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址：天水圍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二樓
Address: 2/F.,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Tin Yuet Estate, Tin Shui Wai, N.T.
電話：2445 2320
傳真：2445 2606
電郵：kindergarten@ymca.org.hk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
Chinese Y.M.C.A. Kindergarten

2021 / 22 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21 / 22 School Year

填表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籍
貫
Nationalitity
住
址
Address
手提電話
Mobile Tel. No.
宗
教
Religion
電郵地址
E-mail

Ref. No.
性別
Sex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y

省Province

相 片
Photo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縣Country

住宅電話
Home Tel. No.
所屬教會
Church
(請用正階填寫)
( Block Letter )

家長資料
父
Parent Particulars
Father
姓名
Name
職業
Occupation
公司名稱
辦
Name
事
電話
處
Tel. No.
家庭狀況
兄Elder brother_____人
Family status
曾在本機構就讀之兄 / 姐姓名
Brother or sister who previously studied in YMCA

現在本機構就讀之兄 / 姐姓名
Brother or sister who currently studied in YMCA

母
Mother

姐Elder sister____人 弟Younger brother____人

_______________ 2. 青幼 / 青小 / 青中

_______________

1. 青幼 / 青小 / 青中

_______________ 2. 青幼 / 青小 / 青中

_______________

全日制 Full-day

備註 Remarks (由校方填寫)
面試日期：

4-5歲 (低級班) K2

□ 出世紙
點存人：
□ 針卡
________
□ 相片1張
□ 信封2個
□ 父母工作證明
(全日班適用)

5-6歲 (高級班) K3

報名費金額：$40

上午班
a.m. class

3-4歲 (幼兒班) K1

備註：

妹Younger sister_____人

1.青幼 / 青小 / 青中

現欲申請 Class apply (可以以1-2數字填寫，1為首選，如不考慮其他學制，只填
寫「1」，但如該學制滿額，校方則不會安排其他學制，當作落選論)

半日制 Half-day

監護人
Patron

全日班
Full day class

申請入讀日期：_______________

取錄日期：______________
繳費限期：______________
取錄為：________________
註冊費金額：半$970 / 全$1570

收據編號：_________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會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你的個人資料的準確
性及安全性。你的個人資料會用作入學報名、入讀本校及聯絡之用途。如有查詢，請致電2445 2320與本會聯絡。
(KRG-01 20180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
Chinese Y.M.C.A Kindergarten
申請入學須知

索取入學申請表格方法
1. 於本幼稚園網頁下載
2. 親臨本校索取

http://tswcymca.edu.hk

遞交申請表格
1. 派表日期：即日起
2. 遞交表格時間：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學校網頁二維碼

上午8:30至11:30 或 下午1:00至5:00
(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9:00至下午12:30

辦理入學申請
1. 遞交有關文件：
~ 2021-22 入學申請表

~ 出生證明書或擁有居港權證明文件副本及針咭副本，並需出示有關文件正本，以供查閱
(備註：如郵寄申請表至本校，則需於面試當天核對有關正本文件)
~ 兒童證件相片一張
~ 3個約 9吋Ｘ4吋 貼上港幣$2 郵票之回郵信封 (請以正楷填上閣下地址及學生姓名)
2. 繳交以下費用：
~ 報名費40元
親臨報名：報名費屆時以現金或支票方式，連同此報名表一同繳交
郵遞報名：請將劃線支票連同報名表一同郵寄 (支票背面須以正楷寫上申請人姓名)
支票抬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

查詢
1.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445 2320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Chinese Y.M.C.A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on Admission
Collection of Application Forms

1. Download from school website
2. Obtain from school in person

http://tswcymca.edu.hk

Distribution Period

Website QR code

1. Date: From now on
2. Time: 8:30am to 11:30am
and 1:00pm to 5:00 pm (Mondays to Fridays)
9:00am to 12:30 pm (Saturdays)
Return of Application Forms
1. Please return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
~
~
~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21/22 School Year
Birth Certification and Immunisation record
(2' inches)
ID Photo x 1
Envelopes with stamps
x 3
(please write down the address and

the student name in Block Letter)

2. Payment

~ Application fee: $40
Obtain from school on person: to be collect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by cash or cheque
By post: to be collect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by cheque only (Back side of the cheque should
contain applicant's name)

Cheque issued to: Chinese Y.M.C.A. Kindergarten

Enquiry
Telephone no. : 2445 2320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
Chinese Y.M.C.A. Kindergarten

學校專用
學生編號：

學生姓名：

(一) 家長對學校認識方面
1. 得知本幼稚園資訊是
 親 / 朋介紹

 宣傳單張

 兄 / 姊曾就讀本校

 附設小學及中學

 認同及欣賞本校的辦學理念

 其它：

 辦學機構(YMCA)

 一條龍(青小、青中)

 教職員態度

 本幼稚園課程設計

 附設親職講座

 對學生及家長的支援

2. 家長欣賞本幼稚園哪方面

(二) 幼兒日常生活習慣
1. 日常由誰人照顧小朋友及所用的語言
 媽媽

 爸爸

 廣東話

 祖父／母 或 外祖父／母
 普通話

 傭人

 英語

 其他：
 其他：

2. 幼兒的飲食習慣 (請選擇一項)
進食情況：  自行用匙羮進食

 需要成人餵食

飲水情況：  自行拿杯子飲水

 需要以吸吮方式飲水

 不飲水

 仍然食流質食物

(原因：

)

偏食的食物：(如沒有偏食的習慣則不用填寫)
 飯、麵、麵包

 奶類製品(牛奶、芝士等)

 肉類

 蔬菜

 水果

 其他：
3. 幼兒的自理能力
 能穿／脫鞋子

 協助下能洗手／脫衣服

 用杯飲水

 用匙羹進食

 懂得表示如廁需要

 在提示下自行如廁

 會收拾玩具

 喜歡獨自玩耍

 會願意與人分享玩具

 在成人引導下會願意輪候

 時常心境開朗

 容易忘記不快的事

 願意接受新事物

4. 幼兒的情意和社群發展

5. 家長日常與幼兒的親子活動
( 請按日常與幼兒最常做的事，以數字 1-7 順序填 寫在括號內，以 1 為代表最經常的活動， 7 為代表最少 )

( ) 圖書館／閱讀圖書／說故事

( ) 逛商場／商店

( ) 展覽館(如：科學館、大空館等)( ) 郊遊

( ) 到遊樂場
( ) 主題公園

( ) 多媒體學習：(請P出用過的用品)
 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

 家用電腦

 DVD／電視

*其他補充說明(如有)：
(KRG-02 201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