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2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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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10 / 2021 (六) 升中講座 英華書院 深水埗區 

2 30 / 10 / 2021 (六) 開放日暨中一入學簡介會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港島東區 

3 
06 / 11 / 2021 (六) 

13 / 11 / 2021 (六) 

Creative Fun Day@CCCKYC 

升中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元朗區 

4 13 / 11 / 2021 (六) Thank You Card Making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黃大仙區 

5 
19 / 11 / 2021 (五) 

20 / 11 / 2021 (六) 
升中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元朗區 

6 20 / 11 / 2021 (六) 升中講座及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深水埗區 

7 20 / 11 / 2021 (六) 升中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葵青區 

8 20 / 11 / 2021 (六) 中一入學資訊日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區 

9 21 / 11 / 2021 (日) 培英 VR 樂悠遊 培英中學 南區 

10 27 / 11 / 2021 (六) 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屯門區 

11 27 / 11 / 2021 (六) 「線上資訊日及中一入學講座」 真光女書院 油尖旺區 

12 27 / 11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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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11 / 2021 (六) 學校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九龍城區 

14 04 / 12 / 2021 (六) 升中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觀塘區 

15 04 / 12 / 2021 (六)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油尖旺區 

16 04 / 12 / 2021 (六) 升中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葵青區 

17 04 / 12 / 2021 (六) 金禧校慶資訊日 202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黃大仙區 

18 05 / 12 / 2021 (日) 升中簡介會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元朗區 

19 11 / 12 / 2021 (六) 中一入學簡介會 英華女學校 中西區 

20 11 / 12 / 2021 (六) 45 周年校慶開放日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港島東區 

21 11 / 12 / 2021 (六) 扶輪升中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黃大仙區 

22 12 / 12 / 2021 (日) 資訊日 九龍真光中學 九龍城區 

23 19 / 12 / 2021 (日) 升中面試技巧講座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北區 

24 08 / 01 / 2022 (六) 學校資訊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觀塘區 

25 

13 / 11 / 2021 (六) 

05 / 03 / 2022 (六) 

09 / 04 / 2022 (六) 

「與你 STEAM」科學科技活動日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大埔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21-2022年度各中學升中活動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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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  學校名稱 英華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2022/2023 年將改名為中華基督教

會公理書院，待批） 

學校特色 辦學宗旨： 

承傳基督精神 實踐全人教育 

共建青年之家 培育社會棟樑 

學校特色： 

- 歷史悠久的直資一條龍學校 

- 以英語為主要的授課語言 

- 重視學生多元發展，啟發潛能 

學校特色 本校是一所直資中學，致力實踐基督

教教育，為學生建立既富挑戰，亦充

滿關愛的校園。公理秉承「因材施

教」及「發掘學生獨特潛能」的教育

使命，透過多元課程、經驗式學習及

創意學習，培育學生全人發展，達

致 ”College Ready, Life 

Ready”, 迎接廿一世紀的挑戰，成

為盡責及具廣濶視野的公民。 

活動名稱 升中講座 活動名稱 開放日暨中一入學簡介會 

舉行日期 30/10/2021 (星期六) 舉行日期 30/10/2021 (星期六) 

舉行地址 本校禮堂 舉行地址 銅鑼灣大坑徑 17號 

活動簡介 1. 校長分享 

2. 學生分享 

3. 報名詳情 

活動簡介 開放日- 9:30 -16:30 

包括各類型全港高小比賽，以及

不同攤位供參觀人士了解本校特

色 

中一入學簡介會 10:00 - 11:30 

目的是向有意申請入讀本校中一

學位的準家長，提供更多的資訊

平台，了解本校各方面的發展概

況。 

報名方法 留意學校網站公佈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請留意本校網頁公佈) 

查詢方法 學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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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致電 2336 8838 

查詢方法 電郵 klc@cccklc.edu.hk 或 致電

2577 5778  

截止報名

日期 

留意學校網站公佈 截止報名

日期 

25/10/2021 

備註 / 備註 / 

 

 

 

 

 

