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年度升中資訊講座 

部分中學已安排中學升讀資訊日，請家長盡量抽空出席，以便了解升中的要求，為子女及早作好

準備。    

(一) 本區校網中學 

本區中學 舉辦日期 時間 網站 備註 

匯基書院(東九龍) 

(直資)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中一簡介會 

下午 2:30 

http://www.uccke.edu.hk 

九龍觀塘利安里 2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uccke.e

du.hk/admission/br

iefing-meeting/ 

2016年 1月 14日 

(星期六) 

開放日 

上午 10:00-下午 6:00 

中一簡介會 

下午 2:30 

順利天主教中學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第一場講座 

上午 10:00-11:30 
http://www.slcss.edu.hk 

九龍觀塘順利邨順緻街 7

號 

請致電 2389 3082或

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slcss.edu.h

k/admission/talk.htm 

第二場講座 

下午 2:00-3:30 

2017年 1月 7日 

(星期六) 

體驗日 

上午 11:30-下午 1:00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slcss.edu.h

k/admission/LE.htm 

聖若瑟英文中學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升中講座暨模擬面試 

上午 9:00-中午 12:45 

http://www.sjacs.edu.hk/ 

九龍新清水灣道 46號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sjacs.edu.h

k/template?series=1&ar

ticle=7517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

書院 
2016年 11月 13日 

資訊日 

上午 10:00-中午 12:00 

下午 2:00-4:00 

http://www.cccmmwc.edu.

hk 

九龍觀塘曉明街 20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eportfolio.cccm

mwc.edu.hk/~mmw-nty/20

16informati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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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

中學 

2016年 11月 13日 

(星期日) 

開放日 

上午 8:15-9:00 
http://www.holmglad.edu

.hk/ 

九龍觀塘曉明街 26 

家長可致電 2727 4311

查詢 2016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開放日 

下午 2:40-3:30 

梁式芝書院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中一資訊日及面試工作坊 

上午 10:00-11:45 

http://www.lscc.edu.hk 

九龍秀茂坪曉光街 80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q

lXIx4v9P1RObH462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

學 

2016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上午(11月初可致電查詢) 

http://www.keichi.edu.hk/ 

香港瑞寧街 20號 
家長請致電 2342 2954

留座 

寧波公學 

2016年 11月 23日 

(星期三) 

升中資訊日暨觀課 

上午 8:00-9:30 

http://www.npc.edu.hk/ 

九龍觀塘功樂道七號 

請下載以下表格報名 

http://www.npc.edu.hk/

popup/%E9%96%8B%E6%94%

BE%E6%A0%A1%E5%9C%92%E

6%B4%BB%E5%8B%95_2016_

form.pdf 

2016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2016年 11月 28日 

(星期一) 

聖傑靈女子中學 
2016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開放日 

上午 9:00-11:15 http://www.scsg.edu.hk 

九龍觀塘康利道 26號 

請致電 2345 6481登

記或於網上預留座位 
http://www.scsg.edu.hk

/Openday.html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上午 11:30-中午 12:30 

聖公會基孝中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中一資訊日 

下午 2:00-4:00 

http://www.keihau.edu.hk/ 

九龍藍田啟田道五號 
家長可致電 2346 0252

查詢 

福建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開放日暨簡介會 

上午 10:00-下午 4:30 

http://www.fms.edu.hk/ 

九龍觀塘振華道 83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

碧鳳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中一資訊日 

下午 1:45-4:30 

http://www.lkpfc.edu.hk 

九龍觀塘翠屏道 102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cO

GTf7ie90BWCuSe_9TF7zWh

RPMrvtTNNOeyA745HL3IKz

5Q/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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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中一資訊日 

下午 2:30-5:30 

http://www.singyin.edu.

