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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學校
www.kauyan.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116 6198 辦學團體：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創校年份：1946 校長：陳梁淑貞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西營盤高街97B

聯繫中學：匯基書院(東九龍)，每年提供中一學額約30個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90人(3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匯基書院(東九龍)、英華女學校、基督教崇真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98%)，碩士、博士或以上(17%)，特殊教育培訓(5%)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www.shcsps.edu.4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女 學制：上午 電話：2524 8301 辦學團體：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創校年份：1860 校長：黃佩玲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中環堅道26號

直屬中學：嘉諾撒聖心書院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嘉勒撒聖心書院、英華女學校、香港聖瑪加利女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22%)，特殊教育培訓(3%)

聖嘉勒小學
scps.school.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47 2751 辦學團體：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

創校年份：1927 校長：潘國珍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般咸道光景台3-6號

直屬中學：聖嘉勒女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05人(3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聖嘉勒女書院、英華女學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2%)，碩士、博士或以上(19%)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stlouis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47 2306 辦學團體：鮑思高慈幼會

創校年份：1927 校長：葉偉明博士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西營盤第三街179號

直屬中學：聖類斯中學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聖類斯中學、英皇書院、聖保羅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6%)，學士(80%)，碩士、博士或以上(8%)，特殊教育培訓(4%)

蘇浙小學（上午/全日）
www.kc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上午/全日 電話：2570 4436 辦學團體：香港北角清華街三十號

創校年份：1953 校長：王寶明 地址：香港北角清華街30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9%)，學士(79%)，碩士、博士或以上(13%)

學校特色：6 間 (資訊科技室、視覺藝術室、舞蹈室、音樂室、醫療室、家長教師聯誼會資源中心)。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www.ssc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813 0272 辦學團體：聖士提反書院

創校年份：1938 校長：衛燕華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赤柱黃麻角道30-32號

直屬中學：聖士提反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99人(3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聖士提反書院、拔萃女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45%)

弘立書院
www.isf.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202 2000 辦學團體：智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2003 校長：查永茂博士 地址：香港薄扶林鋼綫灣道1號

一條龍中學：弘立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3%)，學士(51%)，碩士、博士或以上(36%)，特殊教育培訓(6%)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www.vsa.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3402 1000 辦學團體：滬港維多利亞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2004 校長：冼蘇珊 地址：香港仔深灣道19號

一條龍中學：滬江維多利亞學校 (中學部)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4%)，特殊教育培訓(1%)

嶺南小學暨幼稚園
www.lingnanp.edu.hk/primary/chi/

index.php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72 9506 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22 校長：陳美顏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灣仔司徒拔道15號
聯繫中學：嶺南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69%)，碩士、博士或以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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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英文小學
www.sjac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25 5851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創校年份：1958 校長：郭芸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觀塘道57號

直屬中學：聖若瑟英文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73%)，碩士、博士或以上(13%)，年資10年或以上(53%)，共30位教師。

13/14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3 14/15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20人(3班)

獲派首志願學校比率：80%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除直屬中學，聖言中學、觀塘瑪利諾書院

學校特色： 全力推行語境教育、資優教育(全班及抽離式資優課程)。基本課程外，亦安排：主題活動、聯課、專題協作、
講座、成長課、思維課。透過語境及日常課程，學生學習使用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英語教授英文、數
學、常識，普通話教授中文，廣東話教授其他科目。發展學生潛能，提供資優課程及多元化活動。加強推
行：英文國際音標課程、資優教育、語境教學；e-learning；英語及普通話教師計劃、英語戲劇。為各級學生
安排校本課外活動，讓學生發展多元智能。校風淳樸，學生知規有禮，師生相處融洽。舉辦宗教活動、週
會，以聖經、專題演講及祈禱，使學生明白修身處事的正確態度。重視家校合作，邀請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加強溝通。學校輔導主任及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個人、家長、小組輔導服務及活動。

九龍塘宣道小學
www.apskt.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6 1047 辦學團體：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創校年份：1955 校長：關美梅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塘蘭開夏道2號地下至2樓部份及3樓至8樓全層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60人(4班)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93%)，碩士、博士或以上(14%)

保良局陳維周夫人紀念學校
www.funful.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77 9951 辦學團體：保良局

創校年份：2000 校長：楊志揚 地址：九龍土瓜灣上鄉道22號

教師資歷：學士(92.3%)，碩士(23%)

