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中資訊網址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內容︰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

condary-spa/general-info/ 

不參加 2019/2021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名單︰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

-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NDSS_List_SSPA1921.pdf 

中學概覽 2020/2021(18 區學校名單)︰ 

https://www.chsc.hk/ssp2020/index.php?li_id=2&lang_id=2 

 

東區學校資訊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星期六） 

時間 9:00a.m. – 10:15a.m.(第一場) 

11:00a.m. – 12:15p.m. (第二場) 

形式 網上 Zoom講座 

報名方法 瀏覽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網頁: 

https://www.bps.hk/ 

 

 

中華基金中學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講座已完滿結束 

瀏覽中華基金中學網頁— http://www.cfss.edu.hk/ 

 

 

培僑中學 

日期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NDSS_List_SSPA19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spa-systems/secondary-spa/general-info/NDSS_List_SSPA1921.pdf
https://www.chsc.hk/ssp2020/index.php?li_id=2&lang_id=2
https://www.bps.hk/
http://www.cfss.edu.hk/


時間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培僑中學網頁: https://www.pkms.edu.hk/ 

 
形式 

報名方法 

 

福建中學(小西灣) 

日期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福建中學(小西灣)網頁: 

http://www.fss.edu.hk/chi/index.asp 

 

  

時間 

形式 

報名方法 

 

 

 

 

嘉諾撒書院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日已取消 

瀏覽嘉諾撒書院網頁— https://www.canossa.edu.hk/ 

 

 

 

顯理中學 

日期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時間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瀏覽顯理中學網頁— https://www.henrietta.edu.hk/ 

 

 

筲箕灣官立中學 

日期 2020 年 11月 14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時正至 3時正 

https://www.pkms.edu.hk/
http://www.fss.edu.hk/chi/index.asp
https://www.canossa.edu.hk/
https://www.henrietta.edu.hk/


報名方法 即日起使用以下 QR CODE報名:  

瀏覽筲箕灣官立中學網頁— 

https://www.sgss.edu.hk/jq1/index.php 

 

 

 

慈幼英文學校 

日期 2020 年 11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1時 30分至 3時正 

形式 網上直播 

報名方法 1. 致電慈幼英文學校(2884 3581)與陳翠珊書記聯絡 

2. 填妥報名表格後，寄回香港柴灣道 16號慈幼英文學校或

傳真至 2568 9697，報名表格已上載於學校網頁 

3.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網址: 

https://forms.gle/tybySKMx78A7KWGm7 

瀏覽慈幼英文學校網頁—  

https://www.ssshk.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 

 

 

 

文理書院(香港)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日已取消 

瀏覽文理書院(香港)網頁— 

http://www.cognitiohk.edu.hk/index2.htm 

 

蘇浙公學 (開放日及中一資訊日於同一天舉行) 

日期 2020 年 12月 13日(星期日) 

時間 開放日於上午 9時正開始，講座時間有待學校公布 

形式 實體講座 

https://www.sgss.edu.hk/jq1/index.php
https://forms.gle/tybySKMx78A7KWGm7
https://www.ssshk.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
http://www.cognitiohk.edu.hk/index2.htm


報名方法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蘇浙公學網頁— 

https://www.kccnp.info/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日期  

詳情將於 11月中旬公布 時間 

形式 

報名方法 瀏覽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網頁— 

http://www.lhymss.edu.hk/index.asp 

 

嶺南中學 

日期 暫定於 12月舉行 

報名方法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嶺南中學網頁— 

http://www.lingnan.edu.hk/ 

 

 

張振興伉儷書院 

日期 暫定於 12月舉行 

報名方法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張振興伉儷書院網頁— 

http://www.cghc.edu.hk/schoolsite/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日期 暫定於 12月舉行 

報名方法 詳情將於 11月中旬公布 

https://www.kccnp.info/
http://www.lhymss.edu.hk/index.asp
http://www.lingnan.edu.hk/
http://www.cghc.edu.hk/schoolsite/


瀏覽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網頁— 

https://www.iktmc.edu.hk/iktmc_website/ 

 

 

閩僑中學 

日期 2020 年 11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 (一)上午環節: SETAM交流大會 

            上午九時正至正午十二時正 

(二)下午環節: 升中零距離 

             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正 

形式 實體工作坊 

報名方法 不需報名 

瀏覽閩僑中學網頁— 

https://www.mkc.edu.hk/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日期 暫定於 2021年 2月 22-26日其中一天舉行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瀏覽筲箕灣東官立中學網頁— 

https://skwegss.schoolteam.hk/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開放日及中一資訊日於同一天舉行) 

