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匯基書院(東九龍) 中一入學 網上申請 簡介會_11月12 

直資 福建中學 申請日程 
 

申請須知 

網上申請 開放日_12月3 

直資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中一入學 網上申請 

申請表 

開放日_11月26-27 

1 聖傑靈女子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簡介會11月25 

2 藍田聖保祿中學 中一入學 更新中 12月3 

3 聖言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4 觀塘瑪利諾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順利天主教中學 活動預告 更新中 升中資訊講座_11月26 

6 觀塘官立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7 梁式芝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8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9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0 寧波第二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uccke.edu.hk/
https://www.uccke.edu.hk/admission/
https://uccke.eclasscloud.hk/kis/admission_form2/
https://www.uccke.edu.hk/2023-2024-s-1-briefing-session-open-house/
http://www.fms.edu.hk/
https://www.fms.edu.hk/p/37584
https://www.fms.edu.hk/p/37590
https://fms.ievent.hk/event/1175
https://www.stcc.edu.hk/
https://www.stcc.edu.hk/en/2023-2024-s1-admission
https://stcc.eclasscloud.hk/kis/admission_form2/
https://www.stcc.edu.hk/sites/default/files/s1_application_form_.pdf
http://www.scsg.edu.hk/
http://www.scsg.edu.hk/openDay2022.html
http://www.spslt.edu.hk/
https://www.spslt.edu.hk/s1-interview-list
http://www.singyin.edu.hk/
http://www.ktmc.edu.hk/
http://www.slcss.edu.hk/
http://www.slcss.edu.hk/tc/%E6%B4%BB%E5%8B%95%E9%A0%90%E5%91%8A
http://www.ktgss.edu.hk/index/indexR01.aspx
http://www.lscc.edu.hk/
http://www.cccmmwc.edu.hk/index/index18.aspx?nnnid=1
http://www.lkpfc.edu.hk/
http://www.np2c.edu.hk/zh/


11 聖若瑟英文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升中講座 

11月12 

12 聖公會基孝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簡介會 

12月10 

14 聖公會梁季彝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5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升中講座 

12月3 

16 五邑司徒浩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7 聖安當女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8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9 寧波公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0 高雷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1 瑪利諾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2 天主教普照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3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黃大仙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德望學校 中一入學 

常見問題 

入學申請10

月10 

至 
10月28 

簡介會 

1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資訊日 

12月3 

2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3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4 德愛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6 聖母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sjacs.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ZsAwP1JsizA3LBAySqfM4GxbEfGT_IkeFLxJzFsBtvw3-Q/closedform
http://www.keihau.edu.hk/
http://www.ychlccsc.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nnnid=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x2PuTMqmZmpSRv3fhjLtQBZQYvaDjS5Oxr-uoZRFjpx-RCQ/viewform
http://www.skhlkyss.edu.hk/web/infoindex.html
http://www.holmglad.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LAIw8Ojl_Bp7U2a5Caw4dIzCOdKW73UFJLq0XxUW5C-IotA/viewform
http://www.szetoho.edu.hk/
https://www.sagc.edu.hk/tc/index.php
http://www.keichi.edu.hk/index/index52.aspx?nnnid=1
http://www.npc.edu.hk/
http://www.klss.edu.hk/
https://www.maryknoll.edu.hk/
http://www.pochiu.edu.hk/index.html
https://www.bhss.edu.hk/2020/
http://www.ghs.edu.hk/
https://www2.ghs.edu.hk/admission
https://www2.ghs.edu.hk/admission/S1Admission/NewS1AdmissionFAQ
https://www2.ghs.edu.hk/application/login
https://www2.ghs.edu.hk/application/briefing
http://www.plkno1whc.edu.hk/
https://www.plkno1.edu.hk/info2022/submit.php
http://101.78.175.235/index/
http://www.plkchc.edu.hk/index/index26.aspx?nnnid=1
https://www.takoi.edu.hk/
http://www.holap.edu.hk/en/index.php
http://www.olc.edu.hk/


深水埗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英華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直資 基督教崇真中學 入學資訊 11月14日起 資訊日_10月30日 

直資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中一入學 

 