高主教書院小學部
rcps.raimondi.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22 1826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創校年份：1958 校長：陳麗儀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灣仔司徒拔道肇輝臺1號E
直屬中學：高主教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4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高主教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63%)，碩士、博士或以上(20%)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www.rhs.edu.hk/pri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835 5121 辦學團體：天主教道明會
創校年份：1959 校長：黃慧貞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灣仔司徒拔道41號B
聯繫中學：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0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玫瑰崗學校(中學部)、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聖保羅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5%)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www.rhs.edu.hk/pri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76 0601 辦學團體：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創校年份：1864 校長：張月娥修女 宗教：天主教 地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40號
直屬中學：聖保祿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77%)，碩士、博士或以上(22%)，特殊教育培訓(20%)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www.tlmshk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576 5716 辦學團體：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
創校年份：1872 校長：吳佩貞 宗教：基督教 地址：香港大坑道50號
聯繫中學：香港真光中學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香港真光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0%)，碩士、博士或以上(36%)

港島 

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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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樂趣英文小學
www.funful.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7 8422 辦學團體：方方樂趣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84 校長：邊陳之娟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九龍塘金巴倫道1號
聯繫中學：弘爵國際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30%)，學士(60%)，碩士、博士或以上(5%)

啟思小學
www.creativeprisch.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6 0266 辦學團體：啟思教育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1985 校長：蘇陳素明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九龍塘牛津道2號A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0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啟思中學、協恩中學、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直屬中學：啟思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21%)，特殊教育培訓(2%)

神召第一小學暨幼稚園
pskg.faog.org.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68 8411 辦學團體：神召會禮拜堂
創校年份：1957 校長：何國萍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123號
聯繫中學：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匯基書院(東九龍)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4人(1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匯基書院(東九龍)、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匯基書院(大坑東)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83%)，碩士、博士或以上(50%)，特殊教育培訓(17%)

聖三一堂小學
www.ht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11 0928 辦學團體：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
創校年份：1952 校長：高俊鎮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城富寧街57號
聯繫中學：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0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3%)，特殊教育培訓(5%)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www.kts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6 3802 辦學團體：非牟利辦學團體
創校年份：1936 校長：楊美娟 地址：九龍九龍塘金巴倫道2721地段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4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聖保羅書院、德望學校、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7%)，學士(92%)，碩士、博士或以上(19%)，特殊教育培訓(36%)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www.ktlms.edu.hk/primary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6 0662 辦學團體：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
創校年份：1872 校長：李伊瑩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115號
聯繫中學：九龍真光中學（有關中學：真光女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60人(2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九龍真光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4%)，學士(94%)，碩士、博士或以上(12%)

民生書院小學
munsang.edu.hk/primary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3655 3400 辦學團體：民生書院(辦學團體)有限公司
創校年份：1926 校長：梁桂英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九龍城東寶庭道8號
直屬中學：民生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19%)，特殊教育培訓(5%)

香港培正小學
www.pc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14 2562 辦學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
創校年份：1889 校長：張廣德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80號
直屬中學：香港培正中學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280人(8班)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4%)，碩士、博士或以上(31%)，特殊教育培訓(1%)

聖若望英文書院（小學部）
www.st-johanne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36 2933 辦學團體：天主教
創校年份：1962 校長：陸梁佳儀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九龍塘窩打老道143號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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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道小學
www.pt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11 2933 辦學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
創校年份：1888 校長：陳敏儀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馬頭涌福祥街3號
聯繫中學：香港培道中學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2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香港培道中學、迦密中學、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78%)，碩士、博士或以上(22%)，特殊教育培訓(1%)

啟基學校
www.cc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81 6228 辦學團體：陳氏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95 校長：莫鳳儀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界限街71號新翼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96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拔萃男書院、華仁書院、聖保祿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3%)，學士(90%)，碩士(16%)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www.deliapri-kg.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42 2027 辦學團體：地利亞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1965 校長：左筱霞 地址：九龍美孚新邨百老匯街84-86號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70人(2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4%)，學士(92%)，碩士、博士或以上(16%)

九龍禮賢學校
www.kr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80 6011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創校年份：1959 校長：陳劉斯嫦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又一村石竹路2A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00人(3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迦密中學、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匯基書院(東九龍)、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97%)，碩士、博士或以上(17%)，特殊教育培訓(1%)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www.cky.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148 2052 辦學團體：保良局
創校年份：2002 校長：劉筱玲 地址：九龍深水埗郝德傑道6號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60人(6班)
一條龍中學：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75%)，學士(99%)，碩士、博士或以上(28%)，特殊教育培訓(1%)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www.sfae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79 7654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創校年份：1955 校長：劉偉明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石硤尾街58號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6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華仁書院、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20%)，特殊教育培訓(30%)