日期 2020 年 12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 開放日: 正午 12時至下午 4時 30分 

中一入學講座: 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報名方法將於 11月中旬公布 

https://www.iktmc.edu.hk/iktmc_website/
https://www.mkc.edu.hk/
https://skwegss.schoolteam.hk/


瀏覽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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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貞德中學 

日期 2020 年 11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時正至 11時正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即日起網上登記報名: https://bit.ly/3k0UR85 

瀏覽聖貞德中學網頁— 

https://www.sja.edu.hk/index/indexR01.aspx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本年度中一入學資訊日已取消 

瀏覽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網頁— 

https://ccckws.edu.hk/website/?lang=zh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日期 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時間 

報名方法 瀏覽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網頁— 

http://ccm.edu.hk/ 

 

英華女校 

日期 2020 年 12月 12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 3時 45分 

http://www.lfh.edu.hk/
https://bit.ly/3k0UR85
https://www.sja.edu.hk/index/indexR01.aspx
https://ccckws.edu.hk/website/?lang=zh
http://ccm.edu.hk/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11 月 2日起網上登記報名: 

http://www.ywgs.edu.hk/s1_admission/ 

瀏覽英華女校網頁—http://www.ywgs.edu.hk/ 

 

播道書院 (中一入學申請: 2020年 11月 10日至 2020年 12月 8日) 

日期 2020 年 11月 10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時或以後 

形式 網上影片 

報名方法 中一入學簡介片段將上載於學校網頁 

瀏覽播道書院網頁—

https://www.evangel.edu.hk/e_index.php 

 

 

衛理中學 

日期 2020 年 11月 21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時正至 4時 30分 

形式 網上簡介會 

報名方法 瀏覽香港真光中學網頁: 

www.tlmshk.edu.hk 

http://www.ywgs.edu.hk/s1_admission/
http://www.ywgs.edu.hk/


 

 

 

香港真光中學 

 

 

 

聖馬可中學 

 

 

 

 

 

金文泰中學 

日期 2020 年 11月 28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時正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自行到校參加，無須致電學校報名 

瀏覽金文泰中學網頁: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日、12月 12日及 12月 19日 （星期六） 

2020 年 12月 2日（星期三）及 12月 10日（星期四） 

形式 實體講座及參觀校園 

報名方法 瀏覽衛理中學網頁及報名: 

https://www.mcw.edu.hk/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時正及上午 11時正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於 2020年 11月 6日起到學校網頁登記  

瀏覽聖馬可中學網頁: 

https://www.stmarks.edu.hk/sms2/ 

https://www.stmarks.edu.hk/sms2/


http://www.clementi.edu.hk/lang_trad/index.php?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星期六） 

時間 10:30a.m. – 11:45a.m.(第一場) 

2:00p.m. – 3:15p.m. (第二場)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瀏覽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網頁: 

http://www.lws.edu.hk/ 

 

 

漢華中學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日（星期六） 

時間 場次一:上午 8時 45分至 10時 45分 

場次二:上午 10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 

(場次一及場次二內容相同) 

形式 實體講座 

報名方法 掃描二維碼進行網上報名 

瀏覽漢華中學網頁: 

http://www.honwah.edu.hk/hwpage1/index.htm 

 

 

 

 

 

港島民生書院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時正至上午 10時 30分 (第一場) 

上午 11時正至下午 12時 30分 (第二場) 

http://www.clementi.edu.hk/lang_trad/index.php
http://www.lws.edu.hk/
http://www.honwah.edu.hk/hwpage1/index.htm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於 2020年 11月 18日上午 10時起到學校網頁報名 

瀏覽港島民生書院網頁:   

www.imsc.edu.hk 

 

 

張祝珊英文中學 

日期 2020 年 12月 5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時正至下午 3時 30分 

形式 網上講座 

報名方法 於學校網頁登記，詳情有待學校公布 

瀏覽張祝珊英文中學網頁

http://www.ccsc.edu.hk/index.php 

 

 

寶血女子中學 

日期  

詳請將於 11月下旬在學校網站公布 

瀏覽寶血女子中學網頁: http://www.pbss.edu.hk/zh-hant/ 

 

  

時間 

形式 

報名方法 

 

 

http://www.imsc.edu.hk/
http://www.ccsc.edu.hk/index.php
http://www.pbss.edu.hk/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