 

https://www.yingw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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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學校特色 1. 追求學術卓越，重視英語教學，

設環球教室，擴闊視野。 

2. 關注全人發展，推動成長思維，

設其他學習經歷時段，促進學生

多元智能發展。 

3. 強調關愛，師生關係良好，學生

樂於服務社群。 

學校特色 正向教育：中一至中五各級有不同的

服務學習活動培養正向價值觀。 

生涯規劃：六年一貫課程，老師個別

輔導支援，尋找生涯發展方向。 

適異教育：按成績分班分組授課，制

定政策支援不同學習需要同學。 

活動名稱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2. 升中講座 

活動名稱 Thank You Card Making 

舉行日期 1. Creative Fun Day@ CCCKYC 

6/11/2021 (星期六) 

上午 10:00 – 11:45 

2. 升中講座 

13/11/2021 (星期六) 

上午 10:00– 11:00  

舉行日期 13/11/2021 (星期六)  

上午 10:00 – 11:00 

舉行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元朗鳳攸東街 

舉行地址 網上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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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介 由外籍英語老師及本校英文老師教導

同學製作心意卡，從中提升英語運用

的能力；並以英文短詩表達對父母或

師長感恩之情，活動後有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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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法 網上 / 經學校報名

https://forms.gle/BXod67JkQhBBz7Rn8 

  

活動連結將於稍後發放，請留意本校

網頁或 WhatsApp訊息 

查詢方法 請致電本校 2475 0331 聯絡董真真

老師 

查詢方法 致電學校 2320 4557 聯絡麥翠碧老師

或 WhatsApp 6827 9153查詢 

截止報名

日期 

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

日期 

23/10/2021 

備註 最新資訊請留意本校網頁  備註 截止報名後將統一發放材料包以供活

動之用 

 

https://forms.gle/BXod67JkQhBBz7R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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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學校特色 本校致力培育學生具備「堅毅鑽

研」，「自律自主」，「探索求真」及

「逆境自強」四個特質。我們重視學

生的學業成績外，亦關注學生在身、

心、靈得到均衡的發展。在創新校園

下，培養學生在體藝、科創、領袖等

能力，啟發每位學生的個人潛能。 

學校特色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創立於 1966

年，是區會於石硤尾徙置區成立的首

間英文中學，一直秉承基督精神，本

著「學以明道，榮神益人」的校訓，

透過校內各大學生組織及活動，培育

未來領袖，又藉着各本地及海外考察

交流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貫徹

「全人教育」之辦學理念，師生同以

銘賢（M.Y. College）為榮。 

活動名稱 升中資訊日 活動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升中講座及資

訊日 

行日期 19-20/11/2021(星期五-六) 舉行日期 20/11/2021 (星期六) 

舉行地址 本校（天水圍天業路 6號） 舉行地址 九龍石硤尾偉智街一號銘賢書院禮堂 

活動簡介 學校講座、學科體驗活動、校園遊 活動簡介 本校簡介、學生分享、答問環節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或傳真報名表格(2445 

5252)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查詢方法 致電學校校務處 2445 5833 或瀏覽學

校網頁 www.fywss.edu.hk 

查詢方法 電郵至本校或致電 2779 4512 (內線

303)與黃小燕女士聯絡 

截止報名

日期 

活動前一星期 截止報名

日期 

10/11/2021 (星期三) 

備註  備註 本校將因應當時疫情之情況，決定以

實體或網上的形式舉行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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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學校名稱 沙田培英中學 

學校特色 1. 學校有清晰及具體發展目標 

2. 老師富有教學經驗，59.6%擁有

碩士資歷；26.3%已接受特殊教

育訓練 

3. 靈活運用電子教學資源，培育

學生主動學習 

4. 關心學生心智成長 

5. 重視學生品格及學業成績 

6. 為學生提供多元發展機會 

7. 積極提升及改善校園設施 

8. 設有超過 120項奬學金，並邀

請校友於課餘協助老師照顧有

學習困難的同學 

學校特色 提供多元化活動，如每兩年一度的英

語音樂劇，讓不同學生均可找到得以

展現自己才華的舞台。提供多方支援

措施幫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生活，如

為期一周的「中一適應營」，「大哥姐

計劃」及逢週六舉行的「伴我同行計

劃」等。 

活動名稱 升中資訊日 活動名稱 中一入學資訊日 

舉行日期 20/11/2021 (星期六)    舉行日期 20/11/2021 (星期六) 

