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部：申請人資料 

Part A: Particulars of Applicant’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相片 

     Photo 

＊性別: □男 M  □女 F 

＊Sex 

年齡: 

Age 

 國籍: 

Nationality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        M      D    

＃出生證明書號碼: 

＃Birth Certificate No. 

住址： 

Home Address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手提電話: 

Mobile No. 

宗教: 

Religion 

所屬教會: 

Name of Church 

 

＊申請班級 

＊Applying for Class 

上午班□  下午班□ 

A.M.       P.M. 

□兩歲班    N1       

如何認識本園(請填寫)： 

How did you learn of our school?(Please fill in )： 

＃如使用出生證明書以外的身份證明文件，請註明。 

＃If identity document(s) other than Birth Certificate is used, please specify. 
 
乙部：家長/監護人資料 

Part B: Particulars of Parent/Guardian 

家庭狀況 

Family condition 

是否與父母同住：是 □ 否□       Does the child live with both parents﹕ Yes □  No □ 

若「否」請註明與誰同住 ﹕      If no, Please indicate who the child lives with： 

 姓名 Name 職業 Profession 手提電話 Mobile 

父親 Father    

母親 Mother    

監護人 Guardian    

兄弟姊妹 

Brother & sister 

姓名 Name 年齡 Age 年級 Grade 學校 School 

    

    
 
備註: 填妥表格後請連同幼兒出生證明書正副本、免疫接種記錄卡(針卡)正副本、證件相兩張、回郵信封四個 (已貼郵票$2及寫上 

地址及幼兒姓名)、報名費現金 HK$40。 (親身遞交/郵寄)(郵寄地址:九龍黃大仙上邨倡善樓地下，支票抬頭：基督教恩苗幼兒學校) 

Remarks: Turn-in application with original and copies of child’s Birth Certification and Immunization Record,2 photos, 4  

self-address envelope(The stamped $2 and address written with child’s name),application fare HK$40(In person/By mail). 

         Postal address: Gracefield Christian Nursery School. G/F, Cheong Sin House, Upper Wong Tai Sin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Cheque payable to: Gracefield Christian Nursery School) 
  
學校專用 

For Office  

use 

日期 Date﹕  負責同事 Staff name﹕ 報名費 Application Fee﹕ 

照片 □ 

Photos  

針咭 □ 

Immunization 

Record 

回郵信封 □ 

Return envelopes 

with stamps  

香港出生證明書□ 

HK Birth certificate 

居港證明書 □ 

Certificate of residence  

醫生証明書□ 

Medical certificate  

  

地址/Address:黃大仙上邨倡善樓地下/ G/F, Cheong Sin House, Upper Wong Tai Sin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Tel: 2216 4106                                   傳真/Fax:2216 4107    

綱址/Website: http://www.gracefield.edu.hk            電郵/E-mail:gracefield@biznetvigator.com 

日期                                         家長/監護人姓名 

Date：                                       Parents name：                       

                                             家長/監護人簽署  

Parent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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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之用。申請程序完成後，所有提供資料將被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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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幼兒校聯絡。 
Personal data in this form is provided for processing application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disposed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applicant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correct and 

update their own personal data.  Please approach the kindergarten for any enquiries. 

幼兒中心註冊編號：CCC/785 

新生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只供本幼兒學校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入學幼兒生活概況 

 
我們藉此表格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習慣，並他們的喜好；父母也可藉此機會 

觀察孩子，讓他們一起幫助孩子快樂地成長。 

 

幼兒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中習慣稱呼的名字：                                                           

日常生活中幼兒由誰照顧：                                                         

 

早上起床時間：                    晚上睡覺時間：                     

早餐時間：                  午餐時間：                晚餐時間：                 

是否喜歡進食：                        較不喜歡的食物                             

喜歡的食品及小食：                                                               

日常有什麼活動（如到公園玩、睇電視、玩玩具）： 

                                                                                 