申請須知 

申請表 更新中 

1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入學講座_11月5 

2 聖母玫瑰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3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入學資訊 
 

申請日程 

更新中 簡介會_12月3 

4 黃棣珊紀念中學 入學資訊 更新中 更新中 

5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入學講座_10月15 

6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7 德雅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yingwa.edu.hk/
http://www.smcesps.edu.hk/en/?p=admission_s1
http://www.smcesps.edu.hk/en/?p=admission_s1
https://www.ttca.edu.hk/
https://www.ttca.edu.hk/s1-admissions
https://www.ttca.edu.hk/infoday
http://www.smcesps.edu.hk/
https://www.smcesps.edu.hk/en/?p=admission_s1
https://www.smcesps.edu.hk/en/file/doc/2223_220924_S1_Admission_2324_Notice_chi.pdf
https://www.smcesps.edu.hk/en/file/doc/application_form.pdf
http://www.htc.edu.hk/
http://www.smcesps.edu.hk/en/?p=admission_s1
http://www.smcesps.edu.hk/en/?p=admission_s1
http://www.olr.edu.hk/
http://www.cccmyc.edu.hk/
https://www.cccmyc.edu.hk/?p=2405
https://www.cccmyc.edu.hk/?page_id=3498
http://www.wtsmc.edu.hk/
https://sites.google.com/wtsmc.edu.hk/f1admission/message-to-parents-of-form-1-admission-applicants
http://www.cswcss.edu.hk/
http://sys.cswcss.edu.hk/InfoDays/
http://www.mfs1.edu.hk/
http://www.taknga.edu.hk/


油尖旺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

學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拔萃女書院 中一入學 
 

入學資訊  
 

重要日期備忘 

網上申請 更新中 

直資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 九龍華仁書院   中一入學 更新中 講座已滿額 

2 真光女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資訊日 

3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4 伊利沙伯中學 中一入學 

申請日程 

更新中 更新中 

5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6 聖芳濟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dgs.edu.hk/
https://www.dgs.edu.hk/admissions/s1-application-chi
https://www.dgs.edu.hk/SchHP/S1%20Application%20-%20PowerPoint.pdf
https://www.dgs.edu.hk/admissions/important-dates-chi
https://admission.dgs.edu.hk/
https://www.hkmadavidli.edu.hk/
http://www.wyk.edu.hk/
https://wyk.edu.hk/academic/admission/s1-admissions-0/
http://www.tlgc.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czTQXQFDPSxbcNoTp6SCf6_czB2Oae91CIfaBuXsmRNLfg/closedform
https://smcc.hk/
http://www.qes.edu.hk/
https://www.qes.edu.hk/Menu/admission/s1_admission/23-24/s1_admission_2324.html
https://www.qes.edu.hk/Menu/admission/s1_admission/23-24/s1_schedule_2324.pdf
https://www.cccmkc.edu.hk/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0prj7pprXAhXFebwKHe1MCGMQFggmMAA&url=http%3A%2F%2Fwww.sfxc.edu.hk%2F&usg=AOvVaw1Yk5ZpSa79OMRUyHUfS3M0


 

九龍城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拔萃男書院 入學申請

10月17 

至 

11月18 

申請表格 不設講座 

直資 協恩中學 入學申請

10月15 

至 

10月28 

更新中 入學講座資訊_10月15 

直資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 喇沙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3 華英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4 迦密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九龍真光中學 中一入學 申請表 更新中 

6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7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中一入學 

行事曆 

更新中 更新中 

8 民生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9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0 嘉諾撒聖家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1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2 鄧鏡波學校 更新中 更新中 中一資訊日_11月26 

