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20-2021年度升中活動簡介總表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舉辦學校 所屬分區 

1 31/10/2020 (六) 升中講座 英華書院 深水埗區 

2 07/11/2020 (六) 升中講座及 Creative Fun Day@CCCKYC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元朗區 

3 14/11/2020 (六) 升中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觀塘區 

4 14/11/2020 (六) 升中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元朗區 

5 15/11/2020 (日) 開放日暨魔力橋小學賽 培英中學 南區 

6 15/11/2020 (日) 中學巡禮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觀塘區 

7 21/11/2020 (六) 小六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葵青區 

8 21/11/2020 (六) 學校資訊日(School Information Day)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深水埗區 

9 21/11/2020 (六) 小六家長學生訪校日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區 

10 26/11/2020 (四) 「疫境中的祝福」STEAM心意卡設計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黃大仙區 

11 28/11/2020 (六) 學校資訊日暨中一自行收生簡介會 真光女書院 油尖旺區 

12 28/11/2020 (六) 親子摘星體驗日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屯門區 

13 28/11/2020 (六) 升中面試研習班暨開放日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屯門區 

14 28/11/2020 (六) 學校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九龍城區 

15 05/12/2020 (六) 升中簡介會 (S.1 Admission Information Day)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油尖旺區 

16 05/12/2020 (六) 升中簡介會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元朗區 

17 12/12/2020 (六) 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黃大仙區 

18 12/12/2020 (六) 中一入學簡介會 英華女學校 中西區 

19 12/12/2020 (六) 
開放日、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東區）暨華

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第一回）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港島東區 

20 13/12/2020 (日) 升中面試技巧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北區 

21 13/12/2020 (日) 學校資訊日 九龍真光中學 九龍城區 

22 19/12/2020 (六) 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黃大仙區 

23 19/12/2020 (六) 升中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葵青區 

24 

14/11/2020 (六)  

06/03/2021 (六)  

17/04/2021 (六)  

STEAM科學科技活動日暨開放日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大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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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學升中活動詳情 

 

1  2  

學校名稱 英華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活動名稱 升中講座 活動名稱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2. 升中講座 

舉行日期 31/10/2020 (六) 舉行日期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07/11/2020 (六) 

10:00a.m. – 11:45a.m. 

2. 升中講座 

14/11/2020 (六) 

10:00a.m. – 11:00a.m.  

* 如受疫情影響，升中講座將改網上進行。 

舉行地點 網上直播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元朗鳳攸東街 

活動簡介 1. 校長分享 

2. 報名詳情 

3. Q&A 

活動簡介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讓學生體驗中學的校園生活及加深

對本校的了解。 

2. 升中講座 

讓家長了解本校特色、英語學習環

境、學生支援、學生成就、面試注

意事項。 

報名方法 留意學校網站公佈 報名方法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電話報名：2475 0331 (內線 802林

小姐) 

可於舉行活動前三星期報名 

2. 升中講座 

網上報名：請登入本校網頁

www.ccckyc.edu.hk 

可於舉行活動前三星期報名 

查詢方法 學校網站: 

https://www.yingwa.edu.hk/ 

或致電 2336 8838 

查詢方法 請致電本校 2475 0331 聯絡朱惠玲老師 

備註 留意學校網站公佈 備註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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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活動名稱 升中講座 活動名稱 升中資訊日 

舉行日期 14/11/2020 (六)  

上午場 10:00-12:00 ; 

下午場 2:00-4:00 (兩場內容相同) 

舉行日期 14/11/2020（六） 

舉行地點 本校禮堂 (觀塘曉明街 20號) 舉行地點 本校禮堂（天水圍天業路 6號） 

活動簡介 本校課程特色、英語學習環境、

學生支援、課外活動、中一學習

與適應、中一自行收生程序及要

求簡介、校園參觀。 

活動簡介 學校講座、面試技巧工作坊、校園遊。 

報名方法 透過所屬小學報名或透過本校網

頁，網上報名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或傳真報名表格(2445 5252) 

查詢方法 致電本校，27276371，向王波老

師查詢 

查詢方法 致電學校校務處 2445 5833 或瀏覽學校

網頁 www.fywss.edu.hk 

報名日期 透過所屬小學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 26/10/2020  

網上報名截止日期：31/10/2020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07/11/2020 

備註 開始報名日期 10 月初 備註 / 

 

5   6   

學校名稱 培英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活動名稱 開放日暨魔力橋小學賽 活動名稱 中學巡禮 

舉行地點 15/11/2020 (日)  

開放日(09:00-12:00)  

魔力橋小學賽 (09:30-13:30) 

舉行地點 15/11/2020 (日) 

舉行日期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5號 舉行日期 九龍觀塘瑞寧街 20號 

活動簡介 攤位遊戲、參觀、表演、魔力橋

小學賽。 

活動簡介 校情簡報、升中策略、參觀校舍。 

報名方法 魔力橋小學賽可透過網上報名

 

