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 2020/21 學年「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幼稚園入學許可書」
常見問題
(A)
1.

誰人需要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文件？
問： 我的子女將於 2020 年 9 月入讀幼稚園幼兒班(K1)，是否需要申請幼稚園
入學註冊文件「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下稱「註冊證」
）或「幼稚園入學許
可書」（下稱「入學許可書」）？
答： 教育局將於 2020/21 學年繼續實施幼稚園 K1 收生安排（下稱「2020/21 K1
收生安排」）
，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會用作該學年 K1 註冊留位之用。
因此，家長如欲為子女申請在 2020/21 學年入讀幼稚園 K1 班，便須於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向教育局申請「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於收到申請
及獲提供全部所需的資料及文件後，教育局一般需時六至八個星期完成處
理有關申請及通過郵寄方式向合資格接受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稱「計劃」
）
資助的申請人發出「註冊證」
。如學童可於本港接受教育但不符合資格接受
「計劃」資助，本局會為有關學童發出「入學許可書」
，以作註冊入學之用。

2.

問： 家長如欲入讀不參加「計劃」而參加「2020/21 K1 收生安排」下「一人不
佔多位」措施的本地幼稚園，是否需要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作
K1 註冊留位之用？
答： 參加「2020/21 K1 收生安排」下「一人不佔多位」措施的非「計劃」本地
幼稚園會向家長收取「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作 K1 註冊留位之用。有
關 幼 稚 園 名 單 已 上 載 至 教 育 局 網 頁 (https://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本局會按需要更新相關資料。

3.

問： 家長是否需要每年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文件（即「註冊證」/「入學許可
書」
）？
答： 在一般情況下，教育局會向合資格的學童派發一張有效期因應學童需要完
成整個學前教育階段的時限而定的註冊文件。已獲發放註冊文件的學童於
註冊文件訂明的有效期內毋須重覆提出申請。然而，在一般情況下註冊文
件的有效期最多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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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獲發「註冊證」的資格
問： 學童怎樣才合資格獲發「註冊證」？
答： 學童必須是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逗
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
在 2020/21 學年入讀幼稚園的學童必須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出生。

5.

問： 在香港出生而父或母是持學生簽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兒童，是否合資格獲
發「註冊證」？
答： 合資格獲發「註冊證」的學童必須是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
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在港出生
的兒童，若持有的香港出生證明書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欄顯示為被
確定(Established)或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即使父母並非香港
居民（例如是內地人士）
，他們均可獲發「註冊證」
。換言之，只要兒童的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被確定，他們都符合資格獲發「註冊證」
。
另一方面，假如學童的香港出生證明書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欄顯示
為未被確定(Not Established)，通常這些兒童是獲准暫留香港，他們獲准暫
留香港的時間大都與父母獲批准留港的時間相同。在此情況下，兒童父母
。
的來港簽證必須是旅遊及學生簽證以外的簽證，兒童才可獲發「註冊證」
如就個別申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3540 6808 / 3540 6811（辦
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
六、日及 公眾假期 休息） 或 24 小時 自動電話 查詢系統(電話號碼 ：
2891 0088)。非華語兒童家長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2892 6676。

6.

問： 在香港出生而父母是持內地發出身份證明文件的學童，是否合資格獲發
「註冊證」？
答： 若學童是在香港出生、持有的香港出生證明書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一
欄顯示為被確定(Established)並符合申請「註冊證」的年齡要求，即使他的
父母是持內地身份證明文件的人士，他仍可獲發「註冊證」
。只持雙程通行
證的學童，則未能符合資格獲發「註冊證」
。

7.

問： 少數族裔的兒童是否合資格獲發「註冊證」？
答： 只要學童是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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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並符合申請「註冊證」的年齡要求，不
論種族，均可合資格獲發「註冊證」。
(C)
8.

