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2O2l.n.27
主辦機構·西貢區校長會·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
協辦機構 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組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敬啟者：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 2021

由
「

西貢區校長會」及「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主辦、
「

教育局西貢匾學校發展組」及
「

西
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協辦之

「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 2021」將於 2021 年 l1 月 27 日（星
期六）透過（上午）線上直播結合（下午）實體參觀中學資訊展覽的形式舉行。內容包括由教育局學位分配
組代表或本區資深小學校長主講中學學位分配辦法講座，以及下午（憑票）實體參觀中學的資訊展覽攤
位。目的為讓家長認識升中派位機制及提供選校資訊。現將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1. 
2. 

3. 

4. 

5. 

6. 

7. 

8. 

活動日期： 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及形 上午： 11:00 至 12:00（線上直播 Zoom)

式：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活動對象：

參加費用：

名 額：

活動時段：

下午：2:00 至 4:05（實體參觀中學資訊展覽）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3 號）

i. 上午：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組代表致辭

ii. 上午：中學學位分配辦法講座（教育局學位分配組聯絡主任或本區資深
小學校長主講）

iii ． 下午：實體參觀中學資訊展覽（包括各校宣傳短片介紹及展板資訊）

本區小學家長

全免

360 名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為免人群聚集，大會將下午 2:00 至 4:05 的實體中學資訊展覽分
為 3 個時段(2:00 至 2:35, 2:45 至 3:20, 3:30 至 4:05)，每時段 35 分鐘，並以隨機抽
樣方式安排家長入場，屆時請家長按入場券所屬時段入場及離場。

9. 防疫注意事 · 所有人士進入會場時，須量度體溫，並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或填寫實
項： 體表格提供姓名、聯絡電話、入場日期及時間。

10. 備 註：

． 所有人士於會場內必須正確佩戴口罩，並時刻保持個人衛生及社交距離。

． 大會將於場內不同地點提供酒精搓手液，並定時消毒場內設施。

． 場內不得飲食。

． 學校簡介（短片QR code 及校本資訊日安排）將於講座前一星期經貴子弟就讀學校
派發。

• 11 月 27 日上午 11:00 至 12:00 派位講座的會議號，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三）發送
至已報名的家長電郵信箱。屆時如未有收到，請務必在 11 月 26 日下午1:00 或以

前與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邱校長聯絡（電話： 2706 0477) 。

． 由於線上直播時間所限，直播期間不設即場答問，家長可於報名時提出有關學位
分配的疑問，大會將另安排有關人員稍後回答。

• 11 月 27 日下午 2:00 至 4:05 的實體參觀中學資訊展覽人場券將於講座前一星期

經 貴子弟就讀學校派發。

． 會場內各校將會派發學校宣傳單張， 如有需要，請家長自備環保袋，方便攜帶。

冀 台端撥冗出席，並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前經以下連結填寫參加表格，以便安排。

https://fom1S.gle/35HvDQbJN3DuNBidA 

此致

西貢區各小學家長

2021年10月 21日

西貢區校長會主席 陳文燕校長謹啟
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主席 曾國勇校長謹啟



西貢匿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2O21.l].27
主辦機描 西貢區校長會．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
協辦機構 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組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1. 活動名稱：
2. 主辦機構：
3. 協辦機構：

4. 活動目的：

5. 活動內容：

6. 活動日期：
7. 活動時間及形式：

8. 活動地點：
9. 活動對象：
10. 參加費用：
11. 名額：
12. 活動時段：

13. 防疫注恋事項：

14. 參加辦法：

15. 截止報名日期：
16. 工作小紐成員：

17. 聯絡或查詢：
18. 備註：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2021
章程（小學適用）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 2021

西貢區校長會·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
i. 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維
ii.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i. 讓家長認識升中派位機制
ii. 為家長提供選校資訊
i. 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維代表致陪（線上直播 Zoom)
ii.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講座（教育局學位分配維聯絡主任或本區資

深小學校長主講）（線上直播 Zoom)
iii. 實體參覷中學資訊展覽
202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
上午： 11:00 至 12:00（線上直播 Zoom)

下午： 2:00 至 4:05（實髏參覷中學資訊展覽）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3 號）
本區小學家長
全免
360 名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為免人群聚集，大會將下午 2:00 至 4:05 的實體
中學資訊展覽分為 3 個時段(2:00 至 2:35, 2:45 至 3:20, 3:30 至 4:05),

每時段 35 分鐘，並以隨機抽樣方式安排家長入場，屆時請家長按入
場券所屠時段入場及籬場。
．所有人士進入會場時，須量度體溫，並使用 「 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或填寫實鱧表格提供姓名、聯絡電語丶入場日期及時間。
．所有人士於會場內必須正璀佩戴口罩，並時刻保持個人衛生及社

交距離。
． 大會將於場內不同地黠提供酒精搓手液，並定時消募場內設施。
．場內不得飲食。
靖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前經以下連結
填寫參加表格，以便安排。
https://fomIS.gle/35HvDQbJN3DuNBidA 

咢
嘉醫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召集人：曾國勇校長（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成員：范婉君校長（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黃忧明校長（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蔡奕玲校長（靈實恩光學校）
邱少雄校長（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陳淑雯校長（實覺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邱少雄校長（電語：2706 0477) 

i. 學校簡介（短片QR code 及校本資訊日安排）將於講座前一星期
經貴子弟就讀學校派發。

11. 11 月 27 日上午 11:00 至 12:00 派位講座的會議號，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三）發送至已赧名的家長電郵信箱。屆時如未能收到，
靖務必在 11 月 26 日下午1:00 或以前與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邱
校長聯絡（電語： 2706 0477) 。



西貢區升中選校講座暨中學巡禮2O21.11.27
主辦機構·西貢區校長會·西貢及將軍澳中學校長會
協辦機構 教育局西貢區學校發展組 ，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111. 由於線上直播時間所限，直播期間不設即場答問，家長可於報
名時提出有關學位分配的疑問，大會將另安排有關人員稍後回
答。

1V． 請各小學於中學資訊展覽前一星期派員到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領取實髓中學資訊展覽入場券，以便學校整理後，能於展覽前
派發予已報名之家長。

V. 會場內各校將會派發學校宣傳單張，如有需要，請家長自 備環
保袋，方便攜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