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道中學 

LOCK TAO SECONDARY SCHOOL 

插班學位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Supplementary Places 

申請入讀班級 

Class applied for 

□ 中一 Secondary 1      □ 中二 Secondary 2      □ 中三 Secondary 3 

□ 中四 Secondary 4      □ 中五 Secondary 5      □ 中六 Secondary 6 

 

A. 學生資料 Student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                         )  

 英文 in English 中文 in Chinese 

性別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Gender   □ 男 M   □ 女 F  HKID / Passport No.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出生地點 

Date of Birth        dd /       mm /          yyyy Place of Birth   

如非在港出生，請填寫到港日期             日              月                  年 

Date of Arrival in Hong Kong                 dd /            mm /               yyyy 

住址 

Address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No.  

種族  

Ethnicity     □ 華人 Chinese   □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家中使用語言  

Spoken Language at Home    □ 華語 Chinese   □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曾就讀學校  年級 

School last attended    Class Level    

申請本校原因 

Reasons for application      

B. 最近 2年考試成績 Examination Results in the Recent 2 Years 

年級 

Class Level 

中文 

Chinese Language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數學 

Mathematics 

操行 

Conduct 

     

     

 

C. 課外活動或獎項資料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r Awards 

活動或比賽名稱 

Name of Activities or Competitions 

獲頒授之成績 / 獎項 

Results / Awards 

年份 

Year 

   

   

   

   

 

 

 

相片 

Photo 

校方專用 For office use only 

收表日期： 

申請入讀年度：20    / 20 



D. 家庭背景 Family Background 

 父親 Father  母親 Mother  監護人 Guardian  

姓名 

Name 
   

Relationship 

與學生之關係 
   

聯絡電話 

Contact Telephone No. 
   

職業 

Occupation  
   

與學生同住 

Resides with the 

student  

□ 是 Yes 

□ 否 No 

若否，請填寫住址 

If No, please fill in the address 

                           

                           

                           
 

□ 是 Yes 

□ 否 No 

若否，請填寫住址 

If No, please fill in the address 

                           

                           

                           

□ 是 Yes 

□ 否 No 

若否，請填寫住址 

If No, please fill in the address 

                           

                           

                           

 

曾就讀或現就讀本校之兄弟姊妹姓名 Names of sibling who are studying / have studied in our school 

姓名 班級 年份 

Name   Class   Year    

姓名 班級 年份 

Name   Class   Year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日期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Date     

 

需呈交資料文件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 本申請表 This application form  □ 最近 2年成績表副本 Photocopies of report cards of the recent 2 years 

□ 香港身份證副本 Photocopy of HKID  □ 相關之證書及獎狀副本 Photocopies of relevant certificates and awards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1. 你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本校處理入學申請。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倘若所提供的資料不充份，本校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The personal data you have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for the purpose of sel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supplementary place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voluntary. However,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and correct information, the school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索閱和修訂已提供的資料。如有查詢，請與學校聯絡。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and correct the data supplied.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 

if necessary. 

     

由校方填寫 For office use only 

筆試 面試 

日期： 日期及時間： 

成績：           (中)           (英)           (數) 表現： 

 

 

面試老師姓名：  面試老師簽署：  日期：   

□ 在任何與本人作為面試老師的職責產生或可能產生衝突的事宜中，本人並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金錢上的或其他個人利害關係。 

□ 在任何與本人作為面試老師的職責產生或可能產生衝突的事宜中，並沒有本人的親屬或私交友好的子女參加是次入學面試。 

 

申請結果： □ 暫不考慮   □ 不取錄   □ 候補   □ 取錄 (註冊日期：                編入班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