舉行地址 本校禮堂 舉行地址 沙田培英中學 (網上或實體待定) 

活動簡介 收生講座、學生分享、參觀校舍、

攤位遊戲 

活動簡介 教育理念分享、校園生活面面觀、 

學校資訊、參觀校園 

報名方法 1. 電話留座: 24205050   

2. 網上留座: 

http://www.chuenyuen.edu.hk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www.pyc.edu.hk 

查詢方法 可致電校務處，電話: 24205050 查詢方法 網頁或電話 2691 7217 

截止報名

日期 

20/10/2021-10/11/2021 截止報名

日期 

額滿即止 

備註 鑑於疫情仍有反覆，到校來賓必須

配戴口罩，量度體溫及填寫健康申

報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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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培英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學校特色 本校於 1879年創立，一向致力培

育英才，照顧學生的全面發展。本

年度學校引入多項採用 VR技術的

教育項目，將體育訓練智能化，並

提供人工智能及工業 4.0課程。校

友會亦為學生提供住宿及交通支

援，照顧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 

學校特色 1.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精神：優化各

級自主學習課，強化學生學習習

慣及推行跨課程閱讀。 

2. 促進教師專業交流：建立評課文

化，優化教師專業分享活動，分

享課堂教學心得。 

3. 藉基督信仰改變生命，建立人生

目標及方向。 

活動名稱 培英 VR樂悠遊 活動名稱 升中面試研習班暨資訊日 

舉行日期 21/11/2021 (星期日)  

10:00am-12:30pm 

舉行日期 27 / 11 / 2021 (星期六) 

上午 

舉行地址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5號 舉行地址 新界屯門新墟青山公路 28號 

活動簡介 攤位遊戲、參觀(包括模擬飛機駕

駛、智能機械臂操作體驗、VR單

車、VR高爾夫訓練等)、表演 

活動簡介 升中面試研習班、家長講座、導賞

團、資訊日 

報名方法 培英 VR樂悠遊可透過網上報名 

 

 

報名方法 請瀏覽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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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請致電 2550 3632 聯絡 陳偉華老

師 或 梁文慈老師 

查詢方法 電話：2459 6354 

截止報名

日期 

20/11/2021 截止報名

日期 

26/11/2021 

備註 http://www.puiying.edu.hk 

歡迎小學同工帶同學生組團參與，

日子可選 11月 21 日或另約。請直

接與負責老師 

聯絡。 

備註 / 

 

 

 

 

 

 

 

 

http://www.hftc.edu.hk/
http://www.puiy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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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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特色 本校以基督博愛的精神從事女子優

質教育，培養學生德、智、體、

群、美、靈的均衡發展，務使她們

能發揮潛能、盡顯所長，在學思並

重的學習過程中，鍛鍊好學的探究

精神、掌握正確價值觀、建立積極

的處世態度。 

學校特色 本校屬屯門區中學，學生在科技及運

動範疇上屢獲殊榮，且連續十七年被

評為高增値學校，更在 2019年文憑

試核心四科、最佳五科、中文科、數

學科、通識科取得及企業、會計與財

務概論(商業管理)九級增値。 

活動名稱 真光女書院「線上資訊日及中一入

學講座」 

活動名稱 親子「摘星」體驗日 

舉行日期 27 / 11 / 2021 (星期六) 舉行日期 27 / 11 / 2021 (星期六) 