hk 

九龍新清水灣道 38號 

請到以下網址下載入

場卷 
http://www.singyin.edu

.hk/zh/%E5%AD%B8%E6%A0

%A1%E6%96%B0%E8%81%9E/

%E5%AD%B8%E6%A0%A1%E6%

96%B0%E8%81%9E/44-news

-2016-2017/246-%E4%B8%

AD%E4%B8%80%E8%B3%87%E

8%A8%8A%E6%97%A5-form-

one-info-day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

道迦南書院（直資） 

2016年 12月 4日 

(星期日) 
中一資訊日 

下午 2:00-4:30 

http://www.stcc.edu.hk 

九龍觀塘利安里 6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c_

v4vU4vX6FXXamtFYZ_5Qx-

KOFbyYHt3QYNbcHyb1lhve

5Q/viewform 

2017年 1月 7日 

(星期六) 

觀塘官立中學 
2016年 12月 9日 

(星期五) 

簡介會 

晚上 6:00-7:00 

http://www.ktgss.edu.hk 
九龍觀塘順緻街 9號順利村 

家長請致電 2343 6220

留座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簡介會 

下午 2:00-5:00 

第一場講座 

下午 2:00 

第二場講座 

下午 3:30 

http://www.skhlkyss.edu

.hk 

九龍觀塘曉明街 28號 

家長可致電 2727 4321

查詢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

學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下午 2:00-4:30 

http://www.ychlccsc.edu

.hk/ 

九龍灣啟禮道 10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13xAoKACcvVy

ErEGZ1wWuZ2Vy52D8uyhLf

CBWuYo7gYw/edit?usp=sh

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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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瑪利諾書院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資訊日 

下午 2:30-4:15 

http://www.ktmc.edu.hk/ 

九龍觀塘翠屏道 100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二) 他區校網中學 

他區中學 舉辦日期 時間 網站 備註 

拔萃女書院 (直資) 
2016年 9月 24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中午 12:00 

http://www.dgs.edu.hk/ 

九龍佐敦道 1 號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dgs.edu.hk/

index.php/admissions/s

1-application-chi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2016年 10月 8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下午 1:30-5:30 http://www.cswcss.edu.hk 

九龍長沙灣福榮街 533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www.cswcss.edu.hk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升中適應及選校策略講座 

下午 2:30-4:00 

德望學校 
2016年 10月 8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30 

http://www.ghs.edu.hk/sec/ 

九龍牛池灣清水灣道 303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ghs.edu.hk/se

c/s1_admission_chi.htm 

聖保祿學校(直資) 
2016年 10月 21日 

(星期五) 
下午 5:30-7:00 

http://www.spcs.edu.hk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40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http://www.spcs.edu.hk

/admission/admission17

18_CHI.htm 

將軍澳香島中學 
2016年 10月 29日 

(星期六) 

升中簡介會 

上午 10:00-11:30 

http://www.tko.heungto.net/ 

香港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4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協恩中學(直資) 

2016年 10月 30日 

(星期日) 

第一場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hys.edu.hk 

九龍九龍城農圃道 1號 

請致電 2711 0862或

到以下網址登記 

http://www.hys.edu

.hk/run/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第二場 

上午 9:00-中午 12:00 

第三場 

下午 2:00-5:00 

2017年 1月 15日 

(星期日) 

遊藝會 

上午 10:00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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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http://www.htc.edu.hk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3號 

請致電 2779 3220留

座或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htc.edu.hk/

p6/ 
第二場 

下午 2:00- 3:00 

林大輝中學(直資)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下午 1:00-5:00 

http://www.ltfc.edu.hk 

新界沙田銀城街 25號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ltfc.edu.hk

/Website/index.php/adm

ission/school-informat

ion-day 

鄭植之中學 

2016年 11月 5日 

(星期六) 