幼稚園學費
問： 如學童合資格接受「計劃」資助，持「註冊證」註冊並入讀參加「計劃」
的幼稚園，應繳付多少學費？
答： 若幼稚園在獲得政府資助後仍獲批准收取學費，家長應以分期交費的方式
支付有關學費，每期學費的數額（如有）和學費期數將載列於教育局發給
幼稚園的「收費證明書」內。幼稚園須把「收費證明書」展示於校內的顯
眼位置。
若幼稚園在獲得政府資助後沒有獲批准收取學費，家長將不用繳交學費。

9.

問： 如學童不合資格接受「計劃」資助，持「入學許可書」註冊並入讀參加「計
劃」的幼稚園，應繳付多少學費？
答： 家長須按註冊入讀之幼稚園的收費證明書繳付未扣減「計劃」資助前的全
額學費。

10. 問： 如學童整月缺課，家長是否需要繳付學費？如需要，應繳付多少學費？
答： 就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合資格學生必須在幼稚園的上課月份上課，
幼稚園才可獲發該月的資助。
一般而言，如學童整月缺課（即缺席某月的所有上課日）
，教育局不會發放
該學童該月的資助；而家長須向學童就讀的幼稚園繳交其「收費證明書」
上未扣減「計劃」資助前的該月學費（全費）
。
如有特殊情況（例如因病而整月缺席）
，在家長向學校提供充分的理據和有
效的證明文件(必須包括該月的所有上課日)後，學校可向教育局提出申
請，本局會按個別情況考慮酌情處理。但如學童整月缺課涉及旅遊的因素，
這類個案一律不作考慮。
(D)

申請表的派發

11. 問： 家長可以從哪裡索取「註冊證」或「入學許可書」的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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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不論學童是否符合資格接受「計劃」資助，申請人只需填妥「註冊證」申
請表格，並連同全部所需的資料及文件遞交到教育局。教育局會按學童是
否符合資格接受「計劃」資助而發出「註冊證」或「入學許可書」。
「註冊證」的介紹單張、申請表格及指引可以在各區民政事務處、郵政局
或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索取。表格及有關資料亦可在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下載或透過教育局 24 小時電話查
詢系統(電話號碼：2891 0088)以傳真方式索取。
12. 問： 我可以如何識別「註冊證」申請表格？
答： 請留意最新版本的「註冊證」申請表格以淺橙色紙張列印，以茲識別。
(E)

填寫申請表的注意事項

13. 問： 「註冊證」申請表格可否用簡體字填寫？
答： 一般而言，申請表格需以繁體字填寫，以便資料直接輸入電腦系統。然而，
若家長在填報申請表時有特殊困難，我們亦會盡力協助申請人。由於學童
的姓名將會被列印於「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上，填寫申請表時，申請
人務必根據學童顯示於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姓名填寫學童姓名，否則可
能無法進行註冊。
14. 問： 我們並非在香港居住，是否可以填報內地的住址作為我們的通訊地址？
答： 通訊地址必須為香港境內的地址。如果申請人並非在香港居住，請盡量提
供一個於香港作通訊用的地址，否則在郵遞結果給申請人時，可能會引致
延誤。
(F)