報名方法 致電學校留位 

查詢方法 請致電 25503632 聯絡 黃欣庭老

師 或 梁文慈老師 

查詢方法 致電 23422954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25/10/2020（魔力橋小學賽）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13/11/2020 

備註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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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活動名稱 小六資訊日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School Information Day) 

舉行地點 21/11/2020(六)    舉行地點 21/11/2020 (六) 

舉行日期 本校禮堂 舉行日期 銘賢書院 

活動簡介 收生講座、學生分享、參觀校

舍、攤位遊戲。 

活動簡介 銘賢書院簡介。 

報名方法 1. 電話留座: 24205050    

2. 網上留座: 

http://www.chuenyuen.edu.hk 

報名方法 學校網上報名 

查詢方法 可致電校務處，電話: 24205050 查詢方法 致電校務處 

報名日期 221/10/2020至 10/11/2020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13/11/2020 

備註 鑑於疫情仍有反覆，是次活動另

定後備日期: 2020 年 12月 12日

(星期六) 

備註 網上報名(名額有限定，先到先得) 

 

 

 

 

9   10   

學校名稱 沙田培英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活動名稱 小六家長學生訪校日 活動名稱 「疫境中的祝福」STEAM 心意卡設計比賽 

舉行日期 21/11/2020 (六) 舉行日期 26/11/2020(四) 下午6:00前於網上呈交 

舉行地點 沙田培英中學 舉行地點 網上形式進行 

活動簡介 教育理念分享、學校簡介、 

小六升中分享、參觀校園。 

活動簡介 作品以「疫境中的祝福」為主題。由本校提供

製作賀卡的材料供參賽者使用，參賽者需構思

正面標語字句，配合立體圖象設計或裝飾等表

達主題，標語字句中英文皆可。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www.pyc.edu.hk 報名方法 1) STEAM 心意卡製作教學 及 

2) 交件要求 詳情將上載 HEEP 

CHANNEL 

查詢方法 網頁或電話 2691 7217 查詢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作品相片及影片，以

WHATSAPP方式傳送至6827 9153 

報名日期 額滿即止 報名日期 致電學校 2320 4557 聯絡盧慧敏老師或

伍展鴻老師，或電郵

design@keiheep.edu.hk 

備註 / 備註 26/11/2020(四) 下午 6:00 前將報名表

連同作品於網上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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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學校名稱 真光女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暨中一自行收生簡介會 活動名稱 親子摘星體驗日 

舉行日期 28/11/2020 (六) 舉行日期 28/11/2020 (六) 

舉行地點 真光女書院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

道 54 號 A) 

舉行地點 屯門新墟新和里 10號 

活動簡介 活動內容包括中一自行收生簡介

會、校園遊踪、展覽、電子學習

示範、宗教及體育遊戲等。 

活動簡介 與「星之子」對話、STEM教育體

驗、英語電子學習、攀石體驗、壘球

體驗、通識體驗式學習、數學趣味遊

戲、升學諮詢及茶點招待等。 

報名方法 27/10/2020 (上午 10時) 開始，

詳情留意學校網頁

http://www.tlgc.edu.hk 

報名方法 登入學校網址(https://www.tllf.edu.hk/) 

或致電本校校務處 

(24522422) 

查詢方法 瀏覽學校網頁

http://www.tlgc.edu.hk 

查詢方法 致電 2452-2422與何樹顯老師或劉冠亨

老師聯絡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27/10/2020 (上午 10時) 開始接

受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日期 27/11/2020 

備註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活動適合高小學生參與 

 

13  14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活動名稱 升中面試硏習班暨資訊日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 

舉行日期 28/11/2020 (六) 舉行日期 28/11/2020 (六) 10:00-11:30 

舉行地點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 28號 舉行地點 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8 號本校禮堂 

活動簡介 升中面試研習班、家長講座、導

賞團、資訊日。 

活動簡介 教育理念分享、學校簡介、學生表

演。 

報名方法 請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hftc.edu.hk/) 

或致電本校（24596354） 

報名方法 請瀏覽學校網頁 www.ccckeito.edu.hk 

查詢方法 電話︰2459 6354 查詢方法 可致電 2627 1028 (趙先生) 

報名日期 27/11/2020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期： 

26/11/2020 

備註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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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活動名稱 升中簡介會 (S.1 Admission 

Information Day) 

活動名稱 升中簡介會 

舉行日期 05/12/2020 (六) 

第一場 9:30-11:30 

第二場 2:00-4:00 

(兩場內容相同) 

舉行日期 5-12-2020 (六)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

角嘴橡樹街 16號)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活動簡介 講座 (課程特色、英語學習環境、學生

