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簡介 
 

(一) 2022 – 2023 年度初中課程 
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個人、社會及人文」 
其他科目︰綜合科學、普通電腦、基本商業、設計與科技、宗教、中國歷史、音樂、視藝傳意、 
  體育、生活教育 

(二)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收生名額：30 名 

(三) 取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學生的評分項目及比重 Criteria and Weighting 

項目 Criteria 比重 Weighting

教育局成績次第 EDB Rank Order 10% 

學業成績 Academic Performance 30% 

課外活動表現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20% 

操行 Conduct 15% 

面試表現 Interview Performance 15% 

申請人家庭與本校連繫 Relationship with School 10% 

總計 Total 100% 

(四) 申請須知 

1. 申請人可於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期間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經本校網頁 
下載(http://www.tllf.edu.hk)報名表。 

2. 交表日期︰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 
本校校務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a.m. – 5:00p.m. 
  星期六 9:00a.m. – 12:00noon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本校郵寄地址︰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新界屯門新墟新和里十號 

3. 申請者可親臨本校或透過郵寄方式遞交申請表︰ 

 親臨本校遞交，須附以下文件︰ 
− 教育局派發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已填妥及已貼上近照的本校入學報名表格； 
− 小五級(全年)、小六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 出生証明文件及身份證副本； 
− 其他有關活動/服務/獎狀等證明文件副本； 
− 一個已貼上郵票並寫上地址之回郵信封，信封面須清楚寫上學生姓名、地址及 

貼上足夠郵資($2.0)的郵票。 



 
 透過郵寄方式遞交(郵寄遞交表格的截止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須附以下文件︰ 

− 教育局派發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 請確保申請表已包括「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家長存根」三個相聯部分。 
˙ 請檢查「教育局存根」、「學校存根」及「家長存根」的「申請中學」一欄是否

已填上「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已填妥及已貼上近照的本校入學報名表格； 
− 小五級(全年)、小六級(上學期)成績表副本； 
− 出生証明文件及身份證副本； 
− 其他有關活動 / 服務 / 獎狀等證明文件副本； 
− 兩個已貼上郵票並寫上地址之回郵信封，信封面須清楚寫上學生姓名、地址及 

貼上足夠郵資($2.0)的郵票。 
 申請人不需要提交小學推薦信  

4. 面試安排︰ 
所有申請人均獲面試機會，本校之面試日期分別為 2022 年 1 月 20 日(星期四) 及 
1 月 27 日(星期四)，確實面試日期及時間將於遞交申請表格時通知，郵遞申請者將另行通

知，屆時請家長陪同申請者參加面試。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上述安排

或有調整，請密切留意本校網頁資訊。 

5. 2022 年 5 月 4 日通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所有正取學生家長。 

6. 未獲正取的申請人(無論有否參加面試)均需等候至 2022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由貴子弟就

讀的小學通知中一派位結果。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452 2422 向本校查詢。 

7. 教育局規定，申請表一經遞交，申請不可撤回或取消。 

8. 教育局規定，每位小六同學只可向最多兩間中學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 

(五) 個人資料收集 

1. 遞交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於辦理一切與入學申請有關的事宜； 

2. 本校可把收集所得的個人料向政府各決策科/其他部門/教育機構披露，作上述用途； 

3. 申請人必須提供有關的個人資料。倘若所提供的資料不充分，教育局/本校可能無法辦理

與上述申請有關的事宜；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申請人有權查詢

及改正本其個人資料及要求索取該等資料的複本。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522422 與本校聯絡。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面試安排︰__________________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報名表(2022/2023 年度入學) 收表編號︰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國籍︰ 香港身份證號碼︰ 出生地點︰ 年齡︰ 

就讀小學︰(1) 班別︰ 學年︰ 宗教︰ 

(2) 班別︰ 學年︰ 

照片 

監護人姓名︰ 職業︰ 與學生關係︰ 

住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 父親 / 母親 / 監護人 ) 

就讀本校 

的親屬 

(1)姓名︰ 班別︰ 與學生關係︰ 

(2)姓名︰ 班別︰ 與學生關係︰ 

學業成績 

學期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操行等級 遲到 缺席 

五年級上學期        

五年級下學期        

六年級上學期        

課外活動表現(若有參與該項活動，請加號，並附上證明文件副本) 

服務類別 學術活動 

項目 擔任年級 項目 參加級別 成績 

□班長  □朗誦 (粵語 / 普通話 / 英文)  □冠  □亞  □季  □優異

□科長/行長  □科技比賽  □冠  □亞  □季  □優異

□領袖生/風紀  □英文公開試   

□圖書館領袖生  □閱讀計劃   

□其他(請列明)  □其他(請列明)   

     

體育活動 藝術活動 

項目 最佳成績 項目 級數 成績 

□籃球 □排球 □足球 □校隊 □區隊 □冠  □亞  □季 □鋼琴  □冠  □亞  □季  □優異

□羽毛球 □乒乓球 □校隊 □區隊 □冠  □亞  □季 □舞蹈(列寫種類)  □冠  □亞  □季  □優異

□游泳 □校隊 □區隊 □冠  □亞  □季 □合唱團  □冠  □亞  □季  □優異

□跆拳道 □空手道 □校隊 □區隊 □冠  □亞  □季 □繪畫  □冠  □亞  □季  □優異

□其他(請列明) □校隊 □區隊 □冠  □亞  □季 □其他(請列明)  □冠  □亞  □季  □優異

      

      

本人證實以上提供的各項資料及文件正確無誤。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