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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浙公學
www.kccnp.net/web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570 2261 傳真：2510 0264 電郵：kcc@kccnp.hk

創校年份：1958 校長：方仲倫 地址：香港北角寶馬山道20號 外籍教師人數：1

教師年歷：0-2年(14%)，3-5年(10%)，6-10年(8%)，10年以上(68%)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２%)，學士(74%)，碩士、博士或以上(24%)，特殊教育培訓(16%)

中一生總人數(班數)：164 (4 班) 41人一班計 學位分配百分比：約20%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百分比)

中一教學語言(12/13年)：兩班英文班、兩班中文班 英文為教學語言科目：英文 (各班)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科目：數學、地理、歷史、通識教育、科學

收生準則：教育局提供學生排名、面試、校內成績、操行、課外活動

面試內容：學生表達能力、對社會認知能力、學生個人成就及品德

派表日期：2013年10月 收表日期：2014年1月 自行收生預算學額：20

學校特色：1. 學校辦學宗旨以中國固有文化的精髓作培育學生品德的指標，體現「整齊嚴肅」的做事、做人生活態度；
並在中英並重、文理並重及升學與就業並重的原則下提供均衡教育。2. 學校傳統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中
國歷史及普通話三科。除英國語文外，其餘學科均按班分別以英語或母語授課。3. 學習和教學策略強調德、
智、體、群、美的均衡發展，並積極培育學生的個人品格、公民意識、人際溝通技巧和責任感。4. 學校非常
注重課外活動，推行「一人一藝」，並設41項課外活動，當中十五項更外聘專業導師作指導。

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www.smgchk.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女 電話：2549 0301 傳真：2559 5832 電郵：email@smgchk.edu.hk

創校年份：1965 校長：唐秀芬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中環堅道97號

外籍教師人數：10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1%)，學士(47%)，碩士、博士或以上(53%)

聖保羅男女中學
www.spc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523 1187 傳真：2877 0442 電郵：adminoffice@spcc.edu.hk

創校年份：1915 校長：陳黃麗娟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麥當勞道33號

一條龍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9%)，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52%)

聖保羅書院
www.sp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 電話：2546 2241 傳真：2559 7075 電郵：mail@spc.edu.hk

創校年份：1851 校長：甘納德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般咸道67-69號

直屬小學：聖保羅書院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學士(50%)，碩士、博士或以上(49%)，特殊教育培訓(7%)

漢華中學
www.honwah.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817 1746 傳真：2817 6453 電郵：info@honwah.edu.hk

創校年份：1945 校長：關穎斌博士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欣道3號

一條龍中學：漢華中學 (小學部)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1%)，特殊教育培訓(3%)

培僑中學
www.pkm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566 2317 傳真：2887 8737 電郵：info@pkms.edu.hk

創校年份：1946 校長：招祥麒博士 地址：香港北角天后廟道190號

聯繫中學：培僑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6%)，學士(52%)，碩士、博士或以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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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書院
www.ss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813 0360 傳真：2813 7311 電郵：sschk@ssc.edu.hk

創校年份：1903 校長：楊清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赤柱東頭灣道22號

一條龍中學：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46%)

中一生總人數(班數)：5班16組 中一教學語言(12/13年)：英文, 中文

英文為教學語言科目：英國語文, 英語文學, 數學, 綜合人文, 綜合科學, 宗教教育, 電腦及資訊科技, 音樂, 設計與科技

收生準則：在校成績優異、小四及小五操行達B級(良或乙等)或以上。

面試內容：面試將以英語、廣東話及/或普通話進行，考生或需表現音樂、體育才藝。

派表日期：2013年10月 收表日期：2014年12月 自行收生預算學額：約100

聖保祿學校
www.spc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女 電話：2576 1692 傳真：2882 8464 電郵：spcsmail@spcs.edu.hk

創校年份：1854 校長：黃金蓮修女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40號

一條龍中學：聖保祿學校 (小學部)

外籍教師人數：26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4%)

中華基金中學
www.cfs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904 7322 傳真：2892 2777 電郵：info@cfss.edu.hk

創校年份：2000 校長：區光榮 地址：香港柴灣小西灣富欣道9號

外籍教師人數：2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7%)，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63%)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www.cccklc.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577 5778 傳真：2577 5016 電郵：klc@cccklc.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鄒秉恩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銅鑼灣大坑徑17號

外籍教師人數：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44%)，碩士、博士或以上(56%)，特殊教育培訓(13%)