支援、課外活動、中一學習與適應、中

一自行收生程序及要求)、校園參觀及

學習活動體驗。 

活動簡介 學校簡介、中一收生安排、升中銜接

及支援、參觀校舍設施。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www.cccmkc.edu.hk 報名方法 查閱校網 www.keilong.edu.hk 

查詢方法 致電校務處 2392 3963 查詢方法 致電本校 2475 4781 

報名日期 活動前一星期 報名日期 02-12-2020  

備註 / 備註 / 

 

 

17  18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學校名稱 英華女學校 

活動名稱 資訊日 活動名稱 中一入學簡介會 

舉行日期 12/12/2020 (六) 舉行日期 12/12/2020 (六)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九龍龍

翔道 157號) 

舉行地點 香港羅便臣道 76號英華女學校 

禮堂 

活動簡介 讓學生參與示範課及校園導賞，

向到訪者介紹本校辦學理念、課

程與宗教特色、新生適應與支援、

收生要求，並即場解答提問。 

活動簡介 介紹學校歷史、辦學理念、申請方法

及收生情況。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www.rotary.edu.hk 或致

電 2338-1971與行政秘書馮小組

聯絡 

報名方法 只限網上報名，約 10 月尾或 11月初

開始報名(www.ywgs.edu.hk) 

查詢方法 請於 11月上旬瀏覽本校網頁：

www.rotary.edu.hk 或致電 2338-

1971 與行政秘書馮小組聯絡 

查詢方法 致電校務處：25463151 

報名日期 額滿即止 報名日期 因名額有限，本校將採用先到先得方

式處理申請，額滿即止。 

備註 如資訊日未能如期舉行，或家長

未能參加資訊日，仍可透過本校

網頁或學校單張取得學校資訊。 

備註 如未能參加簡介會之家長，仍可透過

本校網頁或報名時所附之學校簡介取

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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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活動名稱 開放日、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東

區）暨華山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

賽（第一回） 

活動名稱 升中面試技巧講座 

舉行日期 12/12/2020（六） 舉行日期 13/12/2020 (日) 

舉行地址 香港北角雲景道 62號 舉行地址 新界粉嶺蝴蝶山路 8 號基新中學禮堂 

活動簡介 攤位遊戲、學生才藝表演、國際

美食嘉年華、小學數學比賽、小

學三人籃球比賽。 

活動簡介 內容包括面試技巧及面試常見問題、

安排學生參加即場模擬面試。 

報名方法 本校將向全港小學發出邀請函，

填妥回柬即可報名參加。 

報名方法 電郵、傳真或於辦公時間致電學校報

名 

查詢方法 致電 2571 1285 查詢方法 電話 26693906 

電郵 mail@ks.edu.hk 

傳真  26693583 

報名日期 05/12/2020 報名日期 04/12/2020 

備註 / 備註 / 

 

 

 

21  22  

學校名稱 九龍真光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 活動名稱 資訊日 

舉行日期 13/12/2020 (日) 舉行日期 19/12/2020 (六) 

舉行地點 九龍塘沙福道真光里一號 舉行地點 九龍慈雲山蒲崗村道 171號 

活動簡介 中一入學講座、小六升中分享、

參觀校園、教學示範、學術嘉年

華和學生表演。 

活動簡介 講座及校園參觀。 

報名方法 請於 11月上旬瀏覽本校網頁：

https://www.ktls.edu.hk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查詢方法 / 查詢方法 致電本校校務處 2323 4265 

林小姐 

報名日期 /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19/11/2020 (暫定) 

備註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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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活動名稱 升中講座 活動名稱 STEAM 創意科學科技活動日暨開放日 

舉行日期 19/12/2020年 (六) 舉行日期 14/11/2020 (六) 

06/03/2021 (六) 

17/04/2021 (六) 

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二樓禮堂 舉行地點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新界大

埔寶湖道 22號) 

活動簡介 講座內介紹本校辦學理念及課程

特色。講座後設校園遊。 

活動簡介 透過科技活動，促進中、小學在 STEAM

創意科技教育方面的交流，並介紹學校

如何啟發學生在創科及編程的潛能，工

作坊內容包括： 

(I)   水火箭      (II) 氣動船  

(III)  太陽能車   (IV) 機械人編程 

(V)  3D打印技術 

報名方法 本校網址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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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可致電 2651 6033與馮杏玲老師報名 

查詢方法 電話：2387 9988(文小姐) 

電郵：info@yenching.edu.hk 

查詢方法 可致電 2651 6033 與曾昭孟老師及馮杏

玲老師聯絡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19/12/2020 

報名日期 截止報名日期： 

舉行活動前三星期 

備註 本校是青衣區內唯一的基督教中

學，超過 75%的中一新生原就讀

基督教或天主教小學。歡迎所有

有興趣報讀本校的家長及小六學

生報名參加。 

備註 如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本校會提供工作

坊的教學短片，讓學生們透過短片學習

科學科技原理及製作科學小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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