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公學
2020/2022 年度自行分配中一學位安排(2022 年 9 月入學)
<收生準則>
本校 40 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將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接受申請。
本年度收生準則如下：
1. 學生操行―平均達 B 級，操行紀錄良好，否則不予考慮
(25%)
2. 學業成績―本校過往兩年，取錄的學生主科成績平均達 B 級 (50%)
3. 學業以外的表現―如課外活動、體育、音樂、社會服務
(15%)
4. 其他―如本校學生弟妹、其他專長等
(10%)
The 40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of our school will be open for application from 3rd January to 17th January,
2022. The admission criteria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 conduct - Students should have a good disciplinary record with an average of B grade in
conduct. Otherwise, their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considered. (25%)
2. Academic results – Students admitted to our school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attained an average of
B grade in the main subjects. (50%)
3.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ports, music and social
service (15%)
4. Others - Siblings currently studying in our school, other specialities etc. (10%)

<備註>
1. 本校將會按學生成績接見首 150 位申請人，並將於 2022 年 3 月初發信通知獲安
排面試的申請人有關詳情，面試將於 3 月 12 日舉行。未獲安排面試的申請人，
恕不另行通知。
2. 有關申請表格、面試安排的單張及學校簡介小冊子將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在
本校詢問處派發。各位家長和同學請留意本校網頁發放的最新收生資料，有關
的申請表格及單張亦可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在本校網頁下載。
3. 申請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將於 2022 年 3 月 31 日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正取學
生家長，其子女已獲本校納入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備取及落選學生恕
不另行通知)
4. 所有學生會如常於 7 月 12 日獲教育局通知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下的派位結果。
5. 同學如於 7 月派位放榜後，未能獲派心儀中學，只須攜同今次自行收生的申請
編號前來本校再次登記，本校將優先考慮 台端的申請，無須另行填報資料。
6. 申請人不須提交小學推薦信。
多謝各位家長和同學對寧波公學的支持!
<申請須知>
交回報名表須帶備以下文件:
1. 已填妥及貼上近照的申請表格；
2. 學生身份證；
3. 教育局發出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4. 教育局發出的小六學生資料表副本；
5. 以下文件的副本(請帶備正本以供核對)：
-小四上下學期、小五上下學期及小六上學期的成績表；
-其他能證明申請人資歷的文件，如獎狀、證書；
6. 已貼上二元郵票之回郵信封兩個(請清楚寫上申請人的姓名及地址)。
本校辦事處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上午九時至正午十二時

<資料(私隱)條例聲明>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為確保各家長及同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得到保障，本校會於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將所有資料銷毀。

寧波公學
NING PO COLLEGE
2020/2022 Discretionary School Place Allocation 自行分配學位

入學申請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申請入讀班級：

中一
Form One

Class Applied

擬入讀日期：
Admission Date

照

2022 年 9 月 1 日
1st September, 2022

片

(photo)
學生編號：

(由教育局發出)

STRN：

(Issued by the EDB)

學生姓名：

( 英文 )

( 中文 )

Name：

( English )

( Chinese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ear

Month

Day

性別：男／女
Sex：M／F

出生地點：

身份証號碼：

Place of birth：

(HK) I.D. Card No：

地址：
Address:

電話 ：

手提電話:

Telephone no：

Mobile no:

之前就讀學校名稱：(Schools Attended)
學校名稱 School

年級 Class

年份 Year

現時或曾於本校就讀之兄姊姓名(如有)：

班別：

畢業年份：

Brothers or sisters attending / graduated from this school:

Class:

Year of graduation:

現時或曾於本校就讀之兄姊姓名(如有)：

班別：

畢業年份：

Brothers or sisters attending / graduated from this school:

Class:

Year of graduation:

曾於本校就讀之父/母(如有)：
Father/Mother graduated from this school:

(父/母)

畢業年份：
Year of graduation:

父親姓名：

父親職業：

日間聯絡電話：

居住地址 (如與上述不同)：

(Father’s Name)

(Father’s Occupation)

(Contact no. (Daytime))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母親姓名：

母親職業：

日間聯絡電話：

居住地址 (如與上述不同)：

(Mother’s Name)

(Mother’s Occupation)

(Contact no. (Daytime))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與學生關係：

日間聯絡電話：

(Relationship)

(Contact no. (Daytime))

監護人姓名 (如適用):
(Guardian’s Name(if applicable))

兄弟姊妹數目

：兄

弟

姊

妹

Number of Brothers & Sisters:

全級名次(如有):

_______

Position in Form(If any):

全班名次(如有):

_______

Position in Class(If any):

願意入讀英語加強班:

□ 是

□ 否

Willing to be arranged in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es:

以全英語上課的信心: □ 十分有信心

□ 有信心

□ 一般

□ 略欠信心

□ 沒有信心

Confid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classes using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短文撰寫 Short Writing (本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交 Optional)
由學生親筆書寫，字數不限。
1. 中文寫作
: 我理想中的校園生活
2. English Writing : Introduce Yourself
請用原稿紙或單行紙另頁書寫，並夾附在報名表一同提交。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寧波公學填寫 (To be completed by Ning Po College)
申請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
文件影印本 :
身份証 / 學生資料表副本 □
小四成績表副本
□
小五成績表副本
□
小六成績表副本
□
操行是否達最低要求 :
是□
否□ (不予考慮)
準則
操行 25%
學業成績 50%
學業以外表現 15%
其他 10%
初步評審:
是否提交短文撰寫?
中文寫作
English Writing

□ 是
□ 是

□ 否
□ 否

備註: ____________
備註: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