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 伯 多 祿 中 學  
ST. PETER’S SECONDARY SCHOOL 

 
入 學 申 請 書  

APPLICATION FORM 
 
 
年度 報讀班級     
School Year :            －              Form to apply for                   
姓名 (英文)                                              性別 
Name (in English)                                          Sex :                
     (中文)                                學生編號 
     (in Chinese)                            Student Ref. No.                     
出生日期                                  宗教    
Date of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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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Address                                                           Tel. No.                             
父親姓名(英文) (中文) 職業 
Father’s Name                          (in Chinese)                   Occupation                          
工作地點  電話 
Place of Work                                                      Tel. No.                             
母親姓名(英文) (中文) 職業 
Mother’s Name                         (in Chinese)                   Occupation                          
工作地點  電話 
Place of Work                                                      Tel. No.                            
 

曾就讀學校 
Previous School(s) 

級別
Class

日期
Date

入讀時
entered

離校時
left

由 
from 

至
to

1.     

2.     

3.     
 
曾就讀本校之兄弟／姊妹姓名  離校時級別           年份 
Name of brother(s) ／sister(s) who previously studied in this school      Highest class attained        Year 
 
1.                                    (                )                                         
 
2.                                    (                )                                          
現就讀本校之兄弟／姊妹姓名   
Name of brother(s)／sister(s)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at present 
  班級 
1.                                    (                ) Class                           
  班級 
2.                                    (                ) Class                           
 
************************************************************************************************ 
此申請書必須連同下列副本一併交回： 
                      (甲)  出生証明書或香港身份証之影印本。 
                      (乙)  由小四至小六之成績表影印本。 
                      (丙)  天主教學生如獲取錄，日後須呈交領洗証明書副本。 
 
本校地址：香港香港仔水塘道 21 號    校務處電話：2552 0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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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毀，不予退還。 
 

Serial No.                     

 
 
 

 

近照 
Recent Photo 



 

聖 伯 多 祿 中 學 
2021-2022年度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辦法 

 

(一) 入學申請表格可透過本校網頁(www.stpeter.edu.hk)下載，亦可親臨本校校務

處，或向中、西、南區各天主教小學索取。 

 

(二) 表格填妥後，請連同教育局派發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於申請期限的辦公

時間內，親自交回本校校務處。 

 

(三) 其他須繳交的文件： 

 (甲) 出生証明書或香港身份証的影印本； 

 (乙) 小四至小六成績表的影印本； 

 (丙) 天主教學生如獲取錄，日後須呈交領洗証明書副本； 

 惟不需呈交學校推薦信。  

 

(四) 申請期限：由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起至一月十八日止。 

 本校辦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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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全日休息 

 

(五) 本校來年中一級共有自行分配學位約 40 個。 

 

(六) 本校將按教育局發放的成績次第名單，從所有申請者中，甄選約一百八十名學

生，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進行面試。獲選面試者名單將於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在本

校網頁公佈，並以電話個別通知。 

面試將以實體形式進行，惟屆時倘教育局宣布停課，學校將取消面試，改為由申

請者上載錄製片段和學習歷程等資料，詳情請留意本校網頁。 

 

 (七)  本校將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書面及電話通知取得正取資格的申請者。 

 

(八) 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準則與比重如下： 

學業 30% 

品行 20% 

課外活動表現 10% 

原校評語 15% 

與本校聯繫 10% 

面試表現 15% 

 

(九)   查詢電話：2552 0080     學校網址：http://www.stpeter.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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