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編號):  01-     

Po Leung Kuk Ma Kam Ming College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Application Form for Form One Discretionary Places  

2023-2024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Sex (性別) ：______________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______(Y)年_______(M)月______(D)日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_______________  

Religion (宗教) ：_______________ I.D. Card No. (身份證號碼) ： ____________(__) 

Birth Certificate No. (出生證明書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nt photo 

請貼近照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el No.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N (學生編號) ：         

 

Location of student (學生居住地點) ：  □  Hong Kong (香港)         /        □  Mainland China (內地) 

School(s) attended (現就讀小學) ： 

Year(年份) School(學校名稱) AM/PM/WD(上/下午校/全日) Class(班級) 

    

 

Brother(s)/sister(s)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現於本校就讀的兄姊姓名) ： 

Name(姓名) Class(曾/現就讀班級) Year (年份) 

   

 

Mother/Guardian(母親或監護人) ： 

Name in English(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Chinese(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rrespondence Address(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No.(手提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WeChat ID(微訊賬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Father/Guardian(父親或監護人) ： 

Name in English(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職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Chinese(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 

Correspondence Address(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No.(手提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 

WeChat ID(微訊賬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家長／監護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其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2. 家長／監護人於報名表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存檔於本校作紀錄，並純作教育用途。如遇實際需要，本校會按政府有關部門（如教育局等）要求轉交表格內資料。 

3. 如申請者不獲取錄，此表格將被銷毀。 



P5 First Term, P5 Second Term and P6 First Term Academic Results & Conduct Marks                                                          

(小五上學期、小五下學期、小六上學期成績及操行分)： 

Class 年級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Mathematics  

(數學) 

Conduct Marks  

(操行分) 

P5 First Term (小五上學期)     

P5 Second Term (小五下學期)     

P6 First Term (小六上學期)     

*Please fill in the grade or mark of each subject above. If there is no overall grade or mark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you may fill in the G.E. and 

Reading grade or mark respectively. 

*請填寫以上各科的等第或積分。若成績表沒有列出英文與中文科總等第或積分，申請人可分別用普通英語卷(英文科)與閱讀理解卷(中

文科)的等第或積分取代。 

 

Name of P4-P6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 School Team/ 

District Team/HKSAR Team 

(小學四至六年級課外活動名稱 --- 校隊/區隊/港隊) 

Class 

(年級) 

Year 

(年份) 

   

   

 
Name of P4-P6 Services --- Prefect/Student Leader/Librarian 

(小學四至六年級服務項目名稱 --- 風紀/學長/圖書館管理員) 

Class 

(年級) 

Year 

(年份) 

   

   

   

 
Name of Skills e.g. piano playing 

(技能名稱，例如彈琴) 

Level Attained 

(已達級別) 

  

  

 
Name of P4-P6 Awards --- Inter-school/HKSAR/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小學四至六年級奬項名稱 --- 校際/全港/國際比賽) 

Individual/Group 

個人賽/團體賽 

Class 

(年級) 

Year 

(年份) 

    

    

*1. If the space is insufficient, you may attach a separate sheet of paper for the purpose. 

   如位置不敷應用，可附加紙張詳列。 

2.     Please attach a photocopy of proofs for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rvices, skills and awards mentioned above. 

所有列出的課外活動、服務、技能和奬項必須附上有關証明副本。 
交表前，請確定已備妥以下文件： 

  已填妥的本校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教育局發出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即紅綠藍三色之申請表） 

  學生香港身份證副本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成績表副本（ 小五上學期、 小五下學期、 小六上學期） 

  小學四至六年級課外活動、服務、奬項與技能証明副本 

  貼上足夠郵資之回郵信封兩個 （親自到校遞交申請）/三個（郵寄申請），信封面須寫上學生姓名與回郵地址 

Parent’s/ Guardian’s signature(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s/ Guardian’s name(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辦理 2023-2024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注意事項 

 

一、接受申請日期         ：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星期二）開始 

 

二、截止申請日期         ：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三、面試           ： 

 

所有申請者均獲面試機會，面試將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內進行，本校會於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前郵寄面試通知信予申請者。如申

請者在此日期後仍未接獲面試通知信，請致電本校查詢 （學校電話：

2679 4545）。 

 

四、申請資格          ： 

 

目前就讀參加統一派位小學的六年級學生，學業成績及品行優良者均可

申請。 

 

五、申請辦法                ： 

 

在接受申請日期內，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正午十二時）親臨本校索取或於本校網頁

(http://www.plkmkmc.edu.hk)下載申請表格；親自交回或郵寄本校（地址：

粉嶺華明路 38 號）已填妥的表格（須貼上近照）時需連同以下文件： 

(i) 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即紅綠藍三色之申請表）； 

(ii) 身份証副本；  

(iii) 小學五年級上、下學期與六年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iv) 小學四至六年級奬項、服務、課外活動與技能証明副本； 

(v) 貼上足夠郵資之回郵信封兩個，信封面須寫上學生姓名與回郵地

址。（郵寄申請須另繳交一個貼上足夠郵資之回郵信封，以便本校

寄回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家長存根，即共須寄三個

回郵信封） 

註：鑑於新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最新發展，本年度的自行分配學位可透

過郵遞申請，家長可安排於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至 1 月 17 日

（星期二）期間（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六、取錄通知             ： 

 

本校會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致電及發信通知正取學生

申請已獲納入「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名單」，貴家長不需向校方查詢結果。 

 

 

 

 

file://///J29S006/pub.teacher/Erollment%20&%20Streaming/中一自行收生/2008/(http:/www.plkmkmc.edu.hk)


 

 

七、收生準則及比重 收生準則 比重 (百分比) 

校內成績 30% 

操行 10% 

課外活動 5% 

獎項 10% 

面試  30% 

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由教育局提供) 15% 

 

 

 

八、 其他                       ： 

 

 

(i) 按教育局指示，每一位小六學生只可向不多於兩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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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申請者毋須提交小學推薦信。 

(iii) 本校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及比重已存放於學校網頁內供各

家長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