遞交申請

15. 問： 家長應在何時遞交申請表？
答： 「註冊證」由 2019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有關申請表格及各項詳
情屆時會上載教育局網頁。由於「註冊證」會用作 2020/21 學年 K1 註冊
留位之用，因此家長如欲為其子女申請在 2020/21 學年入讀幼稚園 K1 班，
便須於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向教育局申請「註冊證」。於收到申請及
獲提供全部所需的資料及文件後，教育局一般需時六至八個星期完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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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申請及通過郵寄方式按學童的資格發出「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16. 問： 申請「註冊證」要遞交甚麼證明文件？
答： 申請人應於申請「註冊證」時提供香港身份證副本。若無法提供有關副本，
申請人則須出示其他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如有效旅行證件副本或其他地
區簽發的居民身份證副本。
至於學童，若他/她是在香港出生，應提供香港出生證明書副本。如出生證
明書中「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欄顯示其被確定，便毋須再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
如學童的出生證明書中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欄顯示其未被確定，除提供
香港出生證明書副本（如適用）外，還須提供學童以下其中一種證明文件
副本：
1. 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港證；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第一至三頁）；
3.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4.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5. 單程通行證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
6. 香港居留許可證 (ID235B)；或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發的入境許可證，或由其他國家/地區簽發的有
效旅遊證件，並獲不附帶任何條件(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
可。
若學童所持的身份證明文件屬上述第(6)或(7)類，申請人及學童必須同時向
教育局出示其有效旅遊證件的副本（包括持證人資料頁、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入境事務處在有關人士的旅遊證件上最近期簽發及貼附在證件上的簽
證標記之頁，及由入境事務處簽發顯示申請人及學童仍然有效的合法逗留
期限的「批准逗留」蓋印之頁）
。在此情況下，申請人必須同時為學童的保
證人。
17. 問： 家長應如何遞交已填妥的「註冊證」申請表？
答： 填妥表格後，家長可將表格連同所需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寄回「香港灣
。家長亦可將所有有關文件放入信封封口，
仔郵政局郵政信箱 23179 號」
並在信封面寫明「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於本局辦公時間內投入設在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4 樓的本局收集箱內（辦公時間：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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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假期休息）
。
18. 問： 家長如何得知教育局有否收到他所遞交的申請表？
答： 教育局會在收到申請後的十個工作天內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確認收妥申
請：
– 若申請人有於申請表上填報本地流動電話號碼，教育局會以短訊形式
向申請人發出「申請確認通知」
；或
– 若申請人未有提供本地流動電話號碼，教育局則會以書面形式郵寄確
認通知給申請人。
如申請人在寄出申請表後三星期仍未收到教育局發出的確認通知，請致電
教育局熱線 3540 6808 / 3540 6811（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非華語兒
童家長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2892 6676。
，請問是否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以後遞交申請
19. 問： 我想為孩子申請「註冊證」
表格，教育局便不會接受申請？
答： 教育局會接受該日期後遞交的申請。然而，由於教育局需時處理有關申請，
如家長希望子女在統一註冊日期（即 2020 年 1 月 9 至 11 日）前取得「註
冊證」/「入學許可書」作註冊留位之用，我們建議家長在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遞交申請。於收到申請及獲提供全部所需的資料及文件後，教育
局一般需時六至八個星期完成處理有關申請及通過郵寄方式按學童的資
格發出「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
。如家長未及於統一註冊日期前取得「註
冊證」/「入學許可書」，幼稚園或未能為該學童完成註冊手續。
(G)

發放「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20. 問： 家長會在何時取得「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答： 於收到申請及獲提供全部所需的資料及文件後，教育局一般需時六至八個
星期完成處理有關申請及通過郵寄方式按學童的資格發出「註冊證」/「入
。但若申請人需補交資料，教育局則需待其回應，因此結果通知
學許可書」
須稍後發出。如就個別申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3540 6808 /
3540 6811（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非華語兒童家長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2892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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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問： 教育局是以何種形式發放「註冊證」/「入學許可書」給家長？家長可否自
行到教育局領取「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答： 教育局將以郵遞方式通知申請人申請結果，並按學童的資格發放「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
，而「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將會郵寄至申請人的香港
通訊地址/住址。因此申請人必須在申請表上提供正確的香港通訊地址/住
址。倘若申請人在申請「註冊證」過程當中變更其香港通訊地址/住址，請
儘快通知教育局，否則「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便無法成功郵遞給申請
人，而申請人最終需承擔有關後果。由於「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會直
接以郵遞方式發放給成功的申請人，家長毋須自行前往教育局領取「註冊
證」/「入學許可書」。
(H)