下午 2:00-5:00 

舉行地址 真光女書院 Zoom 會議室 舉行地址 本校 

活動簡介 

介紹有關本校最新資訊，參與線上

校園遊及了解中一入學申請須知 

活動簡介 與「星之子」對話、攀石體驗、壘球

體驗、布袋球體驗、STEM教育體

驗、通識體驗式學習、英語電子學

習、數學學習、音樂體驗及升學咨詢

等 

報名方法 報名將於 2021年 10月 27日上午

10時正開始，詳情請參閱學校網頁

www.tlgc.edu.hk 

報名方法 請致電本校 2452-2422 報名，或網上

報名(https://www.tllf.edu.hk/) 

查詢方法 
學校電話：23851491 

查詢方法 請致電 2452-2422 與何樹顯老師和劉

冠亨老師聯絡。 

截止報名

日期 

19/11/2021下午 5時正結束 截止報名

日期 

24/11/2021 

備註 / 備註 / 

 

 

 

 

  

http://www.tlg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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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學校特色 基道中學於 2003年 09月創立，位

於九龍土瓜灣。千禧標準校舍，面

向維多利亞港，面積約 6千平方

米，設有足球場和兩個籃球場，環

境優美。學校屬九龍城區成績高增

值中學，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及符

合本地學士學入學要求的百分率超

越同類組別學校，備受區內老師、

家長及學生推崇。 

學校特色 觀塘區內一所男女津貼英文中學，以

靈育作為「全人教育」的基礎，重視

學生六育發展，配合「明辨篤行」的

校訓精神，培育學生。素來致力提供

多元的學習機會，積極推廣不同體驗

活動，讓學生成為生涯規劃中自主的

學習者。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 活動名稱 2022-2023年度升中講座 

舉行日期 27 / 11 / 2021 (星期六)  

上午 10:00-11:30 

舉行日期 4/12/2021 (星期六)  

上午場 10:00-11:30； 

下午場 2:00-3:30  

(兩場內容相同) 

舉行地址 九龍土瓜灣崇安街 28號本校禮堂 舉行地址 本校禮堂 (觀塘曉明街 20號) 

活動簡介 教育理念分享、學校簡介、學生表

演 

活動簡介 本校課程特色、英語學習環境、學生

成長支援、課外活動、中一學習與適

應、收生要求及準則、校園參觀(視

像) 

報名方法 請瀏覽學校網頁 

www.ccckeito.edu.hk 

報名方法 學校網頁 

查詢方法 可致電 2627 1028 (趙先生) 查詢方法 致電本校，27276371，向王波老師查

詢 

截止報名

日期 

24/11/2021 截止報名

日期 

27/10/2021 

備註 / 備註 每場名額：400，額滿即止。 

http://www.ccckeito.edu.hk/


15  16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學校特色 本校自 1967年創校至今，一直採用

英文為教學語言。除傳統學科，初

中必修陶藝科，高中開設視藝科、

音樂科及體育科為文憑試選修科。

課外活動多元化，包括劍撃、室內

划艇。校園氣氛關愛和諧，由高中

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姐，協助中一

學生適應。 

學校特色 本校秉承辦學團體抱負及燕京大學優

良的傳統，以「因真 

理、得自由、以服務」之校訓，使學

生在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都得到栽培，掌握真理，從而

獲得豐盛生命，為社會 

及國家服務。 

活動名稱 中一入學簡介會 (S.1 Admission 

Information Day) 

活動名稱 升中講座 

舉行日期 4/12/2021 (星期六) 

第一場 9:30-11:30 

第二場 2:00-4:00 

(兩場內容相同) 

舉行日期 4/12/2021 

下午 2:00-4:00 

舉行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九龍大角

嘴橡樹街 16號) 

舉行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二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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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本校辦學特色、設施及升中選校

策略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 www.cccmkc.edu.hk 報名方法 經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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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致電校務處 2392 3963 查詢方法 2387 9988陳老師 

截止報名

日期 

活動前一星期 截止報名

日期 

4/12/2021 

備註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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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學校特色 1. 英語教學，重視兩文三語。  

2. 教師分享及協作文化。  

3.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及全人教

育。 

學校特色 本「全人教育」宗旨，培養學生成為

具自信的自主學習者，教授學生學習

策略以提升學習表現，達致終身學

習。課程多元化，豐富學生體驗，增

進學生成就感，強化正向教育，助學

生建立正向人際關係及提升抗逆力。  

活動名稱 金禧校慶資訊日 2021 活動名稱 升中簡介會 

舉行日期 4/12/2021 (星期六) 舉行日期 5/12/2021 (星期日) 

舉行地址 本校 舉行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活動簡介 第一節講座：11:00 a.m. – 12:00 

noon 

校園參觀：12:05 p.m. – 2:20 

p.m. 