全方位學習體驗日 

下午 2:30-4:30 
http://www.cccss.edu.hk/ 

新界西貢竹角路八號（清水灣

道及西貢公路交界） 

家長請致電 2719 8598

向梁小姐預約及留位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卓越課堂體驗日 

上午 9:30-中午 12:30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cccss.edu.h

k/lecture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聖保羅男女中學 

(直資)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入學簡介會 

上午 11:00-中午 12:00 

http://www.spcc.edu.hk 

香港麥當勞道 33號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spcc.edu.hk

/chinese/admissions/f1

_admissions 

文理書院(九龍)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升中資訊日 

下午 3:00-4:00 

http://www.cckln.edu.hk/ 

九龍新蒲崗景福街 96號 

請致電 2323 1741預

留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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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tc.edu.hk/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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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tfc.edu.hk/Website/index.php/admission/school-information-day
http://www.ltfc.edu.hk/Website/index.php/admission/school-information-day
http://www.cccss.edu.hk/
http://www.cccss.edu.hk/lecture
http://www.cccss.edu.hk/lecture
http://www.spcc.edu.hk/
http://www.spcc.edu.hk/chinese/admissions/f1_admissions
http://www.spcc.edu.hk/chinese/admissions/f1_admissions
http://www.spcc.edu.hk/chinese/admissions/f1_admissions
http://www.cckln.edu.hk/


匯知中學 

2016年 11月 12日 

(星期六)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下午 3:00-5:30 

http://www.qualiedcollege.

edu.hk 

新界將軍澳勤學里二號 

請致電 2706 6969 留

座或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1vpIodjk4MYQ

oQDTv9aJiypJ7jdHiqIZpz

QdvfFdUZac/viewform?ed

it_requested=true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2017年 1月 7日 

(星期六) 

2017年 2月 11日 

(星期六) 

2017年 3月 11日 

(星期六) 

2016年 12月 16日 

(星期五)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下午 7:00-9:30 

http://www.qualiedcollege.

edu.hk 

新界將軍澳勤學里二號 

請致電 2706 6969 留

座或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1vpIodjk4MYQ

oQDTv9aJiypJ7jdHiqIZpz

QdvfFdUZac/viewform?ed

it_requested=true 

2017年 1月 20日 

(星期五) 

2017年 2月 24日 

(星期五) 

可立中學 

2016年 11月 14日 

(星期一) 資訊日 

下午 2:00-3:15 

http://www.holap.edu.hk/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5號 

家長可致電 2322 2229 

/2321 5525聯絡陳小

姐 

2016年 11月 16日 

(星期三)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資訊日第一場 

下午 1:30-2:45 

資訊日第二場 

下午 3:15-4:30 

 

 

http://www.qualiedcollege.edu.hk/
http://www.qualiedcollege.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pIodjk4MYQoQDTv9aJiypJ7jdHiqIZpzQdvfFdUZac/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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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ualiedcollege.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pIodjk4MYQoQDTv9aJiypJ7jdHiqIZpzQdvfFdUZac/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pIodjk4MYQoQDTv9aJiypJ7jdHiqIZpzQdvfFdUZac/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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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lap.edu.hk/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2016年 11月 18日 

(星期五) 

簡介會第一場 

晚上 7:00-8:00 

http://www.ktscss.edu.hk 

新界沙田秦石邨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ktscss.edu.

hk/forms/secondary-1-a

dmission-talk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簡介會第二場 

下午 1:30-2:30 

2016年 11月 25日 
開放日 

下午 1:00-4:00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開放日 

上午 10:00-下午 5:00 

聖母書院 

2016年 11月 18日 

(星期五) 學習體驗日 

下午 3:45-5:15 

http://www.olc.edu.hk/ 

九龍黃大仙龍鳳街 3 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d

uWJGTRFh5KpYPny2 
2016年 12月 2日 

(星期五)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10:00-中午 12:15 

第二場 

下午 2:30-4:45 

http://www.cccmkc.edu.hk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d_

_A4O26PK-sIJq3UD5pEIUA

rGTUm33XNV3h1TBvUGpUGI

6Q/viewform 

香港華仁書院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下午 2:00 

http://www.wahyan.edu.hk/ 

香港皇后大道東 281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dK

iF5Iu9_lm3PyxWcsHXI-Oj

N0bOYD5ArgsD06EgFn2QI8

TQ/viewform?c=0&w=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直資)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下午 2:00-4:00 

http://www.gtcollege.edu.hk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嶺光街 10號 

