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利沙伯中學 

2022/2023學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Queen Elizabeth School 

Application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of 2022/2023 

校方專用

編   號 

收表日期 

(A) 學生個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Student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近 照 
Recent Photo 

*照片尺寸 Size: 

36 毫米 (闊) x 46毫米 (高) 

36 mm (W) x 46 mm (H) 

性別
Sex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 

月 

M 

日 

D 

在 2022年 9月 1日之年齡 

Age on 1.9.2022 

香港身份證號碼 
HKID Card No. 

(    ) 
小六學生證學生編號 

Student Reference No. 

住宅電話 
Home Tel. No. 

家長手提電話 
Parent’s Mobile Phone No. 

父 
Father 

母 
Mother 

家長姓名 

Name of Parents 
父 
Father

母 
Mother

住 址 
Address 

就讀小學 
Primary School 

名稱 
Name 

(B) 學術成績及操行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duct
如成績表沒有提供有關資料，可不用填寫本項。 
It is not necessary to fill in this column if no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in student’s academic reports. 
如全學年有3次考試，請填寫第2及第3次成績。 
 If there are 3 exams throughout the year, please fill in both 2nd and 3rd exams. 

英文 
English 

(100分為滿分) 

中文 
Chinese 

(100分為滿分) 

數學 
Mathematics 

(100分為滿分) 

常識 
General Studies 

(100分為滿分) 

全級名次 
Form Position 

全級人數 
Students in Form 

操行 
Conduct 

副本編碼 

Photocopy 

Number 

此欄由 

校方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備 註 

Remarks 

小四

P.4

上學期 

1st Term 
B1 

下學期 

2nd Term 
B2 

小五 

P.5

上學期 

1st Term 
B3 

下學期 

2nd Term 
B4 

小六 

P.6

上學期 

1st Term 
B5 

       …轉後頁 

P.T.O. 

請填妥以下郵寄資料，以作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名單通知之用(如需要) 

學生姓名 Stude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Posta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請列出五項最具代表性的學術獎項 (如有)。 
Please fill in the five most significant academic awards attained (if any). 

主辦機構 
Organizer 

活動 / 比賽 名稱 
Name of activity / competition 

性質 Nature 

(國際/全港/地

區/校內 
International/HK/ 

District/ School) 

獎項 
Award 

年份 
Year 

副本編碼 
Photocopy 
Number 

此欄由 
校方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備 註 
Remarks 

1 B6 

2 B7 

3 B8 

4 B9 

5 B10 

(C) 獎項及成就 請列出五項最具代表性的學業以外獎項(如有) 。  

Awards and achievements Please fill in the five most significant non-academic awards attained (if any). 

主辦機構 
Organizer 

活動 / 比賽 名稱 
Name of activity / competition 

性質 Nature 

(國際/全港/地

區/校內 
International/HK/ 

District/School/) 

獎項 
Award 

年份 
Year 

副本編碼 
Photocopy 
Number 

此欄由 
校方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備 註 
Remarks 

1 C1 

2 C2 

3 C3 

4 C4 

5 C5 

(D) 服務 請列出五項最具代表性的資料(如有)。 

Services Please fill in the five most significant items (if any). 

主辦機構 
Organizer 

活動 / 比賽 名稱 
Name of  activity / competition 

性質 Nature 

(國際/全港/地

區/校內 
International/ 

HK/District/School) 

獎項 / 職位 
Award / Post 

年份 
Year 

副本編碼 
Photocopy 
Number 

此欄由 
校方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備 註 
Remarks 

1 D1 

2 D2 

3 D3 

4 D4 

5 D5 

日期 

Date 

家長簽署 

Parent’s Signature 
申請者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校2022/2023學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之用，選拔程序完成後，所有申請者的資料，將全部銷毀。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through this application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admission process of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of 2022/2023. The data will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after the process. 



