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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長同工 : 

 

華僑大學 2020中學校長保送面試及新春座談會 

 

    華僑大學為了讓 2020年招生工作順利進行，以及增進香港中文中學聯會會員中

學對華僑大學的瞭解，現安排兩項工作如下： 

 

一、關於 2020 年中學校長保送計畫的報名及面試 

A. 報名時間： 

因應近日香港社會環境的影響，中學校長保送計畫的報名時間順延至12月12日

(星期四)下午5時截止。 

B. 面試時間： 

面試時間繼續根據原計劃的 12月14-15日於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進行。 

如面試當日因為社會環境而影響市面交通情況，將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特別調整

安排。中學方面亦可以與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提前申請另約面試。 

 

二、2020 年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 

為增進華僑大學與香港中學之間的交流，華僑大學籌備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 

 安排如下： 

 日期：2020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基督教信義會信義中學學生活動中心 （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 

 對象：香港中學校長、副校長、升學輔導老師 

 內容：華僑大學辦學情況、招收香港學生的概況、 

    華僑大學在校港生 或 青年校友分享升學及就業心得 

 

 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參附件。如有任何查詢，請撥電 25645133 與華僑大學香

港辦事處聯絡。 

                                        
敬祝 

鈞安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主席 
 

 

 

 

                                                                             謹啟 

                                                                (梁冠芬) 

附件: 關於 2020年中學校長保送面試及新春座談會的相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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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020 年中學校長保送面試及新春座談會的相關安排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非常感謝聯會多年來對華僑大學工作的大力支持，推動

華僑大學 2019 年面向香港招生人數實現 20%的增長率，多達

551 人入學註冊，目前在校港生已有 1600 多人。 

為確保 2020 年相關招生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及增進中文

中學聯會會員中學對華僑大學的瞭解，現提請溝通兩項工作

的特別安排。 

一、關於 2020 年中學校長保送計畫的報名及面試 

（一）關於報名時間 

因應近日香港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相關中學的工作安

排，我校願意將中學校長保送計畫的報名時間順延至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截止。 

（二）關於面試時間 

面試時間繼續根據原計劃的 12 月 14 日至 15 日進行，面

試地點為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香港北角英皇道

367-373 號上潤中心 19 樓 D 座），各位同學的面試具體時間，

我校香港辦事處會通知到學生本人或升學輔導老師。如果面

試當日出現因為社會環境而影響參加面試同學的出行交通

等問題，我校可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特別調整安排。同學以及

中學方面可以與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提前取得聯絡，申請另

約其他時間前往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面試，或華僑大學負責

老師前往學生在讀中學組織面試。 

 



二、關於邀請參加 2020 年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 

為增進華僑大學與香港中學之間的交流，華僑大學籌備

于 2020 年 1 月 9 日舉辦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希望繼續得到

中文中學聯會的鼎力支持，代華僑大學向聯會會員中學發出

邀請，並希望得到場地場務等方面支持。 

座談會相關申請安排如下： 

舉辦時間：2020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14:00-16:00 

舉辦地點：申請基督教信義會信義中學學生活動中心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52 號）作為座談會場地 

邀請對象：香港中學校長、副校長、升學輔導老師 

座談內容：華僑大學彙報辦學情況以及面向香港學生的

招生培養概況、華僑大學在校港生或青年校友分享升學以及

就業心得、出席中學代表發表意見與建議等。 

 

附件： 

1.2020 年保送生面試需要特別安排申請表 

2.2020 年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邀請函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2019 年 12 月 6 日 

  



 

 

 

2020 年保送生面試需要特別安排申請表 

（適用於 12 月 14或 15日因社會突發情況導致交通有問題 

而無法參加面試之學生） 

 

申請人姓名 

（可寫多人） 

 

 

在讀中學  

申請調整面試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下午 

（不超過 2020 年 1 月 3 日） 

申請面試方式 
□1.在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面試 

□2.經中學同意，在本人就讀中學面試。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請同學或中學老師根據實際情況需要，提前聯絡我校香

港辦事處老師後，填寫以上申請表格，選擇下述其中一種方
式向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提出申請。 

 
1.電郵申請，傳電郵至 hquhk@yahoo.com.hk 
2.傳真申請，傳真至 25645557 
3.WhatApp 申請，發送給香港辦事處李老師，53964959 
 
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聯絡電話：25645133 
 



 

 

2020年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 
邀 請 函 

 
敬啟者： 

為增進華僑大學與香港中學之間的交流，分享華僑大學
培育香港學生之成果，並聽取香港中學之寶貴意見與建議。
華僑大學定于 2020年 1月 9日舉行「2020年香港中學新春
座談會」，華僑大學校長徐西鵬教授誠邀貴校校長、副校長、
升學輔導老師蒞臨交流。 

舉行時間：2020年 1月 9日（星期四）14:00-16:00 
舉行地點：基督教信義會信義中學學生活動中心（香港

九龍窩打老道 52號） 
會議內容：華僑大學彙報辦學情況以及面向香港學生的

招生培養概況、華僑大學在校港生或青年校友分享升學以及
就業心得、參會中學代表發表意見與建議等。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 
聯絡電話：25645133；97998595；53964959 
聯絡人：蔡老師、李老師 

                                                     
 

回  執 
（請於 2020年 1月 3日前賜覆，可傳真或電郵） 

傳真：25645557（自動接收），電郵：hquhk@yahoo.com.hk 
 

本校  □樂意 / □未暇 出席華僑大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

（星期四）下午舉行之「2020年香港中學新春座談會」 

中學名稱：                    聯絡電話：             

出席人姓名：                  職務：                 

出席人姓名：                  職務：                 

出席人姓名：                  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