請人之中英文姓名，均以兒童身份證作準。 
 

4. 學校提名計劃 / 才藝獎勵計劃申請人請於申請表格第 IV 部「補充資料」中列明有關申請，

並附上相關文件及最新資料。 
 

5. 報名日期：2017年 11月 6日至 11月 24日 

辦理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正 
 

面試詳情面試詳情面試詳情面試詳情：：：： 

 

1. 學校提名計劃 / 才藝獎勵計劃 

面試日期：2017年 12月 16 日（星期六） 

面試詳情將於面試日期前一星期內書面通知申請人 
 

2. 一般申請 

面試日期：2018年 3月 3日（星期六） 

    面試詳情將於面試日期前一星期內書面通知申請人 
 

 

註註註註：：：： 請申請人及其家長切勿就其入學申請向學校教職員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請申請人及其家長切勿就其入學申請向學校教職員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請申請人及其家長切勿就其入學申請向學校教職員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請申請人及其家長切勿就其入學申請向學校教職員提供任何形式的利益。。。。 
 

******************************************************************* 

 

中一入學簡介會中一入學簡介會中一入學簡介會中一入學簡介會 

日期 ： 2017年 11月 11日（星期六） 

時間 ： 上午 11時至中午 12時 

地點 ： 中學禮堂(麥當勞道 33號) 

* 毋須預先登記，不設訪客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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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生計劃收生計劃收生計劃收生計劃 

甲甲甲甲：：：：一般申請一般申請一般申請一般申請 

請參考「申請程序」。 

乙乙乙乙：：：：學校提名學校提名學校提名學校提名（（（（助學助學助學助學））））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1. 學生須符合以下要求，經學校提名，將獲優先考慮： 

• 成績為全級首十名以內、操行達乙等或以上 

 （根據小五學年成績，並由校長提名確認）；及 

• 經評估符合本校學費全免資格。 

2. 獲取錄學生可獲全年學費減免。 

3. 提名表格可於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spcc.edu.hk/chi/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secondary/f1) 
 

丙丙丙丙：：：：學校提名學校提名學校提名學校提名（（（（獎學獎學獎學獎學））））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1. 學生須符合以下要求，經學校提名，將獲優先考慮： 

• 學生成績為全級首名、操行達乙等或以上 

 （根據小五學年成績，並由校長提名確認） 

2. 獲取錄學生可獲入學獎學金，金額為全年學費的 10%。 

3. 提名表格可於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spcc.edu.hk/chi/admissions/local-admissions/secondary/f1) 

 

丁丁丁丁：：：：才藝獎勵計劃才藝獎勵計劃才藝獎勵計劃才藝獎勵計劃 

1. 學生具國際或地區認可水平之才藝，將獲優先考慮給予獎學金學額。 

2. 獎學金金額最高不多於全年學費。 

 

奬學金考試奬學金考試奬學金考試奬學金考試 

1. 取錄名單公佈後將舉行獎學金考試，成績名列前 15%的同學可獲入學獎學金(首 3名：三年

獎學金，每年金額為全年學費 100%﹔第 4-6名：三年獎學金，每年金額為全年學費 40%﹔

其餘名列前 15%：一年獎學金，金額為全年學費 10%)。獲三年獎學金的同學升讀中二、中

三期間成績保持全級前 15%、操行乙等或以上，可繼續獲頒獎學金。如未能達到上述要求，

獎學金會被終止。 

2. 獎學金考試亦為編組試，獲取錄同學必須出席，包括經學校提名計劃取錄之同學。 

 

學學學學業優異業優異業優異業優異獎獎獎獎學金學金學金學金 

1. 同學升讀中二至中六期間，成績名列前 15%、操行達乙等或以上，可獲獎學金，金額為全

年學費的 10%至 100%不等。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獎獎獎獎學金安排學金安排學金安排學金安排 

1. 同學可同時獲授予兩項學業獎學金的名銜(學校提名計劃，獎學金考試或學業優異獎學金)，

唯所獲獎學金以兩者中較高的金額為準。 

2. 學業獎學金與才藝獎學金可同時頒發，唯總金額不高於全年學費。 

 

學費減免及助學金學費減免及助學金學費減免及助學金學費減免及助學金 

符合資格的學生（包括來自綜援家庭及領取學資處資助的學生）可申請學費減免。有關學費減免

計劃詳情，請參閱學校概覽或本校網頁。此外，符合學費全免資格的學生可獲發助學金，資助教

科書、校服及午膳等開支。 

 

獲學費減免的同學可同時獲頒獎學金。如頒發金額超出同學的應繳學費，多出部份會撥到該同學

的保留賬戶，以支付其在教科書、校內午膳、校服、海外交流等學校相關開支。保留賬戶生效至

該同學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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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chool Use 學校專用學校專用學校專用學校專用 

� OS � School Nomination Form                                                                                              � General 

� FD � School Nomination Form � Fee Re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 supporting documents                                                 � NCS 
� YT � Music � YT Form � DVD (                                  ) 

