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 幼稚园 
幼儿班(K1)取录结果通知 

(正选生) 
 
 
敬启者： 
 

现通知申请人       已获取录入读 2023/24 学年幼儿班 (请
注明上午/下午/全日班) 。请家长于 2023 年 X 月 XX 日 (请注明指定时间(如适

用))亲临本幼稚园办理注册手续，届时须缴交「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幼稚

园入学许可书」正本及注册费港币 XXX 元正，以完成注册手续。如家长未能

在上述注册日期提交有效的注册文件，本幼稚园或未能为申请人完成注册手续，

敬请留意。 
 
如有查询请致电 XXXX XXXX 与本幼稚园联络。 

 
XXX 幼稚园启   

                2022 年 X 月 XX 日 
 

 
 

XXX Kindergarten 
Notification for Result on Admission to K1 Classes 

(Successful applicants) 
 

dd mm 2022 
 
To whom it may concern, 
  

We a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pplicant                has 
been admitted to K1 (please specify AM / PM / whole day session) in the 2023/24 
school year.  Parents are requested to register in person at our kindergarten on 
dd/mm/2023 (please specify the time, if applicable).  Please submit the original of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 “Kindergarten Admission Pass” 
and pay the registration fee of $XXX to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if parents cannot submit a valid registration document to the 
kindergarten during the above date, we may not be able to complete registration for the 
applicant.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XXXX XXXX. 
 

     
 XXX Kindergarten



XXX 幼稚园 
幼儿班(K1)取录结果通知 

(备取生) 
 

敬启者： 
 
 谢谢你为贵子女    申请入读本幼稚园 2023/24 学年幼儿

班。贵子女已获列入备取生名单上。如有空缺学位，本幼稚园会联络你。 
 
 如有查询请致电 XXXX XXXX 与本幼稚园联络。 
 
 
 XXX 幼稚园启   
                 2022 年 X 月 XX 日 
 
 
 

XXX Kindergarten 
Notification for Result on Admission to K1 Classes 

(Applicants on the waiting list) 
 

 dd mm 2022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ank you for your application for K1 class for your child for the 2023/24 
school year.  The applicant      has been placed on the waiting 
list.  We will contact you should there be any vacancy.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XXXX XXXX. 

    
 XXX Kindergarten 

  



XXX 幼稚园 
幼儿班(K1)取录结果通知 

(未获取录) 
 
 
敬启者： 
 
  谢谢你为贵子女       申请入读本幼稚园 2023/24
学年幼儿班，由于申请人数众多，本幼稚园未能为所有申请人提供学位，

故很抱歉贵子女未获取录入读本幼稚园 2023/24 学年幼儿班。 
 
 如有查询请致电 XXXX XXXX 与本幼稚园联络。 
 
 XXX 幼稚园启   
                2022 年 X 月 XX 日 
 
 

XXX Kindergarten 
Notification for Result on Admission to K1 Classes 

(Unsuccessful application) 
 

 dd mm 2022 
 
To whom it may concern,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owing to larg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for 
admission to K1 Classes in the 2023/24 school year, we cannot offer your child 
     a K1 place in this kindergarten for the 2023/24 school year.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us at XXXX XXXX. 
    
  
 XXX Kindergarten 


	XXX幼稚园
	2023/24学年幼儿班(K1)入学申请资料
	索取申请表格方法 (不设申请表限额)：
	派发申请表格时段：
	1. 日期：2022年X月X日(星期X)至2022年X月X日(星期X)
	2.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X时至下午X时) ／
	星期六 (上午X时至下午X时)
	递交申请表格 (不设限额收取入学申请表)：
	1. 日期：2022年X月X日(星期X)至2022年X月X日(星期X)
	2.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X时至下午X时) ／
	星期六 (上午X时至下午X时)
	3. 递交方法：亲临／邮寄至本幼稚园递交申请表格 【须连同所需文件(包括身份证明文件)】
	4. 报名费(如适用)：港币XX元正(于递交申请表格时一并收取)，无论申请成功与否，报名费概不退还
	申请「幼稚园入学注册证」
	1. 在幼稚园教育计划（下称「计划」）下，每名可在本港接受教育的儿童只会获发一张注册文件，而所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只可取录持有有效注册文件的儿童。
	2. 家长须于2022年9月至11月期间为其子女向教育局申请「幼稚园入学注册证」(下称「注册证」)。「注册证」会于本年9月开始接受申请，届时教育局会公布申请细则，并会在教育局网页(https://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上载详情。如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已提供全部所需资料及文件，教育局一般可在六至八个星期内完成审核，并以邮递方式发放「注册证」给合资格接受计划资助的申请人。如儿童可于本港接受教育但不合乎资格接受计划资助0F 而未能获发「注册证」，本局会为有关儿童发出...
	收生准则：
	1. 面见表现
	2. 申请人的兄弟姊妹现正在本幼稚园就读获优先考虑
	3. 如申请全日班/长全日班学位，需要这类服务的申请人可获优先考虑
	2. 面见于2022年X月X日 至 2022年X月X日进行，本幼稚园会通过XX通知家长
	3. 以小组形式及/或个别面见
	4. 家长须陪同儿童参与面见
	5. 在面见非华语儿童时，如需要传译/翻译服务，请致电XXXX XXXX与本幼稚园联络。本幼稚园亦接纳非华语家长和儿童由懂中文的亲友陪同会面，协助沟通。
	取录结果公布：
	本幼稚园将于2022年12月16日前以邮递方式通知家长幼儿班取录结果。
	注册安排：
	1. 正选生：家长须于2023年1月5日至7日(「统一注册日期」)内的指定时间到本幼稚园办理注册手续，并须提交「注册证」/「入学许可书」及缴交注册费。
	2. 备取生：本幼稚园会发出通知(方式：电邮/书信/其他)，请家长于指定日期到本幼稚园办理注册手续，并须提交「注册证」/「入学许可书」及缴交注册费。
	3. 家长请留意，如未能在指定的注册日期提交「注册证」/「入学许可书」，本幼稚园或未能为获取录儿童完成手续，因此家长务必于指定日期内向教育局申请相关注册文件。
	4. 2023/24学年的注册费为港币XXX元正。如有关儿童入读本校，本校会于   月退回注册费，但若家长于注册后决定为子女转校，请以书面通知本幼稚园。本幼稚园会尽快退回「注册证」/ 「入学许可书」，但注册费将不获退还。在取回「注册证」/「入学许可书」后，本幼稚园亦不会再为该儿童保留学位。
	查询：
	电话：XXXX XXXX      电邮：XXXXXXXXX@XXXX
	Collection of application Forms (No quota):
	Return of Application Forms (No set quota for the kindergarten):
	Admission Criteria
	Interview Arrangements
	Announcement of Admission Results
	Registration Arrangements
	Enquiry
	XXX幼稚园
	家长/监护人取回「幼稚园入学注册证」收据
	家长/监护人取回「幼稚园入学许可书」收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