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N PN K1 K1

學校 報名⽇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報名⽇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Openday／簡介會 報名⽅方法 備註

寶⼭山幼兒園 K1有出⽣生證名書便便可申請 有出⽣生證名書便便可申請K1 暫時沒有開放⽇日
請以信函形式連同郵資(80
克郵費)的回郵信封(A4尺⼨寸)
索取<初步入學申請表>

寄住學校索取申請表時內容
須包括以下資料料： 
1．入學⼦子女姓名 

2．出⽣生⽇日期 
3．香港住址 
4．聯聯絡電話 

5．家長姓名(⽗父親⺟母親) 

基督堂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尚未公布
在網上下載表格並在10⽉月15

／16⽇日交回學校
9:00-11:00AM

基督堂幼稚園漫沒有K1

聖公會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尾） 尚未公布（預計11⽉月尾） 尚未公布
網上下載申請表，／到校即

場填寫遞交

根德園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1⽉月頭）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學之園幼稚園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2019年年8 ⽉月1⽇日 

9:00AM
2019年年10⽉月24⽇日

(預計在10⽉月19的時間舉
⾏行行）

網上報名
將軍澳及鰂⿂魚涌分校是新校

舍

國際英⽂文幼稚園 尚未公布（預計9⽉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2019年年9 ⽉月4⽇日 
10:00AM

2019年年9⽉月10⽇日 
5:00PM

尚未公布 K1接受網上申請

銅鑼灣維多利利亞幼稚園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維多利利亞機構幼稚園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聖保祿幼兒園
尚未公布（預計明年年3⽉月

頭）
尚未公布（預計明年年5⽉月） - -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聖保祿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1⽉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1⽉月尾）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1⽉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2⽉月頭）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天主教聖瑪加利利⼤大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尾公

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民⽣生書院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網上報名

香港培正⼩小學 - - 2019年年7⽉月22⽇日 2019年年8⽉月26⽇日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高主教書院幼稚園部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尚未公布（only 3天）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劍鳴幼稚園 2020年年1⽉月8⽇日 2020年年1⽉月10⽇日 11/9/2019 13/9/2019 ⾯面試當天校內會舉⾏行行fun 
day

網上+郵寄/親⾝身遞交 ⾯面試11⽉月上旬

聖嘉勒勒⼩小學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尚未公布（only 2天）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香港創價幼稚園 - - 2019年年10⽉月1⽇日                                    
9:00AM

2019年年10⽉月25⽇日                             
11:59PM

尚未公布 網上申請

聖保羅堂幼稚園 - - 2019年年9⽉月23⽇日 2019年年10⽉月23⽇日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金金巴倫倫英⽂文幼稚園 - - 2019年年7⽉月2⽇日 未有截⽌止⽇日期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香港靈糧糧堂幼稚園
尚未公布 

只限藍藍⽥田，秀德分校
報名⽇日期不少於3天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報名⽇日期不少於3天 尚未公布 網上申請 只限藍藍⽥田，秀德分校

明慧國際幼稚園 2019年年9⽉月1⽇日 2019年年9⽉月30⽇日 2019年年9⽉月1⽇日 2019年年9⽉月30⽇日 尚未公布(10⽉月中/尾)
網上申請 或 親⾝身遞交 或 郵

寄

香港真光幼稚園 - - 2019年年9⽉月16⽇日 9⽉月28⽇日 27/4/2019 （堅道）
*只接納親⾝身到校遞交已填
妥及貼上近照之入學申請表

救恩學校 - - 2019年年9⽉月2⽇日 2019年年9⽉月13⽇日 2019年年 9⽉月7號 網上報名

嘉諾撒聖⼼心幼稚園 - - 2019年年9⽉月23⽇日 2019年年9⽉月30⽇日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11⽉月1、2⽇日⾯面試

朗思國際學校 2019年年9⽉月5⽇日 2019年年9⽉月12⽇日 2019年年11⽉月23⽇日 2019年年11⽉月29⽇日 2019年年11⽉月7⽇日
網上下載申請表格 再 *親⾝身

遞交*

香港培道⼩小學 - - 2019年年10⽉月頭公布 2019年年10⽉月頭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九⿓龍禮賢學校 - - 2019年年10⽉月3⽇日 2019年年10⽉月5⽇日 尚未公布
9/9/2019～10⽉月5⽇日網上下
載申請表格 再 *親⾝身遞交*

北⾓角衞理理堂幼稚園 2019年年8⽉月26⽇日 9:00
10⽉月8⽇日午夜11時59分截⽌止
網上申請；10⽉月5⽇日只有⼀一

天可以親⾝身提交
26/8/2019 上午9:00:00

10⽉月19⽇日午夜11時59分截
⽌止網上申請；

10⽉月12⽇日
PN 10⽉月19⽇日(六)、10⽉月26
⽇日(六) 及11⽉月2⽇日(六) ⾯面試

PN只接受2017年年10⽉月1⽇日⾄至
2018年年9⽉月30⽇日出⽣生之幼童

申請。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 - 2019年年8⽉月20⽇日 13/9/2019
7 ⽉月 3 ⽇日、8⽉月 23 ⽇日、8⽉月 
31 ⽇日

