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
二零二二年秋季學期入學申請須知
一

一般資料
 申請人於報名前必須詳閱課程網頁 (hkbusce.hk/ckgp)、本入學申請須知及有關資料。
 申請人於遞交報名表格時，必須備齊所需文件並確保所填報之資料皆正確無誤；倘表格上
之資料有不詳或失實之處，又或所交文件未齊全，其申請將告作廢且不作另函通知。
 申請人請保留其申請編號以備覆核時使用。
 無論申請者獲取錄與否，所有已繳交之文件及報名費用，一概不予退還。
 課程委員會將按申請人之學術水平及工作經驗作個別評審及甄選。現職幼稚園校長可獲優
先考慮。
 如申請人持有非本地學歷，請先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辦理學歷評審事宜，並
附結果以便課程委員會作遴選參考。否則，本院將可能無法處理有關入學申請。
 申請人如獲取錄，其入學申請文件及有關資料將由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中央存檔，
以作學員日後之個人檔案紀錄，並用作教育、學術及學校行政用途。未獲取錄之申請人所
呈交之一切申請文件，將於遴選程序完成後銷毀。在整個申請過程中，申請人若對表格上
之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或欲作出修改，可直接與本課程組聯絡。
 本院保留更改本課程網頁及本申請須知內所載資料之權利。

二

報名日期及手續
截止報名日期：2022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本院將於收到報名表格後 14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方式發出確認通知書。申請人如於上述限期後仍未收到通知，
請致電 3411 4310 與課程組職員聯絡。

有意申請入學者，須將以下所需文件，於上述截止報名日期前經「SCE 網上報名系統」遞交，
或郵寄至九龍塘聯合道 320 號建新中心 2 樓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 幼兒及基礎教育部
(信封面註明「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入學申請」)。
報名手續及呈交文件（所呈文件副本必須為 A4 尺吋）
經「SCE 網上報名系統」遞交申請

經郵寄遞交申請

1. 下載「附加表格」及「現職證明書」，填妥後，掃描
並儲存為 PDF 檔案格式

1. 填妥及遞交「入學申請表」、「附加表格」及「現職
證明書」

2. 經網上報名系統填寫「入學申請表」之個人資料、學
歷及工作經驗

2. 附上近照一張及下列之文件：
 幼稚園教學經驗 (最少三年) 之證明文件副本*
 「合格幼稚園教師」或「幼兒工作員」註冊證明文
件之副本*
 「幼兒教育證書」或其他同等學歷證明之副本*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明之副本*
(持幼兒教育深造文憑者，需同時上載深造文憑及學
士學位證明文件*)

3. 上載「附加表格」、「現職證明書」、近照一張及下
列文件之電子檔案：
 幼稚園教學經驗 (最少三年) 之證明文件副本*
 「合格幼稚園教師」或「幼兒工作員」註冊證明文
件之副本*
 「幼兒教育證書」或其他同等學歷證明之副本*
 「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明之副本*
(持幼兒教育深造文憑者，需同時上載深造文憑及學
士學位證明文件*)
4. 經 SCE 網上報名系統以信用卡或繳費靈繳付報名費港
幣 $120

3. 繳付報名費港幣 $120 之劃線支票（抬頭：香港浸會大
學）或繳費證明（詳見第四項「繳付報名費程序及須
知」)
備註： 申請人必須確定郵件的郵資及規格符合香港郵政
的要求，否則其郵件將可能無法投寄至本院。
因郵遞延誤而致逾期遞交的申請表，本院有權
不予處理或接納，而申請人所繳申請費用亦將
不予退還。截止報名日期以郵戳為準。

備註：獲取錄之申請人須於指定註冊日期，攜同上列註有 * 號之證明文件正本予課程組職員核實。註冊日期及詳
情將會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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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費
 報名費港幣$120，無論錄取與否，一概不予退還。

四

繳付報名費程序及須知（不適用於「SCE 網上報名系統」）

1.

網上銀行 (e-banking)
匯豐銀行／恒生銀行／銀通成員銀行之用戶，可使用以下網址繳付報名費：




匯豐銀行 – https://www.hsbc.com.hk
恒生銀行 – https://bank.hangseng.com
銀通成員銀行 – https://www.jetco.com.hk
網上銀行

i.

選擇「繳付賬單／繳費」

ii.

選擇「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ii.

選擇賬單類別 [07]「持續教育學院報名費／SCE Application Fee」

iv.

輸入八個數字的「賬單戶口號碼」： _ _ _ _ _ _ _ _，第一至四個數字為課程參考編號
(「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之參考編號為 8185)，第五至八個數字必須是申請人之香港身份證
號碼首四個數字。（請參照「3. 如何輸入八個數字的賬單戶口號碼」）

2.

v.

輸入報名費港幣$120

vi.

請列印「確認通知書」並連同報名表一併交回本課程組。申請人請自行影印確認通知書副本
以作紀錄，本部將不會另發收據。

銀行自動櫃員機 (ATM)
請於貼有「繳費服務」／「繳費易」標誌之銀行自動櫃員機繳付報名費。
匯豐銀行／恒生銀行自動櫃員機

銀通自動櫃員機

i.

選擇「繳費」

i.

選擇「繳費」

ii.

選擇「教育學府-大學」

ii. 選擇「專上學院」

iii.

選擇「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v.

輸入／選擇賬單類別 [07]「持續教育學院報名費／SCE Application Fee」

v.

輸入八個數字的「賬單戶口號碼」: _ _ _ _ _ _ _ _， 第一至四個數字為課程參考編號
(「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之參考編號為 8185)，第五至八個數字必須是申請人之 香港身份證
號碼首四個數字。（請參照「3. 如何輸入八個數字的賬單戶口號碼」）

vi.

輸入報名費港幣$120

vii.

請將「客戶通知書正本」連同報名表一併交回本課程組。申請人請自行影印客戶通知書副本
以作紀錄，本部將不會另發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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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輸入八個數字的賬單戶口號碼
申請報讀此課程的八個數字賬單戶口號碼輸入方法如下例所示：
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
參考編號

身份證號碼

八個數字
賬單戶口號碼

A123456(7)

8185

請輸入

XE678910(1)

4.

81851234
81856789

劃線支票
申請人亦可以「劃線支票」繳交報名費，支票抬頭為「香港浸會大學」，並請於支票背後寫上
申請人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五

學費
整個課程的學費為港幣 $20,200#，並分兩期繳付。
#

六

請以本院之最新公佈為準。

課程簡介講座
講座日期

七

時

間

2022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晚上 7:00 - 7:45

地

點

Zoom 網上平台(詳情請參閱課程網頁 hkbusce.hk/ckgp)

取錄名單公佈


課程委員會將按申請人之學術水平及工作經驗作個別評審，以決定其取錄資格。現職幼稚
園校長可獲優先考慮。如有需要，本部將邀請個別申請人參加面試。



獲取錄之申請人將個別收到取錄通知書。申請人必須按取錄通知書所示於指定日期辦理註
冊手續及繳交學費。



重要日期 (如有更改，請以本課程網頁之最新公佈為準)
入讀學期

2022 年秋季

截止報名日期

2022 年 7月 8 日 (星期五)

結果公佈

2022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八

暫定 2022 年 10 月– 2023 年 10 月


九龍塘校園

部份課堂將按需要安排於持續教育學院的其他教學中心進行

查詢
查詢電話： 3411 4310
傳真號碼： 3411 4302

網頁： hkbusce.hk/ckgp
電郵： sceeceed@hkbu.edu.hk

—— 請保留本申請須知，以備參考 ——
課程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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