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名稱

中一入學資訊日安排

5/12 1:15-5:30 pm 以網上實時形式進行，1:15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陳震夏 2:45 pm中一入學簡介會及主題講座，3:00中學
5:00pm 體驗課及學生學習成果展示，5:005:30pm 與校長和老師有個約會
五旬節林漢光中學
五育中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念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台山商會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沙田公立學校
沙田官立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循道衛理中學
沙田蘇浙公學
明愛馬鞍山中學
東莞工商總會劉百樂中學
東華三院邱金元中學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林大輝中學

中一自行分配
學位申請面試
日

面試日安排

有

20/2/2021 8:30-14:30

有

13/3/2021 上午

www.nyss.edu.hk

有

6/3/2021 9am-1pm

www.ychtcy.edu.hk

有

1/2/2021至 26/2/2021 8:30-17:00

http://www.ktscss.edu.hk

有

6/3/2021 9:00 a.m. - 4:00 p.m.

www.tsac.edu.hk

有

13/3/2021 8:30-13:00

http://it2.bwwtc.edu.hk/infoday/

有

19/3/2021(五) 下午 及 20/3/2021(六)上午

有

2021年3月

沒有

沒有

有

13/3/2021， 9:00 －17：00

有

13/3/2021 （全日分不同時段進行）

有

13/3/2021 09:00-16:30

有

2021年3月6日

有

沒有

13/3/2021
2月至3月之星期六上午 (實質日期及時間由校方致電作
實)
NA

有

6/3/2021 9:00 - 14:00

有

13/3/2021 9am-12pm; 1:30-5pm

有

13/3/2021 9:30-13:00

有

19/12/2020，8:30 - 17:00

相關連結

www.cch.edu.hk

28/11(周六) 上午9:30-11:00, 以線上方式播放, 播
www.plhks.edu.hk
放後, 於學校網頁有校內各科組和單位介紹。
5/12 (六) 12 noon - 1:30pm, 網上實時進行簡介會
及答問
郵寄入學資料到小學
21/11 2:00 p.m - 3:30 p.m. &. 6:00 p.m - 7:30
p.m. 於網上進行升中家長簡介會
12/12 10:00-12:00 及 19/12 10:00-12:00 於校內
進行
5/12 10:00-12:00 於校內進行

將會於12月5日發放升中簡介會影片，家長可以把
模擬面試錄像影片傳送本校，校方會安排面試評 www.bkkss.edu.hk
估及回饋，詳情請於12月5日起留意校網安排。
學位由EDB轉介
學位由EDB轉介
28/11/2020， 9:30－12:30 及 14：30－17：30
（兩場，上午及下午內容相同；以實體形式及於 https://stgss.edu.hk
校內進行）
www.pyc.edu.hk
28/11/2020 10:00起（網上進行）
http://www.sttss.edu.hk/ndivert.php?nid=
2/1/2021下午2:00-5:00於校內進行（暫定）
1932
12月12日下午1:00-5:00分兩場講座、學生義工及
http://www.stmc.edu.hk
家長義工介紹學校、展板展示學校資訊
http://www.kccshatin.edu.hk
12/12 10:00-16:15 於校內進行
28/11 10:30-14:00 於校內進行，另可致電學校自
https://cmos.edu.hk/ (重要消息)
訂參觀日期及時間
5/12 online video
http://lplss.edu.hk/index.php
https://www.twyky.edu.hk/zh_tw/site/inde
28/11 10:00 - 11:30 網上進行
x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
21/11/2020 以線上方式播放影片，連結會預先發
QLSdKtwiV_3fGVDm2th2idfBJjhtkefNvL
送給報名人士
OI6G0TAuXllLsZe_Q/viewform
www.twghwflc.edu.hk
19/12 10:30-12:30 網上進行（zoom播放）
21/11/2020，早上8時正開始於學校網頁發放入學 https://www.ltfc.edu.hk/Website/index.ph
p/admission/s1-admission-2021-2022
申請資訊

有

學校名稱
青年會書院
保良局朱敬文中學
保良局胡忠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11/12 7:30 p.m. - 8:30 p.m. 以線上方式播放
12／12， 2:30-4:00pm 於校內進行

