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申請 2023-2024年度小一候補學位須知 

(一) 派表日期： 2023年 5月 29日(星期一)至 6月 16日(星期五)期間到本校校

務處索取或於本校網頁 www.tycy.edu.hk 內下載小一候補學

位申請表。 

(二) 收表日期： 2023年 6月 12日(星期一)至 6月 16日(星期五)) 

(三) 收表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至中午 12:00；下午 2:00至 4:00 

(四) 報名方法：請在辦公時間內攜同下列文件到本校報名： 

 小一候補學位申請表； 

 小一註冊證影印本； 

 兒童的香港出生證明書（或許可在港居留證明文件）影印本； 

 自行分配學位小一入學申請表家長存根影印本； 

 統一派位選擇學校表家長存根影印本； 

 最近兩年成績表影印本； 

 最近兩年學業以外表現的補充資料。 

(五) 面試詳情： 

 首輪面試 第二輪面試 

日期 2023年 6月 23日(星期五) 2023年 6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30至 4:30 個別通知 

對象 所有申請學生均獲面試機會 初步入選之申請學生及其父母 

形式 個別面見及小組活動 個別面見學生及其父母 
 
備註： 若面試當天遇上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或教育局宣布學校停課，首輪面試將會延期至 2023年 6月

26日(星期一)同一時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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