孔聖堂中學
www.ch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576 3415 傳真：2882 8658 電郵：enquiry@chms.edu.hk

創校年份：1953 校長：楊永漢博士 地址：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77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1%)，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41%)，特殊教育培訓(10%)

港大同學會書院
www.hkuga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870 8815 傳真：2870 8825 電郵：info@hkugac.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葉天有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風道9號

一條龍中學：港大同學會小學

教師資歷：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0%)，特殊教育培訓(7%)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www.bfhmc.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985 5365 傳真：2985 5371 電郵：bfhmc@eservices.hkedcity.net

創校年份：1977 校長：惲福龍 宗教：佛教 地址：新界大嶼山大澳大澳道99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3%)，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23%)，特殊教育培訓(3%)

明愛華德中書院
www.ccvc.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988 8821 傳真：2988 8831 電郵：info@ccvc.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李國偉 宗教：天主教 地址：新界大嶼山東涌松逸街4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8%)

港青基信書院
www.ymcac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988 8123 傳真：2988 2000 電郵：info@ymcacc.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柏里斯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東涌松逸街2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7%)，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45%)，特殊教育培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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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萃男書院
www.db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 電話：2711 5191 傳真：2761 1026 電郵：dbshm@dbs.edu.hk

創校年份：1869 校長：鄭基恩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131號（包括宿舍部分）

一條龍小學：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聯繫小學：拔萃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4 教師資歷：學士(54%)，碩士、博士或以上(46%)，特殊教育培訓(65%)

協恩中學
www.hy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女 電話：2711 0862 傳真：2715 3755 電郵：hys-mail@hys.edu.hk

創校年份：1936 校長：李鎮洪理學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九龍城農圃道1號

直屬小學：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17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46%)，特殊教育培訓(7%)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李兆基基金會贊助、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主辦）
www.creativehk.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180 9595 傳真：2180 9540 電郵：info@creativehk.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陳婉芬 地址：九龍聯合道135號

外籍教師人數：11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45%)，學士(94%)，碩士、博士或以上(32%)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www.npl.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462 3932 傳真：2462 3929 電郵：admission@home.npl.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康羅賜珍博士 地址：九龍土瓜灣崇安街26號 

外籍教師人數：11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5%)

勞工子弟中學
www.w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714 4115 傳真：2761 0050 電郵：info@wss.edu.hk

創校年份：1946 校長：齊忠森 地址：九龍何文田公主道14號

外籍教師人數：2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8%)，碩士、博士或以上(55%)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

www.deliahw.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42 3198 傳真：2797 3560 電郵：mail@deliahw.edu.hk

創校年份：1980 校長：林烱然 地址：九龍觀塘協和街221號

外籍教師人數：4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0%)，學士(74%)，碩士、博士或以上(22%)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利瑪竇）

www.deliamr.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89 6299 傳真：2797 3618 電郵：mail@deliamr.edu.hk

創校年份：1984 校長：林烱然 地址：九龍觀塘協和街223號  

外籍教師人數：2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1%)，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28%)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月華）

www.dmsyw.edu.hk

教學語言：中 類別：男女 電話：2343 6168 傳真：2797 3608 電郵：deliayw@dmsyw.edu.hk

創校年份：1975 校長：梁秀娟 地址：九龍觀塘月華街19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學士(67%)，碩士、博士或以上(24%)，特殊教育培訓(4%)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迦南書院
www.stc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372 0033 傳真：2372 0055 電郵：info@stcc.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李柏雄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觀塘利安里六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6%)，特殊教育培訓(12%)

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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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學
fukien.school.net.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578 1745 傳真：2512 0659 電郵：fms-mail@hkedcity.net

創校年份：1951 校長：林建華博士MH 地址：九龍觀塘振華道83號 一條龍小學：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收生類別：自行收生(不參加教育局的統一派位) 教師人數：105 外籍教師人數：5

教師年歷：0-4年(22%)，5-9年(25%)，10年以上(5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53%)，碩士、博士或以上(45%)

中一生總人數(班數)：205人 (6班) 學位分配百分比：100%

中一教學語言(13/14年)：英文

英文為教學語言科目：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話劇、英國語文閱讀及說話課、數學、綜合科學、電腦與資訊科技、地理、
歷史、生活管理(家政)、音樂、視覺藝術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科目：體育、通識

