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新民書院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辦法 

 

一、 申請日期： 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星期一)至一月十八日(星期一) 

二、 申請辦法： 入學申請表可親臨本校校務處索取，亦可透過本校網頁 

(http://www.newman.edu.hk/s1dp)下載。 

1. 親身遞交申請表格：將填妥之申請表連同須繳交文件於辦公時間內交回本  

校校務處。學校接到申請後將發回「確認回條」。 

2. 經電郵遞交申請表格：到本校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將表格檔案連

同須繳交文件的影像檔(jpg 或 pdf 格式)電郵至 ncc@newman.edu.hk，電郵

標題請註明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三、 學位名額： 40 名（男女生） 

四、 繳交文件： 1. 近照一幅(貼在申請表上) 

   2. 由教育局經小學派發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3. 學生的出生証明書或身份證副本 

   4. 小學成績表副本(五至六年級) 

   5. 校內外獎項、服務或課外活動証書副本。 

註：本校不會收取上述以外的文件(包括小學推薦信)，敬請留意。 

五、 面    試： 所有申請學生須在家長陪同下，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到

本校參加面試，面試採用兩文三語，並以個別面談形式進行，而面試時間將

獲另函通知。如疫情嚴重，將改為網上面試，面試日期不變。 

六、 收生準則： 各項目所佔比重如下 

實體面試項目比重      網上面試項目比重 

 1. 面試(35%)       1. 面試(15%)  

 2. 學業成績(30%)      2. 學業成績(40%) 

 3. 操行及態度(20%)      3. 操行及態度(25%) 

 4. 專長、獎項及課外活動(15%)   4. 專長、獎項及課外活動(20%) 

七、 結果公佈： 申請結果將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透過郵件及電話通知正取

學生申請已獲接納。 

八、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休息 

九、 查詢辦法：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85 7812 與羅小姐或李偉忠老師聯絡。 

 

學校地址：九龍油麻地石壁道 2 號 (近油麻地港鐵站 C出口)       網址：http://www.newman.edu.hk 

http://www.newman.edu.hk/s1dp
http://www.newman.edu.hk/


天 主 教 新 民 書 院 

N e w m a n  C a t h o l i c  C o l l e g e  

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 

年度 School Year :  2021  -  2022  
 
學校地址： 九龍油麻地石壁道 2 號    電話：2385 7812    網址：http://www.newman.edu.hk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休息 

 

申請人資料 Applicant’s Particulars 
 
姓名 (英文)              性別 
Name (in English)                                          ____  _____ __ Sex  ____           _    
 (中文)              學生編號 
 (in Chinese)                                           _  ________ STRN No.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宗教 
Date of Birth (dd/mm/yyyy)                                       __________ Religion                   
出生証明書編號             身份証編號 
Birth Cert. No.                                            ___________ I.D. Card No.                
出生地點       國籍        籍貫 
Place of Birth                         Nationality               ___________ Native Place                
住址                家居電話 
Address                                                    ___________ Tel. No.                   
 

曾就讀小學 

Previous Primary School(s) 

級別 Primary 日期 Date 

入讀 Entered 離校 Left 由 From 至 To 

1.     

2.     

 
現/曾就讀本校之兄弟 / 姊妹姓名 
Name of Brother(s) / Sister(s) studying / studied in this school 

級別 
Secondary 

年份 
Year 

1. 中文                      英文 
(in Chinese)                (in English) 

至 To 至 To 

2. 中文                      英文 
(in Chinese)                (in English) 

至 To 至 To 

 
父親姓名 (英文)           (中文) 
Father’s Name (in English) _                                    (in Chinese)                         
職業              聯絡電話 
Occupation                                               Tel. No.                            
母親姓名 (英文)           (中文) 
Mother’s Name (in English) _                                     (in Chinese)                         
職業              聯絡電話 
Occupation                                               Tel. No.                            
監護人姓名 (英文)           (中文) 
Guardian’s Name (in English)                                      (in Chinese)                         
與申請人關係      職業      聯絡電話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Occupation               Tel. No.                            
申請人之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申請人獲推薦，請填寫以下部份。 

If you have a referee, please fill in the following.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簽署 
Name of Refere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feree’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    職位 
Name of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i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申請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一)或之前交回本校校務處，並連同下列文件一併交回： 

(1) 學生的出生証明書或香港身份証副本    (2) 由教育局經小學派發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3) 小五至小六成績表副本       (4) 校內外獎項、服務或課外活動証書副本 

(5) 天主教學生如獲取錄，日後須呈交領洗証明書副本 

*注意： 以上資料只供學校評審入學申請之用。申請者如不獲接納，此申請書由校方保存六個月後即會銷毁，而不予退還。 

表格編號：2122_______ (由校方填寫) 

申請人近照 

Applicant’s 

Recent Photo  

http://www.newman.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