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度香港直資中學: 中一申請 

港島區 

區域 中學名稱 性別 網址 聯絡電話 2021-2022中一入學申請日期 

南區 聖士提反書院 男女 https://www.ssc.edu.hk/ 28130360 17/10 - 4/12 

南區 港大同學會書院 男女 https://www.hkugac.edu.hk/ 28708815 5/11-14/12 

中西區 聖保羅男女中學 男女 https://www.spcc.edu.hk/chi 25231187 2/11-20/11 

中西區 聖保羅書院 男 http://www.spc.edu.hk/ 25462241 7/11 – 7/12 

灣仔區 聖保祿學校 女 http://www.spcs.edu.hk/ 25761692 Now – 8/1 

灣仔區 孔聖堂中學 男女 https://www.chss.edu.hk/ 25763415 https://www.chss.edu.hk/zh-hant/application/4/ 

東區 漢華中學 男女 http://www.honwah.edu.hk/  28171746 現在 

東區 中華基金中學 男女 http://www.cfss.edu.hk/ 29047322 5/10 – 5/12 

東區 培僑中學 男女 https://www.pkms.edu.hk/ 25662317 4/1-18/1 

東區 蘇浙公學 男女 https://www.kccnp.info/ 25702261 現在 

 

九龍區 

區域 中學名稱 性別 網址 聯絡電話 2021-2022中一入學申請日期 

深水埗區 基督教崇真中學 男女 https://www.ttca.edu.hk/ 27288727 23/10-27/1 

深水埗區 英華書院 男 https://www.yingwa.edu.hk/ 23368838 現在 –14/11 

深水埗區 香島中學 男女 https://www.heungto.edu.hk/ 27790182 現在 

深水埗區 中聖書院 男女 https://www.chc.edu.hk/ 23864734 4/1-18/1 

深水埗區 惠僑英文中學 男女 http://www.wkc.edu.hk/ 27776289 4/1-18/1 

深水埗區 陳樹渠紀念中學 男女 http://www.cskms.edu.hk/  23800241 現在 

深水埗區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男女 https://www.smcesps.edu.hk/ 23966675 現在 – 30/12 

深水埗區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男女 http://www.deliabw.edu.hk/ 27422028 5/10-13/11 

深水埗區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男女 http://www.deliagp.edu.hk/ 27415239 現在 

九龍城區 拔萃男書院 男 https://www.dbs.edu.hk/ 27685659 15/10-16/11 

九龍城區 協恩中學 女 http://www.hys.edu.hk/ 27110862 24/10-7/11 

九龍城區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男女 http://npl.edu.hk/  24623932 23/11-18/12 

九龍城區 創知中學 男女 http://www.wss.edu.hk/ 27144115 稍後公佈 

27112020 更新 

https://www.ssc.edu.hk/
https://www.hkugac.edu.hk/
https://www.spcc.edu.hk/chi
http://www.spc.edu.hk/
http://www.spcs.edu.hk/index00.htm
https://www.chss.edu.hk/
https://www.chss.edu.hk/zh-hant/application/4/
http://www.honwah.edu.hk/hwpage1/index.htm
http://www.cfss.edu.hk/
https://www.pkms.edu.hk/
https://www.kccnp.info/
https://www.ttca.edu.hk/
https://www.yingwa.edu.hk/
https://www.heungto.edu.hk/
https://www.chc.edu.hk/
http://www.wkc.edu.hk/
http://www.cskms.edu.hk/new_web/index.php
https://www.smcesps.edu.hk/
http://www.deliabw.edu.hk/
http://www.deliagp.edu.hk/
https://www.dbs.edu.hk/
http://www.hys.edu.hk/
http://npl.edu.hk/en/main.php
http://www.wss.edu.hk/


九龍城區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男女 https://www.creativehk.edu.hk/ 21809595 28/11 

觀塘區 滙基書院(東九龍) 男女 https://www.uccke.edu.hk/ 23436677 

2021-2022 New S.1 Application Period 
From 
21 September 2020 (Mon) 9AM 
To 
13 January 2021 (Wed) 5PM 

