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消息 2017 
 

學校： 聖士提反書院 

日期： 2017 年 10 月 07 日 (星期六)  

2017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時間： 14:00 – 17:00 

地點： 聖士提反書院 (香港赤柱東頭灣道 22 號)  

主題： 入學講座及校園遊  

報名： 透過聖士提反書院網頁 http://www.ssc.edu.hk 報名。  

 

 

 

 

 

學校： 基督教崇真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9 (星期日) 

時間： 11:00 – 17:30 

地點： 基督教崇真中學(九龍長沙灣深水埗荔康街 8 號) 

主題： 資訊日 

報名： 透過基督教崇真中學網頁 http://www.ttca.edu.hk 報名。 

 

 

 

 

 

http://www.ssc.edu.hk/
http://www.ttca.edu.hk/


 

學校： 聖傑靈女子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 9:00 – 12:30 

地點： 聖傑靈女子中學(九龍觀塘康利道 26 號) 

主題：  開放日暨中一入學簡介會 2017 

報名： 2017年11月13日前致電聖傑靈女子中學辦事處(2345 6481)登記，

又或於網上預留座位( www.scsg.edu.hl/OpenDay.html )。 

 

 

 

 

 

 

 

 

學校： 順利天主教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 10:00 – 11:30 或 14:00 – 15:30 

地點： 順利天主教中學(九龍順利邨順緻行七號) 

主題：  升中資訊講座 

報名： 透過順利天主教中學網頁 http://www.slcss.edu.hk 報名。 

 

 

 

 

 

http://www.scsg.edu.hl/OpenDay.html
http://www.slcss.edu.hk/


 

 

學校： 聖公會諸聖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10:30 – 17:00 

地點： 聖公會諸聖座堂及諸聖中學校園 

主題： 2017 諸聖嘉年華 

報名： 免費入場 

 

 

 

 

 

 

 

 

 

學校：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日期：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日) 

時間： 13:30 – 16:30 

地點：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九龍塘禧福道 30 號)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中學生活初體驗」活動日 

報名： 於 2017 年 10 月 23 日前聯絡林副校長。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 9:30 – 11:40 

  第二場 14:00 –16:10 

  *兩場內容一樣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香港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一七一號) 

主題：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資訊日 2017 

報名： 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前向林副校長報名。 

 

 

 

 

 

學校：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 講座 14:00 – 15:00 參觀校園 15:00 – 15:30 

  第二場 講座 16:00 – 17:00 參觀校園 17:00 – 17:30 

地點：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禮堂及課室(香港沙田瀝源源禾路 11 號)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 

內容： 學校簡介、收生準則、問題解答 

報名： 2017 年 10 月 30 日開始，於浸信會呂明才中學網頁 

http://www.blmcss.edu.hk 報名，憑券入座。 

 

http://www.blmcss.edu.hk/


 

 

 

 

 

學校： 林大輝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13:00 – 17:00 

地點： 林大輝中學禮堂(香港新界沙田銀城街 25 號) 

主題： 學校資訊日 

內容： 小小教室*、校舍參觀、學生表演、藝術展覽、美術及設計工作坊、

運動示範、資訊科技工作坊、英語及普通話攤位遊戲等 

報名： *「小小教室」供現屆小六同學體驗該校上課情況，有興趣者可於

以下網址參閱有關詳情及報名：

http://www.ltfc.edu.hk/miniclassroom/ 。 

 

 

 

 

 

 

 

 

 

 

 

 

 

 

 

http://www.ltfc.edu.hk/miniclassroom/


學校： 沙田培英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 10:00 – 12:30 (9:45 恭候) 

  第二場 14:30 – 17:00 (14:15 恭候) 

地點：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禾輋邨豐順街九號 48x 及 81 號巴士總站側)  

主題： 小六家長學生訪校日 

內容： 辦學理念、學校簡介、參觀校園等 

備註： 兩次座談會內容相同，家長可選擇其一。 

注意事項： 請已登記的家長當天盡早到場出席小六家長座談會。 

如禮堂滿座，家長會被安排到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陰雨操

場或班房觀看禮堂直播。 

報名： 致電 26917217 校務處留座或登入該校網頁 www.pyc.edu.hk 留座。  

 

 

 

學校：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日期： 2017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時間： 14:00 – 15:30 或 18:00 – 19:30 (簡介會) 

  13:00 – 18:00 (資訊日) 