德貞小學
www.tcpsa.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86 4780 辦學團體：耶穌寶血女修會
創校年份：1923 校長：楊美蓮修女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深水埗元州街125號
聯繫中學：德貞女子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100%)，學士(73%)，碩士、博士或以上(18%)，特殊教育培訓(9%)

        

德雅小學
www.tn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80 6581 辦學團體：顯主女修會
創校年份：1960 校長：曾美琼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20號
直屬中學：德雅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8%)，學士(95%)

崇真小學暨幼稚園
www.ttpskg.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77 3679 辦學團體：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創校年份：1897 校長：譚煥玲博士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大埔道58號
直屬中學：基督教崇真中學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16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香港崇真中學、沙田崇真中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9%)，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32%)，特殊教育培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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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臨學校
www.hkaa.edu.hk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251 6671 辦學團體：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創校年份：2011 校長：Cleon White 宗教：基督教 地址：西貢清水灣道1111號
一條龍中學：香港復臨學校 (中學部)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20人(2班)
教師資歷：學士(50%)，碩士、博士或以上(50%)，12位外籍教師，共21位教師。
學校特色： 香港復臨學校的學生不僅在學業成績上有所成就，而且在靈、智、體各方面得到均衡發展。雙語教學：課程

以英語和普通話教授。道德教育：復臨教育體系以教導學生懂得關懷、尊重和服務為原則。卓越學術：多元
化的課程和優秀的學習環境，培育學生接受高等的教育。全球化：作為國際第二大私立教育體系，香港復臨
學校參考了世界各地姊妹學校的教學經驗。健康的學習：香港復臨學校位於清水灣，坐擁四萬平方尺的校
園，環境清幽，是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國際教師：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師，使亞洲和香港學生能享受一個真
正具有全球視野和國際化的教育。

激活英文小學
www.gigamind.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446 9883 辦學團體：激活教育機構
創校年份：2001 校長：陳志超 宗教：基督教 地址：元朗天水圍天龍路九號嘉湖山莊美湖居Ａ座
聯繫中學：耀中國際中學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42人(2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聖士提反書院、屯門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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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玫瑰蕾小學
www.rosebud.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406 7300
創校年份：2004 校長：Yavuz Durmus 地址：新界荃灣永順街38 號海灣花園地下
教師資歷：學士(75%)，碩士、博士或以上(25%)

鄉師自然學校
www.gaiaschool.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650 0588
創校年份：2007 校長：葉頌昇 地址：屯門新墟井頭上村 87A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5人(1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德望學校（小學部）
www.ghsp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27 5294 辦學團體：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創校年份：1954 校長：阮嫣玲修女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扎山道383號
直屬中學：德望學校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0%)，學士(82%)，碩士、博士或以上(20%)，特殊教育培訓(18%)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 
中學暨小學

www.icqm.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777 3828 辦學團體：香港國際音樂學校
創校年份：2003 校長：陳永生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182號
一條龍中學：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100%)，碩士、博士或以上(25%)，特殊教育培訓(5%)

聖母小學
www.olps.edu.hk

教學語言：中文 類別：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320 1001 辦學團體：天主教母佑會
創校年份：1953 校長：陳梅芳修女 宗教：天主教 地址：九龍黃大仙沙田坳道116號
直屬中學：聖母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80人(4班)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聖母書院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89%)，學士(92%)，碩士、博士或以上(23%)

拔萃女小學
www.dgj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女 學制：全日制 電話：2277 9200 辦學團體：拔萃女書院校董會
創校年份：1860 校長：戴何天美 宗教：基督教 地址：九龍佐敦道1號
一條龍中學：拔萃女書院
14/15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40人(4班)
教師資歷：認可教育文憑(95%)，學士(95%)，碩士、博士或以上(48%)，特殊教育培訓(15%)

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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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際學校
www.kis.edu.hk

教學語言：韓英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韓國及英國 電話：2569 5500
創校年份：1988  校長：Mrs. L. Thomson 一條龍國際學校：韓國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5號

