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學年沙田區中學升中資訊日及面試資料

1.       學校名稱 2. 升中資訊活動日期 3. 時間 4. 形式

5. 
參加者是否需預

先登記/索取門券

6. 獲取有關本校升中資訊日資訊的途徑：

a. 學校網頁，網址為 b.  學校電郵地址   c. 學校電話及聯絡人 7 自行分配學位面試日期及時段

1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07/01/2023 下午1:00-5:0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http://www.blmcss.edu.hk/ info@blmcss.edu.hk 26922161  (行政主任  徐小姐) 11/03/2023 全日, 18/03/2023 全日

2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 26/11/2022 及 03/12/2022 上午9:30-12:30 實體 需要 www.bkkss.edu.HK bkkssoffice@gmail.com 26473737校務處 待定，三月平日下午

3 佛教黃允畋中學 03/12/2022 上午9:00-12:00 實體 需要 https://bwwtc.edu.hk/ info@bwwtc.edu.hk 學校電話：2605 2876  （聯絡人：黃小姐) 10/03/2023 下午, 11/03/2023 上午

4 明愛馬鞍山中學 12/11/2022 上午10:30至下午2:00 實體 需要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FawrZnaRKKdJNhk1r0_XBC76pk2QfuEKnQ5uRGb_KSLZrXg/viewform mail@cmos.edu.hk 26419733  蔡志鴻副校長 18/02/2023,  25/02/2023 , 04/03/2023  上午至下午

5 青年會書院 10/12/2022 上午9:00至下午1:00 實體 需要 https://www.cymcac.edu.hk/ college@ymca.org.hk 26419588 楊小姐/張小姐 待定

6 潮州會館中學 19/11/2022 下午2:30-4:00 實體 需要 www.ccass.edu.hk school@ccass.edu.hk 26428383 鍾小姐 04/03/2023 全日

7 基督書院 03/12/2022 上午10:30-12:30, 下午2:30-4:30 （兩場內容相同） 實體 需要 www.christcollege.edu.hk info@christcollege.edu.hk 26353330 校務處 18/03/2023 全日

8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6/11/2022 上午9:30-11:30 實體 需要 http://www.cwgc.edu.hk/ school@teacher.cwgc.edu.hk 2604-9762 (鄧惠倩老師) 25/02/2023 上午

9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03/12/2022 下午1:00-5:00 實體 需要 www2.cch.edu.hk info@cch.edu.hk 26305006 (秦嘉敏老師) 18/02/2023 全日

10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17/12/2022 上午9:30-11:3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lplss.edu.hk info@lplss.edu.hk 26951336 Sandy 11/03/2023 或 18/03/2023 上午

11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19/11/2022 上午9:00至下午4:00 實體 需要 https://www.hlmssst.edu.hk email@mail.hlmssst.edu.hk 26941414 11/03/2023
12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19/11/2022 上午10:00-11:3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https://www.hkbuas.edu.hk/en/g7-admissions https://www.hkbuas.edu.hk/ 26372270 / 入學事務處陳小姐 14/01/2023, 18/02/2023 全日

13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17/12/2022 下午2:00-4:0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http://www.fyk.edu.hk info@fyk.edu.hk 26404968，吳勝孝先生 18/03/2023 上午

14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05/11/2022 上午10:00至下午5:0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www.ihmc.edu.hk info@ihmc.edu.hk 26471358 李灝文 04/03/2023 全日

15 賽馬會體藝中學 17/12/2022 及 18/12/2022 上午9:00-12:00, 下午2:00-5:00 實體 需要 www.tic.edu.hk info@tic.edu.hk 26917150 第一輪暫定 25/2/2023
16 沙田蘇浙公學 10/12/2022 上午9:30-12:30, 下午1:30-4:30 實體 需要 http://www.kccshatin.edu.hk kccs@kccshatin.edu.hk 26972179 (陳海智副校長) 11/03/2023 全日

17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26/11/2022 下午1:00-7:00 實體 需要 www.ktscss.edu.hk info@ktscss.edu.hk 學校電話：26059033  (聯絡人：陳念慈副校長) 18/02/2023 全日

18 林大輝中學 20/11/2022 下午1:00-5:00 實體 不需要 https://www.ltfc.edu.hk/Website/index.php/admission/s1-admission-2023-2024 info@ltfc.edu.hk 27861990 07/01/2023 全日, 14/01/2023 全日

19 樂道中學 10/12/2022 下午2:00-4:00 實體 需要 http://www.locktao.edu.hk school@locktao.edu.hk 26021000 行政主任李小姐 04/03/2023 全日

20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03/12/2022 下午2:00-4:30 實體 需要 www.lstyoungkhl@edu.hk info.lstyoungkhl.edu.hk 26056632(陳小姐） 04/03/2023 下午