請致電 2535 6867或

到以下網址登記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eL

p5KwE1etutwCVoTPmusnB4

5ok40V4t77wneOaWMYN_qQ

lA/viewform?c=0&w=1 

http://www.ktscss.edu.hk/
http://www.ktscss.edu.hk/forms/secondary-1-admission-talk
http://www.ktscss.edu.hk/forms/secondary-1-admission-talk
http://www.ktscss.edu.hk/forms/secondary-1-admission-talk
http://www.olc.edu.hk/
https://goo.gl/forms/duWJGTRFh5KpYPny2
https://goo.gl/forms/duWJGTRFh5KpYPny2
http://www.cccmkc.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_A4O26PK-sIJq3UD5pEIUArGTUm33XNV3h1TBvUGpUGI6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_A4O26PK-sIJq3UD5pEIUArGTUm33XNV3h1TBvUGpUGI6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_A4O26PK-sIJq3UD5pEIUArGTUm33XNV3h1TBvUGpUGI6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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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_A4O26PK-sIJq3UD5pEIUArGTUm33XNV3h1TBvUGpUGI6Q/viewform
http://www.wahyan.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KiF5Iu9_lm3PyxWcsHXI-OjN0bOYD5ArgsD06EgFn2QI8TQ/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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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學校資訊日 

下午 2:20-4:45 

http://www.cwgc.edu.hk 

沙田大圍積運街 12-14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cwgc.edu.hk

/site_category/News_Ci

rcular/news/16-17/1610

/Information_Day/popup

.html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中一入學資訊日 

上午 10:00-下午 4:30 

http://www.ychwwsss.edu.hk/ 

將軍澳唐俊街 8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o

zf4oIaCQdfcTJMY2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

(中學部) 

2016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上午 10:30-中午 12:30 

http://www.sts.edu.hk/ 

新界西貢普通道 

家長可於網上報名登

記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

中學 

2016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嘉年華會 

上午 11:00-下午 4:30 

(第一場簡介會於上午

10:30舉行) 

http://www.htyc.edu.hk/ 

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6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將軍澳官立中學 
2016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開放日第一節 

上午 9:00-10:15 

開放日第二節 

上午 10:30-11:45 

開放日第三節 

下午 2:15-3:30 

http://www.tkogss.edu.hk/ 

將軍澳敬賢里 2號 

家長請致電 2704 0051

與李樂恩小姐或梁淑

嫻老師聯絡 

沙田培英中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10:00-中午 12:30 

第二場 

下午 2:30-5:00 

http://www.pyc.edu.hk 

香港豐順街 9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www2.pyc.edu.h

k/pycnet/registration/

p6/parents.htm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學校開放日 

上午 9:20-12:00 

下午 2:20-5:00 

http://www.plhks.edu.hk 

新界沙田愉田苑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plhks.edu.h

k/tc/openday 

嘉諾撒書院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下午 2:00-4:00 

http://www.canossa.edu.hk 

香港鰂魚涌海澤街 10號 

歡迎於 11月 19日前

到該校索取門券 

http://www.cwgc.edu.hk/
http://www.cwgc.edu.hk/site_category/News_Circular/news/16-17/1610/Information_Day/pop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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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forms/ozf4oIaCQdfcTJMY2
https://goo.gl/forms/ozf4oIaCQdfcTJMY2
http://www.sts.edu.hk/
http://www.htyc.edu.hk/
http://www.tkogss.edu.hk/
http://www.pyc.edu.hk/
https://www2.pyc.edu.hk/pycnet/registration/p6/parents.htm
https://www2.pyc.edu.hk/pycnet/registration/p6/parents.htm
https://www2.pyc.edu.hk/pycnet/registration/p6/parents.htm
http://www.plhks.edu.hk/
http://www.plhks.edu.hk/tc/openday
http://www.plhks.edu.hk/tc/openday
http://www.canossa.edu.hk/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