收生準則：學生校內學業成績20%、品行表現20%、課外活動參與及成就與獎勵20%、家長支援10%、面試表現30%。

面試內容：	中英文表達能力、學習能力、電腦邏輯思維能力、學業以外的表現、態度、禮貌、品格、家庭及校園生活等。

派表日期：2013年10月中旬 收表日期：2013年10月中旬 自行收生預算學額：205名

學校特色：1951年創立，校風純樸，師生關愛、教學嚴謹、成績優異，學生參加校外比賽表現突出。1991年，參加政府
直接資助計劃，於2000年遷入觀塘千禧校舍，設立「英文部」；2009年接辦位於油塘的「基督教臻美黃乾亨
小學暨初中學校」，易名為「福建中學附屬學校」，並結成一條龍，致力提供優質教育，創建一流特色學校。

滙基書院（東九龍）
www.uccke.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43 6677 傳真：2790 0077 電郵：mail@uccke.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杜枝生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觀塘利安里2號

聯繫小學：救恩學校

外籍教師人數：74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0%)，特殊教育培訓(1%)

啟思中學
www.c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336 0233 傳真：2701 3277 電郵：admin@css.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張紹銘 地址：西貢區將軍澳蓬萊路3號

直屬小學：啓思小學

教師資歷：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0%)

播道書院
www.evangel.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366 1802 傳真：2366 1732 電郵：info@evangel.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盧偉成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將軍澳至善街七號

一條龍小學：播道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6%)，學士(69%)，碩士、博士或以上(31%)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www.gtcollege.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535 6867 傳真：2623 6550 電郵：secondary@gtcollege.edu.hk

創校年份：2005 校長：譚國偉 地址：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嶺光街10號

一條龍小學：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外籍教師人數：4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9%)，學士(30%)，碩士、博士或以上(70%)

將軍澳香島中學
www.tko.heungto.net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623 3039 傳真：2623 3193 電郵：tko@tko.heungto.net

創校年份：2003 校長：吳容輝 地址：新界將軍澳勤學里4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6%)，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0%)，特殊教育培訓(14%)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真道書院

www.logosacademy.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37 2123 傳真：2337 6848 電郵：info@logosacademy.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曹希銓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將軍澳勤學里一號

一條龍小學：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7%)，學士(46%)，碩士、博士或以上(53%)，特殊教育培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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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知中學
www.qualiedcollege.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706 6969 傳真：2706 9906 電郵：enquiry@qualiedcollege.edu.hk

創校年份：2003 校長：張志文 地址：新界將軍澳勤學里二號 一條龍小學：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教師人數：71 外籍教師人數：3 教師年歷：5年或以下(30人)；6年至10年(27人)；11年或以上(14人)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64人)；學士(71人)； 碩士(22人)；博士(1人)

中一生總人數(班數)：135(4班) 學位分配百分比：自行收生 80%  派位 20% 自行收生取錄人數：101人

中一教學語言(13/14年)：中/英 英文為教學語言科目：英文、會計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科目：數學、科學、地理、資訊科技、化學、物理、生物、企會財(會計)、經濟、資訊及通訊科技

收生準則：成績不俗﹑操行良好、具才藝天份 面試內容：	個人面談形式

派表日期：十月開始 收表日期：十一月開始 自行收生預算學額：105

學校特色：初中進行小班教學，每班約30人。除常規課程外，所有初中學生可修讀通識教育、綜合藝術等才藝學科。在教
學上，我們推行創新的「超限教育」，提倡綜合、自主、歷境、適能和環球學習。另有全校歷境學習日及跨學
科專題研習、文化祭及才藝匯演﹑實習及遊學計劃等，全面配合三三四新高中學制。我們著重建立愛與關懷的
校風，融洽的師生關係，為學生提供不同的積極及支援計劃，如「摘星獎勵計劃」。開設學生必修的中國文化
美藝課程，學習茶藝、國畫與書法，修心養性。設立社會服務部培訓學生服務社區，規定學生每年須參與最少
20小時的社會服務，培養自信心以及提升領導才能。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www.plklfc.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701 8778 傳真：2701 3866 電郵：plklfc@yahoo.com.hk

創校年份：2004 校長：陳榮光 地址：新界將軍澳陶樂路八號

一條龍小學：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1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40%)，碩士、博士或以上(60%)，特殊教育培訓(4%)

邱子文高中學校
www.ycm.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3443 9333 傳真：2174 9322 電郵：vtcsss@vtc.edu.hk

創校年份：2004 校長：盧麗娟 地址：新界將軍澳13區陶樂路11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58%)，特殊教育培訓(18%)

