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望誠信‧尊己立群 

中聖書院 

中一入學申請表(2023-2024年度) 

自行收生表格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須知 

1. 申請人必須擁有香港居留權。 

2. 申請者可於辦公時間到本校索取或本校網頁 www.chc.edu.hk 下載表格，並於 1 月 3 日至 17 日期間遞交申請。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30)，星期六(上午 9:00 至下午 1: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3. 入學申請表須清楚填寫，貼上近照，連同身份證影印本、「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已貼上$2.2 郵票的回郵信封兩個

(信封面註明申請人姓名) 、最近兩年成績表副本及考試費$30 正交回本校。 

4. 申請人請細閱「中一自行收生申請簡介」。 

申請人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年齡︰＿＿＿＿出生地點︰＿＿＿＿＿_＿ 

籍貫︰_______________   國籍︰____________    是 / 否華語學生 

宗教︰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      

電話︰(家)＿＿＿＿＿＿__  (手提)＿＿＿＿＿＿＿____ 

現就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屬新抵港人士 (來港不超過兩年)，請填寫到港日期︰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從何認識本校︰兄姐就讀本校  親友或老師介紹  本校刊物及網頁  其他宣傳刊物 

其他：＿＿＿＿＿＿＿＿＿＿ 

申請人家庭資料 (同住家人) 

姓名 職業 年齡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電話 

   父親 (是/否監護人) 
 

   母親 (是/否監護人) 
 

     

     

如監護人非上述人士，請填寫以下資料︰ 

監護人姓名︰                            職業︰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電話︰ 

校方專用  

評分標準項目     (分) 內容 得分 

1. 操行        30  （           ）分 

2. 學業成績及     

學習態度    40 

 （           ）分 

3. 課外活動    15  （           ）分 

4. 家庭支援    15  （           ）分 

總計          100  總計（           ）分 

入學考試費︰已收/未收 

 正取 備取 不取錄 再面試 簽署 / 姓名 日期 

1.       

2.       

3.       

備註︰       

       
 

地址︰九龍深水埗懷惠道 18 號  查詢電話︰2386 4734   傳真 : 2386 4883  電郵︰enquire@chc.edu.hk   

 相
片 

http://www.chc.edu.hk/




中聖書院 

中一自行收生申請簡介 (2023-2024年入學) 

I 申請辦法 

1. 由即日起，可透過以下方法索取本校 2023-2024年度中一自行收生申請表格： 

a. 本校網頁下載 

b. 親臨本校索取 

c. 郵寄本校索取(請附貼上郵票的回郵信封) 

2. 申請者請填妥貼上照片的申請表格，連同以下文件一併遞交，遞交時請以文件夾將文件放好，以便本校處理： 

a. 身份證影印本 

b. 由教育局發出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正本 

c. 小五全年及小六上學期(如有)成績表副本 

d. 已貼上$2.2郵票的回郵信封 2 個(信封面註明申請人姓名及住址) 

e. 考試費$30正 

3. 遞交申請表的方法、日期及時間 

方法：家長可親身到本校遞交申請表，亦可郵寄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至本校，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準。 

日期：2023年1月3日(星期二)開始；截止報名日期﹕2023年1月17日(星期二)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30)，星期六(上午9:00至下午1: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II. 中一收生人數 

2023-2024年度將收取90名中一新生。其中35%，即 32人是通過自行收生之途徑取錄，而其餘則通過教育局中央派位取

錄。 

III. 面試安排 The arrangement of interview 

1. 校方收到申請表後，將邀請合適的申請人及家長進行面試，篩選面試之準則包括(The criteria of interview)： 

a. 學業成績 Academic Performance    50% 

b. 操行(必須達B等或以上) Conduct (Grade B or above)  30% 

c. 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20% 

2. 面試日期：本校會邀請合適的申請人及家長於 2023年3月4日(3月11日為後備日)進行面試，面試時間將以閣下附

上之回郵信封作書面通知。面試之評分準則及比重為(The criteria in overall assessment)： 

a. 操行 Conduct             30% 

b. 學業成績及學習態度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   40% 

c. 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15% 

d. 家庭支援 Family Support  15% 

IV. 學費 

2022-2023 年度中聖書院各級收費詳情 

班別 每月金額 x 期數 全年總額 

S.1—S.3 $ 406 x 10 $ 4,060- 

S.4—S.5 $ 894 x 10 $ 8,940- 

S.6 $ 1,400 x 7 $ 9,800- 

# 雜費  $300- 
 學費或會於 2023-2024 年度調整 

 有需要的學生（包括來自綜援家庭的學生及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或半額資助的學生）可申請學費全額／半額

減免、活動津貼或生活津貼。 

V. 申請結果 

將於 2023年 3月 31日前以書面及電話通知取錄學生家長，而家長毋須就有關通知作出任何回應。有關的通知 

安排不包括後備取錄及落選學生。 

 

http://www/chc/testarea/new_2/webpage/data_1/registration/1011_school_fee_allowance.pdf
http://www/chc/testarea/new_2/webpage/data_1/registration/1011_school_fee_allowance.pdf


中聖書院 

學費減免計劃 

 

1. 目的： 

照顧有需要的學生，減輕家長因繳交學費而做成的經濟負擔。 

 

2. 計劃內容： 

因應以下情況，申請人家庭將獲批之學費減免額。 

i. 綜援家庭：獲批學費全額資助 

ii. 已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資助者：根據其批核結果可獲批「半額」或「全額」資助 

iii. 其他申請者：根據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審批準則，評定申請人的資助資格及幅度，審

批準則如下： 

  

22/23 年度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介乎 

(港幣) 

學費減免額 

$0 - $42,559 全額資助 

$42,560- $82,295 半額資助 

超過 $82,295 不獲減免 

* 2022/23 學年三人家庭和四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港幣 51,523

元和 47,402 元。就二人和三人單親家庭而言，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三人和四人家庭，以決定可

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及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 

*** 細則見備註 

 

3. 申請手續： 

i. 在學校網頁下載申請表格或到校務處索取 

ii. 填妥後連同有關證明文件交回校務處 

iii. 申請人可於三至四星期內獲知申請結果 

iv. 獲知審批結果前，學生須繳交足額考試費 

 

4. 校方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的審批權。 

 

5. 申請人可於下列辦公時間就申請減免學費向本校校務處李曉嫣小姐或陳熙信先生查詢：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星期六：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 備註：「調整後的家庭收入」= 

 

 

 

※ 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的 30% (如適用)，以

及親友給予的津助 (如適用)。 

※ 家庭成員通常是指申請人、申請人的配偶、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以及由申請人及／或其配偶供養的

父母。 

※ 二至三人的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的 (+1) 將會增加至 (+2)。 

 

家庭全年總收入 
 

家庭成員人數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