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2020/21 學年幼兒班(K.1)收生流程
本校招收 2020/21 學年幼稚園幼兒班(K.1)之有關流程，分列如下：
相關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

上網下載表格:
2019 年 10 月 9 至 10 月 15 日
到校索取表格:
2019 年 10 月 10 至 12 日

申請程序
～家長須把填妥的「2020/21 學年幼稚園入學註冊證」申請表
遞交教育局，否則，幼兒即使符合資格申請註冊證，一般都
不能於統一註冊日期前獲發「2020/21 學年幼稚園入學註冊
向教育局遞交
證」。
「2020/21 幼稚園
～申請表格及指引可在各區民政事務處、郵政局或教育局區域
入學註冊證」申請
教育服務處索取，亦可從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下載。
～填妥表格後，可連同所需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一併寄往教育
局香港灣仔郵政局郵政信箱 23179 號。

～家長可親臨本校索取幼兒新生入學申請表
(索取報名表時，請出示出生證明書正本或居留本港證件正本)
～家長可於本校網頁 www.rcktp.edu.hk 下載入學申請表

派發 2020/21 學年
～凡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出生之幼兒均可報名
派表時間:
幼兒班(K.1)
入學申請表
～申請表在派表日期及時間內不設上限派發
平 日:上午 9:15 至 11:30 及下午 1:15 至 3:30
星期六:上午 9:15 至 11:30

～學位不會以先到先得作收生安排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每人到校只可取一份申請表格(雙生兒除外)

**索取及遞交申請表當日，幼兒無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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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四)
〈校友報名 –
現就讀本校學生之弟妹
及
畢業生之子女/弟妹〉

2019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及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公開報名〉

收表時間:
平 日:上午 9:15 至 11:30 及下午 1:15 至 3:30
星期六:上午 9:15 至 11: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填報資料及遞交文件不齊全，恕不受理。
**在交回申請表期間，不設限額

申請程序

遞交 2020/21 學年
幼兒班(K.1)
入學申請表
及
辦理報名手續

招生開放日
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家長專題講座

2019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約見時間由學校安排)

新生約見日

請家長親臨本校遞交入學申請表及辦理報名手續，並連同下列文件
一併提交：(恕不接受郵寄報名)
1. 學生出生證明書副本或居留本港證件副本
2. 學生證件相片(近照)兩張(約 1.5 吋 x 2 吋)
3. 回郵信封兩個(長形信封 4.5 吋 x 9.5 吋)信封上請填寫地址
及幼兒之中文姓名，並貼上足額郵票(現時為$2)
4. $40 報名費(只接受現金，已繳交之報名費，恕不退還。)

開放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如何替子女選擇合適幼稚園」家長講座
時間：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
地點：本園安富道分校二樓禮堂(名額 80 人)
〈由於座位有限，如當天未能安排入座，敬請見諒。〉
～已辦理報名手續之家長將獲本校專函通知到校面試之詳情，
隨函附上新生約見證，請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請家長攜帶*新生約見證及按照新生約見證上之指定日期、
時間及地點，與報名之幼兒一同出席。
～由校方安排面試日期及時間，不得更改，請勿異議。
～如家長於 201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還未收到專函通知，
可致電本園查詢。
～如幼兒於新生約見日中缺席，則作放棄申請論。
～本校將會接見所有交回申請表之幼兒。
～本校會為有需要兒童提供必要的英語傳譯或接納懂中文的親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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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申請程序
2020/21 學年之幼兒班 K.1 新生學額：
汀角路正校–上午班 60 名、下午班 60 名
安富道分校–上午班 45 名及全日班 10 名、下午班 25 名
公佈新生取錄名單 ～取錄名單將上載至本校網頁及張貼於本校大門外之當眼處，
以供家長查閱。
～校方亦會寄發取錄信個別通知
～恕不接受電話查詢，敬請家長留意！

2020 年
1 月 9、10 日(星期四、五)
及
1 月 11 日(星期六)
辦理註冊時間:
平 日:上午 9:15 至 11:30 及下午 1:15 至 3:30
星期六:上午 9:15 至 11:3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填報資料及遞交文件不齊全，恕不受理。

