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 幼稚园 
XXX Kindergarten 

 
202X/2X 学年入学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2X/2X School Year 
 

甲部：申请人资料 
Part A: Applicant’s Particula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性别： 
*Sex  男 M   女 F 

相片 
Photo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家中常用语言： 
Spoken language at 
ho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龄： 

Age  

#出生证明书号码： 
#Birth Certificate No.  出生地点： 

Place of Birth  

住址： 
Home Address  

住宅电话： 
Home Telephone 

手提电话： 
Mobile No. 

电邮地址： 
Email Address 

* 申请班级： 
* Applying for 

Class 

上午班    下午班    全日班 
    A.M.        P.M.     Whole Day 

 幼儿班      低班      高班 
       K1          K2         K3 

# 如使用出生证明书以外的身份证明文件，请注明。 
# If identity document(s) other than Birth Certificate is used, please specify. 

 
乙部：家长/监护人资料  
Part B: Parent/Guardian’s Particula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性别： 

*Sex  男 M   女 F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联络电话： 

Telephone No.  

*与申请人关系： 
*Relationship with 
applicant 

 父 Father 
 母 Mother 
 其他 Others  (请注明 please specify：                                 ) 

 
丙部：现/曾就读本幼稚园的兄弟姊妹资料 (如适用) 
Part C: Particulars of Siblings attending/having attended this Kindergarten (if applicable) 
 姓名 Name : 学年 School Year： 班级 Class : 关系 Relationship : 

1     

2     

3     
 

日期 
Date:                                

家长/监护人姓名 
Name of Parent/Guardian:                                   

 家长/监护人签署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                                

* 请在适当的内加上。 
* Please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es. 
 
注意事项 / Points to Note： 
此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会用作处理幼稚园入学申请之用。申请程序完成后，所有提供资料将被销毁。根据个人资料

（私隐）条例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查阅、更正及更新其个人资料。如有查询，请与幼稚园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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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供本幼稚园填写 
For Official Use Only 
申请编号 
Applicati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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