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19 年度參觀中學資訊 （詳情見課室升中資訊板或上網瀏覽）                     9/11/2018  
學校名稱 活動方式 活動對象 本校/該校截止 

報名日期 

參觀日期 其他 

中華基金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學校簡介、收生程序、問

題解答、參觀校園 

小六學生 

及家長 

 15/9/2018(星期六) 

10/11/2018(星期六) 

參觀校園 

13:00-15:00 

中一入學講座

15:00-17:00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自行致電該校校務處報名留座 

 電    話:29047322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英文中學） 

灣仔愛群路 9號 

 

中一入學資訊日 

學校簡介、收生程序 
小六學生 

及家長 

12/10/18前向班主

任報名 

由學校代報名(集體

報名) 

3/11/2018(星期六) 

第一節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已向學校報名的學生及家長自行前往參與 

 

聖類斯中學 

（英文中學） 

 

中一收生家長簡介會及校

園導賞活動 

小六男生 

及家長 

更正:家長自行上網

報名 

10/11/2018(星期六） 

1.上午 9:30-下午

12:30 

2.下午 1:30-下午

4:30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詳情見聖類斯中學的單張 

 報名辦法：自行上網報名，詳情見聖類斯中學

的單張 

 www.stlouis.edu.hk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英文中學） 

2Lyttelton Road,hk 

 

Admission Talk and 

School tours and 

interaction with 

current students 

 

小六女生 

及家長 

 10/11/2018(星期六) 

Admission  Talk 

下午三時十五分至 

四時三十分 

School tours and 

interaction with 

current students 

2:00pm-2:45pm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家長自行報名。 

 報名辦法：請登入以下網址報名 

http:// www.ssgc.edu.hk/misc/infoday/ 

http://www.stlouis.edu.hk/
http://www.ssgc.edu.hk/


學校名稱 活動方式 活動對象 本校/該校截止 

報名日期 

參觀日期 其他 

聖保祿學校(直資中學) 

中一至中三 

每年學費港幣二萭五千元 

升中講座 小六女生 

及家長 

聖保祿學校 

截止報名日期 

  14/11/18前 

16/11/18(星期五) 

6:00-7:30pm 
 家長自行帶女兒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向班主任取報名表，依報名表指示自行   

           報名。 

香港真光中學 

（大坑道五十號） 

真光體驗之旅 

香港真光中學開放日及中

一入學簡介會 

 

小六女生 

及家長 

 17/11/2018 

中一入學簡介會 

第一節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

時或 

第二節 

下午四時十五分至 

下午五時十五分 

  兩節內容相同 

遊覽校園活動體驗 

2:30-5:15 pm 

 家長自行帶女兒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1.依香港真光中學單張上的指示方  

            式自行報名。 

 

香港真光書院 

（鴨脷洲利東村 1號） 

香港真光書院 

資訊日 

1. 参加各學科、體藝及興

趣類活動 

2.自由參觀校舍 

小六女生 

及家長 

由學校代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19/10/18 

17/11/2018(星期六) 

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

午一時 

 已向學校報名的學生及家長自行前往參與 

 

2018-2019  

南區中學巡禮 

參觀南區中學 小六學生

及家長 

 18/11/2018(星期日) 

8:30am.-4:30p.m. 

25/11/2018(星期日) 

8:30am.-3:30p.m.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自行往石排灣邨碧銀樓平台一號報名… 

詳情見:2018-2019 南區中學巡禮單張 



學校名稱 活動方式 活動對象 本校/該校截止 

報名日期 

參觀日期 其他 

佛教黃鳳翎中學 學校資訊日 

 
小六學生 

及家長 

 24/11/2018(星期六)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不用報名，向班主任取門券。。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校舍開放參觀日 小六學生

及家長 

 25/11/2018(星期日)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詳情見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的單張 

報名辦法：自行致電該校校務處報名留座 

電    話:25526875 

英華女學校  學校簡介會 

 

 

小六女生

及 

家長 

1/11/2018至

30/11/18自行向 

英華女學校報名 

8/12/18（星期六） 

第一場:9:10-10:15am 

第二場 

11:30am-12:45pm 

第三場:3:00-4:15pm 

 家長自行帶女兒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自行上網報名登記留座 

 www.ywgs.edu.hk 

 面試日期:23/2/2019 

  

嘉諾撤培德書院 「學在培德.樂在培德」-

升中學習體驗日 

小六女生

及 

家長 

 17/11/18（星期六） 

9:00-12:00正午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詳情及報名辦法見嘉諾撤培德書院的單張 

 報名辦法：自行上網報名登記留座 

 www.ptcc.edu.hk 

慈幼英文學校 「慈幼校園全接觸」 小六男生

及 

家長 

20/11/2018前報名 

慈幼英文學校報名 

24/11/18（星期六） 

1:15-2:40下午 

 

 家長自行帶兒子前往參與 

 詳情及報名辦法見慈幼英文學校的單張 

 報名辦法：自行致電報名登記留座 

 慈幼英文學校電話:28843581與陳翠珊聯絡 

聖芳濟書院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45號 

中一入學資訊日 

 
小六男生 

及家長 

 17/11/18（星期六） 

第一場: 

上午 9:30-11:30 

第二場 

下午 1:30-3:30 

第三場: 

下午 4:15-5:30pm 

 家長自行帶兒子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自行撥電話到聖芳濟書院 

 聯絡 Mr.Ching Yuk Tong預約 

電話:23932271 

 

http://www.ywgs.edu.hk/


學校名稱 活動方式 活動對象 本校/該校截止 

報名日期 

參觀日期 其他 

聖若瑟書院 學校簡介、收生程序、問

題解答 

小六男生 

及家長 

 24/11/18（星期六） 

下午 2:00-3:30 
 家長自行帶兒子前往參與 

 報名辦法：請登入以下網址報名 

 www.sjc.edu.hk 

聖保羅書院 

(直資中學) 

2019-2020年度中一招生

10月 27日起接受申請 
小六男生 

 

   

 高主教書院 

 

 中一入學資訊日 小六學生

及家長 

 24/11/18（星期六） 

下午 2:30-4:30 

 

 家長自行帶子女前往參與 

 家長自行向高主教書院報名。 

 家長自行上網報名或打電話報名。 

 網址:www.raimondi.edu.hk 

 電話：25222159 

聖嘉勒女書院 

 

開放日及資訊講座 小六女生

及 

家長 

  8/12/18（星期六） 

 

 由家長帶女兒直接前往聖嘉勒女書院 

 地址：摩星嶺道 50號 

 電話：28171764 

詳情及報名辦法見聖嘉勒女書院的單張 

 家長自行上網報名 

 

http://www.sj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