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 港 浸 信 會 聯 會 利 安 幼 兒 園
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 LEE ON NURSERY
新 界 沙 田 馬 鞍 山 沙 安 街 23 號 利 安 邨 利 興 樓 地 下 1 號 室
Unit 1, G/F, Lee Hing House, Lee On Estate, 23 Sha On Street, Ma On Shan, Sha Tin, N.T.
電郵 Email：admin@hkbcleeon.edu.hk

電話 Tel：2642 2633

網址 Website：www.hkbcleeon.edu.hk

傳真 Fax：2642 2988

入學申請表格 Application Form
檔案編號 Ref.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校方填寫 For school use only）
＊請在適當□加上〝〞
。Please put〝〞in the appropriate box(es).

申請兒童資料 Student Information
申請入學年度
20____ - 20____
Application Year
＊班級 □ 預備班 N1
□ 幼兒班 K1
□ 幼低班 K2
□ 幼高班 K3
（ 只 設 全 日 班 級 Whole day class only ）
Class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Name in English
出生日期
性別
Date of Birth
Sex

照片
Photo

（年 Year /月 Month /日 Date）

出生紙號碼
Birth Certificate No.
住址
Address
住宅電話
Home Tel. No.
申請之兒童如曾就讀其他學校之名稱
Last-school attended

出生地點
Place of Birth

國籍
Nationality

信仰
Religion
班級
Class

＊照顧情況 □ 由父親 By father ／ □ 由母親 By mother
Care Taken by □ 由家人或親友 By relatives （關係 Relationship：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由幼兒園 By Nursery ／ □ 由嬰園 By Child Care Centre
□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Parent / Guardian’s Information

父親
Father
母親
Mother
監護人
Guardian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No.

信仰
Religion

所屬教會
Affiliation

姓名
Name

職業
Occupation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與學生之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 _______________
現/曾修讀本園之家庭成員資料 Information about siblings who are currently in/graduated from our school
姓名
關係
_______________
Name
Relationship _______________
班級
畢業年份
（如現正就讀
Class _______________ If currently studying） Year of graduation 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資料 Information about Referee
姓名
關係
Name _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 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Signature of Parent / Guardian：

填表日期 Date of filing：

更新 Updated：20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