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信 幼 稚 園  Tak Sun Private Kindergarten 

2019-2020 學年入學申請須知 (插班) 

 

（一）一般資料 

 在填寫 / 遞交入學申請表前必須詳閱本內文的細則。 

 在填寫申請表時必須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並以中文正楷書寫（外籍人士除外）。 

 家長 / 監護人有責任詳實和真確地填妥申請表格及呈交申請所需的證明文件（詳見 

下列〈第二項：遞交文件〉內容）。如呈交或填報的資料不完整，將有可能導致申 

請延誤，甚至不獲進一步處理以致有關申請被本園取消。 

 所有已繳交之文件及報名費，無論申請獲取錄與否，一概不予退還。 

 家長 / 監護人須保留其申請編號以備覆核時使用；另請保留本入學申請須知，以作 

參考。 

 

（二）遞交文件 

 2019-2020 學年入學申請表 

 申請人出生證明文件副本﹙未能呈交副本者，申請資格將被取消﹚ 

 彩色證件近照 2 張﹙背書學生姓名﹚ 

 領洗紙副本﹙如申請人為天主教徒﹚ 

 2 個回郵信封（4" X 9"）連足夠郵資（1 個信封貼上 $2 及 1 個信封貼上 $3）， 

封面須填寫清楚回郵地址及收件人﹙必須為申請幼兒之姓名﹚。 

 現就讀幼稚園之學童學習歷程檔案副本一份。 

 

（三）截止日期 

  2019 年 4 月 16 日 （面見日期：2019 年 5 月 4 日） 

 

（四）查詢 

  電話：2724 1674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入學申請覆函 

                                                 申請編號：              ﹙園方填寫﹚ 

敬啟者：  

茲收到                     ﹙申請入學者姓名﹚之入學申請表格及有關文件，  

隨函附上接見證（恕未能更改接見日期及時間），請申請者及其父母依時出席。  

 
 

此致  

貴家長  

       德 信 幼 稚 園  

                      2019 年     月     日  

--------------------------------------------------------------------------------------------------------------------------------- 

 

   德信幼稚園 2019–2020 學年接見證         申請編號：              ﹙園方填寫﹚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 女  

   申請班別：* 幼兒班 / 低班 / 高班   ﹙* 請刪去不適用的﹚ 

   接見日期：  2019 年 05 月 04 日 (星期六) 

   接見時間：       午      時      分   ﹙園方填寫﹚ 

     

      相片需蓋有本園校印方為有效 

     ﹙接見時，必須出示此證﹚ 

 

 

 

 

 

 

 

溫馨提示 

-是次面見活動請兩位家長陪同申請者出席。  

-家長須按接見時間提早 20 分鐘到達本園操場報到處領取「申請者姓名」貼紙，   

再前往「等候處」集合。  

-倘若按接見時間遲到 10 分鐘或以上者，將不獲接見。  

-每位申請者只獲一次面見安排，恕未能更改日期及時間。  

 

 

請貼上近照 

照片背面寫

上申請人之

姓名 



德 信 幼 稚 園  Tak Sun Private Kindergarten 

2019-2020 學年入學申請表(下午班插班)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19/2020 School Year  

申請入讀 Applying for Class     低班 K2     高班 K3 

 

﹙一﹚ 學生資料 Applicant’s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請貼上近照 

Recent Photo 

照片背面 

寫上申請人之姓名 

Write applicant’s name on 

the back of the photo 

性別： 

Sex 

 男 M 

 女 F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Date of Birth       Y     M     D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證明書號碼： 

Birth Cert No. 

家中常用語言： 

Spoken language at home 

 廣東話 Cantonese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 

宗教： 

Religion 
住址(中文)：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Home Address (in English) 

 

現就讀班別(如有)： 

Class attending (if any) 

現就讀幼稚園 (如有)： 

Kindergarten currently attending (if any) 

﹙二﹚ 家長資料 Parent’s Information 

 
父親 

Father 

母親 

Mother 

監護人(如有需要，請填此欄) 

Guardian (if applicabl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姓名 (                ) 

關係 (                )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Name (                ) 

Relationship (             ) 

宗教：Religion    

職業：Occupation    

工作機構名稱： 

Name of Company 
   

電話 Telephone 

(辦事處 Office) 

(手提  Mobile) 

   

   

﹙三﹚ 現/曾就讀本幼稚園的兄姊資料 (如適用)   

Information of Siblings attending/ having attended this kindergarten (if applicable) 

姓名   Name 就讀班別 / 畢業年份  Class/ Year of Graduation 

  

  

只供本幼稚園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________________ 



﹙四﹚ 注意事項  Points to Note 

1. 此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處理本幼稚園入學申請之用，被取錄者的表格將保存為學生個 

人檔案之一部分。倘若申請未被接納，所有提交的文件將會被銷毀。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form is solely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for Tak Sun Private Kindergarten 

admission and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student’s record upon successful application. For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s,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will be destroyed. 

 

2. 本人在申請表上所填報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實無訛，並明白若有任何虛報或誤導，申請資格將會   

被取消。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form are true and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I understand 

that provision of any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will lead to disqualification of appl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家長/監護人姓名 

                                                 Name of Parent/ Guardian: 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Guardian: 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園方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學生記錄 Student Record〉 

2019/20 年度入讀下午班 P.M. 低班 K2 / 高班 K3_____； 

2020/21 年度上午班 A.M. / 下午班 P.M.  高班 K3 _____。 

 

面見日期：___________ 時  間：____________    簽  署：________________          

註冊日期： 

放棄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