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中資訊網址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內容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

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

al-info/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10日（星期六） 

報名方法 瀏覽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網頁: 

https://www.bps.hk/ 

 

中華基金中學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講座已完滿結束 

瀏覽中華基金中學網頁— http://www.cfss.edu.hk/ 

 

培僑中學 

日期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培僑中學網頁:  

https://www.pkms.edu.hk/ 

時間 

形式 

報名方法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https://www.bps.hk/
http://www.cfss.edu.hk/
https://www.pkms.edu.hk/


福建中學(小西灣)  

日期 2022年 12 月 3日 

時間 第一場：9:30-11:30 

第二場：1:30-3:30 

形式 學校展覽、學校簡介、課程特色、校園導賞及問答環節 

報名方法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n-zmJA-bcccgSue5dRb0jlBIGrS

31FMsAMzTAx3sphzAilw/viewform 

 

 

嘉諾撒書院(暫未有) 

瀏覽嘉諾撒書院網頁— https://www.canossa.edu.hk/ 

 

顯理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時間 2:00pm ~ 4:30pm 

形式 學校簡介、校園導賞、答問環節 

報名方法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KpjISeyhr3rDtkn-J4kchYi5CD

3hqzv1JRjPOVAf4B0NA/viewform 

 

筲箕灣官立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3日(暫定) 

報名方法 詳請將於 11 月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筲箕灣官立中學網頁— https://www.sgss.edu.hk/jq1/index.php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n-zmJA-bcccgSue5dRb0jlBIGrS31FMsAMzTAx3sphzAil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n-zmJA-bcccgSue5dRb0jlBIGrS31FMsAMzTAx3sphzAilw/viewform
https://www.canossa.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KpjISeyhr3rDtkn-J4kchYi5CD3hqzv1JRjPOVAf4B0N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KpjISeyhr3rDtkn-J4kchYi5CD3hqzv1JRjPOVAf4B0NA/viewform
https://www.sgss.edu.hk/jq1/index.php


慈幼英文學校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 1:30p.m.- 2:15p.m. 

形式 升中簡介會 

報名方法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KPNW6r1iMQ2Nyh8SsFqiY5vvlAcFW3U

AFcZoTKYusWKewQ/viewform 

 

 

文理書院(香港)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日已取消 

瀏覽文理書院(香港)網頁— 

http://www.cognitiohk.edu.hk/index2.htm 

5月 6 日會有 60週年活動，對象小六生及家長，留意網頁 

 

蘇浙公學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蘇浙公學網頁— 

https://www.kccnp.info/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3日 

時間 下午 4:15-5:15 

下午 5:15-6:15 

形式 小學家長校園參觀 

報名方法 瀏覽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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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_fMn06D8wQdVJptHFppiZ7zBE4G

2e6ACU4544zBnuNDbR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KPNW6r1iMQ2Nyh8SsFqiY5vvlAcFW3UAFcZoTKYusWKew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KPNW6r1iMQ2Nyh8SsFqiY5vvlAcFW3UAFcZoTKYusWKewQ/viewform
http://www.cognitiohk.edu.hk/index2.htm
https://www.kccnp.info/
http://www.lhymss.edu.hk/index.asp


 

嶺南中學 開放日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 

時間 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 

形式 開放日、升中資訊家長講座、校園導賞團、專題體驗活動 

報名方法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嶺南中學網頁— 

http://www.lingnan.edu.hk/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M9ZZGwGzEk7jbwhSShujGknT2bu5

ok6Zfh1US048JAsoYJQ/viewform 

 

張振興伉儷書院 家長講座 

日期 暫定於 12月舉行 

報名方法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張振興伉儷書院網頁— 

http://www.cghc.edu.hk/schoolsite/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26日  (walk in for public) 

時間 9:00-4:30 

報名方法 詳情將於 11 月中旬公布 

https://www.iktmc.edu.hk/iktmc_website/ 

 

閩僑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26日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閩僑中學網頁— 

https://www.mkc.edu.hk/ 

 

  

http://www.lingnan.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M9ZZGwGzEk7jbwhSShujGknT2bu5ok6Zfh1US048JAsoYJ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M9ZZGwGzEk7jbwhSShujGknT2bu5ok6Zfh1US048JAsoYJQ/viewform
http://www.cghc.edu.hk/schoolsite/
https://www.iktmc.edu.hk/iktmc_website/
https://www.mkc.edu.hk/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26日 

時間 上午 9:45-11:30 

形式 簡介會、節目表演、校園導賞及體驗課 

報名方法 瀏覽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網頁— 

https://skwegss.schoolteam.hk/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F-lFxxvslAd5V-MDwPBLRGrxtLA

WwQaRXv_NWT1TcZ2eOQ/viewform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開放日及中一資訊日於同一天舉行) 

日期 2022年 12月 3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形式 開放日及中一資訊日 

報名方法 詳情於 11月中旬公布 

瀏覽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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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貞德中學 

日期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報名方法 瀏覽聖貞德中學網頁— 

http://www.sja.edu.hk/rIndex 

 