第二節講座：2:30 p.m. – 3:30 

p.m. (內容與第一節相同) 

活動簡介 介紹本校辦學理念、學校課程、中一

收生安排及如何協助中一新生適應中

學生活 

報名方法 本校資訊日安排或會因應政府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措施而有所變更，網

上報名詳情容後公佈，請留意本校

網頁有關資訊日的最新安排。 

報名方法 本校網頁 www.keilong.edu.hk 

查詢方法 / 查詢方法 致電本校 2475 4781 

截止報名

日期 

/ 截止報名

日期 

1/12/2021 

備註 / 備註 / 

 

 

 

 

 

 

 

 

 

 

 

 

  



 

 

 

 

 

 

 

 

 

 

 

  

19  20  

學校名稱 英華女學校 學校名稱 桂華山中學 

學校特色 本基督精神興辦全人教育為本校之

辦學宗旨。我們重視培育學生的優

良品格與高雅情操，務使學生得到

均衡發展；此外也致力培養學生建

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和責任感，對

家庭、社會、國家以至世界都能勇

於承擔，甘於委身。 

學校特色 本校為一所國際化校園，除本地學生，

亦取錄非華語學生（當中過半數屬菲

律賓籍），加上本校重視雙語教學，學

生在文憑試英國語文科考獲 Level 3

或以上之百分率高於全港水平，各科

成績亦每年躍進，優異表現有目共睹。 

活動名稱 中一入學簡介會 活動名稱 45周年校慶開放日 

舉行日期 11/12/2021(星期六) 舉行日期 11/12/2021(星期六) 

舉行地址 香港羅便臣道 76號英華女學校 

禮堂（如因疫情關係可能轉為網上

直播） 

舉行地址 香港北角雲景道 62 號 

活動簡介 介紹學校歷史、辦學理念、申請方

法及收生情況 

活動簡介 攤位遊戲、學生才藝表演、國際美食

嘉年華 

報名方法 只限網上報名，11 月 1 日開始報名 

(www.ywg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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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方法 致電校務處：25463151 查詢方法 致電 2571 1285 

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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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名

日期 

4/12/2021(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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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21  22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學校名稱 九龍真光中學 

學校特色 扶輪校風淳樸，重視學生在 STEAM、

體藝和音樂的培育，基督教信仰的關

愛文化深得家長認同。學校對有特殊

教育需要及學習差異的同學有完整

的支援配套，並透過每天的多元學習

節及課後活動啟發同學潛能及發展

多元智能。 

學校特色 本校著重培育學生多元智能、中英兼

擅，2022年度將全面開設中一英語教

學班，今年中文科更榮獲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此外，本校注重建立學生

良好品德及積極正向之價值觀，設有

多元化課外活動、交流及服務，讓學

生增廣見聞，發揮潛能，將來造福社

群。 

活動名稱 扶輪升中資訊日 活動名稱 資訊日 

舉行日期 2021年 12月 11日(星期六) 舉行日期 12/12/2021 (星期日) 

