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仔浸信會白光幼稚園
學前親子遊戲小組 playgroup 報名表格
學生資料 Student’s Information
（中文）
學生姓名：
Student’s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Last Name)

(dd)

(mm)

(First Name)
性別：
Gender

(yyyy)

□ 男 Male
□ 女 Female

家長/監護人資料 Parent/Guardian Information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中文）

Name of Parent/Guardian

關係：
Relationship
地址：
Address

□ 母親 Mother

□父親 Father

□其他 Other【

】

(室 Flat/Room)

(樓 Floor)

(座 Block/ Tower)

(大廈 Building)

(街 Street)

(地區 District)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電郵：
E- mail
緊急聯絡人：

手提電話：
Mobile Phone

緊急聯絡號碼：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其他資料 Other Information
敏感及藥物詳情 Allergies & Medical Details

□有 Yes

□沒有 No

孩子有否對任何食物/藥物敏感、正在服藥 如有，請詳細說明：If yes, please specify
或有任何身體上的限制是我們需留意？
Does the child suffer from any allergies,
medical conditions or physical limitation
that we should be aware of?

家長會否考慮就讀本校？
Do you consider attending to our
kindergarten?
如何認識我們？
Where do you know our playgroup?

□有 Yes □沒有 No □考慮 To be considered
□單張 Leaflet
□其他 Other【

請轉後頁 PTO

□朋友 Friend
】

活動資料 Class Information
活動編號
日期
Class code
Date
□1920 01
9 月至 11 月【8 堂】
第一期
□1920 02
第二期

□1920 03
第三期

9 月 21、28 日
10 月 12、19、26 日
11 月 16、23、30 日
12 月至 3 月【8 堂】
12 月 14 日
1 月 11、18 日
2 月 15、22、29 日
3 月 14、21 日
3 月至 7 月【8 堂】
3 月 28 日
5 月 09、23、30 日
6 月 13、20、27 日
7 月 18 日

學費
Course Fee

淨額
Net Amount

□$624

$

□$624

$

□$624

$

合共
Total Amount
$
※報讀全期及 9 月份入讀本校的準讀生可享有 9 折優惠
※報讀全期：折扣後的差額，會於最後一堂（6 月）退回家長
※9 月份入讀本校的準讀生：折扣後的差額，會於 9 月退回家長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同意孩子就讀以上由香港仔浸信會白光幼稚園所舉辦的活動，並確認上述資料為正
確和真實。
I agree to allow my child to attend the class at Aberdeen Baptist Church Pak
Kwong Kindergarten and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r above is ture and
correct.
個人資料聲明：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收集以上個人資料是為了活動報名之用，並在有需要時學校可能會向 閣下
發放有關活動資料。學校不會向外披露任何這些個人資料，閣下可選擇同意或不同意接收活動資料。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接收活動資料。
I □agree / □ disagree to receive any information from Kindergarten in
relation to its activities.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子女上課之照片或錄影片段作日後活動推廣及存檔之用。
I
□agree / □disagree with the photos or video clips of my children for use
of future promotion and archiving.
同意、接受及簽署：
Agreed ,accepted and signed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監護人 Parent/ Guardian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報名須知:
1. 所有課程之費用必須全數繳交方為確實。

2.一經報名，已繳費用一概不退還，學額不可轉讓他人。

3. 學校保留取消課程、更改導師、上課地點及時間之最終決定權。

4. 除因特別情況引致活動/課程的推行日期及時間有所更改，否則不作另行通知，敬請按
上課之日期及時間依時出席。

5. 如因特別天氣而停課或活動取消，相關費用不獲退款，但會補堂 。

6. 請確保孩子穿著舒適的衣物、防滑襪及鞋，另請預備一套衣物於孩子的袋子裡作不時
之需。
7. 如遇到緊急事故，老師會盡快通知家長，並考慮學生的情況，如有需要會送到最
近之醫院，一切所需之費用將由家長負責。

8. 家長必須根據子女個人能力，作出判斷是否適合上課。本校毋需負責任何人仕因參與本
校活動而帶來之任何損失或受傷。

9. 上課期間可能會進行拍攝作記錄之用，參加者如不欲上鏡，請於報名表上宜清楚列明。

10. 本校保留最終一切的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