幼兒最喜歡的玩具：                                                                

日常喜歡那類形的玩意（如：跳舞、角式扮演、拋波波、車車排隊等）： 

                                                                                 

喜歡的活動：                                                                     

較不喜歡的活動：                                                                 

 

經常有那些群體活動（如：返教會、幼兒小組、小朋友的聚會、到親友家中玩、公園遊樂等） 

                                                                                 

面對陌生人的反應：                                                               

與年齡相近兒童一起時的反應：                                                     

害怕的東西：                                                                     

家中慣用之語言：（如：粵語、國語、英語）                                          

有什麼特別的習慣：                                                               

其他分享：                                                                       

                                                                                 

                                                                                 
 

 

 

 

 

 

 

 

 



基督教恩苗幼兒學校 

2021/22學年兩歲班(Nl)入學申請注意事項 

 

報讀 2021-2022學年的兩歲班(N1)的兒童，必須於2019年8月或以前出生之兒童(入學時 

需要足兩歲)，並持有香港出生証明書或香港居留權之兒童。 

索取申請表格方法(不設申請表限額): 

1. 於本幼兒學校網頁下載 

2. 親臨本幼兒學校索取 

派發申請表格時段: 

l. 日期: 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至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2.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遞交申請表格(不設限額收取入學申請表): 

l. 日期: 2020年9月14日(星期一)至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2.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3. 遞交方法:親臨/郵寄至本幼兒學校遞交申請表格【須遵同所需文件(1.兒童出生證明  

  書正副本、2.免疫接種記錄(針咭)正副本、3.兒童證件相片兩張、4.回郵信封四個   

  (貼上郵票$2，並填寫地址及兒童之中文姓名)】 

4. 報名費:港幣40元正(於遞交申請表格時一併收取)，無論申請成功與否，報名費概不 

  退還 

 
  收生準則: 

  1. 面試表現 

  2. 申請人的兄弟姊妹現正在本幼稚園就讀獲優先考慮  

  3. 申請入讀上/下午班的兒童，請留意由於學位所限，並非所有申請人均會獲取錄及按 

    其意願入讀上/下午班。 

  面見安排: 

  1. 本幼兒學校會安排面見所有申請入讀幼兒班的兒童 

  2. 面見於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進行，本幼兒學校會另函通知家長 

  3. 以小組形式及 

  4. 家長須陪同兒童參與面見  

  5. 如需要傳譯/翻譯服務，請致電2216 4106與本幼稚園聯絡  

 
  取錄結果公布: 

  本幼兒學校將於2021年1月15日前以郵遞方式通知家長幼兒班取錄結果。 

非本地兒童(例如持有擔保書的兒童、其父或母是持有學生簽證的兒童等)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許可，才可在香港接受教育，

但不會獲得計劃下的資助。 
 



 

 

 

 

 

 

 

 

          

       查詢電話：2216 4106 陳小姐 

 

 

 

 

 

 

 

 

 

 

 

 

 

 

 

 

 

 

 

 

註冊安排: 

1.  正選生:家長須於2021年1月26日至28日內的指定時間到本幼兒學校辦理註冊手續，並  

 繳交註冊費。 

2.  備取生:本幼兒學校會發信通知，請家長於指定日期到本幼兒學校辦理註冊手續，並  

 須繳交註冊費。 

3.  家長請留意，如未能在指定的註冊日期繳交「註冊費」，本幼兒學校或未能為獲取 

 錄兒童完成註冊手續，因此家長務必於指定日期內註冊。 

4. 2021/22學年的半日班註冊費為港幣970元正。如有關兒童入讀本校，本校會於10月退

回註冊費，但若家長於註冊後決定為子女轉校，請以書面通知本幼兒學校，但註冊

費將不獲退還。本幼兒學校亦不會再為該兒童保留學位。 

 

電郵:gracefield@biznetvigator.com 

後補學位安排： 

1. 若落選之兒童家長仍然有興趣輪侯本幼兒學校學位，可於 2 月 1 日(星期一)後申請後備學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