陳樹渠紀念中學
www.cskm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380 0241 傳真：2397 3539 電郵：csk@cskms.edu.hk

創校年份：1973 校長：林宛君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10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學士(65%)，碩士、博士或以上(34%)，特殊教育培訓(8%)

中聖書院
www.chc.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386 4734 傳真：2386 4883 電郵：enquire@chc.edu.hk

創校年份：1976 校長：曹美娟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深水埗懷惠道18號

外籍教師人數：5 教師資歷：學士(56%)，碩士、博士或以上(44%)，特殊教育培訓(17%)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百老匯）

www.deliabw.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742 2028 傳真：2785 1895 電郵：enquiry@deliabw.edu.hk

創校年份：1972 校長：羅家志 地址：九龍美孚百老匯街80-86號

一條龍小學：地利亞（閩僑）英文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55%)，學士(96%)，碩士、博士或以上(30%)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吉利徑）

www.dmsgp.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741 5239 傳真：2745 2250 電郵：info@dmsgp.edu.hk

創校年份：1971 校長：陳鉅培博士 地址：九龍美孚新邨吉利徑街1-3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3%)，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0%)

香島中學
www.heungto.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779 0182 傳真：2779 0731 電郵：schoolmail@heungto.edu.hk

創校年份：1946 校長：黃頌良博士 地址：九龍又一村桃源街33號

外籍教師人數：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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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www.smcesps.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396 6675 傳真：2789 0485 電郵：enquiry@smcesps.edu.hk

創校年份：1965 校長：譚張潔凝 宗教：天主教 地址：西九龍深旺道33號

一條龍小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29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47%)，碩士、博士或以上(52%)

基督教崇真中學
www.ttca.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728 8727 傳真：2728 8021 電郵：mail@ttca.edu.hk

創校年份：2004 校長：鄭建德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深水埗荔康街8號

聯繫小學：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2%)，學士(68%)，碩士、博士或以上(32%)

惠僑英文中學
www.wkc.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777 6289 傳真：2776 7727 電郵：wkc@wkc.edu.hk

創校年份：1968 校長：鄭智賢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17號

外籍教師人數：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6%)，學士(60%)，碩士、博士或以上(40%)，特殊教育培訓(14%)

英華書院
www.yingwa.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 電話：2336 8838 傳真：2336 1920 電郵：ywc-mail@hkedcity.net

創校年份：1818 校長：鄭鈞傑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深水埗英華街1號

一條龍小學：英華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21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2%)，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9%)，特殊教育培訓(9%)

德望學校
www.ghs.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女 電話：2321 0250 傳真：2324 8242 電郵：goodhope@ghs.edu.hk

創校年份：1957 校長：周志洪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清水灣道303號

直屬小學：德望學校（小學部）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3%)，學士(99%)，碩士、博士或以上(36%)

拔萃女書院
www.dg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女 電話：2277 9100 傳真：2780 7149 電郵：info@dgs.edu.hk

創校年份：1860 校長：劉靳麗娟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佐敦佐敦道1號

一條龍小學：拔萃女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6%)，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6%)，特殊教育培訓(1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李國寶中學

www.hkmadavidli.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626 9100 傳真：2626 9311 電郵：college@hkmadavidli.edu.hk

創校年份：2000 校長：貝禮高 地址：九龍旺角（西）海泓道8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67%)，碩士、博士或以上(33%)

九龍三育中學
www.ksy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97 3181 傳真：23973631 電郵：school@ksyss.edu.hk

創校年份：1950 校長：王頌恩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旺角界限街52號 （初中部）；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14號 （高中部）

外籍教師人數：1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4%)，學士(42%)，碩士、博士或以上(54%)，特殊教育培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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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輝中學 
www.ltfc.edu.hk

教學語言：英語 類別：男女 電話：2786 1990 傳真：2786 9617 電郵：info@ltfc.edu.hk

創校年份：2004 校長：黃廣威先生 地址：新界沙田銀城街25號 一條龍小學：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教師人數：68 外籍教師人數：2 教師年歷：0-4年(22人)，5-9年(24人)，10年以上(22人)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1%)，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3%)，特殊教育培訓(7%) 

中一生總人數(班數)：135人 (4班) 學位分配百分比：自行分配：100%

自行收生取錄人數：135 中一教學語言(13/14年)：英文

英文為教學語言科目：英國語文、數學、綜合科學、綜合人文、創意科技、體育、視覺藝術、音樂

收生準則： (基本要求) 學業成績及常識︰30分；語文能力及溝通技巧：30分；操行及學習態度︰30分；興趣及課外活動︰
10分。(額外分數)於運動、藝術、設計或科技有傑出成就：15分；家長或兄弟姊妹曾於/現於林大輝中學就讀：5分

