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請轉後頁)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2023-2024 年度 K1 入學報名須知 

一. 索取入學報名表方法（不設入學報名表限額） 

1. 於本校網頁下載（2022 年 9 月 5 日(一) 上午 9：00 後） 

2. 親臨本校索取 

二. 派發入學報名表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9 月 5 日(一) 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六)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 9：00 至 下午 4：00 

         星期六 — 上午 9：00 至 上午 11：30 

三. 遞交入學報名表日期及時間 

    2022 年 10 月 8 日(六)                  上午 9：00 至上午 11：30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一) 至 10 月 14 日(五) 上午 9：00 至 下午 3：30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六)                  上午 9：00 至上午 11：30 

四. 報名方法 

   1. 親臨本校遞交入學報名表 (不接受郵寄及網上報名) 

    2. 遞交入學報名表時，必須連同報名費用及以下文件： 

      a) 報名費用$40 (只收現金，為免找續需時，請盡量預備紙幣共$40正)  

      b) 證件近照 2 張 (貼於入學報名表及面見證上) 

       c) 出生證明書 (出世紙) 影印本 (必須同時出示出生證明書正本以供本校核對) 

  備註：如申請兒童非本地出生，家長須遞交其他證明文件，以顯示兒童符合資格申請就讀 

        本校 (必須同時出示該證明文件之正本以供本校核對) 

      d) 免疫接種記錄 (針咭) 影印本之首頁及內容 (免疫接種記錄影印本必須顯示申請兒童之姓名) 

          (必須同時出示針卡正本以供本校核對) 

      e) 貼上$2.20郵票之回郵長信封 1 個，信封面須寫上申請兒童中文姓名及通訊地址 

      f ) 如申請兒童已領有嬰兒洗禮證，請附上嬰兒洗禮證影印本 (必須出示洗禮證正本以供本校 

          核對)。如兒童沒有受洗，則不需遞交嬰兒洗禮證。 

    3. 報名費用、入學報名表及所有文件，一經繳交，將不獲退回。 

    4. 本校不會收取資料及文件不齊全之入學報名表，家長遞交入學報名表時，請確保已填妥報名表， 

       以及齊備上述所需文件。 

    5. 請家長留意報名日期及時間，逾期遞交之報名表恕不受理。 

    6. 每名申請兒童只限遞交 1 份報名表，重複報名將被取消申請資格。每位家長每次只限遞交 1 份 

       報名表，雙生兒除外。 

    7. 遞交入學報名表時，切勿以任何物件代替親身排隊，敬請合作。 

    8. 面見日期及時間由校方安排，恕不能更改。家長不能選取面見日期及時間，亦不能自行交換 

       面見日期及時間，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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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生準則 

    1. 面見表現 

    2. 申請人的兄姊現正在本校就讀獲優先考慮 

   3. 如申請全日班學位，有家庭需要的申請人可獲優先考慮 

(請留意由於學位有限，並非所有符合優先考慮的申請人均會獲取錄。) 

六. 面見安排 

    1. 本校會安排面見所有申請入讀 K1 的兒童。 

    2. 家長遞交入學報名表時，會獲發「2023-2024 年度 K1 入學面見證」。面見當日，家長必須帶同 

       面見證。請家長妥善保存面見證，以作日後上網查閱是否取錄之用 (取錄結果會以面見證上之 

       申請編號顯示)。 

    3. 家長及申請兒童必須依時到校面見，如未能出席，則作放棄論。 

    4. 面見當日，會分別面見老師及校長/副校長/主任，家長須陪同申請兒童參與面見，每名申請兒童 

       最多可由 2 位家長陪同。形式以面談或遊戲進行。 

七. 取錄公布結果日期 

    本校將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以郵遞方式通知家長 K1 學位取錄結果。有關取錄結果會於 

    當日下午 6:30 後上載本校網頁。 

八. 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 

    1. 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稱「計劃」）下，每名可在本港接受教育的兒童只會獲發一張註冊文件，   

       而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只可取錄持有有效註冊文件的兒童。 

    2. 家長須於 2022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為其子女向教育局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下稱「註冊證」）。 

      「註冊證」會於本年 9 月開始接受申請，屆時教育局會公布申請細則，並會在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上載詳情。如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已提供全部所需 

資料及文件，教育局一般可在六至八個星期內完成審核，並以郵遞方式發放「註冊證」給合 

資格接受計劃資助的申請人。如兒童可於本港接受教育但不合乎資格接受計劃資助 1 而未能 

獲發「註冊證」，教育局會為有關兒童發出「幼稚園入學許可書」（下稱「入學許可書」）， 

兒童可憑「入學許可書」註冊並入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惟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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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本地兒童（例如持有擔保書的兒童，其父或母是持有學生簽證的兒童等）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許可，才可在香港接受 

    教育，但不會獲得「計劃」下的資助。 

 
九. 註冊安排 

    1. 獲取錄之兒童家長須於 2023 年 1 月 5 日至 7 日（「統一註冊日期」）內的指定時間到本校辦理 

       註冊手續，並須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及繳交註冊費。 

    2. 未獲取錄之兒童，將會自動成為本校 K1 備取生。倘有學位空缺，本校將個別以電話通知家長到

校辦理註冊手續（須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及繳交註冊費。 

 3. 家長請留意，如未能在指定的註冊日期提交「註冊證」/「入學許可書」，本校或未能為獲取錄 

 兒童完成手續，因此家長務必於指定日期內向教育局申請相關註冊文件。 

    4.  2023/24 學年的註冊費為港幣$970(半日)，$1570(全日)。如有關兒童入讀本校，本校會於 9 月退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P.3 

回註冊費，但若家長於註冊後決定為子女轉校，請以書面通知本校。本校會儘快退回「註冊證」

/「入學許可書」， 但註冊費將不獲退還。在取回「註冊證」/「入學許可書」後，本校亦不會再

為該兒童保留學位。 
 

十.  對非華語兒童的支援措施 

1. 非華語家長和兒童，如需要於面見時接受傳譯 / 翻譯服務，可提前向本校提出。 

2. 可由懂中文的親友陪同會面，協助溝通。 

3.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校聯絡。 

•查詢電話：2468 3237/ 2461 9133• 

電郵地址：main@skhspcmain.edu.hk 

     4. 非華語兒童家長可在教育局網頁獲取更多支援非華語兒童的相關資訊 

(https://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路徑：2023/24 學年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11.為 

非華語兒童提供的相關支援)。 

 

十一. 疫苗通行證 

      進入學校之人士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亦需戴 

      上口罩（請自備口罩），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及量度體温。任何需進行醫學監察及檢疫措施之 

      人士，切勿前往學校，敬請留意。 

      (以上規定會按政府有關「疫苗通行證」之安排而隨時更新) 

 

十二. 學校概覽 

     家長在教育局網頁《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獲取更多有關本校資訊：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 

https://kgp2021.azurewebsites.net/edb/schoolinfo.php?schid=6549&lang=tc&district=tuenmun&categor

y=&voucher=&ctype=&schoolname=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青雲路幼稚園： 

https://kgp2021.azurewebsites.net/edb/schoolinfo.php?schid=6521&lang=tc&district=tuenmun&categ

ory=&voucher=&ctype=&schoolname= 

 

十三. 學費資料 

    本校網頁：

https://www.skhspcmain.edu.hk/_files/ugd/3fafd2_de317c84ce11441abd0db5cfdcba4492.pdf 

十四：教育局 K1 收生安排網頁連結 

     http://www.edb.gov.hk/k1-admission_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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