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開放日資訊_荃灣及葵青區 (更新日期：9-12-2022)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網上中一入學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10 日(六) 

下午 2:30 4:00 

 

新界葵涌葵盛圍 397 號 

24208893 

http://www.lamwoo.edu.hk 

網上報名(25/11 下午 5 時

前報名) 

荃灣官立中學 升中資訊日暨家長座

談會 

2022 年 12 月 10 日(六) 

上午 8:30 10:15/ 

上午 11:15下午 1:00 

新界荃灣海壩街 70 號 

24903307 

http://www.twgss.edu.hk 

網上報名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升中講座暨燕京體驗

日 

2022 年 12 月 10 日(六) 

下午 2:00-4:30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23879988 

http://www.yenching.edu.hk 

網上報名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升中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10 日(六) 

上午 10: 0011: 30/ 

下午 2:00-3:30 

2022 年 12 月 16 日(五) 

下午 5:30-7:00 

新界葵涌葵盛葵合街 1-5 號 

24245318  

http://www.twghczm.edu.hk 

網上報名(2/12 前報名) 

 

聖公會李炳中學 升中模擬面試工作坊

暨中一入學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17 日(六) 

上午 9:30下午 1:0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 450 號 

24238806 

http://liping.edu.hk 

網上報名(2/12 前報名) 

名額 30 人，先到先得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升中入學簡介會 

升中一入學面試工作

坊暨資訊日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上午 9:0011:00/ 

上午 11:00下午 1:00 

2023 年 1 月 7 日(六) 

上午 10:0011:45 

新界荃灣荃景圍 145-165 號 

24937258 

http://www.ychlpyss.edu.hk 

網上報名 

*對象：於自生分配學位

階段報讀者優先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學校資訊日 2022 年 10 月 22 日(六) 

下午 2:00-4:00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屋邨中學第三校舍 

24983331 

http://www.plkylsc.edu.hk 

網上報名或填回條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

學 

中一收生資訊日暨

45 周年校慶開放日 

2022 年 11 月 12 日(六) 

中一收生講座時間： 

上午 10:0011:05/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第一中學校舍 

24924191 

http://www.twphcymc.edu.hk/website/ 

電話報名 或 網上報名 

(17/10-9/11) 

http://www.twgss.edu.hk/
http://www.yenching.edu.hk/
http://www.twghczm.edu.hk/
http://liping.edu.hk/
http://www.ychlpyss.edu.hk/
http://www.plkylsc.edu.hk/
http://www.twphcymc.edu.hk/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中午 12:00-下午 1:05 

迦密愛禮信中學 40 周年校慶開放日

暨資訊日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上午 9:00下午 4:30 

講座時間： 

上午 11:30下午 12:30/ 

下午 2:00- 3:00 

新界葵涌華景山路 4 號 

36129177 

http://www.calfss.edu.hk 

網上報名 

(11 月 1 日或之前) 

保祿六世書院(女)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

介會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下午 2: 304: 00 

新界葵涌梨貝街 8 號 

24208155 

http://www.ppaulvi.edu.hk 

網上報名 

(每個家庭最多 3 位成員

出席)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升中資訊日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上午 9:0011: 15 / 

上午 11:15下午 1:30 

新界葵涌上角街 15 號葵涌邨 

24205050 

http://www.chuenyuen.edu.hk 

網上報名 

(額滿即止) 

皇仁舊生會中學 35 周年校慶開放日

暨升中簡介會 

2022 年 11 月 26 日(六) 

上午 11:00下午 5:15 

升中簡介會： 

下午 2:304:45 

新界青衣島長安邨第一期 

24975688 

http://www.qcobass.edu.hk 

網上報名 

 

獅子會中學 升中資訊日 2022 年 11 月 26 日(六) 

上午 10:00中午 12: 00 

新界葵芳興盛路 90 號 

26147938 

http://www.lionscollege.edu.hk 

網上報名 

葵涌蘇浙公學 STEAM 愛心嘉年華 2022 年 11 月 26 日(六) 

下午 1:15 – 4:30 

新界葵涌興盛路 83 號 

24202103 

http://www.kcckc.edu.hk 

網上報名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

利中學 

校慶開放日 2022 年 11 月 26 日(六) 

上午 9:00 下午 4:00 

(中午 12 時下午 1:15

為午膳時間) 

新界葵涌葵葉街 2-4 號 

24279121 

http://www.lwlc.edu.hk 

網上報名 

廖寶珊紀念書院 學校簡介會暨開放日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下午 

新界荃灣蕙荃路 22-66 號標準中學 

24996711 

http://www.lpsmc.edu.hk/ 

網上報名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升中資訊日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新界荃灣象山邨 網上報名(30/11 前報名) 

http://www.calfss.edu.hk/
http://www.ppaulvi.edu.hk/
http://www.chuenyuen.edu.hk/
http://www.lionscollege.edu.hk/
http://www.lpsmc.edu.hk/


舉辦中學 活動性質 日期及時間 聯絡資料 備註 

下午 2:00 4:00 

 

24920195 

http://www.llc.edu.hk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

院第一中學 

開放日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上午 10:00下午 5: 00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四十二號 

24271641  

 http://www.yy1.edu.hk 

網上報名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中一入學網上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下午 1:30 2:30/ 

下午 3:15 4:15 

新界葵涌梨貝街 6 號 

24230365 

http://www.cneccc.edu.hk 

網上報名(21/11 前報名) 

實體及網上同步進行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

會梁省德中學 

升中講座暨資訊日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下午 1:00 4:00 

(升中講座：1:00-2:00)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 

24145151 

http://www.lstc.edu.hk 

網上報名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

念中學 

升中資訊日及學習成

果展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上午 9:009:45/ 

上午 11:0011:45/ 

下午 2:30-3:15 

新界葵涌安捷街 13-21 號 

24285129 

http://www.twghwyyms.edu.hk 

網上報名 

實體及網上同步進行 

石籬天主教中學 升中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上午 11:00中午 12:00 

新界葵涌石蔭安捷街 23-31 號 

 24291221 

  http://www.slc.edu.hk 

網上報名 

保良局羅傑承  

(一九八三)中學 

升中簡介會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上午 9:30  

新界青衣長康邨 

24977110 

http://www.plk83.edu.hk 

網上報名 或 

電話報名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女) 

校慶開放日 2022 年 12 月 3 日(六)/ 

2022 年 12 月 4 日(日) 

上午 10:00下午 4:00 

新界葵涌葵葉街 6 號 

24241796 

http://dmhcsm.edu.hk 

自由參加 

荃灣聖芳濟中學 中一新生資訊日 2022 年 11 月 19 日(六)

上午 9:00 10:30/ 

上午 11:30下午 1:00/ 

下午 2:45-4:15 

2022 年 12 月 4 日(日) 

上午 10:00中午 12:00 

新界荃灣咸田街 60-64 號 

24920226 

http://www.sfxs.edu.hk 

網上報名 

(1/12 或之前) 

http://www.llc.edu.hk/
http://www.cneccc.edu.hk/
http://www.lst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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