舉行地址 九龍龍翔道 157 號中華基督教會扶

輪中學 

舉行地址 九龍塘沙福道真光里一號 九龍真光

中學 

活動簡介 同學可參加示範課及校園導賞，另有

介紹辦學理念、課程特色、學習支援、

收生要求及發問環節供家長參與 

活動簡介 中一入學講座、學生分享、參觀校

園、教學示範、學術嘉年華和學生表

演。 

報名方法 請 於 11 月 在 校 網

www.rotary.edu.hk 或致電 2338-

1971聯絡校務處報名 

報名方法 有興趣報名人士，請於 11月留意本

校網頁，屆時會公佈活動及報名詳

情。 

查詢方法 瀏覽校網 www.rotary.edu.hk 或致

電 2338-1971聯絡校務處 

查詢方法 請瀏覽本校網頁 www.ktls.edu.hk 

截止報名

日期 

額滿即止 截止報名

日期 

請瀏覽本校網頁 www.ktls.edu.hk 

備註 若當天未能實體舉行，將會改為網上

形式直播。未能參加者可留意校網發

放的最新資訊 

備註 活動或因應疫情有所調整，詳情請留

意本校網頁發放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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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學校特色 肯定「學生學習」較學校其他行政

事務重要，使學校不止是一個機

構，而是每一學生都能樂於學習的

地方。 

學校特色 本校創辦於 1965年，是觀塘區首所津

貼中學。本著「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

手見證基督大愛」的辦學願景及「識真

理 得自由 而服務」的校訓，弘揚基

督福音，推動全人教育。透過基督信仰

及生命教育，提升學生自信，培養積極

的人生態度，讓學生得到豐盛的學習

經歷，迎接未來的挑戰。 

活動名稱 升中面試技巧講座 活動名稱 學校資訊日 

舉行日期 19/12/2021（星期日下午） 舉行日期 8/1/2022 (六)  

下午 2:00 - 3:00 

舉行地址 新界粉嶺蝴蝶山路 8號（東鐵粉嶺

站 B出口步行 5分鐘） 

舉行地址 九龍觀塘瑞寧街 20 號 

活動簡介 面試錦囊、英、粵語面試技巧、傑

出學生分享、即場模擬面試 

活動簡介 校園生活片段播放、校情介紹、答問

時間 

報名方法 將報名表格傳真至 26693583或電郵

至 mail@ks.edu.hk 

報名方法 電話: 23422954 

電郵: office@keichi.edu.hk 

查詢方法 辦公時間致電本校 26693906 查詢方法 電話: 23422954 

電郵: office@keichi.edu.hk 

截止報名

日期 

10/12/2021 截止報名

日期 

31/12/2021 (星期五) 

備註 開始報名日期及下載表格，請留意

學校網站 http://www.ks.edu.hk 

備註 報名日期: 2021年 11月中開始 

 

 

 

 

 

 

 

 

 

  

http://www.k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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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學校特色 本校致力全方位照顧學生需要，推行中一適應計劃，包括： 

1. 設雙級主任及雙班主任，加強對學生的關顧 

2. 設中一新生適應課程及中一學前適應班 

3. 設中一紀律訓練營 

4. 鼓勵學生參加制服團體，如基督少年軍及升旗隊 

5. 加強與家長交流，了解學生及其家庭所需，如家庭探訪及 We chat 家長群 

活動名稱 「與你 STEAM」科學科技活動日 

舉行日期 13/11/2021 (星期六) 

5/3/2022 (星期六) 

9/4/2022 (星期六)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舉行地址 本校（大埔寶湖道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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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啟發學生在創科及

編程的潛能，工作坊內容包括： 

(A) 機構人編程 

(B) 3D打印 

(C) 走馬燈 

(D) 吸塵機 

(E) 

(F) 

(G) 

太陽能船 

馬達船 

水火箭   

報名方法 可致電 26516033或電郵至 hl@flk.edu.hk與馮老師聯絡 

查詢方法 可致電 26516033或電郵至 hl@flk.edu.hk與馮老師聯絡 

截止報名

日期 

活動舉行前兩星期 

備註 如活動未能如期舉行，本校會安排網上 YouTube 工作坊，讓學生透過短片學習科學科技

原理及製作科學小發明 



 

 2021/22 學年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有關、直屬及堂會主辦中學、小學及幼稚園資料 

     

葵青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1969 黃成榮 葉天祐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1977 蒲錦昌 夏麗珠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1958 陳勉宜 林逸龍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1961 李石玉如 彭潔嫻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幼稚園 2005 宋慧儀 黎淑潔 

