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MOUNT SECONDARY SCHOOL

瑪利曼中學
Application Form for Secondary 1 Discretionary Places
中 一 自 行 分 配 學 位 申 請 表

Affix a
Recent Photograph
請貼上近照

Student Reference No. :
Name of Student :
學生姓名

(in English 英文名) *

(in Chinese 中文名) *

* as shown on ID Card or Birth Certificate 以身份証或出世紙為準

Other Names (aliases) :
其他姓名

Home Tel. No. :
住址電話

Address : (in English)
住址
英文

(in Chinese)
中文

Age :
年歲

Date of Birth :
出生日期

Date 日/ Month 月/ Year 年

Religion :
Place of Birth :
出生地點

宗教

Present School :
目前就讀學校
From :
由
Type of School :
學校類別

(Year 年)

to
至

(Year 年)

in classes
班別

to
至

* Chinese / English
中文 / 英文

Mother / Sister(s) at MSS : Name :
母親/姊妹就讀本校
姓名

Year :
年份

Class :
班別

Name of Father :
父親姓名

(in English 英文) *

(in Chinese 中文) *

* as shown on ID Card 以身份証為準

Occupation :
職業

Religion :
宗教

Name of Firm :
公司名稱
Address of Firm :
公司地址

Tel. No. of Firm :
公司電話

Name of Mother :
母親姓名

Mobile Phone No. :
手提電話

(in English 英文) *

(in Chinese 中文) *

* as shown on ID Card 以身份証為準

Occupation :
職業

Religion :
宗教

Name of Firm :
公司名稱
Address of Firm :
公司地址
Tel. No. of Firm :
公司電話

Mobile Phone No. :
手提電話

Please complete this section if the student’s guardian is neither her father nor her mother.
如學生監護人並非其父母，請填寫此欄。
Name of Guardian :
監護人姓名

(in English 英文) *

(in Chinese 中文) *

* as shown on ID Card 以身份証為準

Occupation :
職業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 :
與學生關係

Name of Firm :
公司名稱
Address of Firm :
公司地址
Tel. No. of Firm :
公司電話

Home Phone No. :
住址電話

Mobile Phone No. :
手提電話

Academic Performance 學業成績
Average Grades
平均成績
P. 5
小學五年級 (下學期)
P. 6
小學六年級 (上學期)

Chinese
中文科

English
英文科

Mathematics
數學科

Conduct
操行

Other Achievements 其他表現
Please attach copies of certificates/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following achievements.
請附證書副本或其他有關證明。
Awards
獎項
(Please specify issuing organization and year.)
(請註明頒發機構及年份)
Voluntary Service
義務工作
(Please specify issuing organization and year.)
(請註明頒發機構及年份)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課外活動

Others
其他

My daughter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Secondary One Discretionary Place for the year 2020 – 2021.
本人謹此為女兒申請貴校之 2020-2021「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Signature of Parent 家長簽署

Father / Mother / Guardian
父親/母親/監護人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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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