地利亞(加拿大)學校
www.delia.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加拿大 電話：3658 0388
創校年份：1987 校長：Mr Lee Patrick Wai Pak 一條龍國際學校：地利亞 (加拿大) 學校
地址：太古城太豐路5&7

蘇浙小學(國際班)
www.kcs.edu.hk

教學語言：普通話/英語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英國及IB 電話：2570 4108
創校年份：1953 校長： Mr. Wong, Po-ming
地址：香港北角清華街30號

漢基國際學校
www.cis.edu.hk

教學語言：中英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校本課程 電話：2512 7288
創校年份：1983 校長： 方泰德博士 一條龍國際學校：漢基國際學校
地址：中國香港北角寶馬山校園徑1號

鰂魚涌小學 
http://www.qb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566 4242 
創校年份：1988  校長：Mrs. L. Thomson
地址：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5號

山頂小學
http://www.p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849 7211
創校年份：1911 校長：Bill Garnett
地址：香港山頂賓吉道20號

法國國際學校
www.fis.edu.hk

教學語言：英法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法國、英國、IB 電話：2577 6217
創校年份：1983 校長： Mr. Cauet, Francis Jacques 一條龍國際學校：法國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裴樂士道34號

己連拿小學
www.glenealy.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522 1919 
創校年份：1959 校長：Brenda Cook 
地址：香港半山香雪道7號

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
www.carmel.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美國及IB 電話：2964 1600
創校年份：1991 校長： Ms Friedmann Rachel 一條龍國際學校：香港猶太教國際學校
地址：波老道10號

白普理小學
www.bradbury.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574 8249
創校年份：1959 校長：Sandra Webster  
地址：香港中環司徒拔道43號

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www.hkacademy.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655 1111
創校年份：2000 校長： Mr Dare Stephen Peter 一條龍國際學校：香港學堂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堅尼地城加惠民道12號

Island Christian 
Academy 

www.islandca.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英國及IB 電話：2537 2552
創校年份：2002 校長：Gail Maidment
地址：上環必列者士街70號

啟歷學校
www.kellettschool.com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2551 8234
創校年份：1976 校長：Virginia Hunt 一條龍國際學校：啟歷學校
地址：九龍灣臨興街

堅尼地小學
www.hkacademy.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855 0711
創校年份：1961 校長：Paul Hay
地址：香港薄扶林沙灣徑19 號

新加坡國際學校
www.singapore.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新加坡及IB 電話：2872 0266  /  2919 6966
創校年份：1991 校長：Ms Mak, Lai Ying   一條龍國際學校：新加坡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23號

加拿大國際學校
www.delia.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525 7088
創校年份：2008 校長： Ms McDonald, Ann 一條龍國際學校：加拿大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仔南朗山道36號

港島 國際小學收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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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中國際學校
www.ycef.com

教學語言：英普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及IB 電話：2338 7106
創校年份：1932 校長： 尼望森先生 / 徐區懿華女士 辦學團體：耀中教育機構
地址：香港九龍塘根德道2號 宗教：基督教 一條龍國際學校：耀中國際學校
教師資歷：學士(62%)，碩士、博士或以上(38%) 13/14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54 / 7班
學校特色： 耀中小學部為第一至六班學生提供優質國際教育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環球視野。課程以英格蘭國家課程為基礎，培

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能力。在融會東西文化的校園內，學生體驗真正的多元文化學習環
境，掌握中文及英文語言能力，對多元文化深度認識，學習尊重文化差異。耀中全面均衡的教育，確保每位學生能
盡展所長。課程注重學生的音樂和藝術造詣，小提琴是幼兒教育部四歲班至小學第三班學生的必修課。學校亦鼓勵
學生參與體育及其他活動，發掘自己的興趣。

九龍小學
http://www.kj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 2394 0687
創校年份：1902 校長：Mark Cripps
地址：九龍紅墈機利士南路68號 九龍又一村玫瑰街 4號

朗思國際學校
www.think.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加拿大 電話：2338 3949
創校年份：2003 校長：蔡麗如
地址：九龍界限街 117 號地下及 1 樓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www.aishk.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澳洲及IB 電話：2304 6078
創校年份：1995 校長： Leonie Drew 一條龍國際學校：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塘羅福道3A號

清水灣小學
www.cwb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 2358 3221

校長：Chri s Hamilton

地址：九龍清水灣道丈量約份第229號第235地段

弘爵國際學校
searrogers.com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 25475479

校長：Ms Mcclellan, Rita 一條龍國際學校：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九龍城嘉林邊道45-47號