馬鞍山崇真中學
馬鞍山聖若瑟中學
培僑書院
基督書院
梁文燕紀念中學(沙田)
博愛醫院陳楷紀念中學
聖公會林裘謀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羅撒書院
德信中學
樂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樂道中學
潮州會館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13/3/2020 9:00-16:00

有

6/3/2020

有

13/3 09:00-16:30

有

未定

http://www.fyk.edu.hk

有

20/3/2021 9:30-15:30

https://www.hkbuas.edu.hk/c/02_admissi
on/02c_g7_e.html

有

16/1/2020 8:30-16:30

https://www.spkc.edu.hk/

有

Dec - Jan

https://www.blmcss.edu.hk/main/zh_tw/sit
e/view?name=S1+Admission+2021-22

有

13, 20/3/2021 (Sat) 0900 -1700

https://mosttss.edu.hk/

有

2月27日9 am－13:00 pm

有

3/3/2021-18/3/2021(學校安排指定時間)

有

27/2/2021 9:00-17:00

www.ccst.edu.hk

有

20/03/2021 上午及下午

https://www.hlmssst.edu.hk

有

13/3/2021 9:00-12:00

www.pohck.edu.hk

有

6-3-2021 上午9:00-下午4:00

http://www.skhlkmss.edu.hk/F1Admission
/

有

6/3/2021

http://www.skhtst.edu.hk
可以登入本校校網專區

有
有

13/3/2021 9:00-16:30
13/3/2021 09:00-12:00

http://www.hksrl.edu.hk

有

2021年3月（可能會因疫情而改變）

www.tsss.edu.hk
lstyoungkhl.edu.hk
https://www.locktao.edu.hk
https://ccass.edu.hk

有
有
有
有

www.tic.edu.hk

有

9/01/2021 8:30 - 17:00
6/3/2021 1:00-5:00 (暫定)視乎疫情才決定是否舉行
6-3-2021
6/3/2021 9:30-17:00
First Interview : 27 Feb 2020; Second Interview : Mar
2020

相關連結
www.cymcac.edu.hk
http://home.plkcwc.edu.hk/about_us/enro
ll/2122/
www.plkwcc.edu.hk

12/12 10:00-13:00 校內進行
於禮堂舉行講座，配合直播，家長自行決定親身
www.cwgc.edu.hk
出席或在家收看

香港中國婦女會馮堯敬紀念
18/12 7-8PM Zoom 網上直播
中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
21/11 10:00 以線上直播方式進行
輝中小學
28/11 & 29/11 以線上方式播放 (1000, 1230 &
香港神託會培基書院
1500)
浸信會呂明才中學

中一自行分配
學位申請面試
日
有

中一入學資訊日安排

11月21日(六) (1)14:00-15:15 (2)15:30-16:45
(3)17:00-18:15. 形式：ZOOM
12月12日，上午9am-12:30 pm,下午2 pm-4:30
pm,。在校内舉行。
12/12 2:00p.m. - 3:30p.m. 於校內進行(因應疫情,
或改以線上方式進行)
9/1/2021 時間、形式待定
5/12網上直播， 第一場10:30-12:00，第二場
14:30-16:00
21/11/2020（星期六）上午10:00-11:30以線上方
式播放
5-12-2020 下午2:00-4:00 於學校舉行
Online Admission Talk 5-6/12 2:30pm-3:15pm 線
上 Online Student Chat Room 5-6/12 3:30pm4:00pm 線上
5/l2 10：30 - 12：30 以線上方式播放
7/11 線上播放
28/11/2020 下午2時30分以線上方式播放，有即
場答問環節。參加者須預先透過學校網頁表格報
名。有關錄像會於28/11/2020 - 7/12/2020放置在
本校網頁。
21/11 2:30PM 線上 video clips
5/12 2:00PM以線上方式播放
12月12日(六) 下午2:00-4:00 於校內進行
28/11 pm
20 Dec 2020 Online Video

http://www.mossjss.edu.hk/Admission.as
px
www.puikiucollege.edu.hk

面試日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