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訂日期(12/2019) 

兒
稚

FR-(1)-01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陳之娟幼   園

Alice Lan & Vera Shen Education Fund Delia Pei Nursery/ Kindergarten 

入園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編號：  
(1)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 

兒童姓名:      (中文)      (英文) 

Name:      Chinese      English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點： 

Date of Birth：   Y       M    D Place of Birth： 

出生證明書號碼： 性別： 籍貫： 

Birth Certificate No.： Gender： Native Place： 

聯絡電話： 宗教： 

Contact No.： Religion： 

住址： 

Home Address： 

申請班級： □啟蒙班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報名日期: 

Class applied for：   N   K1  K2   K3 Application Date:   年  月   日 

(2)家庭成員概況 Family Particulars 

姓名 關係 出生日期 身份証號碼 教育程度 公司名稱 職業 日間電話 備註 
Name Relationship Date of Birth Identity Card No. Education Level Name of Company Occupation Telephone No. Note 

曾就讀本校的兄弟姊妹資料                                            姓名 Name:  

Family members who had studied/have been studying at Alice Lan & Vera Shen Education Fund Delia Pei Nursery/Kindergarten 

家長簽署 Parent’s Signature：     

------------------------------------------------------------------------------------------------ 
職員填寫 Staff Only 

面試日期：    年     月     日 

經已繳交： □出生證明書副本 □針咭副本 □相片一張 □回郵信封 4個

服務終止紀錄 

離園原因 □1.遷居   □2.生病   □3.升讀小學   □4.轉由家人照顧 

□5.轉往其他幼兒園/幼稚園   □6.不適應園內生活   □7.其他，請註明     

離園日期:           校長簽署: 

本人現同意向  貴園提供本人的個人資料，並明白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只用作服務之用途；此外，本人亦同意可將有關之個人資
料傳閱予  貴園其他有關的同事或政府部門或相關的非政府機構，以協助處理上述申請。 申請程序完成後，所有提供資料將
被銷毀。 

The above personal data is collect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ay nursery service only. Our School will handle the data in care 

and respect personal privacy.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disposed off. 

幼兒近照 

一張 

Photo 



ALICE LAN & VERA SHEN EDUCATION FUND 

DELIA PEI NURSERY
KINDERGARTEN 

地址:沙田豐盛苑富盛閣地下

G/F, Fu Shing House,Fung Shing Court, Shatin, N.T . 

電話: 2691 8504

傳真: 2608 0426 

網址: www.alvsefdpk.edu.hk 

電郵: deliapei@netvigator.com 

學校註冊編號: 563838 

 

   按照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

引，透過多元化活動，配合體能與健

康、語文、幼兒數學、大自然與生活、

個人與群體和藝術與創意六大範疇，

培養幼兒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

的全面發展，並以小組形式進行，藉

此激發幼兒學習興趣，使幼兒愉快有

效學習。 

本園老師均經嚴格甄選，俱為社

會福利署註冊幼兒工作員及教育局註

冊合格幼稚園教師，老師分別於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香港教

育學院或浸會大學等接受培訓，並持

有政府認可之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及學

士學位。本園聘請專業英語教師及普

通話教師，讓孩子接觸不同語言，亦

設駐園社工支援家長服務。 

年滿一歲便可報名，家長可於

本園索取申請表格或於網上下載，

填妥後連同下列資料，交回本園: 

(一) 兒童出世紙副本 

(二) 近照一張 

(三) 針咭副本 

(四) 回郵信封 4個 

(五) 報名費 40元(於約見時繳費) 

幼稚園收到申請表後，按輪候

次序發信給家長，安排約見兒童。 

兒童若半途退學，需

於一個月前通知園

方，辦理退學手續。 

課室寬敞，環境清潔， 

備有室內體能活動室、 

音樂室、親子圖書館等。 

mailto:deliapei@netvigator.com


學費 膳食費 每月費用 

 2-3 歲 $ 1915 $ 450 $ 2365 

K1-K3 $ 60 $ 320 $ 380 

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為伯特利

中學校友組成,於一九七九年正式成

立，向政府註冊為非牟利有限公司。成

立之初，蒙各校友及社會人士慷慨捐

助，先後以免息貸款資助清貧學生，使

其繼續升學，贊助社會公益活動，捐助

奬學金予伯特利中學優異生等。又於八

六年，向政府申請在沙田開辦「藍如溪

盛成皿教育基金邊陳之娟幼兒園」，歷

年深受家長歡迎，逐再於九七年於荃灣

開辨「藍如溪盛成皿教育基金邊耀良幼

兒園」。由 2005年 9月起，本幼兒園已

根據教育條例註冊合拼為「幼  園」。兒  
稚 

協助外出工作之父母，代其照顧

及教育兒童，並根據兒童年齡的發展

特徵，提升各種適當的活動，讓兒童

從遊戲中學習，從小適應合群的生

活，並教導兒童認識基督真理，使孩

子自幼接受福音的種子。 

2-6歲 

(年滿一歲 

便可報名) 

星期一至五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 

* 有需要之家庭仍可申請幼稚園學費

資助計劃。

* 學年為每年 8月 1日至 7月 31日。

日間幼兒服務 

名  額:l28名 

(包括兼收幼兒服務名額 6名) 

幼兒暫託服務 

名  額: 每天 1名 

費  用: 64元  (全日) 

   32元  (半日) 

膳食費: 6.5元(每日) 

延長時間服務 

名  額: 每天 6名 

時  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六至晚上七時 

費  用: 每節 13元 

 (每節一小時，包括晚餐) 

本園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

劃，本年度得到學費全數資助，收費

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