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mission Application
for the 2019-2020 Academic Year

2019-2020 学年入学申请表
Student Name:
学生姓名 :

Gender / 性别 :

 Male 男  Female 女

Please attach 1
photo of your child

请在此贴上孩子

的照片

Date of Birth ( YY/ MM / DD ):
生日 ( 年 / 月 / 日 ):

Nationality:
国籍 :

ID/Passport Number ( please attach a copy of ID )：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 请附证件复印件 ):

Home Address / 家庭地址 : Home Phone Number / 家庭电话 :

Native Language(s) and
Proficiency Level:
母语及精通程度：

 Good 良好  Average 一般  Poor 差

Other Language(s) and
Proficiency Level:
其他语言及精通程度：

 Good 良好  Average 一般  Poor 差

What are your child’s special talent, interests and hobbies?
您的孩子的特别禀赋、兴趣和爱好？

Program for enrollment 课程选择

Full Day 全日制

 Nido (6m — 1.3y)
 IC (1.3y— 1.5y)
 Casa (3 y— 6y )

Half Day 半日制

 Nido (6m — 1.5y)

Name and location of the previous school：
以往就读学校的名字和地址：

Dates (from - to) /
时期 :

Has your child attended a Montessori school before? / 您的孩子就读过蒙特梭利学校吗？

In what way did you learn about our school? /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们幼儿园？

小班全天（6月 —1.3岁）

小班全天（1.3岁 — 3岁）

大班全天 ( 3岁 — 6 岁 )

小班全天（6m —15m）



Family Information 家庭资料

Parent/Guardian Information 父母 / 监护人资料

Guardian /监护人 Father/父亲 Mother/母亲

Name / 姓名

Date of Birth ( YY/ MM / DD ):
生日 ( 年 / 月 / 日 ):

Nationality / 国籍

ID/Passport Number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Company of Current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单位名称及职位

Mobile Phone / 移动电话

Email Address / 电子邮箱

Sibling Information /兄弟姐妹资料

Name / 姓名 Gender / 性别 Date of Birth / 生日 Current School / 当前就读学校

Other Information / 其他方面信息

With whom dose the child live with?  Father  Mother  Other：
孩子和谁一起居住？ 父亲 母亲 其他人：

Emergency contacts besides
parents
除父母外紧急情况联系人

Contact number / 联系电话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
与孩子的关系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孩子的其它方面信息

Sleeping Habits / 就寝习惯

What time does the child usually go to
bed?

孩子通常几点睡觉？

What time does the child usually get up?
孩子通常几点起床？

Is there anyone share the bedroom with
the child at home? What‘s his/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
家中有人和孩子住在同一个房间吗？他/她

和孩子是什么关系？

State of Development / 发展状况

If your child is under 2, has he/she ever received any
toilet training before?
如果您的孩子在两岁以下，他/她是否接受过如厕训练？

 Received a complete toilet training process
接受过完整的如厕训练

 Received training but accidents happen
sometimes

已经接受过如厕训练（偶尔出现状况）
 Never trained before

没有接受过如厕训练

Is there anything the child is particularly afraid of?
Does the child has any special habits?
孩子有特别害怕的事物或特殊习惯吗？

 No
否

 Yes,please describe
有，请描述：

Other Information / 其他信息

Besides the parents, who else lives with the
child for the majority of time？
除了父母，经常和孩子一起居住的还有谁？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let us
know about your child?
关于您的孩子还有其他事情我们应该了解的吗？

Please submit the applic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items
请随入学申请表一同递交以下资料：

1.A copy of child’s identification.孩子的护照/身份证复印件。

2.A copy of guardian’s identification.监护人的护照/身份证复印件。

3.Attach 4 passport size(2’’)photos of your child.孩子的两寸免冠照片四张。

4.Medical Form.健康体检表。

5.A copy of your child’s medical insurance card.儿童医疗保险卡或医疗保险单复印件。

6.A copy of your child’s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vaccination.
幼儿免疫预防接种证的复印件和预防接种的查验证明。

Parent / Guardian’s Signature: Date：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ADMISSION CONDITIONS 录取条款

1、申请过程中，我们将安排家长或监护人以及孩子进行面谈，若我们确信无法满足您和您孩子的最大权益，

我们有权在申请过程中或面谈结束后作出接收或拒收的决定。

2、只有当入学申请条件完全符合并且所需支付定金到账的情况下，所申请的名额才会被保留。拒收的情况

下，定金将会退还给家长。

3、新生入园一个月内，根据主班老师的实际反馈报告，如果孩子不适应学校环境以及我们的教学模式，学

校收取 1 个月学费，退还其余学费。

4、本人同意成都市武侯区艾尔思儿童之家在幼儿园内及园方相关活动中拍摄 ___________（孩子姓名）

的照片和 / 或影像。我知道并同意，幼儿园是所有图像资料版权的合法拥有者，并在此将可能在这些图像

中有的任何版权赋予幼儿园。

家长签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

TERMS AND CONDITIONS 付费条约
1. 学位预订金

学位定金 6000元为不可退返之金额，此定金将作为学费的一部分。

2. 学费

1) 全日制班级，采取按学期收取学费，每个学期按 5个月计算。半日制班级，采取按季度收取学费。全部

学费需在上学前全额付清。

2) 所有费用以人民币支付，可以现金或银行转帐方式支付。转账支付的家长须在转账凭证复印件上备注学

生姓名。

（添加收款账号及信息）

3.退学申请与退款

1) 在新生入园的一个月内，根据主班教师的实际反馈报告，如果学生不适应学校环境以及教学模式，学校

收取 1个月全额学费，退还其余学费。

2) 中途退学，家长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学校，申请办理退学手续。否则，学校将额外扣除一个月学费。

4.老生学位预订

在园老生须在学期末结束前一个月，按时缴纳下学期学费，确定为其保留学位或名额。

5.更详细条约可参考《缴费协议》

申明本条款是学校与您即申请人之间具有约束力的条约

本人在此为我的孩子 _____________ 申请_____________ 年度的学籍，并且授权学校有权把本入学申

请表内的 资料输入学校的资料库，及有权以管理层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进行资料归档。本人确认申请表中

信息准确无误。 如本人未准确提供孩子的重要信息，学校有权限制入学或退学。本人在此申明我已阅读过

上述条款并同意遵守。

Parent / Guardian’s Signature : Date ：

家长 / 监护人签名：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