中華基督教會主蔭幼稚園 2001 莊錦裳 黃子殷 
     

荃灣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1905 李志華 譚光德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1983 李錦昌 何麗雯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馬灣) 1984 蘇成溢 何寶鈴 

全完堂幼稚園 1964 陳翠賢 伍敏嫻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幼稚園 1982 宋慧儀 韓永華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稚園 1983 黃嫣梨 謝秀貞 

福來邨錦全幼稚園 1951 陳翠賢 麥蘊嫻 
     

屯門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1963 王家輝 梁文祺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1990 李錦昌 鄧智光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1971 高國雄 翁美茵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1989 梁遠耀 劉仲宏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1920 陳勉宜 鍾惠娟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何福堂幼稚園 1983 馬素芬 陳鳳嫻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 1988 梁文祺 陳安欣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幼稚園二校 2015 黃慧英 陳愛華 
     

元朗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1982 張群顯 劉家倫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982 高一村 鄭禮林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2002 蘇成溢 吳俊雄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1906 梁遠耀 何妙玲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2015 余  煊 謝家盈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1961 英大綱 蕭月珍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二校 2007 英大綱 鄭素嘉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愛幼兒園 2001 宋慧儀 雷美儀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1989 宋慧儀 鄧佩華 
     



     

北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1969 歐陽志剛 翁港成 

上水堂幼稚園 1956 莊錦裳 鍾秋雲 
     

沙田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沙田培英中學 1978 蒲錦昌 陳麗芬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 1997 薛昌華 余匡儀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1983 袁司徒麗燕 黃慧莉 
     

大埔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987 陳紹才 梅浩基 
     

九龍城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九龍真光中學 1872 陳志堅 李伊瑩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2003 陳紹才 陳美儀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1968 袁海星 謝婉貞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1964 陳紹才 鄭雪英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1872 陳志堅 林翠屏 

合一堂學校  1960 蔣陳紅梅 吳麗霞 
     

觀塘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1965 李志華 李淦章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1974 盧厚敏 呂以敏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中學部) 1979 盧松標 姚靜儀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小學部) 1979 盧松標 姚靜儀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1965 黃慧英 鄭家寶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1965 蒲錦昌 梁淑儀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幼稚園 1971 莫湘萍 黃秀麗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幼稚園 1981 梁文祺 鄭艷卿 
     

西貢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志道堂基博幼稚園 (將軍澳) 1998 劉惠明 鄭滿好 
     

油尖旺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真光女書院  1973 陳志堅 譚劍虹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1967 岑國欣 張佩姍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1968 陸  輝 姚慧貞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1911 蘇成溢 簡燕玲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1971 翁傳鏗 李寶文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賢貞幼稚園 2002 岑國欣 楊思贊 
     



     

深水埗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英華書院  1818 陳應城 陳狄安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1966 李志華 李揚真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 1980 陳應城 梁媛琴 

英華小學  2003 曾超群 陳美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1911 陳應城 蔡世鴻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幼稚園 1948 彭梁慧瑜 劉明貞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幼稚園 1981 黃嫣梨 林凱汶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幼稚園 1967 陳紹才 林巧儀 
     

黃大仙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1963 張群顯 羅裕安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1970 高一村 朱啟榮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1972 翁傳鏗 薛昌華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1964 高國雄 陳章華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1968 李石玉如 趙潔華 

真鐸學校  1935 郭始基 梁淑嫻 
     

中西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英華女學校  1900 蘇成溢 關翰章 
     

港島東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1977 歐陽家強 黃仲良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1970 黃成榮 黃靜雯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1970 翁傳鏗 林偉雄 

合一堂陳伯宏紀念幼稚園 1984 楊佩玲 吳鳳屏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幼兒園 1989 周偉良 陳思惠 
     

離島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1925 林玉英 蘇志英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 1978 李淑嫻 曾偉漢 

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幼稚園 1960 鍾麗萍 盧淑姬 
     

南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培英中學  1879 蘇成溢 陳俊賢 
     

灣仔區  創校年份 校監 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2003 陳紹才 阮愛馨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幼稚園 1954 袁植錦 莫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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