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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育學校／院舍 

 
男校 

 
（一）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香港學生輔助會石壁宿舍 
校 址： 新界屯門旺賢街 12 號 
電 話： 2980 2383 （學校）、2980 2241（宿舍） 
傳 真： 2980 3241 （學校）、2980 2622 （宿舍） 
電 郵： office@twmlsws.edu.hk （學校） info-ih@hksas.org.hk （宿舍） 
網 址： http://www.tws.edu.hk （學校） http://www.hksas.org.hk （宿舍） 
開辦級別： 小二至中五  

 
 
（二）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 
校 址： 九龍深水埗歌和老街 47 號 
電 話： 2778 3981（校務處）、2776 7206 （中學部）、2778 5178 （小學部）  
 2779 6449 （中心） 
傳 真： 2776 1587 （學校）、2784 1005 （中心） 
電 郵： cycs@cycs.edu.hk （學校） info@sbccyc.org.hk （中心） 
網 址： http://www.cycs.edu.hk （學校） http://www.sbccyc.org.hk （中心） 
開辦級別： 小三至中六 

 
 
（三）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校 址： 九龍長沙灣東沙島街 150 號 
電 話： 2778 8061 
傳 真： 2778 1354 
電 郵： info@sbchcsms.edu.hk 
網 址： http://www.sbchcsms.edu.hk 
開辦級別： 小五至中六 

 
 
（四） 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學校／香港扶幼會盛德中心 
校 址： 九龍觀塘利安里 2  號 A 
電 話： 2711 4800 （學校）、2711 0750 （中心） 
傳 真： 2712 3085 （學校）、2712 2665 （中心） 
電 郵： info@shingtak.edu.hk （學校） info@sbcstc.org.hk （中心） 
網 址： http://www.shingtak.edu.hk （學校） http://www.sbcstc.org.hk （中心） 
開辦級別： 小五至中六 

文件會按時更新， 

內容以網上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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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南昌紀念學校／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校 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 38  號 
電 話： 2518 0751 （學校）、2518 0166 （宿舍） 
傳 真： 2554 6195 （學校）、2554 2117 （宿舍） 
電 郵： cncms@hkjcc.edu.hk （學校） hkjcc@hkjcc.org.hk （宿舍） 
網 址： http://www.hkjcc.edu.hk （學校） http://www.hkjcc.org.hk （宿舍） 
開辦級別： 中一至中六 

 
 
女校 

 

（一）  明愛培立學校／明愛培立中心 
校 址： 九龍清水灣道 6010 地段（彩雲邨豐澤樓對面） 
電 話： 2320 3884 
傳 真： 2320 1454 （學校）、2328 9975 （中心） 
電 郵： cps.admin@pelletier.edu.hk （學校） ph@caritassws.org.hk （中心） 
網 址： http://www.pelletier.edu.hk （學校） https://ycs.caritas.org.hk/res （中心） 
開辦級別： 小四至中三 

 
 
（二）  瑪利灣學校／瑪利灣中心 
校 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 32  號 
電 話： 2554 0168 （學校）、2554 0167 （中心） 
傳 真： 2552 1403 （學校）、2553 7275 （中心） 
電 郵： school@marycove.edu.hk （學校） info@goodshepherd.org.hk （中心） 
網 址： http://www.marycove.edu.hk （學校）  
 http://www.goodshepherd.org.hk （中心） 
開辦級別： 小五至中六 

 
 
（三） 明愛樂恩學校／明愛樂恩中心 
校 址： 九龍觀塘彩興路 20 號 
電 話： 2310 0440 （學校）、2818 8802 （中心） 
傳 真： 2310 8478 （學校）、2816 5665 （中心） 
電 郵：  info@cmts.edu.hk （學校） osmth@caritassws.org.hk （中心） 
網 址： http://www.cmts.edu.hk （學校） https://ycs.caritas.org.hk/res （中心） 
開辦級別： 中一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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