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博德學校 
       St. Patrick’s School 

       插班生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學校專用 Official use only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報讀年級 
Applying for 

  
 

地址：九龍橫頭磡富美東街 12 號   12,Fu Mei Street East, Wang Tau Hung,Kowloon.          電話：2337 0133 

網址：http://sps.edu.hk             電郵：email@sps.edu.hk                             傳真：2337 9549 

甲部：學生資料                                   Part A: Student’s Particulars  
學生編號 
STRN No. 

 性別 * 

Sex 
男 /  女 

   M      F 

學生近照 

Recent Photo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宗教 

Religion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月       日 
       Y        M        D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其他 Others 

香港/ 中國 

   HK  Chinese    

              
出生證明書編號 

Birth Certificate No. 
 此欄為非本港出生兒童才需填寫(If applicable) 

回港證編號 
Re-entryPermit No. 

 

居住地址 

Address 

 

現就讀學校 

Current School 

 現讀年級 

Current Class 

 

_______年級 

轉校原因 

Reason(s) for 

Transfer 

 

 
乙部：家長/監護人資料                  Part B: Parents’ / Guardian’s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身份證號碼
I.D.No. 

關係 
Relationship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職業 
Occupation 

住址與學生相同
Address same as above* 

父親
Father 

  
父子/ 父女 

  
是 yes 否 No  

母親
Mother 

  
母子/ 母女 

  
是 yes 否 No  

其他監
護人

Guardian 

     

是 yes 否 No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以號表示選擇。 Please in the appropriate box. 
本人聲明：本人為上述兒童的家長/監護人。此表格內的資料全屬正確無訛。 
I declare: I am the parent/guardia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studen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日期 Date：                         家長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只會用作處理報讀本機構之有關事宜。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applicants will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applications. 
 
 

此欄由校方填寫 Official use only 

學生成績 中文 英文 數學 操行 全級名次 備註 

原校成績     /  

入學試成績    --- ---  



 
聖博德學校 

插班生申請須知 
申請階段 第一階段 

2019-20年度下學期 

（入學日期：2020年 2月 3日）  

第二階段 

2020-21年度上學期 

（入學日期：2020年 9月 1日） 

交表日期 2019年 11月 4日至 11月 22日 2020年 5月 11日至 5月 29日 

交表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 下午 5:00 

交表地點 本校一樓校務處 

索取表格 本校更亭派發 

在本校網頁下載 

申請程序 親臨本校交回以下文件： 

填妥的「插班生申請表」(貼上學生相片一張) 

申請學生的香港出生證明文件影印本 

(如非香港出生，須出示外地出生證明書及獲准在本港居留的證明文

件影印本) 

學生近期成績表影印本 

筆試 第一階段日期：12月 4日 

第二階段日期：6月 18日 

 經校方初步甄選後，如申請之班級尚有空缺，將以電話通知合適

的申請人參加插班生筆試。 

 插班生筆試包括中、英及數三科。 

面試  校方會按學生筆試表現篩選，以電話通知合適的申請人進行面試

及接見家長。 

取錄通知 第一階段：12月 

第二階段： 7月 

 校方會以電話通知被取錄者，落選者將不另獲通知。 

甄選方法  本校將根據現有學位空缺來決定甄選名額。  

 本校將以學生原校成績、操行、入學試成績及面試表現取錄學生。 

注意事項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及文件，只用作辦理申請入學事宜，有關文

件概不發還。  

 逾期遞交或未齊備任何文件的申請，本校將不作任何處理。 

查詢電話 2337 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