面試內容：	個人短講、小組討論、家長陪同面見；中、英文及普通話對答

派表日期：2013年10月25日起 收表日期：2013年11月2日起 (額滿即止) 自行收生預算學額：135

學校特色：本校重視全人發展，培育具優秀學術成就及品格的學生。透過多元化及具挑戰性的課程，提升同學於學業、藝
術及時裝設計、體育及創意科技方面的發展。

基督教香港 
信義會心誠中學

www.fl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670 0541 傳真：2670 0640 電郵：flss@flss.edu.hk

創校年份：1964 校長：陳耀華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粉嶺馬會道270號

外籍教師人數：6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98%)，碩士、博士或以上(39%)，特殊教育培訓(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www.hkbuas.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637 2270 傳真：2637 2043 電郵：a-school-ss@hkbuas.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陳沛炘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沙田石門安睦里6號

一條龍小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3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0%)，特殊教育培訓(4%)

培僑書院
www.puikiucollege.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602 3166 傳真：2602 3177

創校年份：2005 校長：溫霈國 地址：沙田大圍大圍新村路1號

一條龍小學：培僑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1%)，特殊教育培訓(4%)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www.spkc.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345 4567 傳真：2635 0100 電郵：info@spkc.edu.hk

創校年份：2004 校長：袁彼得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沙田小瀝源路56號

聯繫小學：培基小學

外籍教師人數：7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56%)

德信中學
www.ts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普 類別：男 電話：2317 4339 傳真：2317 4335 電郵：info@tsss.edu.hk

創校年份：2000 校長：何炳德博士 宗教：天主教 地址：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27號

聯繫小學：德信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2%)，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6%)



1372014/15 子女升學天書

全港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宏信書院

www.luac.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宗教：基督教 電話：8208 2092

創校年份：2010 校長：封華冑 地址：新界元朗馬田欖口村路25號 收生類別：自行收生

一條龍中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辦學團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教師資歷：100%學士學歴、30%碩士學歴

13/14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99人/3班 (4組) 14/15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99人/3班 (4組)

學校特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的使命是幫助學生成為一班擁有堅實的基督教信念以及環球視野的廿一世紀領袖。
宏信以本地課程為磐石，融入國際教育課程的精神，取兩者之精髓，設計出嶄新的「全球視角」課程。此課程
保存本地課程的特性和優點，使傳統的課程內容更為精煉，騰出時間讓學生進行探索式學習。宏信將探究學習
和資訊科技融入課程，令學生能從多角度學習知識，令學習更全面。宏信採用小班教學，以給予學生最大關懷
及更多學習機會。

羅定邦中學
www.ltp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6851210 傳真：26851212 電郵：ltpss@ltpss.edu.hk

創校年份：1991 校長：譚淑賢 地址：新界大埔馬聰路八號

外籍教師人數：8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60%)，碩士、博士或以上(38%)，特殊教育培訓(14%)

大埔三育中學
www.tpsy.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665 3459 傳真：2664 2717 電郵：enquiry@tpsy.edu.hk

創校年份：1956 校長：余昌寧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大埔大埔頭徑2號

外籍教師人數：1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9%)，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1%)，特殊教育培訓(4%)

天水圍香島中學
www.heungto.net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650 0016 傳真：2638 0223 電郵：mail@heungto.net

創校年份：2001 校長：楊耀忠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暉路8號

外籍教師人數：2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5%)，特殊教育培訓(10%)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www.hlc.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電話：21461128 傳真：21461662 電郵：hlc@hlc.edu.hk

創校年份：2006 校長：李白蘭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葵路12號

外籍教師人數：4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64%)，碩士、博士或以上(36%)，特殊教育培訓(3%)

伯裘書院
www.pakkau.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電話：2448 2960 傳真：2447 1924 電郵：enquiries@pakkau.edu.hk

創校年份：1954 校長：黃頴東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51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9%)，學士(98%)，碩士、博士或以上(40%)，特殊教育培訓(19%)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www.cymcas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電話：2540 8650 傳真：2448 8763 電郵：school@cymcass.edu.hk

創校年份：1961 校長：陳錦偉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第102區第6期（2號校舍天富苑）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1%)，學士(99%)，碩士、博士或以上(32%)，特殊教育培訓(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