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wards 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馬 錦 明 慈 善 基 金 馬 可 賓 紀 念 中 學 
 

申請中一插班生須知(2020-2021) 
 

本校現招收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一年度中一插班生，辦法表列如下，希為垂察： 
 

日期 招收新生程序 辦公時間 申請人須知 
7/7/2020 - 8/7/2020 派發插班生報名表 9:00am-5:00pm 請到本校美術室（211 室）領取申請表格或透過本校

網頁下載表格 

7/7/2020 - 8/7/2020 交回填妥之報名表 9:00am-5:00pm 

 

申請人須將填妥之報名表連同下列文件交回 

(1) 身份證副本 

(2) 中一入學註冊證副本 

(3) 小五及小六成績表副本 

(4) 獎狀副本（如有） 

* 逾時或文件不齊概不受理 

11/7/2020 成績及品行良好的

申請人進行甄別試

及面試 － 

10/7/2020 註冊完結後，若仍有中一學位空缺，本校會

於下午五時後以電話個別通知成績及品行良好的申請

人參加本校甄別試及面試 

13/7/2020 - 
15/7/2020 

成功申請者到本校

辦理註冊手續 

 

 

 

－ 

本校將以電話個別通知取錄學生在 15/7/2020 或之前

到本校註冊 

 

*逾期註冊則當放棄學位論，由後補名單補上，申請者

不得異議 

 

 

注意：（一）根據教育局「中一新生註冊」的程序，小六學生須到所派中學註冊，而各中學在兩天

的註冊程序完成後才開始收插班生。 

（二）甄別試及面試乃甄別程序的一部份，並不代表該生已被取錄。本校將於七月十五日或

之前以電話個別通知獲取錄的學生。未獲通知者，則會被列入後補名單，考生毋須致

電本校查詢。 



 

Stewards Ma Kam Ming Charitable Foundation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S1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m (2020-2021) 
 
 

Name in English（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in Chinese（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x（性 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Birth（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 Card No.（身份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Guardian（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須滿 21 歲）(Aged 21 or above) 

Relation（關 係）    ：父親／母親／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Signature of Guardian（監護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Address（住 址）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Mobile) 

Telephone No.（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If case of emergency, please call（若有急事可聯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of Previous School（小六就讀小學名稱） ：                                     上／下午 6______班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ed by EDB（中一派位學校名稱）：   

Name of Referee（諮詢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if any (如有) Tel. No.（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曾經申請本校「中一自行支配學位」：是／否 

Relative(s) currently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現就讀於本校之親屬：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e: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listed in the “Points to Note” should reach the school office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備註：「申請須知」所列明的文件副本須連同此申請表一起交回本校校務處。 

 

For Office Use Only（校方填寫） 

Ref:  Y / N  Accepted / Not accepted 

Other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RN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of Regist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acher in Char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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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填寫 

甄別試編號： 

校方填寫 

申請編號：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一插班生甄別試（2020-2021） 

 

日  期：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 

地  點：201 室（二樓） 

甄別試時間表： 

8 : 45 am 進入 201 課室報到 

9 : 00 am – 9 : 45 am 中文科考試 

9 : 45 am - 10 : 00 am 小息 

10 : 00 am 進入課室就座 

10 : 05 am - 10 : 50 am 英文科考試 

10 : 50 am - 11 : 05 am 小息 

11 : 05 am 進入課室就座 

11 : 10 am – 11 : 55 am 數學科考試 

11 : 55 am 筆試結束 

 
注意事項： 

1. 請穿著整齊小學校服，準時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直接上本校二樓 201 室報到。 

2. 請攜帶小學學生手冊作准考證之用。 

3. 若家長離開本校，請在中午十二時準時回校接 貴子弟回家。 

4. 申請者請按考生編號就座及帶備所需文具。 

5. 筆試及面試乃甄別程序的一部份，並不代表該生已被取錄。本校將於七月十五

日或之前以電話個別通知獲取錄的學生。未獲通知者，則會列入後備名單，考

生毋須致電本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