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填寫：
交表日期：
報 名 費： □ 現金
□ 支票(號碼：
備
註：
申請編號：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新生入學申請表
(2020-2021 年度)

)

兒童相片

1. 幼兒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

/

(日/月/年)

性

出生地點

別

男

女

出生證明書號碼

中文住址
住宅電話

電郵地址

報讀班級

幼兒班（3-4 歲）

報讀班別

上午班

低班（4-5 歲）

下午班

全日班

高班（5-6 歲）

(請以 1,2,3 順序填報表達意願)

2. 家長資料
父親



母親



中文姓名
(*請在監護人內加「」，如本校需就入學申請事宜作跟進，將首先聯絡監護人)
職業
工作地區
日間聯絡電話
宗教/所屬教會或團體
如未能聯絡父母可聯絡之親屬
中文姓名：

關係：

電話：

(如與幼兒資料中所列的地址不同方須填寫)
地址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此申請表乃由輪候幼兒的家長／監護人填寫，資料只作申請入學用途，未獲甄選或取消輪候申請者，表格及有關資料將即時註銷

* 請以「」選擇接收有關本校「入學申請資訊」的方法：
□ 郵遞（遞交申請表時需連同 5 個已填妥回郵地址及貼上$2.00 郵票的回郵信封一併交回，信封面請註明幼兒姓名。）
□ 電郵(郵遞及電郵地址均以家長於「1.幼兒資料」內所填寫的資料為準。報名費用收據將於 11 月舉行之「學校簡
介會」內派發，如家長欲提前取回收據，請於報名時連同 1 個已填妥回郵地址及貼上$2.00 郵票的回郵信封一
併交回，信封面請註明幼兒姓名。)

請轉下頁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香港新界碩門邨二期喜碩樓地下
 2368 0688 / 2368 0307
 2368 3553

＠ pariokg-st@hkcs.org
 http://www.hkcschild.edu.hk/pariokg-st/

3. 其他資料
幼兒曾就讀(或現就讀)之學校：

班別：

就讀本校親屬姓名(如有)：

家庭狀況：

兄弟

幼兒主要照顧者：□父母

□班別：

/□畢業生（畢業年份︰

姊妹 （兄弟姊妹現正就讀之學校：

□外/祖父母

□保姆/傭人

）

）

□其他：

父母與幼兒每天的親子時間有多少？週末或假期的親子活動是甚麼？

幼兒曾參與甚麼小組活動？（例如︰Playgroup 遊戲小組、興趣班）

幼兒對任何藥物、食物敏感或有其他照顧需要，請填寫清楚，以備校方留意。

4. 家長問卷
4.1

您對幼兒入學後的發展或學習期望是甚麼？

4.2

您期望幼兒入學後可參與學校甚麼類型的親子或家長活動？

4.3

您從哪裡獲得本校招收新生的資料？
□網上資料

□橫額

□電話查詢

□親友

□兄姊就讀本校

□其他：

4.4

4.5

您為子女選擇入讀本校的原因？（可選擇多個項目）
□就近居所

□優良師資

□校譽良好

□校風淳樸

□校舍環境

□宗教

□欣賞本校教學模式

□信賴辦學團體

□親友介紹

□其他：

□無意見

□其他：

您對本校以基督教為辦學宗旨的意見：
□十分認同

□認同

*本人聲明所填報資料皆屬實
家長/監護人簽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香港新界碩門邨二期喜碩樓地下
 2368 0688 / 2368 0307
 2368 3553

日

期：

＠ pariokg-st@hkcs.org
 http://www.hkcschild.edu.hk/pariokg-st/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新生入學申請須知

家長保存

申請詳情：
1. 請郵寄或親身將以下物品交回本校，以辦理申請入學手續：
 新生入學申請表，務必填妥所有欄目，並貼上幼兒近照
 報名費港幣$40，只接受現金或支票，報名一經辦理，恕不退款
「支票抬頭：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雋樂幼稚園(沙田)」，支票背面必須寫上幼兒姓名

（如郵寄者須以支票支付，切勿郵寄現金。)




凡於申請表內揀選以郵遞方式作接收資訊方法者，
須連同 5 個已填妥回郵地址及貼上$2 郵票的回郵信封一併交回，
信封面須註明幼兒姓名，郵資不足者，將不獲處理
只接受紙張文件（不接受以電腦光碟或其他軟件方式遞交）

2. 收表後一星期內將透過申請表內揀選之接收資訊方法通知入學申請編號，敬請妥為保管
3. 申請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5 日


如以郵寄方式交表，則以郵截日期為準



所有截止日期後方遞交之申請表，不保證能作面試安排

4. 凡於申請截止日期前遞交表格之家長，將獲安排出席 2019 年 11 月中旬舉行之「學校簡介會」，
以便了解本校教學流程及運作模式
面試詳情：
1. 面試日期：2019 年 12 月上旬


面試詳情將於面試前三星期內，以貴家長於申請表內揀選之接收資訊方法通知



以小組形式進行



以廣東話為主要語言(非廣東話母語幼童輔以英語及普通話指示)

2. 基於公平取錄原則，所有按時遞交申請表及合符資格申請者均有機會並必須出席面試


於 2020 年 9 月 1 日或以前年滿 2 歲 8 個月者，方會安排面試



倘申請幼兒無故缺席或未完成面試而不作事前通知，將視作自動放棄學位論

甄選準則：
1.