地點：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沙田秦石邨)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及資訊日 

報名： 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到 www.ktscss.edu.hk 報名。 

http://www.pyc.edu.hk/
http://www.ktscss.edu.hk/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第一場 10:00 – 11:15 (9:45 入座) 

  第二場 14:00 – 15:15 (13:45 入座) 

  (兩場內容相同，家長和學生只需選擇其中一場)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禮堂(香港九龍石硤尾偉智街一號)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 

內容： 學校簡介、收生準則、校友分享、問答環節 

報名： 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額滿即止 

報名程序： 1. 登入該校網頁 www.cccmyc.edu.hk 

2. 揀選「中一入學申請」並登記中一入學簡介會 

   3. 選擇場次並填寫資料 

   4. 家長隨即收到認電郵 

 

 

學校：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時間： 9:30 – 18:00 

地點：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九龍九龍塘舒梨道 10 號) 

主題： 五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 

報名： 向班主任索取入場券。 

http://www.cccmyc.edu.hk/


 

 

學校： 德愛中學 

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  16:15 – 17:45 

  2017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10:00 – 11:30 

地點： 德愛中學(九龍慈雲山慈雲山道 8 號) 

主題： 參觀德愛中學(只限女同學) 

報名： 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前自行致電 23238504 文小姐預約留位。 

 

 

 

 

 

學校：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14:00 – 15:30 

  2017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六) 14:00 – 15:30 

地點： 可立中學(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15 號) 

主題： 可立中學資訊日：學習之旅(2017-18 年度) 

報名：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向林副校長索取報名回條， 

填妥後，交回林副校長代為辦理。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主題： 基協中學學習體驗日 

報名： 詳情請參閱壁報版「中學消息 2017」。 

 

 

 

學校： 聖母院書院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9:00 – 12:00 (共三節，每節一小時) 

地點： 聖母院書院(九龍馬頭圍盛德街 51 號) 

主題： 升中模擬面試 2017 暨電子教學示範日 

內容： 1. 面試要點、面試訓練(英語、粤語/普通話) 

 2. 不同形式的面試練習(個別面試及分組討論) 

 3. 面試題材範圍 

(包括語文、時事常識、生活觸覺、價值判斷等問題) 

 4. 獲取中英文面試評估報告 

[於同學面試期間同時進行]升中面試錦囊及該校電子教學示範：

1. 提供詳細面試技巧及注意事項 

2. 介紹本校電子教學配套 

費用： 全免 

報名： 報名表放置在各班課室內。 



學校：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 9:00 – 12:00 

地點：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3 號) 

主題： 資訊日 

內谷： 1. 講座 

  2. 校園參觀 

報名： 於該校網頁 http://www.plkno1whc.edu.hk 登記。 

 

學校： 觀塘官立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時間： 6:00 – 6:05 報到 

  6:05 – 6:10 副校長致歡迎辭 

  6:10 – 6:35 介紹本校課程、活動、教學特色及學校設施 

  6:35 – 6:45 學生分享學習體驗 

  6:45 – 6:50 介紹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程序 

  6:50 – 7:00 問題解答 

地點： 觀塘官立中學禮堂(九龍觀塘順緻街 9 號順利村) 

主題：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及學校生活簡介會 

報名： 向林副校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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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 

時間： 第一場 9:30 – 12:30 

  第二場 14:00 – 17:00 

地點：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九龍何文田石鼓街 22號) 

主題： 資訊日 

報名： 於 2017年 11月 15開始到該校網頁 http://www.hpccss.edu.hk 登記

留位。 

 

 

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14:00 – 16:30 

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禮堂(九龍大角咀橡樹街十六號) 

主題： 升中簡介會 

內容： 學校資訊簡介 

  參觀學校設施 

  與教師及學生互動 

報名： 於該校網頁 http://www.cccmkc.edu.hk 報名。 

 

 

 

 

http://www.hpccss.edu.hk/
http://www.cccmkc.edu.hk/


學校： 聖言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14:30 – 17:30 

地點： 聖言中學禮堂(九龍新清水灣道 38 號) 

對象： 校長、老師、家長、小六男生 

主題： 入學資訊日 

節目： 講座、答問會、校園參觀 

報名： 到該校網頁 http://www.singyin.edu.hk/zh 下載入場券。 

 

 

 

 

