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年度「升中資訊」 

本區 

日期 學校 活動內容 報名方法 

11 月 

5/11/2022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

學 

升中分享會暨中一模擬面

試 

網上/電話報名 

https://www.rcphkmc.edu.hk/ 

23370283 

12/11/2022 五旬節中學 小六學生觀校日 
網上報名 

http://ps.school.net.hk/ 

12/11/2022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開放日 2022 
網上報名 

https://www.skhhtcss.edu.hk/ 

12/11/2022- 

10/12/2022 
余振強紀念中學 

升中資訊日及學校體驗活

動 

網上報名 

https://www.yckmc.edu.hk/ 

13/11/2022 德蘭中學 
升中資訊日暨模擬面試體

驗 

網上報名 

https://www.stteresa.edu.hk/ 

19/11/2022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twghwfns.edu.hk/ 

19/11/2022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四十周年校慶開放日暨資

訊日 

網上/電話報名 

https://www.tkp.edu.hk/web/ 

27600463 

19/11/2022 
九龍塘學校（中學

部） 
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forms.gle/fjUaqnV9wjz4f3nDA 

19/11/2022 新亞中學 2022-2023 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nams.edu.hk/ 

26/11/2022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

學 
升中資訊日 2022 

網上報名 

https://www.ccckeito.edu.hk 

26/11/2022 鄧鏡波學校 小六升中一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tangkingpo.edu.hk/ 

26/11/2022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開放日暨中一入學講座 
網上報名 

https://www.npl.edu.hk/ 

27/11/2022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

榮中學 
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htyc.edu.hk/rIndex 

12 月 

3/12/2022 迦密中學 迦密中學資訊日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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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022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rcphkmc.edu.hk/
http://ps.school.net.hk/
https://www.skhhtcss.edu.hk/
https://www.yckmc.edu.hk/
https://www.stteresa.edu.hk/
https://www.twghwfns.edu.hk/
https://www.tkp.edu.hk/web/
https://forms.gle/fjUaqnV9wjz4f3nDA
https://www.nams.edu.hk/
https://www.ccckeito.edu.hk/
https://www.tangkingpo.edu.hk/
https://www.npl.edu.hk/
https://www.htyc.edu.hk/rIndex
https://www.carmelss.edu.hk/site/


https://www.hpccss.edu.hk/ 

3/12/2022 陳瑞祺(喇沙)書院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csklsc.edu.hk/rIndex 

4/12/2022 嘉諾撒聖家書院 中一自行收生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www.hfcc.edu.hk/schnet/ 

10/12/2022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升中模擬面試 2022 暨資

訊講座 

網上報名 

 

10/12/2022 
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

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stfaswc.edu.hk/tc/ 

10/12/2022 華英中學 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www.waying.edu.hk/MainSite/ 

10/12/2022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2022 School Information 

Day 

網上報名 

https://www.bhjs.edu.hk/en/news/view/44 

10/12/2022 何文田官立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hmtgss.edu.hk/rIndex 

10/12/2022 香港培道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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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022 九龍真光中學 中一入學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ktls.edu.hk/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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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區 

日期 學校 活動內容 報名方法 

10 月 

29/10/2022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

院 

Form 1 Programme 

Briefing Session 

網上報名 

https://www.cccklc.edu.hk/ 

11 月 

12/11/2022 聖若瑟英文中學 
小六升中講座暨模擬

面試 

網上報名 

https://www.sjacs.edu.hk/ 

12/11/2022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英中體驗日 
網上報名 

http://www.plklfc.edu.hk/ 

12/11/2022 陳南昌紀念中學 
陳南昌紀念中學資訊

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cnc.edu.hk/ 

12/11/2022 明愛馬鞍山中學 
2022 明馬宿舍教育多

面睇 

網上報名 

 

19/11/202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skss.edu.hk/ 

20/11/2022 林大輝中學 學校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ltfc.edu.hk/ 

20/11/2022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學校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cpss.edu.hk/website/ 

25/11/2022 聖傑靈女子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www.scsg.edu.hk/ 

26/11/2022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升中資訊日 2022 
網上報名 

https://www.ccckeito.edu.hk 

26/11/2022 真光女書院 
School Information Day 

2022 

網上報名 

https://www.tlgc.edu.hk/ 

26/11/2022 順利天主教中學 升中資訊講座 
網上報名 

http://www.slcss.edu.hk/tc 

26/11/202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

學 

開放日 2022 暨中一入

學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lss.edu.hk/ 

26/11/202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

中學 
2022 開放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hkmadavidl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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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2/2022 聖言中學 中一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singyin.edu.hk/zh/ 

3/12/2022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升中資訊講座 2022 
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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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022 德雅中學 校園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taknga.edu.hk/home/ 

3/12/2022 萬鈞伯裘書院 
學校開放日暨校園導

賞 

網上報名 

https://www.mkpc.edu.hk/?lang=zh-hant 

3/12/2022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升中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www.rotary.edu.hk/ 

4/12/2022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王中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s://www.lstwcm.edu.hk/ 

10/12/2022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

介會 

網上報名 

http://www.bps.hk/ 

11/12/202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資

訊日暨座談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plkchc.edu.hk/ 

3/12/2022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中一入學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skhtst.edu.hk/ 

17/12/2022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學校資訊日及開放日 
網上報名 

http://www.ccpass.edu.hk/ 

18/12/2022 賽馬會體藝中學 
F.1 Admission 

Information Session 

網上報名 

https://www.tic.edu.hk/ 

1 月 

3/1/2023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

紀念中學 
2022-2023 年度資訊日 

網上報名 

http://wtsmc.edu.hk/ 

7/1/2023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中一收生簡介會 
網上報名 

https://www.blmc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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