校方將按申請入學幼兒的面試表現作甄選

2.

申請入學幼兒之兄弟姊妹正在本校就讀將獲優先考慮

3.

申請入學幼兒之父母或兄姊為本校畢業生將獲優先考慮

** 正就讀本校之幼兒將獲優先考慮原校升讀
結果公佈及註冊詳情：
1. 結果公佈：取錄結果將於 2019 年 12 月下旬或之前，按家長選取之聯絡方法(郵遞/電郵)作個別通知。
2. 註冊安排：獲取錄者，須於教育局所定的統一註冊日期間(待定)帶同註冊證/入學許可書 及港幣$970 元(半
日班)/ 港幣$1,570 元(全日班)註冊費到本校辦理註冊。
3. 註冊日後，如仍有學額，本校將會盡快以電話通知備取生家長。
4. 註冊手續完成後，若家長放棄學位，須書面通知本校，本校將於收到書面通知後一星期內聯絡家長，家長
須安排到校取回註冊證，唯其所繳付之註冊費將不獲退回，而本校亦不會為幼兒保留學位。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香港新界碩門邨二期喜碩樓地下
 2368 0688 / 2368 0307
 2368 3553

＠ pariokg-st@hkcs.org
 http://www.hkcschild.edu.hk/pariokg-st/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服務簡介

家長保存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成立於 1952 年，以「社會仁愛公義、人人全面發展」為願景，轄下的幼兒教育服務共有九間幼兒學校、2 間幼
稚園及 1 間幼兒中心，為全港家庭提供幼兒教育服務逾五十年。本處幼兒教育服務著重以兒童發展理論及研究為基礎，將理論從概
念層面應用在培育幼兒工作上，讓幼兒得到全面均衡的成長與發展，著力培育具創意和生命素質的新一代，並致力在不同課程領域
中進行研探和優化，持續開創優質幼兒教育服務的新頁。
(一) 服務宗旨
 童年是生命周期裏一個獨特且珍貴的階段，我們最重要的使命是為
幼兒提供一個安全、健康、豐富及充滿互動的環境
 我們珍惜個別差異，協助啟發幼兒潛能，並促進他們的自尊
 我們提供優質的服務，以求協助幼兒達致「全人的發展」

(二) 服務目標

 促進幼兒在智慧、體能、情緒、社交方面的均衡發展，激發幼兒學習
的熱忱，培養良好生活習慣；使身心平衡發展，作好學前的準備
 藉各項豐富的幼兒文藝活動，從小培養幼兒美藝方面的情操
 協助外出工作的父母教育及照顧其子女，俾能安心工作

(三) 服務對象

三至六歲幼兒（入學前必須通過註冊醫生檢驗及證明適合入讀者）

(四) 課程特色

 以幼兒為中心，按幼兒發展的特性、能力及興趣設計課程
 採用活動學習形式，透過主題教學及計劃活動誘發幼兒自主自決的
學習，並培養幼兒自學和探求知識的能力
 注重幼兒從實踐中體驗知識，重視幼兒創意思維的培育

(五) 家校協作

「家校同心」是我們的信念，我們會透過家長會、家長代表小組，以及面
談和親子活動，與家長作緊密的溝通；亦提供多種途徑讓家長瞭解幼兒的
活動及課程，如學習進度報告、兒童發展檔案等。

(六) 師資

持有學位或文憑等專業資格、喜愛幼兒及對工作盡責和熱誠的教師

(七)健康餐膳

 我們倡導健康飲食文化，特別為幼兒設計一系列配合發展所需
的餐膳食譜，且經由兒科醫生及專業營養師所檢定
 幼稚園設有茶水房，每天為幼兒提供營養均衡的餐點及水果等

(八) 服務類別

 半日制幼稚園教育服務
 全日制幼稚園教育服務

(九)服務時間
幼稚園服務︰
※ 星期一至五
 上午班 - 上午8時30分至中午12時正
 下午班 - 下午1時正至下午4時30分
 全日班 – 上午9時正至下午4時30分
※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每年春節、聖誕節及暑期等學校假期(校方會預早通知)

(十) 收費
本校已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計劃」，半日班學費全免，全日班亦獲教育局資助部分
學費，及按教育局核准收費，同時家長亦可申請學費減免資助。以下是2019-2020學
年教育局核准收費，以供家長參考：
※ 半日班（幼兒班至高班獲計劃資助的學生）
 每月學費港幣 $0 元
※ 全日班（幼兒班至高班獲計劃資助的學生）
 每月學費港幣 $1,830 元(已包括膳食費$430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雋樂幼稚園(沙田)

 香港新界碩門邨二期喜碩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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