 

 
 

 本頁〈申請須知〉不須交回 

 

伊利沙伯中學 

2022/2023 學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申請須知 

 
1. 一般事項  

 1 .1 每位應屆小六學生可向不多於兩所中學申請自行分配的中一學位。申請表一經  

  遞交，不可撤回或取消。  

 1.2 2022/2023 學年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數目為 43 個。  

 
2. 填寫〈伊利沙伯中學 2022/2023 學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下稱申請表)   

 2 .1 申請人可用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申請表〉。  

 2 .2 是次申請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用以辦理申請學位事宜，本校可能把這些資料披

露予教育局，用以處理學位分配或其他有關教育的事宜。  

 2 .3 請仔細填寫〈申請表〉之有關學生資料，如有錯漏，本校有權拒絕申請。  

 2.4〈申請表〉須貼上學生近照。  

 

3. 遞交〈申請表〉及各有關文件  

 請親身到校遞交(時間及地點見後頁)。 

 3.1 請依下列次序排列及遞交︰ 
(1) 教育局發出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包括「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

「家長存根」的三個相聯部份，所有存根載有同一申請編號，於申請「中學一欄」
已填寫本校名稱)。 

(2) 填妥之本校〈申請表〉(貼有相片)。 

(3) 小學四年級上、下學期，五年級上、下學期及六年級上學期(如有)之成績表影印
本。 

(4) 所有影印本 (於〈申請表〉(B)、(C)及(D)項所填資料的有關獎狀、證書和文件的影印
本)，均須寫上〈申請表〉內所編定的副本編號並順序排列 (如下圖)，並以 A4紙遞
交。 

 

 

 
(5) 獎杯及獎牌則可以相片形式貼/印在 A4紙上遞交，本校不接受小學推薦信。 

(6) 遞交影印本時請以釘書機 /魚尾夾以普通釘裝處理，不用提交文件夾。 

(7) 壹個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信封上須寫上學生全名及地址)。 

(8) 遞交〈申請表〉時須出示申請同學的身份證明文件(例如出世證明書、身份證、護照 

及各項證書的正本，以便核實。 



 

 

 3.2 請於下列日期及時間內到本校校務處遞交〈申請表〉及各有關文件，逾時遞交恕

不受理。 

 

日期 時間 

2022 年 1 月 3 日  (星期一) 至  
    1 月 17 日  (星期一)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正午 12 時) 

 

3.3 以郵寄方式交回 

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家長如有需要及衡量相關風險後，可安排於 2022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至 1 月 17 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間以透過郵寄方式遞交

〈申請表〉及各有關文件 (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郵寄〈申請表〉及各有關文

件的項目包括前頁 3.1 的第 (1)至第 (7)項，須另附申請同學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

本。  

4.   收生方法  (The School’s admission criteria for S1DP)  

  收生準則 Admission Criteria 比重 Weightings 

(1) 學業成績(包括教育局提供的成績次第)  

Academic Performance (including EDB rank order) 
40% 

(2) 奬項及服務 / Awards and Services 20% 

(3) 面試表現 / Performance at interview 40% 

(1) 申請同學的操行須達乙級(B)或以上。 

The applicant should have a conduct grade of B or above . 

(2) 本校先根據上表(1)及(2)項挑選約 200 名同學參加面試。
面試後，再根據(1)至(3)項決定是否取錄申請同學。 

Approximately 200 applicants will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above assessment cri teria (1) and (2) for an interview. After 
the interview, successful  candidates will  be selected based 
on (1) to (3).  

 

5. 面試安排  

5.1 面試將於 2022 年 3 月 12 日(星期六)進行，獲挑選同學方可參加面試。  

5.2 面試名單將於 2022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上載於本校網頁，請根據本校提供之

申請編號查核，每位申請同學亦將獲專函通知有關詳情。  

 

6. 結果公佈  

 6.1 本校將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以郵寄及電話通知正取學生其申請已獲納入

  <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名單>。 

 6.2 獲取錄的正取學生將於教育局統一派位前獲派自行分配學位，並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中學學位分配放榜時，獲得教育局通知結果，故毋須致電本

校查詢。  

 6.3 於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未被取錄的學生，仍可經教育局統一派位程序派入本校，

故家長填寫統一派位「家長選擇學校表格」時，仍可將本校列於表內。  

 

 本頁〈申請須知〉不須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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