  

https://skwegss.schoolteam.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F-lFxxvslAd5V-MDwPBLRGrxtLAWwQaRXv_NWT1TcZ2eO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uF-lFxxvslAd5V-MDwPBLRGrxtLAWwQaRXv_NWT1TcZ2eOQ/viewform
http://www.lfh.edu.hk/
http://www.sja.edu.hk/rIndex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12月 10日、4月 22日 

時間 10:00am-12:00noon 

形式 中一資訊日 

報名方法 瀏覽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網頁— 

https://ccckws.edu.hk/website/?lang=zh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0aL40DBi0iBh_6gtTc4zvxgLjU3

h5BrvVkzSr7J11Lvu7Q/viewform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日期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時間 

報名方法 瀏覽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網頁— 

http://ccm.edu.hk/ 

 

英華女校 

日期 2022年 12月 10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 9:00-10:15 

第二場: 11:30-12:45 

第三場: 3:00-4:15 

形式 家長簡介會 

報名方法 11月 2日至 11月 25日網上登記報名， 

詳情請瀏覽英華女校網頁—http://www.ywgs.edu.hk/ 

 

播道書院 

日期 11月初 網上簡介會 - https://vimeo.com/showcase/8930732 

報名方法 中一入學簡介片段將上載於學校網頁 

瀏覽播道書院網頁— https://www.evangel.edu.hk/e_index.php 

 

  

https://ccckws.edu.hk/website/?lang=zh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0aL40DBi0iBh_6gtTc4zvxgLjU3h5BrvVkzSr7J11Lvu7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0aL40DBi0iBh_6gtTc4zvxgLjU3h5BrvVkzSr7J11Lvu7Q/viewform
http://ccm.edu.hk/
http://www.ywgs.edu.hk/


衛理中學 

日期 11月初  

形式 實體講座及參觀校園 

報名方法 瀏覽衛理中學網頁及報名: 

https://www.mcw.edu.hk/ 

 

香港真光中學 

日期 2022年 11 月 19日 

時間 9:00-12:30 

報名方法 瀏覽香港真光中學網頁及報名: 

https://forms.gle/1hH24ek9WNVG6a3C7 

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dNSeYqA2uZLNEovMMuYI8NxTmg2

3Wp3gIMaKLt0a3e3YAAg/viewform 

 

聖馬可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03日 

時間 9:00/11:00 

形式 網上 

報名方法 瀏覽香港聖馬可中學網頁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XVYFT4TEDC6KpVp1-nHoFcV5lgdOxmLMjkJYfp

W_G4/viewform?ts=6168f14d&edit_requested=true 

 

金文泰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詳情於 11月初 

瀏覽金文泰中學網頁: 

http://www.clementi.edu.hk/lang_trad/index.php? 

 

  

https://forms.gle/1hH24ek9WNVG6a3C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dNSeYqA2uZLNEovMMuYI8NxTmg23Wp3gIMaKLt0a3e3YAA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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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3日 

時間 上午 10:30-12:20 

下午 2:15-4:05 

形式 家長講座、體驗課、 課業展示、音樂表演、校園參觀 

報名方法 學生和家長可於 11月 1日至 13日在網上報名參加 

https://rb.gy/q70p6q 

 

漢華中學 

日期 2022年 12月 3日 

時間 8:45am-12:45PM 

形式 入學簡介會 

報名方法 瀏覽漢華中學網頁: 

http://www.lws.edu.hk/http://www.honwah.edu.hk/hwpage1/index.htm 

網上報名參加 

https://www.eventbrite.hk/e/hon-wah-college-s1-information-day-3-decemb

er-2022-2022123-registration-428881896297 

 

港島民生書院 

日期 12月初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於 2022年 11 月頭到學校網頁報名 

瀏覽港島民生書院網頁:   

www.imsc.edu.hk 

 

張祝珊英文中學 

 11月底至 12 月頭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張祝珊英文中學網頁 http://www.ccsc.edu.hk/index.php 

 

  

https://rb.gy/q70p6q
http://www.lws.edu.hk/
http://www.lw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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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女子中學 (無 open day) 

日期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寶血女子中學網頁: http://www.pbss.edu.hk/zh-hant/ 

時間 

形式 

報名方法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日期 2022年 11月 19日 

時間 第一場：10:30am-12:00noon 

第二場：2:30pm-4:00pm 

形式 講座 

報名方法 瀏覽漢華中學網頁: 

https://www.skss.edu.hk/skss/index.php/en/ 

網上報名參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d2lIuZaqjjEMiZk

hoXXG_DThfNMm0kYSBTX4SLuVK9M_fg/viewform  

 

http://www.pbss.edu.hk/zh-hant/
https://www.skss.edu.hk/skss/index.php/en/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d2lIuZaqjjEMiZkhoXXG_DThfNMm0kYSBTX4SLuVK9M_f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d2lIuZaqjjEMiZkhoXXG_DThfNMm0kYSBTX4SLuVK9M_fg/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