中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正覺資訊日 

上午 9:00-下午 4:00 

http://www.bckss.edu.hk/ 

新界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38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張祝珊英文中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下午 1:00-4:00 

http://www.ccsc.edu.hk/ 

香港北角雲景道 11 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入學資試日第一場 

上午 10:00 

入學資試日第二場 

下午 2:30 

http://www.ihmc.edu.hk 

新界沙田乙明邨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ihmc.edu.hk

/Content/06_data_colle

ct/publicActivity/appl

icationForm.aspx?activ

ityId=7 

九龍華仁書院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9:00-10:30 

第二場 

上午 11:00-中午 12:30 

第三場 

下午 2:00-3:30 

http://www.wyk.edu.hk 

九龍窩打老道 56號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以

下網址
http://admin.wyk.edu.h

k/documents/E02%20S1%2

0Admission/InfoDayRegi

strationForm.pdf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9:30-11:40 

第二場 

下午 2:00-4:10 

http://www.ccchwc.edu.hk 

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1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

學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資訊日暨升中模擬面試 

上午 10:00-中午 12:00 

http://www.lycmc.edu.hk/ 

將軍澳寶琳毓雅里 8號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以

下網址 
http://www.lycmc.edu.h

k/wordpress/2016/09/26

/%E5%91%82%E4%B8%AD%E8

%B3%87%E8%A8%8A%E6%97%

A5-%E6%9A%A8-%E5%8D%87

%E4%B8%AD%E6%A8%A1%E6%

93%AC%E9%9D%A2%E8%A9%A

6-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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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2016年 11月 26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下午 2:30-4:00 http://www.spkc.edu.hk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 56號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2016年 11月 27日 

(星期日) 

第二場 

下午 2:30-4:00 

慈幼英文學校 

2016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升中簡介會 

下午 1:30-2:30 

親子同樂日 

下午 2:30-5:00 http://www.ssshk.edu.hk 

香港柴灣道 16號 

請致電 2884 3581聯

絡陳翠珊書記或填妥

報名表格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ssshk.edu.h

k/CustomPage/paragraph

Group.aspx?webPageId=6

8&pageId=148 

2017年 1月 7日 

(星期六)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A 

上午 10:00-中午 12:00 

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 B 

下午 2:00-4:00 

德愛中學 

2016年 11月 30日 

(星期三) 

簡介會及校園參觀 

下午 4:15-5:45 

http://www.takoi.edu.hk/ 

香港慈雲山慈雲山道 8號 

家長請於參觀日期前

一星期致電 2323  

8504與文惠玲小姐聯

絡 

2016年 12月 7日 

(星期三) 

2016年 12月 12日 

(星期一) 

迦密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資訊日第一場 

上午 10:00-中午 12:00 

資訊日第一場 

下午 2:00-4:00 

http://www.carmelss.edu.hk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55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carmelss.

edu.hk/site/blog/201

6/11/4607/ 

陳瑞祺(喇沙)書院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簡介會 

下午 2:30-3:30 

http://www.csklsc.edu.hk 

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4號 

家長請致電 2711 8175

或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csklsc.edu.