� Sports � YT Form (                                  ) 

� Others � YT Form (                                  ) 

                                                                                                                      

 
Please read carefully the attached “Notes to Applicants” 填寫表格前請參閱「申請須知」 

Part I. Applicant’s Particulars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Name 姓名 

English 
Surname          

Other Names  
Sex 性別  

Photograph 相片 

中文 姓名 Age 年齡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Y 年        M月 D 日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 

 

HK ID Card No. 香港身分證號碼 
 

 
Student Reference No. issued by EDB 教育 局 發 給 之 學 生 編 號  

 

Religion 宗教 

 
Denomination 所屬教會 

 

Address 住址 

English 

 中文   

   

Contact  通訊 

Contact Person 聯絡人姓名 (1) 

 

(2) (3) 

Relation with Applicant 與申請人關係    

Phone No. 電話 

 

Residential 住宅 
 

  

Mobile 手提 
 

  

Office 辦公室    
 

Part II. Academic Performance 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學業成績學業成績 

 

Primary School(s) attended 就讀小學 

(Please specify the session 請註明上／下午校) 

(1) English 

   中文 

(2) English 

   中文 

 

 
Primary 5 Final Examination Result 小學五年級升班試成績 

Chinese 中文科 English 英文科 Maths 數學科 

Position in P.5 / Total No. in P.5 (if any) 全級名次／全級人數 (如適用) 

  Position in Class / Total No. in Class (if any) 全班名次／全班人數 (如適用) 

 

Conduct 操行  

Request to take / currently taking an adapted and simpler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pplicable to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 students from international schools) 需要 / 現正修讀經調適並較淺易的中國語文課程 (適用於非華語學生 / 國際學校學生)                              

� No 否    

� Yes 是 (Please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Part IV e.g. academic background, Chinese competency level, Chinese textbooks currently used in school, etc.) 

(請於第四部份提供補充資料，如學歷背景、中文程度、校內所用中文科課本等) 

For School Use 學校專用 

Application No.   申請編號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APPLICATION FORM FOR FORM ONE 2018/2019 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    
2018/2019 學年中一入學申請表格學年中一入學申請表格學年中一入學申請表格學年中一入學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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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Additional Information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used in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only.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只供處理申請時參考之只供處理申請時參考之只供處理申請時參考之只供處理申請時參考之用用用用。。。。 

Part III. Other Information (if any)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如有現成資料如有現成資料如有現成資料如有現成資料) (Separate sheets if necessary 如有需要，可另加紙補充) 

Awards 獎項 

(Please specify issuing organization & year 請註明頒發機構及年份) 

 

1. 

 

2. 

 

3. 

 

4. 

 

5. 

 

Voluntary Services 服務 

(Please specify organization & year 請註明機構及年份) 

 

1. 

 

2. 

 

3. 

 

4. 

 

5.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 

 

1. 

 

2. 

 

3. 

 

4. 

 

5. 

 

Others  其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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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印 

School Chop 

 

Part V. Declaration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I declare that： 

(1) I am the parent/guardian of the above-mentioned applicant. 
(2) I understand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and my rights for data access/correction. 
(3)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If false information is supplied,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rendered null and void. 
(4) I submit photocopies of all relevant documents with this Application Form. 
(5) I am aware that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is a Direct Subsidy Scheme School. Form Three students will not be allocated subsidised 

Secondary 4 places through EDB and they may continue their Form Four studies in the same school. 

 

I confirm,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 that I would apply for a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Form One Place in 2018/2019. 

 本人聲明 

1. 本人為上述申請人的家長／監護人；  

2. 本人明白此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的用途，和有關查閱及改正資料的權利； 

3. 此表格內的資料全屬正確無訛，倘若有虛報資料，則本申請作廢； 

4. 本人現隨申請表提交各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以供參考； 

5. 本人知悉聖保羅男女中學為直接資助學校。中三學生將不會經教育局獲分配其他政府資助中四學位，學生可在原校升讀中四。 

 本人決定為上述申請人申請貴校 2018/2019 學年中一學位。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 

 

 家長／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Guardian 

 

 日期 

Date 

 

 
 
 
�……………………………………………………………………………………………………………..................................................................................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Receipt of Form One Application Form 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一入學申請表中一入學申請表中一入學申請表中一入學申請表收據收據收據收據 
 
 

 茲收到申請人 

Received from Parent / Guardian of 

 家長／監護人向聖保羅男女中學 

an application form for 

 (學生姓名 Name of student)  

 遞交之中一入學申請表乙份。 

admission to Form One at 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 

 

 

         收表日期 

        Date received 

            

         收表人簽署 

        Collector’s signature 

 

 

 

   

Application No.                            (Please quote this number for future correspondence.) 

 申請編號申請編號申請編號申請編號                                            如有查詢如有查詢如有查詢如有查詢，，，，請引此編號請引此編號請引此編號請引此編號。。。。 

 

2018/2019 中一 

Form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