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n Mind Kindergarten
Application Form

For Office Use

劍鳴幼稚園 報名表

Ref. No.

2019-2020

School Year 入學年份 :

校方專用

Referred by 介紹人 : 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Englis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x 性別: ______________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 (DD) _______ (MM) _______ (YY) ________
Address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Tel. 住址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class of present Kindergarten (if any) 現就讀幼稚園及班別(如有) :

Name

Photo

近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s' Information

家長資料

Father

英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Occupation 職業
Name of Company 公司名稱
Mobile Tel. 手提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地址

父

Mother

母

Name in English

Current school(s) of the applicant's sibling(s)

Name

□

姓名

Class Attending

班別

申請人親兄姊現時就讀情況
School Attending

Main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Please select one option)
Cantonese

粵語

面試內容以粵語為主。

□

English

英語

就讀學校

幼兒在家主要語言(請選擇一項)
□ Putonghua 普通話

*The interview is mainly in Cantonese. *

Class Applying 申請班別

K1

(2 years 8 months - 4 years old)

幼兒班 2歲8個月- 4歲
□ Morning Session 上午 (09:00-12:00)
Trilingual 兩文三語
(Please select one option with a ''.

□

Afternoon Session 下午 (13:30-16:30)
Trilingual 兩文三語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以號表示選擇，只可選擇一項)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with a recent photo, mail or deliver it to Keen Mind Kindergarten & Nursery, 13 Cumberland Road,
Kowloon Tong on or before 14/9/2018, together with 1 self-addressed envelope affixed with a $3 stamp (child's nam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nd a crossed cheque of $40 application fee payable to "Keen Mind Kindergarten" or pay in cash if
submitted in person. [You will be notified details of the interview by post in mid-Oct. Documents will be collected on the interview day.]

請填妥入學申請表並貼上近照，連同一個貼上$3郵票的回郵信封(左下角寫上幼兒姓名)及報名費支票港幣$40
(支票抬頭請寫「劍鳴幼稚園」
劍鳴幼稚園」)，於14/9/2018或之前寄回九龍塘金巴倫道十三號劍鳴幼稚園/幼兒園。(如親身
遞交申請表，請以現金繳付報名費。) [本校將於十月中旬專函通知面談日期及時間。所有文件只需於面談當天遞交。]

[For English, please see our English website.]

2019-2020 學年度
學年度

幼兒班
幼兒班(K1)入學申請
如欲為 貴子弟申請於 2019-2020 年度入讀劍鳴幼稚園，家長請於
2018 年 9 月 12 至 14 日於本校網址 www.keenmind.com.hk 下載入學申
請表，或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校舍索取。
填妥入學申請表並貼上近照後，請連同一個貼上$3 郵票的回郵信封
（左下角寫上幼兒姓名）及報名費支票港幣 $40 （支票抬頭請寫
「劍鳴幼稚園
劍鳴幼稚園」
劍鳴幼稚園 ），郵寄至九龍塘金巴倫道 13 號劍鳴幼稚園/幼兒園。
(如選擇親身遞交申請表，請以現金繳交報名費用。)
年齡

2 歲 8 個月至 4 歲（31/12/2016 或之前出生者）

（星期一）

開課日期

2019 年 9 月 2 日

申請日期

2018 年 9 月 12-14 日
2018 年 9 月 14 日

截止日期

*請於辦公時間內遞交申請表。如以郵寄方式，截止

接見月份

日期以郵戳為準，逾期報名者恕不受理。
2018 年 11 月上旬

備註：
1. 本校將於 2018 年 10 月中旬以書面通知出席面試日期、時間及所需
帶備之文件詳情
2. 每位申請者只須遞交一份申請表，於 9 月 12-14 日遞交
3.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12.09.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