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編號︰_____________

基 督 教 香 港 崇 真 會 安 康 幼 兒 學 校 (順 寧 道 )
Ts u ng Ts i n M i s s i o n o f H o ng K o ng O n H o ng N u r s e r y S c ho ol ( S h u n N i ng R o a d)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

2022/23 年度幼兒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22/23 School Year
一. 幼兒資料

Applicant's Particula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證明書號碼：
Birth Certificate No.

性別：
Sex
宗教信仰：
Religion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申請班級：
Applying for Class

住址：
Home Address
電話：
Telephone No.
主要照顧者：
Main Caregiver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家中常用語言：
Spoken language at home

二. 家庭成員資料
姓名
Name

相片
Photo

 預備班 PN
 低班 K2

 幼兒班 K1
 高班 K3

Family Member's Particulars
與幼兒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父親 Father
母親 Mother

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職業
Occupation

日間聯絡電話
Daytime Contact
Telephone No.

三. 其他聯絡人資料 (如適用) Other Contact Person (If applicable)
姓名
Name

與幼兒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日間聯絡電話
Daytime Contact Telephone No.

四.其他資料 Other Contact Person
家長選擇本校原因：
Reason for choosing our school
填表人姓名
Name of Parent/Guardi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簽名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Point to Note:
此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處理幼兒學校入學申請之用。根據個人資料 (私穩) 條例規定，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更
正及更新其個人資料。如有查詢，請與學校聯絡。
Personal data in this form is provided for processing application for nursery school ad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pplicant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correct and update their own personal data. Please approach the
nursery school for any e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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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入學申請表備忘
Notes on Submitting Application Form
1. 家長必須親臨學校遞交申請表。請帶同(i) 行政費 $40；(ii) 兒童出生證明書副本；(iii) 免疫接種紀錄(針卡)
副本 (正、背面)；(iv) 相片一張 (貼在報名表上)；及 (v) 貼上$2.0 郵票之回郵信封四個。
Parents must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school in person with (i) an administrative fee of $40; (ii) a copy of
child's birth certificate; (iii) a copy of immunization record (injection card including page with the child’s name) ;
(iv) a photo (adhered to application form); and (v) 4 self-addressed envelopes with $2.0 stamp attached
respectively.
2. 支票抬頭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康幼兒學校(順寧道)」
，所繳交之費用，不論取錄與否，概不退回。
Please make cheque payable to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On Hong Nursery School (Shun Ning Road)”.
Paid fee will not be refund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3. 學校將按各級學額空缺情況安排約見，稍後將透過信件通知獲安排面試的申請人。
The School will arrange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vacancies of each grade. Eligible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ed for
interview via mail.
4. 若學校未能於 2022/23 年度為貴子女安排學位，本表格將於 2023 年 7 月銷毀。注意：所交表格及文件恕不
獲發還。
If the School cannot provide placement for the applicant during 2022/23 school year, all the documents related to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destroyed by July 2023. Please note: ALL forms and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t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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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
2022/23 學年幼兒學校收生程序
本機構屬下各幼兒教育單位，本著公平、公開及公正原則，安排收生機制及程序，為合資格的幼兒提
供優質幼稚園教育。
甲. 索取入學申請表


家長可於學校網頁下載入學申請表格或親臨學校索取相關表格。

乙. 遞交入學申請


家長必須親自向申請報讀的學校遞交入學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包括：兒童出生證明書副本、
免疫接種紀錄 (針咭) 副本 (需底面影印)、幼兒相片一張 (貼在報名表上)、貼上足夠郵票之
回郵信封四個及行政費四十元] 。學校恕不接受以郵遞、傳真、電郵遞交入學申請 (所交表
格、文件及行政費將不獲發還)。



遞交報名表及入學申請資料的日期及時間：
收表日期：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8 日 (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除外)
收表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丙. 約見安排


學校將面見所有於指定日期內成功遞交整全入學申請資料的幼兒及其家長；



學校確認入學申請資料完整後，將以郵遞方式通知家長約見詳情，約見日期一般在 10 月份
至 11 月份。



面見安排旨在觀察幼兒的能力及表現，並透過面談了解家長對學校及幼兒教育的期望。



家長如有需要，可向學校申請傳譯或翻譯服務。

丁. 通知學位申請結果及註冊安排


學校將以郵遞方式通知所有曾出席面見之幼兒家長相關的申請結果；



獲取錄之幼兒必須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入學手續並提交「2022-23 註冊證」正本和繳交註冊費，
註冊費可於首月學費扣回(幼兒班、低班及高班註冊費為$1000，預備班註冊費為$1570)，逾
期者作放棄學位論；



有關 2022/23 學年之幼兒班(K1)統一註冊日期，尚待教育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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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若在統一註冊日後仍然有學位空缺，將按次序通知備取生於指定日期到校辦理註冊手
續；



若家長於註冊後決定為子女轉校，並要求取回已提交之「2022/23 註冊証」
，即作放棄學位論，
家長所繳之註冊費將不獲退還。

戊. 收生準則
本機構的收生準則如下：


家長認同本機構的辦學宗旨及教育目標；



幼兒足齡入學；



幼兒於約見時的表現；



幼兒的兄弟姊妹為學校的在讀生；



幼兒具長全日教育需要。

己. 相關網頁連結
教育局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kindergarten-k1-admission-arrange
ments/index-2.html

*

家長若對收生安排有任何疑問，歡迎透過電郵或電話向申請入讀之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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