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for a Discretionary Place in Secondary 1
中一入學申請表 (自行分配學位)
( # Please put “”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 are optional items)

(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可選擇性填寫)

Student’s Particulars 學生資料
A. Name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英文

（Chinese）中文

Photo
相片

B. Home Address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No.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 Student Mobile 學生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
C.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_____/_____/

(D 日/M 月/Y 年)

I.D. Card No.身份證號碼

Place of Birth 出生地點

Age 年齡_____

Nationality 國籍______ Native Place 籍貫______ Gender 性別_____

D. Previous School 原肆業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ass 班別____________
E.#  本地學童

/

(Local Student)



非本地學童及持有擔保書學童（包括但不限於旅遊證件蓋有「學生簽證」、「有逗留條件」等）

(Non-local Student, such as “Student Visa”, “Limit of stay”, etc.)

F.# Spoken Language at Home 家中主要常用語言 (Choose one only 只選一項)：

 Chinese

中文

/

 English

英文

/

 Others

G. Mother’s Full Name 母親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ther’s Full Name 父親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Occupation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 No.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 No.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es the student live with both parents 是否與父母同住：Yes 是

 / No

否



If no, please indicate who the student lives with 若「否」請註明與誰同住：
H. @Number of sibling(s) in our school 本校就讀兄弟姊妹數目___________
@Name of sibling(s), relationship and class attending in our school 本校就讀兄弟姊妹姓名、與申請人關係及現
讀年級
I. Participatio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f any 參與之課外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家長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

============================================================================== ===============================

學校政策聲明 Policy Statements
1. 本校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 閣下之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安全性。 閣下有權查閱或更
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請致電 2706 6969 與本校校務處職員聯絡。
The school will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ensure that personal data kept are
accurate and secured. You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and amend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our general office staff at 2706 6969.
2. 申請者純屬自願提供其個人資料。倘若 閣下不提供所要求的資料，本校可能無法處理 閣下的入學申請。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data in this form is voluntary. If you do not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we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3. 申請表及所有附件上的資料只作是次入學遴選用途，遴選完成後將會被銷毀，恕不歸還。
All information submitt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other attachments will be used only for admission purposes. They will be
destroyed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admission process, and will not be returned.
4. 只有本校授權人士方可查閱及使用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
Only authorized personal can access and use the data provided.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2 號
電話 Tel：2706 6969
傳真 Fax：2706 9906

2, Kan Hok Lane,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電郵 Email：enquiry@mkqc.edu.hk
網址 Website：www.mkqc.edu.hk

Application for a Discretionary Place in Secondary 1
中一入學申請表 (自行分配學位)
2022 – 2023 年度
學費減免計劃申請
簡介
學費減免計劃
校內設有學費減免計劃，供家境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學費支援。 申請資格乃參考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所訂立家庭經
濟條件為主要考慮因素 *，凡在本校就讀中一至中六學生均可申請，計劃因應學生的家庭經濟環境進行批核。
申請手續
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
學生/家長可向班主任、或直接到校務處索取申請表格。
填妥申請表格連同以下文件遞交班主任：
1.
2.
3.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批核之減免資格証明: 資格證明書副本／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副本，或
社會福利署所發出的相關綜合援助的資格証明文件副本，或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

資格評估方法
本校參考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的資料後，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進行入息審查，以評定申請人的資助資格及
幅度。「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採用的算式如下：
家庭全年總收入
調整後家庭收入=
家庭成員人數 + (1)
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收入的 30%，以及親友給予
的津助。
家庭成員通常是指申請人、申請人的配偶、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以及由申請人及／或其配偶供養的父母
二至三人的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的 (+1) 將會增加至 (+2)。
資助幅度
下表詳列 2022/23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的資助幅度，以供參考。
請注意「調整後家庭收入」並不是家庭每月的平均收入。
2022/23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下數值介乎 (只供參考用)

資助幅度

0 至 42,559

全額

42,560 至 82,295

半額

超過 82,295

不合資格（申請不成功）





2022/23 學年 3 人家庭和 4 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港幣 51,523 元 和 47,402 元。就
2 人和 3 人單親家庭而言，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 3 人和 4 人家庭，以決定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
及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
凡接受社會綜合援助計劃家庭之子女將豁免全年學費。
本校將根據申請家庭的實際需要，確定最後審批金額。

2022-2023 年度學費:
中一至中六:$10,300(全年)(中一至中五分 10 期繳交$1,030X10 期；中六分 6 期繳交：$1,710 X5 期+$1750 X1 期)
歡迎致電 2706 6969 或電郵 enquiry@mkqc.edu.hk 與學校發展部葉浚昇首席主任／會計部覃小姐查詢。
====================================================================================================================

入學申請須知 General Information
1. 申請人須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最近三年成績表副本、身分證副本及相片，交回或寄回本校校務處，本校將盡快通知申
請人面試。
Hand in or mail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with a copy of report cards for past three years, a copy of HKID card
and one photo to school office. An interview will be arranged.
2. 申請人須家長陪同面試。
Applicant must accompanied by his/her parents during interview.
3. 報名時間為 General Information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Mon-Fri:9:00am-5:00pm
Sat:9:00am-1:00pm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2 號
電話 Tel：2706 6969
傳真 Fax：2706 9906

2, Kan Hok Lane,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電郵 Email：enquiry@mkqc.edu.hk
網址 Website：www.mkq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