網上報名 11⽉月2⾯面試

明我幼稚園 2019年年9⽉月16⽇日 2019 年年 12 ⽉月 31 ⽇日 2019年年9⽉月16⽇日 2019 年年 10 ⽉月 29 ⽇日 尚未公布 網上下載表格+郵寄遞交
K1班⾯面試時間：2019 年年 11 

⽉月 02 ⽇日 
PN班⾯面試時間：2020 年年 01 

⽉月 04⽇日

玫瑰崗幼稚園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9⽉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交表

時睇）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交表

時睇）

蘇浙⼩小學校 2019年年9⽉月7⽇日（⼀一天） 2019年年9⽉月7⽇日（⼀一天） 現在 9 ⽉月 7 ⽇日截⽌止報名 尚未公布
Pn班親⾝身遞交；K班郵遞or

親⾝身
PN可以9⽉月4⽇日～6⽇日 索取報
名www.kcs.edu.hk 

宣道幼稚園 - - 2019年年9⽉月15⽇日 2019年年10⽉月14⽇日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2019年年11⽉月21⽇日、11⽉月22

⽇日⾯面試

啓思⼩小學附屬幼稚園 - - 全年年 全年年 尚未公布 網上下載表格+郵寄遞交

九⿓龍真光中學（幼稚園部） - - 尚未公布（預計10⽉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幼稚
園

- - 2019年年10⽉月2⽇日 15/10/2019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12⽉月20前通知結果

香港⺠民⽣生幼稚園 NOW 2019年年11⽉月28⽇日 尚未公布（預計10⽉月中） NOW 2019年年10⽉月17⽇日 網上 or 郵遞 or 親臨臨

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 -
2019 年年 9 ⽉月 9 ⽇日 ⾄至 2019 

年年 10 ⽉月 3 ⽇日                      
下載表格

2019 年年 10 ⽉月 4 ⽇日              
上午 9:30 ⾄至 下午 4:30

尚未公布 網上下載表格+親臨臨遞交 到校遞交only 1 ⽇日

聖羅撒幼稚園 - - 尚未公布（預計11⽉月頭） 尚未公布（預計11⽉月中） ⾯面試當⽇日遞交申請表
到校索取申請表 

聖若若望英⽂文書院 2019年年7⽉月15⽇日 2019年年9⽉月30⽇日 2019年年7⽉月15⽇日 2019年年9⽉月30⽇日 尚未公布 網上下載表格+親臨臨遞交
K1班⾯面試時間： 2019年年 11
⽉月      PN班⾯面試時間：2020

年年  2⽉月

萊恩幼稚園 現正接受報名 未有截⽌止⽇日期 現正接受報名 未有截⽌止⽇日期
簡介會之詳情會在收到 
申請後通知家長

網上下載表格 / 到校索取入
學申請表格

現正接受報名

九⿓龍靈糧糧堂幼稚園 2019年年9⽉月2⽇日 2019年年9⽉月16⽇日 2019年年9⽉月2⽇日 2019年年9⽉月16⽇日 尚未公布 網上報名
⾯面試： 2019 年年 11 ⽉月 9 
⽇日、11 ⽉月 16 ⽇日

禮賢會學校 - - 10⽉月1⽇日可以到網上下載
2019年年10⽉月17－18⽇日到校

遞交
尚未公布 到校遞交

2019年年11⽉月2⽇日/11⽉月9⽇日⾯面
試

迦南幼稚園 2019年年9⽉月23⽇日 2019年年9⽉月30⽇日 2019年年9⽉月23⽇日 2019年年9⽉月30⽇日 尚未公布 網上申請 尚未公布

佛教⾦金金麗幼稚園 - -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尚未公布

愛群道浸信會呂呂郭碧鳳幼稚
園

- - 2019年年10⽉月4⽇日 2019年年10⽉月8⽇日 2019年年10⽉月26⽇日(六)上午 網上申請 ⾯面試 2019年年11⽉月2⽇日

安基司幼稚園
2/9/2019～20/9/2019        

下載報名表
2019年年9⽉月21⽇日（星期六）  

9：00 am－12：00 pm
2/9/2019～20/9/2019        

下載報名表
2019年年9⽉月21⽇日（星期六）  

9：00 am－12：00 pm
10⽉月頭 親⾃自遞交 K1+PN⾯面試：12/10/2019               

約克國際幼稚園 現正接受報名 未有截⽌止⽇日期 現正接受報名 未有截⽌止⽇日期
簡介會之詳情會在收到 
申請後通知家長

網上申請 尚未公布

啟思幼稚園 2019年年8⽉月1⽇日 2019年年10⽉月26⽇日 2019年年8⽉月1⽇日 2019年年10⽉月26⽇日 尚未公布 網上申請

傳媒爭相追訪 + 名⼈人御⽤用
幼稚園升學培訓及策劃服務

熱⾨門幼稚園報名⽇日期 20／21

幼稚園升學諮詢及培訓服務

www.prepnk1.com

http://www.kcs.edu.hk
http://www.prepnk1.com
http://www.prepnk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