hk/webform/s1-discreti

onary-places-briefing-

2017 

http://www.spkc.edu.hk/
http://www.ssshk.edu.hk/
http://www.ssshk.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68&pageId=148
http://www.ssshk.edu.hk/CustomPage/paragraphGroup.aspx?webPageId=68&pageId=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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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rmelss.edu.hk/site/blog/2016/11/4607/
http://www.carmelss.edu.hk/site/blog/2016/11/4607/
http://www.carmelss.edu.hk/site/blog/2016/11/4607/
http://www.csklsc.edu.hk/
http://www.csklsc.edu.hk/webform/s1-discretionary-places-briefing-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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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祺(喇沙)書院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簡介會 

下午 2:30-3:30 

http://www.csklsc.edu.hk 

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4號 

家長請致電 2711 8175

留座或登入學校網頁

報名 

鄧鏡波學校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活動日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tangkingpo.edu.

hk/ 

九龍天光道 16號 

如有查詢，家長可致

電 2712 5171 與唐潔

蓉老師聯絡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開放日 

上午 9:00-下午 5:00 

http://www.lfh.edu.hk/ 

香港柴灣翠灣街翠灣邨 

如有查詢，家長可致

電 2560 5678 與姚副

校長聯絡 

聖母玫瑰書院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入學資訊日 

上午 11:00-中午 12:30 

http://www.olr.edu.hk 

九龍又一村玫瑰街 22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teacher.olr.edu

.hk/schoolvisit/regist

ration/registration.as

p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

珊紀念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中一入學資訊日 

上午 9:00-11:00 

http://www.wtsmc.edu.hk/ 

九龍石硤尾南昌街 250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goo.gl/forms/5D

zFsoEbqu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簡介會暨開放日 

下午 2:30 

http://www.qmss.edu.hk/ 

香港新界將軍澳厚德邨第三期 

家長請致電 2702 6509

聯絡廖小姐留座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 
2016年 12月 3日 

(星期六) 

課程體驗暨升中資訊日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ykh.edu.hk/ 

九龍橫頭磡富裕街三號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以

下網址 
http://www.ykh.edu.hk/

ykhgallery/20162017/Sc

hoolInfoDay/index.html 

何文田官立中學 
2016年 12月 4日 

(星期日)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hmtgss.edu.hk/ 

九龍何文田巴富街八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goo.gl/forms/cw

zjvuq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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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心林炳炎中學 

2016年 12月 9日 

(星期五) 

小學體驗活動第一場 

上午 10:40-中午 12:10 

http://www.kitsam.edu.hk/ 

香港富美街 9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U

O2YhKov8QeMjO1n1 

小學體驗活動第二場 

下午 1:10-中午 2:40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小學體驗活動第三場 

上午 10:40-中午 12:10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016年 12月 9日 

(星期五) 參觀日 

下午 4:30-5:30 

http://www.lhymss.edu.hk/ 

香港小西灣小西灣道 31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WfCmGK 2016年 12月 16日 

(星期五)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第一場簡介會 

上午 10:45-中午 12:00 

第二場簡介會 

下午 2:30-3:45 

http://www.bhjs.edu.hk 

九龍九龍塘牛津道 2C號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

電 2336 3034 

德雅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下午 2:00-3:30 

http://www.taknga.edu.hk 

九龍深水埗又一村達之路 18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dy

BwKVAsTVsW88PSa20aKklF

1B8HB0bsVR2VJgLHnJtUmu

uA/viewform?c=0&w=1 

英華女學校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9:00-10:15 
http://www.ywgs.edu.hk/ 

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01號 （暫

遷校舍） 

相關詳情請瀏覽以下

網址
http://www.ywgs.edu.hk

/s1-admission 
請於學校網站內登記

或傳真至 2858 8669 

第二場 

上午 11:30-中午 12:45 

第三場 

下午 3:00-4:15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plkno1whc.edu.hk/ 

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3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www.plkno1whc.e

du.hk/info/submit.php 

http://www.kitsam.edu.hk/
https://goo.gl/forms/UO2YhKov8QeMjO1n1
https://goo.gl/forms/UO2YhKov8QeMjO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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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yBwKVAsTVsW88PSa20aKklF1B8HB0bsVR2VJgLHnJtUmuuA/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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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德書院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簡介會 

