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PTO 請轉後頁~ 

 

Enrolment Form 入學申請表         

Student’s Information 學生資料 

Student’s Name 

學生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English Name) (中文)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d)        (mm)        (yyyy) 

Gender  

性別： 

 Male 男   

 Female 女 

Parent/Guardian Information 家長/監護人資料 

Name of Parents /Guardian  

家長/ 監護人姓名： 
 

Relationship 關係：   Mother 母親   Father 父親   Legal Guardian 監護人 

Address 地址： (Flat/Room 室) (Floor 樓) (Block/ Tower 座) 

(Building 大廈) (Street 街) (District 地區) 

 H.K Island 香港      Kowloon 九龍     New Territories 新界 

Home tel 住宅電話：  Office tel: 辦公室電話：  

Mobile Phone 手提電話：  E-mail 電郵：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contact number:  

緊急聯絡號碼： 

 

Religion 宗教信仰：  

 

 Christian 基督教 (所屬教會 Church:________) 

 No 沒有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 Information 其他資料 

Allergies and Medical Details 敏感及藥物詳情 

Does the child suffer from any allergies, medical conditions 
or physical limitations that we should be aware of?    

孩子有否對任何食物/ 藥物敏感、正在服藥或有任何身

體上的限制是我們需加以留意？ 

 Yes 有 /  No 沒有 

If yes, please specify 如有，請詳細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在家常用語言  Cantonese 廣東話   English 英文 

 Mandarin 國語   Others 其他 

Is your child enrolled or attended any nursery class or 

kindergarten? 你的孩子是否會報讀或正就讀幼兒班/幼

稚園？ 

 Yes 有 /  No 沒有 If yes, please specify 

如有，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d)    (mm)    (yy)    

Student no.: ________________ 

 



Other Interested Course  

有興趣之課程 

 Music 音樂  Science Club 科學俱樂部 

 Playgroup 親子課程  Mandarin 普通話 

 Creative Arts 藝術創意  Cooking 烹飪 

 Dancing 跳舞  Others________________ 

Where do you know Life Kids? 

如何認識我們？ 

 Yahoo   Google   Facebook   

 Leaflet 單張  Friends 朋友介紹 

你對以下講座有興趣? 

Which ones are you interested? 

 Studies 子女升學  Parenting 育兒  

 Health 健康  Counseling 心理輔導 

 Family Counseling 家庭輔導  

 Others 其他________________ 

Course Information 課程資料 

課程編號 

Course 
Code 

Course Title 課程名稱 Total 
Lessons 
合共堂數 

Commencing 
Date 

開始日期 

Course Fee 
學費 

Discount 
(%) 
折扣 

Net Amount 
淨額 

          HK$  HK$ 

    HK$  HK$ 

    HK$  HK$ 

Others 其他： HK$ 

  

 

Total Amount 合共: HK$ 

Declaration 聲明： 
 I agree to allow my child to attend the classes at LifeKids and confirm that the information given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I agree that my child wi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set out by LifeKids. 本人同意

孩子就讀以上由 LifeKids 所舉辦之課程，並確認上述資料皆為真實和正確。本人亦同意孩子遵從

LifeKids 所訂立之課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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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報名之用，並在有需要時中心可能會向 閣下發放有

關課程資料或通訊。我們絕不會向外披露任何這些個人資料，如閣下不想接收我們的課程資料或通訊。  

另外，在活動中我們可能會攝影或錄影，以作中心日後事工推廣及存檔之用。 

 本人同意/不同意接收課程資料及通訊          

  本人同意/不同意子女上課之照片或錄影片段可能會用於內宣傳用途中 

 

Agreed, accepted and signed by 同意、接受及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ent/Legal Guardian  家長/ 監護人                        Date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