13 陳瑞祺（喇沙）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dbs.edu.hk/
https://www.dbs.edu.hk/index.php?s=admission&m=g7appc
https://www.dbs.edu.hk/index.php?s=admission&m=g7appc
https://www.dbs.edu.hk/index.php?s=admission&m=download
http://www.hys.edu.hk/
http://www.hys.edu.hk/form-one-admission-2023-24c/
http://www.hys.edu.hk/form-one-admission-2023-24c/
http://www.hys.edu.hk/form-one-admission-talk-and-student-activity-programme/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npl.edu.hk/en/main.php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lasalle.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mcs.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waying.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carmelss.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s://www.ktls.edu.hk/zh/
https://www.ktls.edu.hk/zh/docs-zh/admission-forms/
https://www.ktls.edu.hk/wp-content/uploads/2022/09/22-23_S.1-Admission_ApplicationForm.pdf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hpccss.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twghwfns.edu.hk/
https://www.twghwfns.edu.hk/information/form-one-admission/
https://www.twghwfns.edu.hk/wfnchp/f1_admission/admission_chi_2223.pdf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munsang.edu.hk/secondary/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htyc.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hfcc.edu.hk/schnet/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bhjs.edu.hk/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tangkingpo.edu.hk/
https://www.tangkingpo.edu.hk/%e6%9c%aa%e5%88%86%e9%a1%9e/2022-23-%e5%b0%8f%e5%85%ad%e5%8d%87%e4%b8%ad%e4%b8%80%e8%b3%87%e8%a8%8a%e6%97%a5/
https://adm.hys.edu.hk/event/talk-2021
http://www.csklsc.edu.hk/


西貢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播道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直資 萬鈞匯知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簡介會 

10月15, 11月5, 12月17 

直資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中一入學 
 

常見問題 

申請表 體驗日_11月19, 12月11 

直資 啟思中學 中一入學

9月1 

至 

11月24 

網上申請 入學講座 10

月25, 11月24 

1 迦密主恩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入學簡介會_11月19 

3 將軍澳官立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4 景嶺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6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7 西貢祟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報名須知 

 

申請表 

崇真資訊日 
 

11 月 12, 11 月 20 

8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資訊日_12月17 

http://www.evangel.edu.hk/
http://www.qualiedcollege.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DYew6KTYUKMVX5OBgCxXfubMGwU_f7zb7SKRPdFewe1InA/viewform
http://www.plklfc.edu.hk/
http://www.plklfc.edu.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144&Itemid=84&lang=zh
http://www.plklfc.edu.hk/attachments/article/1144/Frequently%20Asked%20Questions%20(FAQ)%20about%20the%20S.1%20Admission_2324.pdf
http://www.plklfc.edu.hk/attachments/article/1144/New%20Application%20form2324.pdf
http://www.css.edu.hk/index.php
https://www.css.edu.hk/admission-to-secondary-1?lang=zh
https://www.css.edu.hk/admission-to-secondary-1?lang=zh
https://css.openapply.com/
https://www.css.edu.hk/admissions-talk?lang=zh
http://www.cdgfss.edu.hk/zh-hant
http://www.skss.edu.hk/
https://www.skss.edu.hk/skss/index.php/en/school-news/1467-lang-en-2023-2024-secondary-one-admission-talk-reservation-lang-lang-hk-2023-2024-secondary-one-admissions-briefing-session-registration-lang.html
http://www.tkogss.edu.hk/
http://www.kingling.edu.hk/
http://www.ychwwsss.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6PPGMDz7wcyrn5AE5W5HN-utVBWhPW3Nq2KEWgU9kli7rOw/viewform
http://www.qmss.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nnnid=1
http://www.sts.edu.hk/
https://sts.edu.hk/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3_s1_application_info.pdf
https://sts.edu.hk/sites/default/files/files/application_form_for_s1_v1_0.pdf
https://sts.edu.hk/tc/202223%E5%B4%87%E7%9C%9F%E6%B4%BB%E5%8B%95%E5%A0%B1%E5%90%8D%E8%A1%A8
http://www.lycmc.edu.hk/wordpress/
http://www.lycmc.edu.hk/wordpress/2022/09/06/5580/


灣仔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聖保祿學校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 皇仁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香港華仁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簡介會_11月19 

3 瑪利曼中學 中一入學 申請表 更新中 

4 聖保祿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6 香港真光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真光體驗之旅_11月19 

7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申請程序 更新中 入學講座_11月12 

東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中華基金中學 收生程序

9月8 

至 

12月13 

網上申請 入學資訊講座_10月22 

1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張祝珊英文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3 聖馬可中學 中一入學 申請表 入學講座 

4 筲箕灣官立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5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中一入學 

