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編號 ： D2023-

天 主 教 領 報 幼 稚 園

Application No.

ANNUNCIATION CATHOLIC KINDERGARTEN
2023-2024 年度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23-2024 School Year
學生資料 Applicant’s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證明號碼
Birth Certificate No.
國籍
Nationality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住址
Home Address
宗教
Religion

(中文)

(英文)

(Chinese)

(English)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性別
Sex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相片
Photo

 男 M/ 女 F

所屬堂區
Belongs to which parish

請以 1、2、3 填在方格內，表示申請意願的優先次序
Please fill in 1,2,3 to show the priority
申請班級
Applying for Class

上午班 A.M.

全日班 Whole day class

上午或全日班均可 (A.M. or Whole day class)
 幼兒班(K1)

 低班(K2)

 高班(K3)

家長或監護人資料 Parent / Guardian’s Particulars
姓名
Name

(1)
(2)

關係
Relationship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現/曾就讀本園的兄弟姊妹資料 Particulars of Siblings attending/having attended this Kindergarten
姓名
Name

關係
Relationship

班級/畢業年份
Class/
School Year

遞交文件 Documents Required：
出世紙正本及副本 Original and copy of Birth Certificate
針紙正本及副本(連封面) Original and copy of Immunization card (Include cover page)
吋半近照一張(貼於報名表內) One 1.5 inch recent photo (Paste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回郵信封 2 個(信封尺寸約 9 吋 x 4 吋，必須貼上郵票$2.2，並於信封面填上學生姓名及地址)
Two returned envelopes with $2.0 postage fee (The envelope size 9ʺx4ʺ), with student’s name and address)
天主教領洗證書正本及副本 Original and copy of Baptismal Certificate (如適用者 If applicable)
此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用作處理幼稚園入學申請之用。申請程序完成後，所有提供資料將被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規定，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更正及更新個人資料。如有查詢，請與幼稚園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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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

日期 Date：

天主教領報幼稚園
ANNUNCIATION CATHOLIC KINDERGARTEN
招收2023-2024年度新生
學校註冊編號：ED5/159220/94
天主教學校的願景(核心價值)
天主教學校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故須維護「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及
「家庭」五個核心價值，以及將有關價值傳授給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
學校的願景與使命。
我們的教育遠景：
秉承基督的愛，效法聖母聖德，發展全人教育，使兒童熱愛生命，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

我們的教育使命：
致力傳揚福音，培育兒童愛主愛人，學習聖母謙遜、服從、有耐心及常常關愛他人，熱切推動兒童
六育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我們的校訓：
傳揚福音，愛主愛人
校
舍：本校乃毗鄰聖母領報堂聖堂的新型獨立校舍，佔地約1115平方米，設標準課室七個，室內
活動地方一千餘平方呎，更備有多元活動室、音樂室、圖書室及遊戲場等，環境清雅舒適，
設備新穎，教室光線充足及空氣流通，全校均以分體冷氣機調節室溫。
課
程：參考《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和教材套，編訂以主題綜合各學習範疇的課程，配合
「戲劇教學」
、
「區角活動」
、
「設計活動」及「自由遊戲」等教學方法，透過不同形式的遊戲、
活動及參觀，使兒童從體驗及遊戲中學習，鼓勵兒童親身體驗、生活經驗，促進社交技能，
從而至人際關係協調，懂得分享及尊重別人，使兒童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各方面
有均衡的發展。
師
學

資：全體教師均已接受正規或其他專業師資訓練，擁有教育證書或學士學位資歷，具有良好教學
經驗，對兒童富愛心及耐性。
費：(半日制)本園已參加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計劃」，於2022-2023學年學生無須繳交學費，
2023-2024 學年則有待教育局批核。
(全日制)2022-2023學年扣減政府資助後全年學費為$7500。

上課時間：上午班 － 上午9:00 至 中午12:00
全日班 － 上午9:00 至 下午4:30
招生班級：幼兒班（9月份開課時滿二歲八個月）
。2023-2024年度幼兒班安排為上午班-3班/全日班-2班
幼稚園低班（9月份開課時滿三歲八個月至五歲）如申請插班請直接致電查詢 2490 7893
幼稚園高班（9月份開課時滿四歲八個月至六歲）

報名辦法：
1) 9月19日(星期一)起可於本校網頁下載(網頁:www.ack.edu.hk)或親臨本園索取報名
表，亦可直接於網上報名。(https://dki-ack.catholic.edu.hk/admission )
2) 填寫表格後，請於 9 月 26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1 日(星期五)辦公時間親臨本園遞交。
上午 9:30-11:30 或下午 2:00-4:00(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中午 12:30(星期六)
*不設收集申請表格限額
3) 2022 年度新生接見日期為 202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接見時間將透過電郵發送。
報 名 費：港幣$40
校
址：荃灣柴灣角安賢街十一號
電
話：2490 7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