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日期：             (   )  

                           中華基督教會            約見日期：                      

                    柴灣堂幼兒園        約見時間：                    

                                        註冊日期：                        

                                  2018-2019 年度            註冊時間：                   

                   申請表格            入學日期：                   
                          編   號：全日班             

申請之兒童 

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投考組別：預備班幼兒班低班高班  

                                            

出生地點：         籍貫：        出世紙號碼：                

住址：                                     電話：               

曾就讀之幼兒園名稱：                       從何處認識本園：                     

家長/監護人 

 

姓名：                 (父親) 

關係：                           

身分證號碼：                

年齡：                      

職業：                        

機構名稱：                  

辦事處地址：                

                            

電話：                      

宗教：                       

 

                 (母親) 

                        

                        

                        

                               

                        

                        

                        

                          

                           

 

                (監護人)          

                           

                            

                            

                           

                        

                         

                         

                          

                         

請將申請表格連同幼兒出世紙副本、針紙副本、2張近照、2個回郵信封(寫上地址及貼上足夠郵票) 

 

請注意：由 2018年 1 月 1日起調高主要郵費，其中本地 30克或以下的信件會由 1.7 元調高至 2 元。 

 

報名費$30 於 2017年 10月 3日起交到本園          查詢電話： 2896 5533 



                                    
                                                       報名日期：             (   )  

                           中華基督教會          約見日期：                      

                    柴灣堂幼兒園      約見時間：                    

                                      註冊日期：                        

                                 2018-2019 年度             註冊時間：                    

                   申請表格          入學日期：                   
                           編  號：  上午班            

申請之兒童 

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投考組別：預備班幼兒班低班高班  

                                            

出生地點：         籍貫：        出世紙號碼：                

住址：                                     電話：               

曾就讀之幼兒園名稱：                       從何處認識本園：                     

家長/監護人 

 

姓名：                 (父親) 

關係：                           

身分證號碼：                

年齡：                      

職業：                        

機構名稱：                  

辦事處地址：                

                            

電話：                      

宗教：                       

 

                 (母親) 

                        

                        

                        

                               

                        

                        

                        

                          

                           

 

                (監護人)          

                           

                            

                            

                           

                        

                         

                         

                          

                         

  請將申請表格連同幼兒出世紙副本、針紙副本、2張近照、2個回郵信封(寫上地址及貼上足夠郵票) 

 

請注意：由 2018年 1 月 1日起調高主要郵費，其中本地 30克或以下的信件會由 1.7 元調高至 2 元。 

 

報名費$30 於 2017年 10月 3日起交到本園          查詢電話： 2896 5533 

 



                                    
                                                       報名日期：             (   )  

                           中華基督教會          約見日期：                      

                    柴灣堂幼兒園      約見時間：                    

                                       註冊日期：                        

                                 2018-2019 年度             註冊時間：                    

                   申請表格          入學日期：                  
                            編   號：  下午班           

申請之兒童 

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日期：               投考組別：預備班幼兒班低班高班  

                                            

出生地點：         籍貫：        出世紙號碼：                

住址：                                     電話：               

曾就讀之幼兒園名稱：                       從何處認識本園：                     

家長/監護人 

 

姓名：                 (父親) 

關係：                           

身分證號碼：                

年齡：                      

職業：                        

機構名稱：                  

辦事處地址：                

                            

電話：                      

宗教：                       

 

                 (母親) 

                        

                        

                        

                               

                        

                        

                        

                          

                           

 

              (監護人)          

                           

                            

                            

                           

                        

                         

                         

                          

                         

  請將申請表格連同幼兒出世紙副本、針紙副本、2張近照、2個回郵信封(寫上地址及貼上足夠郵票) 

 

請注意：由 2018年 1 月 1日起調高主要郵費，其中本地 30克或以下的信件會由 1.7 元調高至 2 元。 

 

報名費$30 於 2017年 10月 3日起交到本園          查詢電話： 2896 5533 

    



                                    

                                         Date of Application：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Date of Interview  ：                         

                    Chai Wan Church Day Nursery    Time of Interview ：                             

                                     Date of Registration：                    

                                              Time of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Form     Date of Admittance：                       
                                      No.：                     

Applicant 

Name：                   Sex：         Age：        

Date of Birth ：               Group：N1  K1  K2  K3  

                                                  Full Day   A.M.   P.M. 

Place of Birth：         Nationality：        No. of Birth Certificate：                

Address：                                             Tel：               

Name of the previous school：                                                  

Parents/Guardian 

 

Name：                (Father) 

Relationship：                           

I.D. No.：                     

Age：                        

Occupation：                        

Name of Company：                  

Address of Office：                

                             

Tel：                         

Religion：                       

 

                (Mother) 

                        

                        

                        

                               

                        

                        

                        

                          

                           

 

               (Guardian)          

                           

                            

                            

                           

                        

                         

                         

                          

                         

Effective Date：The Application Date starts from 3/10/2017. 

Please attach the copies of Birth Certificate, Immunization  Record , 2 recent photos, 

2 envelops, stamp fee $1.70     

Please note：Local letters weighing 30 grams or less will be adjusted from $1.70 to $2 

from January 1, 2018.     application fee $30        Tel: 2896 5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