申請須知 

申請表 

更新中 

6 港島民生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7 嘉諾撒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8 慈幼英文學校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spcs.edu.hk/
http://www.qc.edu.hk/
http://www.wahyan.edu.h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4v-jYC6NKiKhMBLgS-ABiy9eligMCqiBRikjvHHmsh7QBmg/viewform
http://www.mss.edu.hk/
https://www.mss.edu.hk/en/content.php?wid=39
https://www.mss.edu.hk/attachment/upload/files/Application%20Form%20for%202023-24%20S1%20Discretionary%20Place-all%20schs.pdf
http://www.spss.edu.hk/
http://www.sfcc.edu.hk/
http://www.tlmshk.edu.hk/
https://www.tlmshk.edu.hk/news/4120/
http://www.tsk.edu.hk/
http://www.tsk.edu.hk/application-procedure
http://www.tsk.edu.hk/f1-admission-talk
http://www.cfss.edu.hk/
http://www.cfss.edu.hk/pdf/s1_pro_2324.pdf
http://www.cfss.edu.hk/pdf/s1_pro_2324.pdf
https://cfss.ievent.hk/event/3052
http://www.belilios.edu.hk/
http://www.ccsc.edu.hk/
http://www.stmarks.edu.hk/
https://www.stmarks.edu.hk/web/en/site/view?name=Form+1+Admission
https://www.stmarks.edu.hk/web/uploads/files/2023_S1Application_form.pdf
https://www.stmarks.edu.hk/web/en/site/view?name=Admissions+Talks
http://www.sgss.edu.hk/
http://www.hkcwcc.edu.hk/
https://www.hkcwcc.edu.hk/node/341
https://www.hkcwcc.edu.hk/sites/default/files/explan-notice-2324-c-2.pdf
https://www.hkcwcc.edu.hk/sites/default/files/application_form-2324.pdf
http://www.imsc.edu.hk/
http://www.canossa.edu.hk/
https://www.ssshk.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


中西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聖保羅男女中學 中一入學 網上申請 更新中 

直資 聖保羅書院 中一入學 網上申請 簡介會_11月5 

1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聖若瑟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3 英皇書院 入學資訊 

家長注意

事項 

更新中 更新中 

4 英華女學校 入學資訊 更新中 更新中 

 

 

 

沙田區 

 學校名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中一入學 更新中 簡介會_11月26, 11月27 

直資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直資 德信中學 中一入學 更新中 簡介會_11月19 

直資 林大輝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1 沙田培英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2 賽馬會體藝中學 入學資訊 更新中 更新中 

3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南區 

 學校名

稱 

學校簡介/ 

申請指引 

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表 

中一入學

資訊講座 

直資 港大同學會書院 更新中 更新中 更新中 

 

http://www.spcc.edu.hk/chinese
http://www.spc.edu.hk/content.php?id=156&mid=70-103
https://sas.hktedu.com/spchk/2022#front
http://www.spc.edu.hk/
http://www.spc.edu.hk/content.php?id=156&mid=70-103
https://sas.hktedu.com/spchk/2022#front
http://www.spc.edu.hk/content.php?id=139&mid=70-103
http://www.ssgc.edu.hk/
http://www.sjc.edu.hk/
http://www.kings.edu.hk/
https://www.ywgs.edu.hk/s1-admission
https://www.ywgs.edu.hk/sites/default/files/S1-DP-2324-Chi.pdf
https://www.ywgs.edu.hk/sites/default/files/S1-DP-2324-Chi.pdf
http://www.ywgs.edu.hk/
https://www.ywgs.edu.hk/s1-admission
https://www.spkc.edu.hk/
https://www.spkc.edu.hk/s1-admission-oct-cover/
https://www.hkbuas.edu.hk/c/01_about/01d_basic_c.html
https://www.tsss.edu.hk/
https://www.tsss.edu.hk/#tss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wRe_lA0xe0kua3f4GgGk2ev2rDTJXj5Hl0PXymvQeUthsmA/viewform
https://www.ltfc.edu.hk/Website/
https://www2.pyc.edu.hk/index.php?lang=chi
http://www.tic.edu.hk/
https://www.tic.edu.hk/en/site/view?name=F1%2BAdmission
https://www.ktscss.edu.hk/
https://www.hkuga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