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訊處： 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2 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轉交  電話 Tel：27802291   傳真 Fax：27823374  

Address： c/o ELCHK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52, Waterloo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電郵 Email：lkf@lss.edu.hk  

 
   

主席      

梁冠芬校長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副主席  

邱潔瑩校長 
粉嶺救恩書院 
 

外務秘書  

李立中校長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內務秘書  

鄭繼霖校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 
 

司庫   

李劍華校長 
天主教普照中學 
 

公關   

吳友強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總務   

簡偉鴻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委員   

招祥麒校長 
陳樹渠紀念中學 
 

譚日旭校長 
林大輝中學 
 

何沛勝校長 
曾壁山中學 
  

黃少玲校長 
嘉諾撒培德書院  

 

張翠儀校長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本會網頁：www.hkcms.org 

 

各位校長及生涯規劃老師 : 

澳門旅遊學院面試收生日及課程介紹專場 

(11/7/2019) 
為了讓本會會員學校的學生有更多元化的優質升學選擇，本會特別

邀請了 澳門旅遊學院 於應屆文憑試放榜後來港進行報名及面試一站

式安排，並可即時決定取錄與否。有關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 :  2019年7月11日(星期四) 

時間 :  上午10:00 – 下午1:00 (上午11:00 – 正午12:00課程介紹) 

地點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學生活動中心 

(油麻地窩打老道52號) 

對象 :  應屆文憑試學生，亦歡迎早期的文憑試及高考畢業生 

報名方法 : 即場報名及面試，請帶同文憑試成績單、校內成績表 

 及其他相關文件。 

校長推薦：每校最多可推薦5名畢業生，獲校長推薦者可獲優先考慮。 

   

    煩請校長同工向學生、家長及老師宣傳有關活動，並鼓勵有興趣赴

澳門升學的學生報名。如有任何查詢，請隨時撥電 2780 2291 或電郵 

nys_iris@hotmail.com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吳玉珊老師聯絡。 

    敬祝 

鈞安 

                                   香港中文中學聯會主席 
 

 

 

                                                                             謹啟 

                                                              (梁冠芬) 

二零一九年六月二十五日 
澳門旅遊學院提供資料： 

1. 澳門旅遊學院於 QS2017 世界大學排名中，款待及休閒管理學科排名亞洲第 2 位

及世界第 18 位。 

2. 學費每年約 MOP28800，學費連食宿及生活費每年約 MOP60000。 

3. 更多資料：可參看澳門旅遊學院網頁 http://www.ift.edu.mo/ 

亞洲第 2 位 

世界第 18

位 

即場報名

即場面試 



澳門旅遊學院 

2019 年中學校長推薦申請表 

(香港中文中學聯會會員學校適用，請於面試日直接交澳門旅遊學院招生組) 

學生中文姓名  學生英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  國籍 中國香港 / 中國澳門 / 其他：__________ 

性  別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手機號碼  

中學名稱  

就讀年份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簽署：                                            年      月      

日 

校長推薦  是  (次序*： 1 / 2 / 3 / 4 / 5  )      否 

學校評語 

 

 

 

 

 

 

校長姓名  校印  

校長簽署  日期  

 
* 每校最多可推薦5名畢業生，請註明推薦次序。 

 



 
 

 

 

  

 

Highly ranked by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in the 
subject area of Hospitality and Leisure Management 
高居 QS 世界大學排名榜款待及休閒管理學科前列 

1st institution in the world certified  
Most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s certified in the world 
全球首間及全球最多學士學位課程獲“旅遊教育質素認

證”的教育機構 

1st institution in the world to pass the 
International Quality Review (IQR) 
全球首間教育機構通過英國高等教育

質素保證機構的“國際質素評鑑” 

IFT in Hong Kong 
Admission Interview and Programme Briefing Session  

(11/07/2019) 
 

Gradua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wish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for our programmes are welcome to come and admission interview 
will be arranged on spot. Admission status would be notified once all 
necessary documents are submitted. 
 

Date 11 July 2019 (Thu) 

Time Admission interview: 1000 – 1300 
Programme briefing: 1100 – 1200  

Venue ELCHK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52 Waterloo Road, Yau Ma Tei)  

Remark Interview will be arranged after completing the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Bring along DSE result, school 
transcript or ot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documents. 

Enquiry (853) 8598-1414 or admission@ift.edu.mo 
 

 澳門旅遊學院 

香港現場入學面試 及 課程介紹專場 

(11/07/2019) 
 

準高中畢業生如欲把握機會報讀澳門旅遊學院，歡迎親臨現場面試，錄取

結果於提交所需文件後公佈。 

 

日期 2019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四) 

時間 入學面試: 1000 – 1300 

課程介紹: 1100 – 1200  

地點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油麻地窩打老道 52 號) 

備註 完成報名手續後即場進行面試，需帶同文憑試成績單、

校內成績表及其他相關學歷文件。 

查詢 (853) 8598-1414 或 admission@ift.edu.mo 

        
 

http://www.ift.edu.mo/EN/form/Home/Index/1023
http://www.ift.edu.mo/EN/form/Home/Index/1023
mailto:admission@ift.edu.mo
http://www.ift.edu.mo/TW/form/Home/Index/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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