入學註冊文件的使用

，並預算在 2020/21 學年入讀
22. 問： 若學童為首次申請「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幼稚園 K1 班，學童的「註冊證」/「入學許可書」的有效年期為何？
答：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的有效期一般為三年。若學童合資格獲發三年
有效期的「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並預算在 2020/21 學年入讀幼稚園
K1 班，該註冊文件的有效期則由 2020/21 學年至 2022/23 學年為止。
/ 入學許可書」正本是否應該由學童所就讀幼稚園保管？若是，
23. 問： 「註冊證」「
轉校時幼稚園會否向學童歸還「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正本？
答：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正本應該由學童所就讀的幼稚園保管，幼稚園
會向家長發出收據。若其子女完成幼稚園課程或中途退學，幼稚園須把「註
冊證」/「入學許可書」正本歸還給家長。
若學童在有效期內轉到另一所「計劃」下的幼稚園，家長應到原先註册的
幼稚園取回「註冊證」/「入學許可書」，並向擬註册入讀的幼稚園提交該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
轉校
/ 入
24. 問： 家長在註冊後並在開學前想轉校，可否向原先的幼稚園取回「註冊證」「
學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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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如家長在一所幼稚園註冊後想轉校，應到原先註冊的幼稚園取回「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
。在家長要求下，幼稚園需向家長退還「註冊證」/「入學
許可書」，但家長必須明白，在取回「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後，原先
註冊的幼稚園便不會再為其子女保留學位。
延遲入學
25. 問： 若我的孩子申請了「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但最終找不到幼稚園 K1
學位入讀，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無法於 2020/21 學年使用，可以怎樣
做？
答： 家長若申請「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後，發覺學童的成長情況並不適合
於 2020/21 學年入讀幼稚園而決定延遲一年入讀 K1，家長應將獲派發的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正本退還教育局並以書面形式聲明需註銷「註
冊證」/「入學許可書」。
重讀
26. 問： 若學童在有效期內重覆入讀同一級別，但又不確定為有特殊學習需要以致
需要多於三年以完成幼稚園課程，這些學童的家長應怎樣做？
答： 「註冊證」的有效期一般為三年，若個別家長因個人考慮（例如：學童個
別情况、家庭因素、轉校等）安排子女重讀某一級别而延長幼稚園教育超
過三年，家長一般須支付未扣減「計劃」資助前的全額學費。在特殊情況
下，家長可向本局申請延長「註冊證」的有效期。特殊情況一般是有關學
童有特殊學習需要，並由相關註冊醫生或專業人士（例如：兒科專科醫生、
精神科醫生、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等）簽發的評估報告，證明該
學童因此需要就讀幼稚園的年期較一般的三年為長。
遺失或損毁「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27. 問： 倘若遺失或損毁「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應如何處理？教育局會否重
發「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答： 「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是重要文件。申請人應妥為保存，作為註冊留
位之用。若學童的「註冊證」/「入學許可書」遺失或損毁，家長應立即通
知教育局以註銷「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教育局熱線：3540 6808 /
3540 6811（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或 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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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1 0088]。已註銷的「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即使尋回，亦不可再用
作幼稚園的註册文件。申請人可在繳交有關費用後向教育局申請重發「註
冊證」/「入學許可書」。非華語兒童家長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2892 6676。
延長「註冊證」的有效期
28. 問： 家長擬於 2019/20 學年申請延長「註冊證」有效期一年（即 2020/21 學年
或之後）
，應如何處理？
答： 家長擬於 2019/20 學年申請延長「註冊證」有效期一年，應以書面形式向
教育局遞交申請。
教育局只會就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個別情況考慮有效期延長的申請。申
請人必須提供相關證明，如由相關註冊醫生或專業人士（例如：兒科專科
醫生、精神科醫生、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等）簽發的評估報告，
證明學童有特殊教育需要而需要就讀幼稚園的年期較一般的三年為長。如
就有關申請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3540 6808 / 3540 6811（辦公
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00，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
日及公眾假期休息）。非華語兒童家長可致電教育局熱線 2892 6676。

(2019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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