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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 

幼兒教育中心 
入學申請表(2021/2022 年度)                                                

                                         
報讀課程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 “” 號) 
  特殊幼兒工作專業文憑 (CE424001P)   融合幼稚園課堂教學專業證書 (CE424006P) 

  嬰幼兒遊戲導師專業證書 (CE424002P)   校本課程發展(幼稚園)專業證書(CE424007P) 

  親職教育證書 (CE424003P)   嬰幼兒遊戲小組督導專業證書 - 課程設計、 

  兒童藝術教育專業證書 (CE424004P)  領導及管理 (CE424008P) 

  非華語幼兒教學專業證書 (CE424005P)   兒童遊戲治療教育專業文憑(CE424009P) 
 
申請人資料 

 
學歷 (請填上適用部份) 
公開考試 成績及頒發年份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或 同等學歷 中： 英： 頒發年份：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或同等學歷 中： 英： 頒發年份： 

其他學歷 頒發機構及頒發年份 

高級文憑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碩士或以上學位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專業資格 頒發機構及頒發年份 

幼兒教育證書 C(ECE)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合格幼稚園教師 QKT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幼兒工作員 CCW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其他 (請註明)： 頒發機構： 頒發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學歷及專業資歷，請附上證明文件

中文姓名： 
(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姓名： 
(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      / 
(dd/mm/yyyy)    日       月        年 

電話： 

電郵： 

現職機構名稱： 

現職職位名稱 (全職/兼職)： 

工作性質：  工作年資： 

如曾修讀幼兒教育中心(CECTL)課程，請註明 
課程名稱：                                                        (修讀年份：       ) 

 

 

 

 

請貼上證件照 

職員專用 

申請編號： 

郵戳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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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 

幼兒教育中心 
入學申請表(2021/2022 年度)                                                  

                                         
申請須知 
 
申請程序 申請人需完成以下步驟 1 – 4，方完成申請程序。 

 
步驟 1： 填寫網上登記 

 
步驟 2： 下載及填寫入學申請表(2021/2022 年度) 

 
步驟 3： 預備所需報名費用/資料/文件 

 港幣$70 報名費的支票 (支票抬頭「職業訓練局」) 
 香港身份證副本 
 相關工作證明文件副本 (如工作機構發出之工作證明書/ 薪俸結算表/ 稅務

報表等) 
 相關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步驟 4： 郵寄以上所需報名費用/資料/文件至以下地址： 

沙田源禾路 21 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238 室 
幼兒教育中心辦事處 
(封面請註明：2021 – 2022 專業文憑/ 證書課程) 

 
備註： 
1. 報名費將用作處理有關報名之行政程序。費用一經繳交，不得退還或轉讓。 
2. 敬請附上足夠郵資，本中心將以郵局郵戳為準。 

 
面試安排  

 
面試日期：  本中心收到申請人所遞交的報名費用/資料/文件後，會以電郵通知申請人

面試安排。 
 如申請人於寄出申請表一星期後，未能收到確認電郵，請與本中心聯絡。 

 
面試結果：  本中心會在面試後一個月內，以電郵通知申請人面試結果。 

 成功被取錄的申請者將獲得電郵通知有關繳交學費及註冊詳情，請申請人於

限期前繳交學費及完成註冊以確認學位。 
 

重要日期  
 

 面試結果：面試後一個月內通知 
 註冊及繳交學費：取錄通知後三星期內 
 截止報名日期：視乎實際收生情況而定，一般為開學前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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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幼兒、長者及社會服務系 

幼兒教育中心 
入學申請表(2021/2022 年度)                                                  

                                         
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人必須交齊所需文件，並經本中心以電郵確認後，方完成報名程序。 
 申請人在申請表填寫的內容及所遞交的資料均屬真確，並無遺漏。申請人需明白若有任何刻

意隱瞞之事實，學院將保留取消此申請之權利。 
 申請人所遞交之費用、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將不予以退還。 
 如申請未被接納，申請人所遞交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將會被銷毀。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被本中心及有關單位及人員，用作處理申請人之入學申請、行政、傳

訊及其他相關之用途。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如有需要，可透過電子郵件

CECTL@vtc.edu.hk 向本中心提出。 
 本中心保留修改有關資料權利，並於額滿/收生不足等特殊情況下，保留更改/ 取消課程權利。 
 如因本校不能預見的情況，例如疫情，政府頒令或其他情況，本校有權改變上課模式及時段，

包括及不限於面授及在互聯網上教學。 
 本中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聲明 

A.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此入學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將被本學院作處理以下各項： 

1. 有關單位及人員，作入學申請、行政、傳訊及其他相關之用途; 及 

2. 與本學院有關之推廣，包括最新課程及課程優惠 

 如不欲接收此聲明第 A2 項所述的任何宣傳資料，請於空格內加上 “” 號。 

 

B. 申請人聲明 

1. 本人僅此聲明，在此申請表及所遞交的資料均屬真確，並無遺漏。本人亦明白若有任何刻意隱

瞞之事實，學院將保留取消此申請之權利。 

2. 本人明白被取錄後，除獲特殊批准，不可轉換課程。 

3. 本人明白所遞交之費用、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將不予以退還。 

4. 本人已詳閱所申請課程之報名須知及申請注意事項。 
5.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內容。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對清單 (職員專用) :  



  
網上登記

 



  
入學申請表

 



  
香港身份證副本

 



  
相關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相關工作證明文件副本

 
 (如工作機構發出之工作證明書/ 薪俸結算表/ 稅務報表等) 



  
港幣$70 報名費的支票

 
(支票抬頭「職業訓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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