觀塘區 聖道迦南書院 男女 https://www.stcc.edu.hk/ 23720033 現在 

觀塘區 福建中學 男女 http://www.fms.edu.hk/ 25781745 5/10-2/12 

觀塘區 慕光英文書院 男女 http://www.mukuang.edu.hk/ 23412932 現在 

觀塘區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二中) 男女 http://www.deliamr.edu.hk/ 23896299 現在 

觀塘區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男女 https://www.deliahw.edu.hk/ 23423198 現在 

油尖旺區 拔萃女書院 女 https://www.dgs.edu.hk/ 22779100 21/9 - 6/10 

油尖旺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男女 https://www.hkmadavidli.edu.hk/ 26269100 5/11-24/12 

油尖旺區 九龍三育中學 男女 http://www.ksyss.edu.hk/tc/ 23973181 現在 

黃大仙區 德望學校 女 https://www2.ghs.edu.hk/ 23210250 10/10-30/10 

 

新界區 

大埔區 羅定邦中學 男女 http://www.ltpss.edu.hk/ 26851210 5/10 

大埔區 大埔三育中學 男女 http://www.tpsy.edu.hk/ 26653459 4-18 / 1 / 2021 

元朗區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男女 http://www3.cymcass.edu.hk/ 25408650 現在 

元朗區 天水圍香島中學 男女 https://www.heungto.net/  26500016 稍後公佈 

元朗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男女 https://www.luac.edu.hk/  82082092 21/9 – 16/11 

元朗區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男女 https://www.hlc.edu.hk/ 21461128 2/11-18/12 

元朗區 伯裘書院 男女 https://www.pakkau.edu.hk/ 24482960 4/1-18/1 

沙田區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

中小學 
男女 https://www.hkbuas.edu.hk/ 26372270 

21/11-28/12 

沙田區 培僑書院 男女 https://www.puikiu.edu.hk/ 26023166 16/11-18/1 

沙田區 林大輝中學 男女 https://www.ltfc.edu.hk/  27861990 23/11-21/12 

沙田區 德信中學 男 https://www.tsss.edu.hk/ 23174339 6/11-3/1 

沙田區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男女 https://www.spkc.edu.hk/ 23454567 現在 –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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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 啟思中學 男女 https://www.css.edu.hk/ 23360233 
2021/22一年級收生的報名期由 2020年 8月 31日

(星期一)開始，至 2020年 11月 27日(星期五)結束。 

西貢區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 男女 http://www.gtcollege.edu.hk/ 25356867 3/10 

西貢區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男女 
https://www.logosacademy.edu.

hk/tw 
23372123 

現在 – 20/11 

西貢區 播道書院 男女 
https://www.evangel.edu.hk/e_in

dex.php 
23661802 

10/11-8/12 

西貢區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男女 http://www.plklfc.edu.hk/ 27018778 28/9 – 4/12 

西貢區 匯知中學 男女 
https://www.qualiedcollege.edu.

hk/  
27066969 

現在 

西貢區 將軍澳香島中學 男女 https://www.tko.heungto.net/  26233039 現在 

北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男女 https://www.flss.edu.hk/ 26700541 4/1-18/1 

 

離島區 

離島區 港青基信書院 男女 https://www.yhkcc.edu.hk/  29888123 現在 – 22/10 

離島區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男女 http://www.bfhmc.edu.hk/ 29855365 1/11-31/8 

離島區 明愛華德中書院 男女 http://www.ccvc.edu.hk/ 29888821 現在 

 

https://www.css.edu.hk/
http://www.gtcollege.edu.hk/
https://www.logosacademy.edu.hk/tw
https://www.logosacademy.edu.hk/tw
http://www.plklfc.edu.hk/
https://www.qualiedcollege.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
https://www.qualiedcollege.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
https://www.tko.heungto.net/index.php/zh/
https://www.flss.edu.hk/
https://www.yhkcc.edu.hk/en/home/index.php
http://www.bfhm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