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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小學收生資料 全港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www.fssas.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電話：2606 0670 學制：英文小學六年制

創校年份：2009 校長：高惠娟女士 地址：九龍觀塘油塘邨第二期 一條龍中學：福建中學

辦學團體：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0%)，特殊教育培訓(10%)

12/13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32人/四班 12/13年度自行收生階段報讀人數：800人

13/14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32人/四班

學校特色： 貫徹福建中學辦學特色，建設一流學校。雙班主任制，按能力分組以小班教學。由二零一一年開始，小一推行
全英語教學，中文以普通話授課。營造良好的中英語言環境，達致中西文化共融，擴闊學生視野。小一及小二
推行Homeroom教學模式，由兩位老師同時任教英文、數學、主題、生命教育及功課輔導，以提升學習效能，
同時加強對學生的照顧和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透過內置的多元智能課、英語話劇，培養學生一生一體藝
的能力。而English Musical更加強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和能力。此外，透過生命教育、教學交流，讓學生對中
國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漢華中學（小學部）
www.honwah.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817 1746 辦學團體：漢華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45 校長：關穎斌 地址：香港小西灣富欣道3號

一條龍中學：漢華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14%)，特殊教育培訓(5%)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www.dbspd.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 學制：全日制 電話：3159 4200 辦學團體：聖公會

創校年份：2004 校長：羅錦麗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131號

一條龍中學：拔萃男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5%)，特殊教育培訓(1%)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www.plklmce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12 1270 辦學團體：保良局

創校年份：2007 校長：文詩詠 地址：九龍土瓜灣上鄉道24號及農圃道2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3%)，特殊教育培訓(15%)

地利亞（閩僑）英文小學
www.deliamk.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432 5123 辦學團體：地利亞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2006 校長：L.H.Shiu 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第二期屋邨第二小學

一條龍中學：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1%)，學士(96%)，碩士、博士或以上(7%)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www.plklht.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01 0011 辦學團體：保良局

創校年份：1988 校長：陳榮光 地址：新界將軍澳寶林邨

一條龍中學：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40%)，特殊教育培訓(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www.gtschool.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35 6869 辦學團體：天才教育協會

創校年份：1997 校長：陳家偉博士 地址：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嶺光街10號

一條龍中學：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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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7 2126 辦學團體：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創校年份：2002 校長：曹希銓 宗教：基督教 地址：將軍澳嶺光街5號

一條龍中學：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4%)，學士(99%)，碩士、博士或以上(58%)，特殊教育培訓(4%)

播道書院
www.evangel.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66 1802 辦學團體：香港基督教播道會聯會

創校年份：2006 校長：盧偉成ＭＨ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新界將軍澳至善街7號

一條龍中學：播道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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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www.spcc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26 1882 辦學團體：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
創校年份：1915 校長：梁麗美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風徑11號
一條龍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46%)，特殊教育培訓(29%)

英華小學
www.yingwa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28 3320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林浣心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深水埗英華街3號
一條龍中學：英華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98%)，碩士、博士或以上(27%)，特殊教育培訓(33%)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www.smces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96 6675 辦學團體：聖瑪加利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65 校長：譚張潔凝 宗教：天主教 地址：深水埗深旺道33號 （西鐵南昌站對面）
一條龍中學：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0%)，特殊教育培訓(11%)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直資小學

www.luaa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76 8453 辦學團體：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1964 校長：鄭安娜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白田街33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20%)，特殊教育培訓(30%)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

ww.hkbua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637 2277 辦學團體：香港浸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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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龍中學：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31%)，特殊教育培訓(10%)

培僑書院
www.puikiucollege.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602 3166 辦學團體：培僑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2005 校長：溫霈國 地址：新界沙田大圍大圍新村路1號培僑書院
一條龍中學：培僑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65%)，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4%)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小學

www.yy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450 1588 辦學團體：保良局及香港道教聯合會
創校年份：2005 校長：張志鴻 地址：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海圍26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65%)，學士(93%)，碩士、博士或以上(18%)，特殊教育培訓(3%)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www.wfjl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3401 4995 辦學團體：和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2002 校長：邱陳婉琪 地址：新界天水圍101區天暉路9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宏信書院

www.luac.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8208 2092 辦學團體：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創校年份：2010 校長：封華冑 宗教：基督教 地址：新界元朗欖口村路25號宏信書院
一條龍中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5%)，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8%)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www.plkctsl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67 3318 辦學團體：保良局
創校年份：1999 校長：楊永明 地址：九龍油麻地海庭道6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5%)，特殊教育培訓(5%)

聖保羅書院小學
www.spc-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46 8887 辦學團體：聖公會
創校年份：1851 校長：陳慕珍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域多利道777號
直屬中學：聖保羅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53%)

港大同學會小學
www.hkuga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202 3922 辦學團體：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
創校年份：2002 校長：黃桂玲 地址：香港柴灣怡盛街九號
一條龍中學：港大同學會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7%)，特殊教育培訓(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