學校：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9:00 – 16:00  

  12:00 – 16:00 開放予公眾人仕 

地點： 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新界將軍澳調景嶺翠嶺路 38 號) 

主題： 「資訊日」暨「創客嘉年華」 

內容： 攤位遊戲、展覽及多項小學比賽 

正覺資訊日 2016 暨第一屆創客嘉年華 QR CODE 或

https://goo.gl/tWGNy5 。 

http://www.singyin.edu.hk/zh
https://goo.gl/tWGNy5


 

 

 

 

學校： 迦密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9:45 – 10:45 及 13:45 – 14:45 

地點： 迦密中學(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55 號) 

主題： 2017 迦密中學資訊日 

內容： 校園生活簡介及答問會 

報名： 到該校網 http://www.carmelss.edu.hk 報名。 

 

 

 

 

 

 

學校： 九龍真光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時間： 14:15 – 17:30 

地點： 九龍真光中學(九龍九龍塘沙福道真光里 1 號) 

主題： 資訊日 

報名： 網上報名(http://www.ktls.edu.hk What’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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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開放日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及 11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 12:00 – 17:00 

地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校園(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 

活動： 全港小學英語朗誦比賽、攤位、互動遊戲、表演(包括：唱歌、樂

器演奏、花式跳繩、花式搖搖、啦啦隊)等 

中一入學簡介會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時間： 14:15 – 16:00 

地點：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禮堂(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 號) 

報名： 請致電 2626 9100 預留座位 

 

 

學校： 香港培道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 14:30 – 17:00 

地點： 香港培道中學禮堂(九龍城延文禮士道 2 號)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 

報名： 網頁上登記 http://www.pooito.edu.hk 的「中一入學申請中一入

學簡介會」頁內，登入網上登記預留座位。 

http://www.pooito.edu.hk/


 

學校： 潔心林炳炎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10:00 – 16:00 

地點： 潔心林炳炎中學(九龍橫頭磡富美街 9 號) 

主題： 學習成果日暨升中資訊日 2017 

內容： 1. 專題講座(地點：禮堂 時間：11:30 – 12:30) 

   講題： 運用十六型人格(MBTI)提升學習效能 

   講者： 資深傳媒人張笑容小姐 

  2. 學校課程及自主學習簡介(地點：禮堂 時間：12:30 – 13:15) 

  3. 學科活動及展覽(地點：潔心校園 時間：10:00 – 16:00) 

   主題： 向世界出發 Explore the World 

報名： 報名表已放在課室內。 

 

 

學校： 馬鞍山崇真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 9:30 – 14:00 

地點： 馬鞍山崇真中學(新界沙田馬鞍山恆信街五號) 

主題： 中一入學簡介會 

報名： 2017 年 12 月 5 日前向林副校長報名。 

 



學校： 福建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 10:00 – 17:00 (開放日) 

  15:00 – 16:30 (中一入學簡介會) 

地點： 福建中學(九龍觀塘振華道 83 號) 

主題： 開放日及中一入學簡介會 

報名： 入場券已在課室內。 

 

 

 

 

 

學校：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日期： 2017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時間： 13:30 – 18:00 (學校開放時間) 

14:00 – 15:15 (簡介會)(己額滿) 

  16:00 – 17:15 (簡介會)(己額滿) 

地點： 九龍真光中學(九龍塘牛道 2C 號) 

主題： 資訊日 

報名： 網上報名 http://www.bhjs.edu.hk 。 

 

 

 

 

 

http://www.bhjs.edu.hk/


學校：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主題： 家長會 (一)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 8:15 – 11:00 

主題： 家長會 (二)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 9:00 – 11:30 

地點：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九龍鑽石山斧山道 162 號) 

報名： 致電 23265211 該校校務處，或於該校網頁

http://www.pooitun.edu.hk 報名留座。 

 

 

 

學校： 寧波公學 

日期： 2018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 

  2018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 

時間： 8:00 – 9:30(家長可任何時間離開) 

地點： 寧波公學(九龍觀塘功樂道七號) 

主題： 升中選校資訊日暨實地觀看學生上課 

報名： 向林副校長報名。 

 

 

 

http://www.pooitun.edu.hk/


 

學校：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日期： 2018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 

時間： 19:00 – 20:15 

地點： 可立中學(九龍新蒲崗爵祿街十五號) 

主題：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會 

報名： 致電 2322 2229 / 2321 5525 予校務處伍小姐留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