畢架山小學
www.beaconhill.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336  5221
創校年份：1967 校長： John Brewster
地址：九龍九龍塘義德道 23號

英基學校協會
www.esf.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574 2351
創校年份：1967 辦學團體：英基學校協會 一條龍國際學校：英基六間中學；智新及啓新書院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3號25樓 宗教：基督教 教師資歷：教師從世界各地招聘
13/14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300 14/15 年度小一學額/開班數目：1,300
最多學生升讀中學：英基六間中學、智新及啓新書院
學校特色： 所有英基學校已獲授權為國際文憑世界學校(IB World Schools)。我們鼓勵學生發問、討論、辯論及尋求自己解決問

題的方法，並致力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及創意。我們相信全人教育理念，讓孩子們全面發揮潛能。我們重視中國語
文、文化及歷史。所有的小學均提供中文課程，且大部分學生在IB Diploma 中選修中文科。英基21間學校的17,000
名學生來自50 多個國家，約70%的學生都是香港永久居民。每年有超過95%的學生考進全球各地的頂尖大學，我們
對學生的成就深感自豪。

蒙特梭利國際學校
www.montessori.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蒙特梭利 電話：2156 9033
創校年份：2002 校長：Ms Ann, Karin  
地址：香港鴨脷洲海怡路17-23A號

德瑞國際學校
mygsis.gsis.edu.hk 

教學語言：德英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德國、英國及IB 電話： 2849 6216
創校年份：1969 校長：Ms. Annette Brandt-Dammann  一條龍國際學校：德瑞國際學校
地址：太平山歌賦山僑福道11號

香港國際學校
www.hk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美國 電話：3419 7000
創校年份：1966 校長： Kevin M. Dunning 一條龍國際學校：香港國際學校
地址：淺水灣

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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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國際學校
www.ic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美國 電話：3920 0000
創校年份：1992 校長：Keith Welch, Tim Wong  一條龍國際學校：基督教國際學校
地址：新界沙田安睦里1號

沙田小學
http://www.sj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 2692 2721
創校年份：1988 校長： Perry Tunesi
地址：新界沙田火炭麗禾里3A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www.harrowschool.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2824 9099
創校年份：2013 校長：Mark Hensman  一條龍國際學校：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地址：新界屯門市地段475號掃管笏青山公路48區

挪威國際學校
www.n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nternational Primary Curriculum 電話：2658 0341
創校年份：1994 校長：Aaron Wise
地址：新界大埔錦山路170號

香港日本人學校
es.jis.edu.hk/

教學語言：日英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日本及IB 電話：2834 353
創校年份：1997 校長：Mr. Simon Walton  /  Mr. Takao, Minoru 一條龍國際學校：香港日本人學校
地址：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4663號

穆民國際小學 
umah.wordpress.com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2618 3172
創校年份：1990 校長： Mr. Amarie Teoposio 
地址：新界元朗鳳池邨

大嶼山國際學校
www.l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2980 3676
創校年份：1995 校長： Mr Berthier Serge
地址：新界大嶼山塘福DD328號

愉景灣國際學校
www.db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 電話：2987 7331
創校年份：1983 校長：Mr. Ramsay, Grant David 一條龍國際學校：愉景灣國際學校
地址：香港大嶼山愉景灣 

康樂園國際學校
www.hly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英國及IB 電話：2658 6935
創校年份：1988 校長：Mrs Ruth Woodward
地址：香港康樂園第7約第1945地段

智新書院
www.discovery.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3969 1000
創校年份：2008 校長：Mark Beach 一條龍國際學校：智新書院
地址：香港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38號

啟新書院 
www.renaissance.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3556 3556
創校年份：2006 校長：Harry Brown 一條龍國際學校：啟新書院
地址：香港新界馬鞍山恆明街5號

宣道會劉平齋紀念 
國際學校 

www.ca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加拿大 電話：2778 3370
創校年份：1991 校長：Mr Enns Arthur Dennis  一條龍國際學校：宣道會劉平齋紀念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九龍城富寧街2號 

京斯敦國際學校
www.kingston.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IB 電話：2337 9031
創校年份：1996 校長：Eliza Wong 一條龍國際學校：京斯敦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113號

美國國際學校
www.ais.edu.hk

教學語言：英文 類別：男女 地區學制 : 美國 電話： 2336 3812
創校年份：1986 校長：Tanya Sweeney 一條龍國際學校：美國國際學校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125號

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