下午 2:00-4:00 

http://www.sbc.edu.hk/ 

九龍慈雲山雙鳳街 47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U

SVSnF9LdWlNzKVF3 

迦密主恩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簡介會 

下午 2:30-4:30 

http://www.cdgfss.edu.hk/ 

香港新界將軍澳寶林邨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fV

nnWbVHGhr4sSQjI_DfMkQ6

hQp1YYrNpYqd3u4WZnrbq3

1A/viewform?c=0&w=1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2016年 12月 10日 

(星期六) 

升中講座 

下午 2:30-4:30 

http://www.stmc.edu.hk/zh/ 

香港沙田新田圍邨 

詳情及索取門票方法

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stmc.edu.hk

/zh/2016/11/primary-6-

guidance-day-2016/ 

景嶺書院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上午 10:00-中午 12:30 

http://www.kingling.edu.hk 

將軍澳林盛路 1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goo.gl/rZCke7 

聖保祿中學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簡介日 

下午 3:00-5:00 

http://www.spss.edu.hk 

香港跑馬地雲地利道 18號 A 
詳情請瀏覽有關網址 

張振興伉儷書院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講座 

上午 9:30-10:15 
http://www.cghc.edu.hk 

香港柴灣祥民道 12號 

詳情及報名請瀏覽以

下網址 
http://cghcweb.cghc.edu.

hk/schoolsite/index.php?

mact=News,cntnt01,detail

,0&cntnt01articleid=551&

cntnt01origid=181&cntnt0

1returnid=181 

校園導賞及活動體驗 

上午 10:15-中午 12:30 

華英中學 
2016年 12月 11日 

(星期日) 

資訊日 

下午 2:30-4:30 

 

http://www.waying.edu.hk/ 

九龍何文田常和街 8號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http://intranet.waying

.edu.hk/waying/F1Appli

cation/2017-2018/poste

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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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2016年 12月 17日 

(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10:30-中午 12:30 

第二場 

下午 2:30-4:30 

http://skss.school.hk/ 

新界西貢將軍澳唐俊街 6 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et

WCodmtlThrYp6zXMWi6AMT

iML1CCwafpSQ5BEd8JOm6f

7g/viewform?embedded=t

rue 

福建中學(小西灣) 
2016年 12月 17日 

(星期六) 

資訊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3:30 

http://www.fss.edu.hk/ 

柴灣小西灣富怡道 2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K

h377OgdIFhAiXCY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2016年 12月 18日 

(星期日) 

資訊日暨座談會 

上午 9:00-中午 12:00 

http://www.plkchc.edu.hk 

九龍黃大仙蒲崗村道 176 號學

校村 

家長可致電 2626 9930 

、傳真出席人數及聯

絡方法至 2626 9339

或親自到校務處報名 

報名開始日期: 21/11 

九龍真光中學 
2016年 12月 18日 

(星期日) 

資訊日 

下午 2:15-5:30 

http://www.ktls.edu.hk/ 

香港真光里 1號 

請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s://docs.google.co

m/forms/d/e/1FAIpQLSdG

zEhD2cOZz5H1PRL9ljC12G

wLoYgLpAOvT4cUfiTuwWmI

0Q/viewform?c=0&w=1 

賽馬會體藝中學 
2017年 1月 8日 

(星期日) 

簡介會 

中午 12:00-下午 1:45 

http://www.tic.edu.hk/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五至七號 

簡介會及親子視藝課

堂須索取入場卷，詳

情及報名請瀏覽以下

網址 
https://www.tic.edu.hk

/it-school/php/webcms/

public/index.php3?refi

d=700&mode=published&l

ang=zh 

開放日 

下午 1:30-5:30 

親子體適能測試 

下午 2:00-4:00 

親子視藝課堂 

下午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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