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CCC Chuen Yuen First Primary School 

2020 至 2021 年度小一備取生申請表  
由本校填寫  

學生編號 (STRN)：_______________學生註冊編號：_____________ 入讀年級：_______ 

考試成績 (中文：________英文：________數學：________)入讀日期：_____________ 

 

學生資料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籍貫： ______省 ______縣  

出生證明文件：□出生證明書 □身份證  □回港證  □回鄉證  

□其他 (        )證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香港    □中國 (內地來港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澳門 (來港日期： ____________)□其他： ________ 

宗教： _________  所屬教會 (如屬基督教 )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 )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 

現就讀幼稚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入學年份及班別 :___________  

 
                     家庭概況  

 父親資料  母親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職  業    

 聯絡電話     

住   址  
(如與學生地址相同，則不用填寫 )  

  

兄：       人  弟：       人  姊：       人  妹：       人  

 
小一入學申請資料 

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   本校     其它  (請註明 :                       

統一派位階段  (甲部 ) : 

不受校網限制部份  
  選本校為第      志願   沒有選擇  

統一派位階段  (乙部 ) : 

住址所屬校網部份  

  選本校為第      志願   沒有選擇  

 因不屬 62 校網 , 故不適用  

 
在本校就讀之兄弟姊妹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 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 _________ 
註： 1.請在□適當位置上加  “”  2.表格內所有資料只供學校行政之用。  

填表日期：  2020  年     月     日  

相

片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2020-2021 年度小一備取生申請手續 

1. 填妥小一備取生申請表格及於 6 月 8 日至 6 月 13 日前交回本校校務處 

(可由學校網頁下載或於辦公時間內到本校校務處索取) 

2. 帶備以下文件呈交： 

a. 小一註冊證影印本 

b. 選校表影印本 

c. 近期的幼稚園成績表影印本或得獎資料 

d. 錄取結果將由本校校務處人員以電話通知，並稍後到校辦理入學手

續。 

 
 

請家長留意：小一備取生面試日期及時間 

日期：2020年 6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1）上午 10:00-11:00  

      2）上午 11:00-12:00 

家長必須陪同學生出席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CCC Chuen Yuen First Primary School 
2020 至 2021 年度學生資料表  

由本校填寫  
學生編號 (STRN)： ________________ 學生註冊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入讀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讀年級：                                  

 
 

學生資料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    籍貫： ______省 ______縣  

出生證明文件：□出生證明書 □身份證  □回港證  □回鄉證  

□其他 (        )證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點：□香港    □中國 (內地來港日期： ________________) 

        □澳門 (來港日期： ____________)□其他： ________ 

宗教： _________  所屬教會 (如屬基督教 )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 )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 

現就讀小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校原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概況  

 父親資料  母親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職   業    

 聯絡電話     

住   址  
(如與學生地址相同，則不用填寫 )  

  

兄：       人  弟：       人  姊：       人  妹：       人  

 
監護人資料  

監護人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 __________  職業： ______________ 

住址及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與學生同住，則不用填寫 )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與住址電話不同 ) 

 
在本校就讀之兄弟姊妹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 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之關係： _________ 
註： 1.請在□適當位置上加  “”  2.表格內所有資料只供學校行政之用。  

填表日期：  2020   年     月     日  

相

片 

適用 
(插班生)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2020-2021 年度小二、小三及小四插班生申請手續 

(小五、小六學額已滿) 

1. 填妥小二、小三及小四插班生申請表格及於 6 月 8 日至 6 月 13 日前交回

本校校務處(可由學校網頁下載或於辦公時間內到本校校務處索取) 

2. 帶備以下文件呈交： 

a. 插班生報名表及貼上學生相片 

b. 成績表影印本(最近期的測考成績表)及得獎資料(如有) 
c. 報名時需備以下一項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出示正本： 

i.本港出世：香港出世紙 

ii.內地出世：通行證、有登記出生日期之正式文件及其他證
明文件 

iii.外地出世：當地出世證明書、護照及獲准居留之文件 

 d. 錄取結果將由本校校務處人員以電話通知，並稍後到校辦理
入學手續。 

 

 

 

家長留意：小二、小三及小四插班生 

學生面試日：2020 年 6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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