21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10/12/2022 下午1:00-4:30 (講座：下午3:00-4:30) 實體 需要 https://www.mossjss.edu.hk/en/admission.php?wid=67&cid=1 mossjss008@eservices.hkedcity.net 26339913 (古老師/ 梁小姐) 02/03/2023 - 16/03/2023 (時間待定)
22 馬鞍山崇真中學 17/12/2022 上午10:00至下午1:00, 下午2:00-5:00 實體 需要 www.mosttss.edu.hk mosttss@mosttss.edu.hk 26404938，蔡穎豪副校長 25/02/2023 上午

23 五育中學 03/12/2022 上午10:00-12:30 實體 需要 https://www.nyss.edu.hk email@nyss.edu.hk 26921870, 馬力老師 04/03/2023 上午

24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26/11/2022 上午9:00-11:30, 下午12:30-3:00, 下午3:15-5:45 實體 需要 www.plhks.edu.hk office@lamhonkwong.edu.hk 26488291 (錢德順副校長) 11/03/2023 上午

25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09/12/2022 下午2:00-4:00 實體 需要 www.plkcwc.edu.hk master@plkcwc.edu.hk 2699 1031 鄧允泉副校長 11/03/2023 上午

26 保良局胡忠中學 26/11/2022 上午9:00至下午1:15 實體 需要 www.plkwcc.edu.hk school@plkwcc.edu.hk 26415866（李美齊老師） 18/03/2023 全日

27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03/12/2022 下午2:00-5:00 實體 需要 www. pohck.edu.hk pohckmc@gmail.com 26044118 （聯絡人：陳小姐） 11/02/2023 全日

28 培僑書院 07/01/2023 下午2:00-4:00 網上 需要 www.puikiucollege.edu.hk info@puikiu.edu.hk 26023166(王副校長） 25/02/2023 全日

29 沙田官立中學 26/11/2022 上午9:00-11:30 實體 需要 https://www.stgss.edu.hk stgss@stgss.edu hk 2691 4744 （王靖欣） 11/03/2023 全日

30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10/12/2022 下午12:00-2:35, 下午2:45-5:20 實體 需要 https://www.stmc.edu.hk/ info@stmc.edu.hk 26021300 (廖小姐) 04/03/2023 全日

31 沙田培英中學 19/11/2022 上午9:30–10:30, 上午11:15–12:15, 下午2:00-3:00, 下午3:45-4:45 實體 需要 https://www2.pyc.edu.hk/pycnet/registration/index.php info@pyc.edu.hk 26917217 (May Law) 11/03/2023 全日

32 沙田崇真中學 31/12/2022 下午1:30-5:30 實體 需要 https://sttss.edu.hk/en/school/admission info@sttss.edu.hk 26073881 校務處 11/03/2023 全日

33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03/12/2022 及 04/12/2022 下午12:00-1:15 實體 需要 https://www.skhlkmss.edu.hk/ skhlkmss@skhlkmss.edu.hk 26488222 (Ms Julie Fung) 18/03/2023 全日

34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03/12/2022 上午10:00-11:30, 下午2:00-3:30 實體 需要 www.skhtst.edu.hk 26976111 (黃小姐) 11/03/2023 全日

35 聖羅撒書院 26/11/2022 下午2:30-3:30 實體 需要 www.hksrl.edu.hk info@hksrl.edu.hk 23371867 Miss Clara Chan 11/03/2023, 18/03/2023
36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26/11/2022 及 27/11/2022 26/11: 上午11:00至下午5:30; 27/11: 下午1:00-5:30 實體及網上 需要 www.spkc.edu.hk info@spkc.edu.hk 23454567 (聯絡人：伍小姐) 03/12/2022 至 25/02/2023 全日

37 德信中學 19/11/2022 下午12:30-5:00 實體 需要 www.tsss.edu.hk info@tsss.edu.hk 23174339 (Ms Shirley Ng) 07/01/2023 全日

38 台山商會中學 17/12/2022 上午10:00-12:00 實體 需要 www.tsac.edu.hk mail@tsac.edu.hk 26487871   梁小姐 18/03/2023 全日

39 曾璧山（崇蘭）中學 26/11/2022 上午 實體 不需要 http://www.tpsslss.edu.hk contact@tpsslss.edu.hk 264049333 04/03/2023 全日

40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12/11/2022 下午2:15-4:30 實體 需要 www.twghfwfts.edu.hk info@mail.twghfwfts.edu.hk 26913738  楊永强主任 18/03/2023 全日

41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17/12/2022 上午9:00至下午1:00 實體 不需要 twghwflc.edu.hk nfo@twghwflc.edu.hk 26416238 18/03/2023 全日

42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10/12/2022 上午9:00-12:00 實體 需要 http://www.twyky.edu.hk/ twykyc@yahoo.com.hk 26497385   陳家揚副校長 11/03/2023 上午

43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03/12/2022 上午9:00至下午4:00 實體 需要 www.ychtcy.edu.hk office@ychtcy.edu.hk 26409822 陳麗萍 11/02/2023 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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