統一註冊日

學生註冊及繳付註冊費
～已取錄之學生(正選生)請到本校辦理註冊手續，
同時需提交：
1.「2020/21 學年幼稚園入學註冊證」正本
2. 本校發出之新生取錄信
3. 免疫注射記錄(雙面)影印本
4. 回郵信封兩個(長形信封 4.5 吋 x 9.5 吋)，信封上請填寫
地址及幼兒之中文姓名，並貼上足額郵票(現時為$2)
5. 新生約見證
6. 註冊費 (半日班：港幣$970 / 全日班：港幣$1,570)
**如其後放棄學位，已繳付的註冊費不獲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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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註冊日注意事項
～如家長未能按時辦理註冊手續，作放棄學位論。
～如家長未能於指定的註冊日期提交有效的註冊文件，本校或未能為獲取錄幼兒完成手續，因此家長務必於指定日期內向教育局
申請相關註冊證。
～若家長於註冊後決定為子女轉校，請以書面通知本校。本校會退回相關註冊證，但註冊費將不獲退還。在取回註冊證後，本校
亦不會再為該幼兒保留學位。
有關備取生安排
～當正選生未能於註冊期內到校辦理註冊手續，即表示自動放棄學位，本校會通知備取生取代其學位。
～屆時，本校會發出通知，請家長於指定日期內到校辦理註冊手續，並提交「2020/21 學年幼稚園入學註冊證」正本及繳交註冊費。

收生準則
1.
2.
3.

按面試當日的整體表現(以個別面談及透過遊戲形式進行)
現就讀本校學生之弟妹，將優先考慮。
如申請安富道分校全日班 K.1 學位(約 10 名)，有家庭需要的申請人可獲優先考慮(只有分校提供 K.1 全日制服務)
(請留意由於學位所限，並非所有符合優先考慮的申請人均會獲取錄。)
*以上內容，只供家長參考
備註

1.
2.

有關教育局於 2020/21 學年幼稚園幼兒班 (K.1)之收生安排作出具體的推行細節，家長可瀏覽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或致電教育局熱線 3540 6808 / 3540 6811 或 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 2891 0088。
本校不設校車接送服務，家長需自行安排接送子女返、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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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Po Rhenish Church Kindergarten
Information on Admission to K.1 Classes in the 2020/21 School Year
1. 2020/21 School Year starts at
September 2019 (Children born between 1 January 2017 and 31 December 2017 are eligible to apply.)
2. Collection of Application Forms (No quota)
The application forms are available from 9th – 15th October 2019. The forms are accessible through download
from the school website http://www.rcktp.edu.hk. Also, the application form can be obtained from school
office in person with child’s original birth certificate from 10th – 12th October 2019.
Time: 9:15a.m. to 11:30a.m. / 1:15p.m. to 3:30p.m. (Monday to Friday)
9:15a.m. to 11:30a.m. (Saturday)
3. Application fees ($40) in cash (Not refundable)
4. Return of Application Forms (No quota)
a) Date: 17th October 2019
 Only for alumni’s sons or daughters/brothers or sisters, brothers or sisters of present students
Date: 18th October 2019 to 19th October 2019
 Open for public application
b) Time: 9:15a.m. to 11:30a.m. / 1:15p.m. to 3:30p.m. (Thursday & Friday)
9:15a.m. to 11:30a.m. (Saturday)
c) Sub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person. Applications by post will not be accepted.
5. Application for the “2020/21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a) Education Bureau (EDB) will implement the Free Qualit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policy starting from
the 2018/19 school year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Pre-primary Education Voucher Schem”. Under the
new Scheme, EDB will use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as the document
for registration in the 2020/21 school year.
b)

Par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the “2020/21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hereafter referred as “2020/21 RC”) to EDB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2018. The
“2020/21 RC” will be open for applications in September 2019 and the EDB will announce and upload
the details of application onto the EDB’s website (http://www.edb.gov.hk) in due course.

6. Interview Arrangements
a) The kindergarten will arrange interview for all applicants.
b) Interviews will be conducted on 9th November 2019 and notification will be sent by post.
c) If necessary, the kindergarten can provide English translations in admission interview for the applicants.
7. Announcement of Admission Results
Interview results will be announced on the board (the front door of our school) . We will inform parents of
the K.1 admission results before 6th December 2019(Friday) by post.
*If you requir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in English,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school office.*
Tel: 21440708 (Ting Kok Road Main School)
26574168 (On Fu Road Branc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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