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開放日資訊_其他區 (更新日期：5-12-2019)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按此下載詳情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

中學 

升中家長講座 2019年 12月 7日(六) 

下午 3:00 5:00 

新界大埔富亨邨 

 26666821 

http://www.hkrsstpss.edu.hk 

電話報名 
 

華英中學 華英中學資訊日 2019年 12月 7日(六) 

上午 9:00 10:30 / 

上午 11:30下午 1:00 

 

九龍常和街 8號 

27607772 

http://www.waying.edu.hk 

網上報名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學校開放日 2019年 12月 7日(六) 

上午 11:00-下午 4:30 

(2:003:15簡介會) 

 

九龍深水埗美荔道 11號 

21945707 

http://www.plktnkjsc.edu.hk 

自由參加 

  

中聖書院 學校資訊日 2019年 12月 7日(六) 

下午 2:004:00 

九龍深水埗懷惠道 18號 

 23864734 

http://www.chc.edu.hk 

電話 / 網上報名 

 

2019荃灣區升中博覽 荃灣區升中教育展

覽 

2019年 12月 11,12日 

(三四) 

下午 3:008:00 

舉辦地點：荃灣大會堂 

查詢詳情可致電： 

81089109(李先生) 

自由參加 

  

英華女學校 學校簡介會 2019年 12月 14日(六) 

上午 9:00 10:15 / 

下午 3:004:15 

 

 

香港羅便臣道 76號 

 25463151  

http://www.ywgs.edu.hk 

網上報名 

 (三場講座內容相

同)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2019年 12月 14日(六) 

上午 10:30 下午 12:30 / 

下午 2:304:30 

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6號 

21916022 

http://www.skss.edu.hk 

網上報名 

 

 

沙田蘇浙公學 升中講座暨學生英

語音樂劇及開放日 

2019年 12月 14日(六) 

上午 9:30下午 4:30 

新界沙田禾輋邨豐順街 7號 

26972179 

http://www.kccshatin.edu.hk 

網上報名 

 

http://www.hkrsstpss.edu.hk/
http://www.waying.edu.hk/
http://www.plktnkjsc.edu.hk/
http://www.chc.edu.hk/
http://www.ywgs.edu.hk/
http://www.kccshatin.edu.hk/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按此下載詳情 

林大輝中學 學校資訊日 2019年 12月 14日(六) 

上午 9:30下午 12:30 

新界沙田銀城街 25號 

27861990  

http://www.ltfc.edu.hk 

網上報名 

 

賽馬會體藝中學 學校開放日及中一

入學簡介會 

2019年 12月 15日(日) 

開放日 

上午 11:30 下午 5:30 

(簡介會：上午 10:15及,

下午 12:15) 

新界沙田火炭樂景街 5-7號 

26917150 

http://www.tic.edu.hk 

網上報名 

(額滿即止)  

滙基書院（東九龍） 校慶開放日 2020年 1月 11日(六) 

上午 10:00 下午 6:00 

九龍觀塘利安里 2號 

 23436677  

 http://www.uccke.edu.hk 

自由參加 
 

聖士提反書院 入學講座及校園遊 2019年 10月 5日(六) 

2019年 10月 19日(六) 

下午 2:005:00 

香港赤柱東灣道 22號 

28130360 

http://www.ssc.edu.hk 

網上報名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學校資訊日 2019年 10月 12日(六) 

下午 1:305:30 

九龍長沙灣福榮街 533號 

27415034 

http://www.cswcss.edu.hk 

網上報名 

(9/10前)  

港青基信書院 學校簡介會 2019年 10月 12日(六) 

下午 2:30下午 4:30 

大嶼山東涌松逸街 2號 

29888123 

http://www.ymcacc.edu.hk 

網上報名 
 

基督教崇真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2019年 10月 27日(日) 

上午 9:30-下午 2:00 

(11:30 簡介會) 

九龍長沙灣荔康街 8號 

27288727 

http://www.ttca.edu.hk 

自由參加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2019年 11月 16日(六) 

下午 2:00  3:30 / 

下午 4:005:30 

新界沙田瀝源邨 

 26922161 

 http://www.blmcss.edu.hk 

網上報名，憑劵入座 

(28/10開始報名，額

滿即止) 

 

德信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2019年 11月 16日(六) 

下午 2:30  4:00 

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 27號 

23174339 

http://www.tsss.edu.hk 

網上報名 

 

 

聖芳濟書院(男) 中一入學資訊日 2019年 11月 16日(六) 

上午 9:30  11:30 / 

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 45號 

23932271 

電話 / 網上報名 

(三場講座內容相同) 

 

http://www.tic.edu.hk/
http://www.ssc.edu.hk/
http://www.cswcss.edu.hk/
http://www.ymcacc.edu.hk/
http://www.ttca.edu.hk/
http://www.blmcss.edu.hk/
http://www.tsss.edu.hk/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按此下載詳情 

下午 1:303:30 / 

下午 4:155:30 

http://www.sfxc.edu.hk 

林大輝中學 學校開放日及中一

入學簡介 

2019年 11月 17日(日) 

上午 10:00  下午 4:00 

(簡介會：上午 10:30及,

下午 2:00) 

新界沙田銀城街 25號 

 27861990 

 http://www.ltfc.edu.hk 

自由參加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升中簡介會 2019年 11月 23日(六) 

上午 9:3011:30 / 

下午 2:00 4:00 

九龍大角咀橡樹街 16號 

23923963 

http://www.cccmkc.edu.hk 

電話 / 網上報名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  

沙田培英中學 小六家長學生訪校

日 

2019年 11月 23日(六)  

上午 9: 30中午 12: 00  

新界沙田禾輋邨豐順街 9號 

26917217 

http://www.pyc.edu.hk 

電話 / 網上報名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2019年 11月 23日(六) 

中午 12:00  下午 6:00 

(簡介會： 

2:30-3:30 / 6:00-7:30) 

新界沙田秦石邨 

26059033 

http://www.ktscss.edu.hk 

網上報名 

(20/11前)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中一入學簡介會 2019年 11月 23, 24日

(六,日) 

下午 1:305:30  

(2:00-3:00 / 4:00-5:00  

簡介會) 

新界沙田小瀝源路 56號 

23454567 

http://www.spkc.edu.hk 

網上報名 

(兩場講座內容相同) 

 

寶血女子中學 開放日暨升中資訊

日 

2019年 12月 7日(六) 

下午 1:00 5:00 

香港柴灣新廈街 338號 

 25704172  

 http://www.pbss.edu.hk 

自由參加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

寶中學 

開放日及學校簡介

會 

2019年 11月 30日(六) 

2019年 12月 1日(日) 

上午 9: 00中午 12:00 

(簡介會：12月 1日 

上午 10:00 11:30) 

九龍旺角（西）海泓道 8號 

26269100 

http://www.hkmadavidli.edu.hk 

報名方法： 

電話報名  

 

http://www.sfxc.edu.hk/
http://www.ltfc.edu.hk/
http://www.cccmkc.edu.hk/
http://www.pyc.edu.hk/
http://www.ktscss.edu.hk/
http://www.spkc.edu.hk/
http://www.hkmadavidli.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