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升中講座
及
2020 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章程
本校參加 2020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名額共 41 個(升中選校編號: 341)。除中國語文、通識、文
學、中史、普通話、視覺藝術、音樂、設計與科技及體育外，其他科目皆以英語授課。
能獲派入讀本校的學生均以第一志願為主，以本校為第三志願而入選的機會極微。為提高入讀機
率，學生宜於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中均以本校為第一志願。
加深認識
本校

升中講座




費用全免，不須報名

日期: 2019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講座於本校禮堂舉行
時間: 晚上 7:00 時至 8:00 時
程序: 6:45 – 7:00 ~ 接待
7:00 – 8:00 ~ 講座及家長答問(鍾佛成校長及本校老師)

2020 年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章程
申請程序

相關資料及說明

索取申請表 1. 索取申請表日期:
(2019 年 12 月 10 日)升中講座完畢後，至遞交申請表日期結束
(2020 年 01 月 16 日)。
2. 索取申請表方法:
請親臨本校，或於本校網頁下載申請表(按此)。
3. 校務處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 時至下午 4:30 分；
星期六: 上午 9:00 時至中午 12:00 時；
申請資格
及
甄選準則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1. 小五及小六成績優良，中英數成績至少一科達 A(或九十分)，其餘科目達 B 級
或以上；操行表現達 B+級或以上；課外活動表現出色。
2. 甄選準則:

a. 學生成績(校內成績及教育局成績次第)
b. 操行
c. 課外活動表現
d. 面試
遞交申請表 1. 遞交申請表日期及時間:

40%
20%
20%
20%

日期: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包括首尾兩日)。
時間:上午 9:00 時至下午 12:30 分及下午 1:30 分至 4:30 分(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時至下午 12:00 正(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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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試

請按下列次序排列各項文件, 及用釘書機釘妥, 然後親自交回校務處:


已填妥之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已填妥之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小五上下學期成績表副本, 及小六上學期成績副本；



所有填報的獎項、活動等証書副本；



貼足$2.0 郵票的回郵長信封 2 個。（信封面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地址）

3.

申請表一經遞交，不可撤回或取消。

4.

備註：


所有副本必須為 A4 紙張尺寸，宜用雙面影印；



遞交申請表時，請帶同所有証明文件正本(包括成績表及身份証)，以供核
對之用；



按教育局通告，每名學生只可向不多於兩所列載於<申請中一自行分配學
位手冊>內中學申請自行分配學位；



教育局「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上必須載有本校的學校編號、名稱及
蓋印，申請方為有效。請家長妥為保存「家長存根」， 以作日後憑證。



無須呈交任何推薦信；



後𥙷文件最遲於 2020 年 2 月 20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面試時間:
面試形式:
面談內容:

2020 年 2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 1:30 時至 5:00 時(分批進行)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15 至 20 分鐘
個人面談及小組討論
中英語文能力、時事常識、品行社交各方面表現

面試須知：
a. 申請人會於面試前兩星期獲發信通知當日安排。

備註

b.

所有符合申請資格的學生均獲邀參加面試。

c.

面試不設𥙷考。但申請人可以書面向本校解釋缺席原因；本校或會因應申請人
的情況而豁免面試環節。

d.

面試當日如遇有熱帶氣旋(8 號或以上)或暴雨警告(紅色/黑色)，而天文台於當
日上午 6:00 前仍未取消惡劣天氣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佈停課，當日面試會
順延至後備日2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按原定時間舉行。

a. 本校評審委員會將綜合申請人各方面的表現進行處理；亦遵照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指引行事。
b. 請家長提供有效電郵及正確的聯絡地址。
c. 成功獲本校納入為自行分配正取名單者，將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透過書面、
電話及電郵(下午 5:00 前)通知(不包括備取及落選學生，亦並非正式的派位結果)；
家長無須致電本校查詢。
d. 結果將隨統一派位一併公佈(7/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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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Application for Secondary 1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2020)
Welcome to our admission pag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applying to our school.
F.1 students are admitted through Feeder System, Central Allocation and by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EDB Secondary School Place Allocation (SSPA) System. Starting from 2020, applicant for Secondary 1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must attend an interview for admission.
A. Admission Procedures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s
1. Distribution of Application Forms:
Applicants may obtain Application Form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by:
a) coming in person to the school during office hours
from 10 December, 2019 (after the S1 admission talk) to 16 January, 2020; or
b) downloading the Application Form (PDF)
(Please use white A4 paper)
2. To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lease return the following IN PERSON to the School General
Office during the time 9:00 am - 12:30 pm and 1:30 pm - 4:30 pm(Mon-Fri); 9:00 am - 12:00 nn(Sat) from
2 to 16 January, 2020, both dates inclusive.
a)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S1 Discretionary Place issu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b) the completed School Application Form;
c) two stamped ($2.0) self-addressed envelopes (4” x 9”);
d) photocopies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 P.5 to P.6 school report cards (P.5 – both first term and second term; P.6 – only first term).
- certificate of awards stat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f you are not issued with the P.6 First Term report card in mid-January, you can submit the copy of
the report card in person on or before 10th February, 2020 (by 4:00 pm).
There is NO NEE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of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certificates of
award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r services which have been shown in the school report cards.
* Opening time of School Office:
Monday to Friday: 9:00 am - 4:30 pm
Saturday: 9:00 am - 12:00 pm
Sunday & public holidays: Closed
B. Criteria & Weighting
a.
b.
c.
d.

Academic Performance (P.5 & P.6 school reports & ranking by EDB)
Conduct
Award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 Services to Community
Interview

40%
20%
20%
20%

The Results will be released on 7 July, 2020 (Tuesday) through the Educ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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