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禮賢學校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小一入學申請表 

九龍又一村石竹路 2A  電話：2380 6011 / 2380 3936 

 

 

姓名(中)  (英)  請 

貼 

近 

照 

性    別  年    齡  家庭宗教  

出生日期  出生地點  國    籍  

出生證明書/護照號碼    

住    址  

電郵地址  

電    話  現就讀學校名稱 (上午/下午/全日) 

家長 

或 

監護人 

 

 

姓    名 

父親/監護人 母親/監護人 

  

職    業   

聯絡電話   

現在或曾在本校就讀之 

兄弟姊妹或父母 

姓名 級別/畢業年份 

  

  

  

當找不到父母時 

應聯絡之親友 

姓名及與該生之關係 聯絡電話 

  

  

  

家長請注意 

NOTICE TO PARENTS 

你在此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本校學位分配事宜。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MEANS OF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OUR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考生編號：____________ 

面談日期： 15/10/2019(二) 

       或 16/10/2019(三)  

時    間：____________ 

地    點：____________ 

已收報名費： 

    由 校 方 填 寫 

*姓名必須與香港出生證明書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相同 



九龍禮賢學校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小一考生須知 

1) 請填妥申請表並貼上近照。 

 

2) 本校恕不接受郵寄遞交之申請表；遞交表格須連同下列資料一併交回： 

2.1 出生證明文件副本。如非在港出生者，須附有效之居港證件副本。 

2.2 低班(K2)下學期成績表/評估表副本(請用 A4 size 白紙影印) 

2.3 家長問卷 

2.4 回郵信封四個 (信封長度不小於 22.5cm x10cm)，信封面請寫上考生姓名，切勿寫上父母姓名。 

務請填寫清楚回郵地址及 貼上$2.0 郵票 ；如因地址不全或郵費不足引致郵誤，本校   

恕不負責。 

2.5 如家長的宗教信仰與本校的(基督教)相同，請附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此有關文件是指 

證明申請人或其家長為已受洗加入基督教會為會友之文件。 

2.6 不用 附上學生之活動資料、證書 … 等。 

2.7 如欲參加本校於 8 月 31 日之愉快校園開放日，請填寫回條，並先將回條寄回本校或透過下

列網址報名: https://forms.gle/DjZ3feLsjMT3fNjJA，以便校方作出安排，謝謝！ 

3) 申請表須於下列時間交回本校： 

交表日期  ： 2019 年 9 月 4 日（三）、5 日（四）及 7 日（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2019 年 9 月 6 日（五）上午 9:00 – 下午 1:00 及下午 2:00 – 5:00  

報名費用  ： $50 (本校只收現金及不設大額 500 及 1000 元找贖)  切勿郵寄 

4) 交表務請依時，凡遲交或資料不足者，本校恕不辦理。 

5) 申請表遞交後，本校將容後郵寄面談證給家長。請妥為保存面談證，以便考生持證參加面談及

作為日後查詢資料之用。 

6) 面談日期為十月十五日（星期二）或十月十六日(星期三)，時間請參閱面談證。所有考生須依

時及帶同面談證到達面談地點輪候。如未能於指定約見時間到校者，校方有權不予接見。 

7) 因申請人數眾多，面談時間一概由本校編定，將不會因考生上學時間而更改。若有特別原因，

請出示有關證明文件並以書面提出申請，更改與否則由校方決定。 

8) 面談結果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或前發信通知  貴家長。如在上述日期後仍未接獲通

知者，請致電本校查詢。電話：2380 6011 / 2380 3936 

https://forms.gle/DjZ3feLsjMT3fNjJA


 

九龍禮賢學校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小一申請家長問卷 

 

各位親愛的家長： 

    多謝您們抽空填寫此問卷，讓我們更多了解您的小朋友。請  貴家長仔細填寫問卷作本校參

考之用。此問卷不會影響小朋友面談成績，敬請留意。 

 

1)考生姓名                                  出生日期                           

2)關於小朋友 

  2.1 日常由何人照顧小朋友？                                                  

  2.2 小朋友的優點是：                                                    

  2.3 小朋友須改善的地方是：                                                 

3)教養小朋友 

  3.1 您在教養子女上遇到甚麼困難？                                           

                                                                                    

  3.2 您會如何處理這些難題？                                                 

                                                                                    

  3.3 您曾參加教養子女的講座或閱讀有關書籍嗎？如有，請舉例。 

                                                                                    

  3.4 是誰負責幫助小朋友的功課？                                                

 

4)對小朋友之期望： 

  4.1 為何投考本校？                                                            

  4.2 您期望您的子女是怎樣的孩子？                                              

5)有否替子弟參加自行派位？如有，請寫校名。                                           

6)家庭宗教信仰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沒有         □其他                  

＊ 如是基督教(即與本校宗教信仰相同者)，請將教會證明文件副本與申請表一併交回。 

7)在本校就讀的兄弟姊妹姓名及班別或介紹人姓名及與該生之關係：                      

 

 

考生編號：＿＿＿＿＿＿ 



九龍禮賢學校 

「愉快校園開放日」 
日期: 2019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 

活動詳情 

兩場介紹學校生活及課程講座 : 簡介本校全面培育學生之政策，以及學生之校園生活。 

第一場 9:00am 開始/第二場 11:15am 開始 (講座時間預計約為 45 分鐘) 

 

學習生活陳展板 (上午 9:00 – 下午 1:00) 

- 透過學科及活動展板，介紹學校之課程及各種學習經歷。 

 

校園巡禮及小朋友活動 (上午 9:00 – 下午 1:00)  

- 家長及小朋友自由參觀校舍，並有禮賢親善大使作介紹；小朋友亦可參加攤位活動，增加對小

一生活之了解。 

 

如欲出席是次愉快校園開放日，請填寫以下回條，並可將回條寄回本校 

(地址 : 九龍禮賢學校 九龍又一村石竹路 2A ) 或透過以下網址 

https://forms.gle/DjZ3feLsjMT3fNjJA 或 QR Code 報名，以便校方作出安排，謝謝! 

 

*出席開放日活動者，請 8 月 31 日(六)依據上述時間到達本校，本校將不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備註: 1) 如第一場講座即 9:00-9:45am 之講座額滿，請家長先帶同子女參觀校舍，然後再出席第二

場於 11:15am-12:00noon 舉行之講座。(兩埸講座內容相同) 

     2)  

 

 

…………………………………………………………………..…………………………………… 

回條 

致: 九龍禮賢學校 

 

 本人為學生 ________________之家長，將出席  貴校於 8 月 31 日(六) 9:00am – 1:00pm

舉行之愉快校園開放日。 

    成人_____位   小朋友_____位 

    出席人數共______位 

              日期: _____________ 

 

家長所填的報名資料只作統計人數及場地安排之用，並不代表已預留座

位參加第一場或第二場講座，敬請留意。 

 

家長所填的報名資料只作統計人數及場地安排之用，並不

代表已預留座位參加第一場或第二場講座，敬請留意。 

 

https://forms.gle/DjZ3feLsjMT3fNjJA


 

前往方法： 
   
 

   九龍禮賢學校  
地址：九龍又一村石竹路 2A 

電話：23806011/23803936 
  

啟基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