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1984) COLLEGE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2021-2022)

(2022 年 9 月入讀中一)

申請編號﹕________(學校填寫)

地址： 九龍將軍澳集福路 2 號 電話： 2703 7363 傳真： 2704 9602

網址： http://www.plk1984.edu.hk 電郵： plk1984@gmail.com

中一自行分配學額：40 個

申請手續： 家長可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期間親臨本校一樓校務處索取本校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報名表或於本校網頁下載有關報名表格，本校網址為 http://www.plk1984.edu.hk。

地址：九龍將軍澳集福路 2 號

電話：2703 7363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8:00-5:30 星期六 9:00-12:00

填妥報名表後，請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期間，連同下列文件交回本校

校務處

(i) 教育局派發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ii) 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

(iii) 小五上下學期、小六上學期成績表影印本；

(iv) 近兩年各類校內或校外取得獎項及証書影印本(如有)；及

(v) 回郵信封一個(約 4¼ x 9½英吋)。

請勿提交小學推薦信。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倘若有實際困難而未能親身或授權代表將報名表及所

需文件交回本校，可透過郵遞申請，家長如有需要及衡量相關風險後，可安排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期間透過郵遞方式遞交報名表及所需文件(截止日期以郵戳

日期為準)。

注意事項： 1. 遞交申請表格時，本校會在教育局派發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的家長存根部

份蓋印，並交回家長以作確認及保存。

2. 報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 月 17 日 5:30 p.m.，逾期恕不受理。

3. 約見面試準則與比重：按學生的學業成績(66.6%)、操行(16.7%)與課外活動及獎項(16.7%)

進 行 評 審 。 [Selection criteria for interview : Academic Performance(66.6%) 、

Conduct(16.7%) and Performance in Co-curricular Activities(16.7%)。] 獲選參加面試的申

請人將於 2022 年 3 月上旬接獲本校書面通知面試，而面試名單(顯示申請編號及中文

姓名)亦會張貼於本校網頁供家長查閱。

4. 面試將於 2022 年 3 月 12 日進行。如因天氣或突發事故而無法如期進行，面試日將會

改期，屆時請留意本校網頁。

5. 面試將以個人形式進行，按學生的儀容、禮貌、中英文溝通能力、個人價值觀、批判

能力及在校表現評分。

6. 收生準則與比重：按學生的學業成績(40%)、操行(10%)、課外活動及獎項(10%)及面試

表現(40%)進行評審。[The admission criteria and weighting are as follows: Academic

Performance(40%)、Conduct(10%), Performance in Co-curricular Activities(10%) and

Interview Performance (40%)。]

7. 為增加獲取錄機會，請在填寫電腦統一派位表格時將本校列入第一志願。

8. 按教育局規定，學生祇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在《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內列出的

中學申請，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

9. 本校將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透過電話及信件通知正取學生申請已獲納入自行分配學位

正取名單。如閣下的聯絡資料有變，請通知學校。

10. 申請人已繳交之文件不獲發還，並會於派位結果公佈後註銷。

11. 請保留此表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1984) COLLEGE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Application Form for Entrance to S1 (2021-2022)
中一入學報名表 (2021-2022)

For School Use

R

I

W

A

(2022 年 9 月入讀中一)

Address 地址： 2 Chap Fuk Road, Tseung Kwan O Tel 電話： 2703 7363 Fax 傳真： 2704 9602

Website 網址： http://www.plk1984.edu.hk Email 電郵： plk1984@gmail.com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between 3/1/2022 to 17/1/2022, along with copies of ID card, academic records or school evaluation records in the previous
two years, record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awards obtained, and a Self-Addressed envelope(around 4¼ x 9½inch). Applicant will be short
listed for an interview.

Office Hours: Mon to Fri 8:00-5:30; Sat 9:00-12:00.

報名辦法：填妥表格於 3/1/2022-17/1/2022 內，連同下列文件交回本校校務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8:00-5:30 星期六 9:00-12:00)

1. □ 身份証明文件影印本； 2. □ 近兩年成績表或學校評估副本；

3. □ 近兩年各類校內或校外取得獎項及証書影印本；及 4. □ 回郵信封一個(約 4¼ x 9½英吋)。

取錄辦法：適合則通知面試。

Personal Particulars 申請人資料

Name in Chinese Name in English

學生姓名： 英文姓名：

Date of birth Age Place of birth Sex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出生地點： 性別：

Address

地址：
Recent Photo (近 照)

Tel No.(Residential) (Mobile)

電話：(住宅) (手提)

HKID Card No. Student ID No.(STRN)

身份證號碼： 學生證編號：

Details of Family 家庭狀況

Name

姓 名

Name of Company / Institution

服務機構

Position

職 位

Working Time

辦公時間

Does he/she live

with the applicant?

和申請人同住?

Father
父親：

由 至
Yes 是

□

No 否

□

Mother
母親：

由 至
Yes 是

□

No 否

□

Guardian
監護人：

Relationship
關係：

由 至
Yes 是

□

No 否

□

Brother / sister(s)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在本校就讀兄弟姊妹

Name
姓名：

Class
班別：

Relationship with the applicant
與申請人關係：

Education 學歷

Name of School

就 讀 學 校 名 稱

Full day / A.M./ P.M.

全日／上／下午班

Month/Year

月／年份

Level Attained

就讀年級

至

至

至

Declaration 聲明

I declar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Should there be any change, I will immediately inform the school. I understand
that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rejected by the school if the information I have provided is false or incomplete.
本人聲明上述所填報的詳情全屬正確。如有任何變更，本人將會立刻知會貴校。本人明白如提供虛假或不完全資料，校方有權拒絶有關入學申請。

Signature: Date of Application：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T.O.
見背頁



In not more than 150 words, write an essay to briefly introduce yourself. You may use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申請人請以中文或英文親筆書寫一則不多於 150 字的自我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