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奉基小學 
有關官立、津貼中學「升中簡介會、講座、資訊日」事宜 

為使六年級同學進一步認識中學校園生活，亦讓家長對中學有更深入之了解，本校將部分中學之簡介會

臚列如下，有興趣的家長可自行報名。 
 

I. 本區中學 (按舉行日期排序)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6 日(六) 

上午 9:45-11:15 

五旬節中學 

何文田巴富街 14 號 

網址︰http://ps.school.net.hk/ 

升中資訊講座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6 日(六) 

上午 10:30-下午 4:30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九龍仔禧福道 30 號 

網址︰https://www.rcphkmc.edu.hk/tc 

升中分享會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13 日(六) 

第一場︰上午 8:45-10:00 

第二場︰上午 10:30-11:45 

第三場︰下午 12:15-1:30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九龍何文田孝民街2號 
網址︰https://www.skhhtcss.edu.hk/ 

中一入學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六) 

第一場︰上午 10:00 

第二場︰上午 11:30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九龍塘舒梨道10號 
網址︰https://www.ktsss.edu.hk/ 

升中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六) 

第一節︰上午 9:00-10:00 

第二節︰上午 11:00-正午 12:00  

東華三院黄笏南中學 

九龍塘牛津道 1C 號 

網址︰https://www.twghwfns.edu.hk 

中一入學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上午 10:30-正午 12:00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土瓜灣崇安街 28 號 

網址︰https://www.ccckeito.edu.hk/ 

升中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迦密中學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55 號 

網址: https://www.carmelss.edu.hk/site/ 

迦密中學資訊日 將於 11 月初於網上公佈 

 

II. 他區中學(按舉行日期排序)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0 月 30 日(六) 

下午 2:00-3:30 

華仁書院(九龍) 

九龍窩打老道 55 號 

網址︰https://wyk.edu.hk/ 

網上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0 日(六) 

第一場︰上午 8:30-10:00 

第二場︰上午 10:45-下午 2:15 

第三場︰下午 1:45-3:15 

第四場︰下午 4:00-5:30 

聖芳濟書院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45 號 

網址︰http://www.sfxc.edu.hk/ 

中一入學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第二場︰2021年10月23日(六) 

第二場︰2021年11月20日(六) 

第三場︰2021年11月27日(六)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九龍長沙灣福榮街 533 號 

網址：http://www.cswcss.edu.hk 

入學講座暨 

學生成果展 

2021 年 10 月 24 日起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第一場︰上午 10:00-11:30 

第二場︰下午 2:30-4:00 

真光女書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4 號 A 

網址︰http://www.tlgc.edu.hk/ 

學校資訊日暨 

中一收生講座(網上)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 

於網上報名 

1/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21 日(日) 

第一場︰上午 9:30-10:30 

第二場︰下午 12:00-1:00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九龍何文田常和街六號 

網址︰https://www.htyc.edu.hk/ 

網上資訊日 
2021 年 11 月 8 日起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13 日(六) 

下午 1:00-5:00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新界沙田源禾路 11 號 

網址︰www.blmcss.edu.hk 

入學講座及校園導賞 
2021 年 11 月 3 日起 

於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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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第一場︰上午 10:30-12:00 

第二場︰下午 2:30-4:0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6 號 

網址︰https://www.skss.edu.hk 

網上中一入學簡介會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上午 10:00-11:15 

聖傑靈女子中學 

觀塘康寧道 26 號 

網址︰http://www.scsg.edu.hk 

中一入學簡介會(網上)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下午 3:00-4:30 

華英中學 

何文田常和街 8 號 

網址︰https://www.waying.edu.hk 

網上中一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第一節︰下午 1:30-3:00 

第二節︰下午 3:15-4:45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何文田石鼓街 22 號 
網址︰http://www.hpccss.edu.hk/ 

中一入學資訊日 
2021 年 11 月 16 日起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九龍牛津道 2C 號 

網址︰https://www.bhjs.edu.hk/ 

網上學校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3/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28 日(日) 

第一節︰上午 9:00-11:00 

第二節︰上午 11:30-下午 1:30 

德蘭中學 

九龍何文田常盛街 21 號 

網址︰https://www.stteresa.edu.hk/ 

升中資訊日 
2021 年 11 月 19 日前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下午 1:45-3:30 

德雅中學 

九龍又一邨達之路 18 號 

網址︰https://taknga.icampus.hk/ 

網上校園資訊日 
2021 年 11 月 29 日前 

於網上報名 

8/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短片︰2021 年 11 月 20 日(六) 

體驗日︰2021年11月27日(六)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101 號 

網址︰www.tkp.edu.hk/ 

網上資訊及體驗日 

及資訊日短片 
請留意學校網頁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下午 2:00-3:30 

迦密中學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55 號 

網址: https://www.carmelss.edu.hk/ 

中學資訊日(網上) 
2021 年 11 月 13-30 日 

於網上報名 

12/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上午 9:00-11:0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 

網址︰http://www.lss.edu.hk/ 

網上開放日暨 

中一入學簡介會 

2021 年 11 月 19 日前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2 日(日) 

第一節︰上午 9:00-10:00 

第二節︰上午 10:30-11:30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九龍黃大仙蒲崗村道學校村 

網址︰www.plkchc.edu.hk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18/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上午 10:00-11:30 

德愛中學 

九龍慈雲山道八號 

網址︰https://www.takoi.edu.hk/ 

網上入學資訊日 
2021 年 11 月 22 日前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下午 2:30-4:00 

香港培道中學 

九龍城延文禮士道 2 號 

網址︰http.//www.pooito.edu.hk 

中一入學簡介會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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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短片︰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現場解答問題︰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上午 9:30-正午 12:00 

何文田官立中學 

九龍何文田巴富街 8 號 

網址︰https://www.hmtgss.edu.hk 

中一入學簡介網上資訊 請留意學校網頁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第一場︰上午 10:30-11:00 

第二場︰下午 12:15-12:45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 

九龍何文田巴富街 22 號 

網址:http://www.stfaswc.edu.hk 

中一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第一節︰下午 2:00-4:00 

第二節︰下午 4:00-6:00 

2021 年 12 月 12 日(日) 

第三節︰上午 11:00-下午 1:00 

德貞中學 

九龍深水埗興華街西九號 

網址︰https://www.tackching.edu.hk/ 

網上入學資訊日 請留意學校網頁 

2021 年 12 月 12 日(日) 

下午 2:00 -下午 3:00 

九龍真光中學 

九龍沙福道真光里一號 

網址︰http://www.ktlms.edu.hk 

網上中學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新增第三節︰ 

2021 年 12 月 18 日(六) 

上午 10:00-正午 12:00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九龍仔禧福道 30 號 

網址︰https://www.rcphkmc.edu.hk/tc 

升中分享會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2/11/2021 更新資料 

日期 學校名稱 參觀主題 報名方法 

2021 年 12 月 4 日(六) 

下午 3:30-4:30 

華英中學 

何文田常和街 8 號 

網址︰http://www.waying.edu.hk/ 

網上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第一場︰下午 1:30-2:30 

第二場︰下午 3:30-5:00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新界沙田新田圍邨 

網址︰http://www.stmc.edu.hk 

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2021 年 11 月 24 日起 

於網上報名 

2021 年 12 月 11 日(六) 

上午 9:00-下午 5:00 

循道中學 

九龍加士居道 50 號 

網址︰https://www.mckln.edu.hk/ 

中一網上入學資訊日 即日起於網上報名 

 

備註︰所有資料以中學發佈為準。本校亦會繼續更新資料，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校園資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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