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ST.THOMAS' CATHOLIC KINDERGARTEN 

2019-2020年度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in the 2019/20 School Year 

學生資料 Applicant’s Particulars 

姓   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相片 

Photo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出生證明號碼 

Birth Certificate No. 
 

性別 

Sex 
男 M  女 F 

國   籍 

Nationality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住   址 

Home Address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宗   教 

Religion 

 是否本堂教友 

St. Thomas Catholics 
是 Yes  否 No 

所屬堂區 

Belongs to which parish 

 領洗證書編碼 

Baptismal Certificate No. 

 

申請班級 

Applying for Class 

(  ) 上午班 AM    (  ) 下午班 PM    (  ) 由校方決定 Determined by the school 

*請以 1、2、3排列您的優先次序  Please fill in “1,2,3” to show the priority 

幼兒班 K1 低班 K2 高班 K3 

 

家長/監護人資料 Parent/Guardian’s Particulars 

父親 

Father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手提電話 

Mobile No 

 職  業 

Occupation 

 宗  教 

Religion 

 

母親 

Mother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手提電話 

Mobile No 

 職  業 

Occupation 

 宗  教 

Religion 

 

監護人 

Guardian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手提電話 

Mobile No 

 職  業 

Occupation 

 宗  教 

Religion 

 

未有父/母親資料才需填寫此欄   Fill in the blank if the student without parent’s information 
 

現/曾就讀本園的兄弟姊妹資料 

Particulars of Siblings attending/having attended this Kindergarten 
姓名 

Name 

 畢業/就讀年份 

School Year 

 關 係 

Relationship 

 

 

其他資料 Other Information 

推 薦 人 

Recommended 

 

繳交文件 

Documents Required 

  相片 Photo   出世紙副本 Copy of Birth Certificate   回郵信封  Return envelope 

  領洗證書副本 Copy of Baptismal Certificate (如適用 if applicable) 

備  註 

Remark 

 

 

填表日期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校方填寫)：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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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及更新其個人資料。如有查詢，請與本園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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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編號 

Application No︰____________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招收 2019-2020 年度新生資料 

1. 幼稚園名稱及註冊號碼：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532533) 

2. 註冊學校地址：青衣青綠街 5 號 

3. 總容額：400 人 

4. 各班級/課程的預計收錄人數：2019-2020 年度各級容額 

                           K1~上午班 55，下午班 84 

                           K2~上午班 60，下午班 60 

                           K3~上午班 85，下午班 56 

                           有關 K2 及 K3 插班生學額，請家長致電本園查詢 

5. 本園已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2018-2019 年度持有有效的「註冊證」或「學前教育學券計劃資格證明書」

的學童學費全免。 

6. 其他核准費用： ~報名費$40 

     ~註冊費$900；如學童入讀本園後，本園將於 2019 年 9 月份退回有關費用； 

      (如繳付註冊費後而退學，該費用將不獲發還。) 

     ~半日班茶點費每月$80 

7. 學校售賣教育用品及/或提供收費服務的各項價目： 

書簿雜費全年分上下兩個學期合共約$1,000、茶點費全年分上下兩個學期合共約$800 

8. 其他資料： 

(A) 學校總面積：1,250 平方米 

(B) 註冊課室數目：7 個 

(C) 師生比例：1:11 

(D) 設施：室內攀石牆、室內活動室、音樂舞蹈室、多元活動室、種植園圃 

(E) 學校網址：http://www.stthomas.edu.hk 

(F) 查詢方法：電話 2449 9879，傳真號碼 2436 9226，電郵 clerk@stthomas.edu.hk 

9. 收生程序： 

報名須知  

 ~在免費優質教育政策下，學童必須以「幼稚園入學註冊證」作為 2019/20 學年的 K1 註冊文件。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申請人需向教育局申請「2019/20幼稚園入學註冊證」，表格可於 9 月親臨本園索取或上網下載 

 ~入學報名表格可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開始到本園網頁下載或親臨本園索取(派表名額不限) 

 ~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2 日期間親臨本園充交報名表，並需附上香港出生證明文件或有效居港證明文件副

  本、天主教教徒領洗紙副本(如有)、1 個回郵信封(需貼上$2 郵票)及 40 元報名費。校方將即時通知家長接見日期、

  時間及有關安排。 

新生面見日  

 ~面見日期：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家長需攜同子女按校方安排的日期及時間到校面見 

 ~面見流程  1. 課程簡介會 (最多二名家長出席) 

     2. 接見幼兒時以小組遊戲形式 (只可由一名家長陪同) 

  備註︰接見以廣東語為主，如有需要請於報名時提出選擇以普通話或英語交談 

公佈 2019/20 年度新生取錄名單(包括正取及備取)  

 ~公佈形式：無論取錄與否，均會於 2018 年 12 月 21 日前以郵遞形式通知家長 

註冊事宜  

 ~全港統一註冊日期：2019 年 1 月 10 至 12 日 

 ~提交「2019/20 幼稚園入學證」作為註冊文件及註冊費(費用已列於以上第 6 項中) 

 ~統一註冊後，校方將把註冊資料上載教育局網頁 

 ~教育局會於 1 月底開始在教育局公佈各校空缺情況 

 ~2019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後備生辦理註冊手續 

10. 面見學童數目：所有準時交表的家長，孩子必獲面見機會 

11. 收生機制：~觀察兒童             ~在學兄姊 

          ~已領洗天主教學生     ~父母/兄姊為本園的校友 

12. 其他查詢電話/網頁：平等機會委員會~2511 8211 

                   學生資助辦事處~學前教育學券計劃~2802 2345 

                   香港廉政公署~2526 6363      香港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