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4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 男女 官立 61 元朗

402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57 元朗

404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

408 元朗商會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

385 趙聿修紀念中學 ** 男女 官立 78 元朗

400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76 元朗

391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76 元朗

390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76 元朗

410 元朗公立中學 ** 男女 官立  78 元朗

397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

40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94 元朗(天水圍)

554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 男女 資助 11 元朗(天水圍)

399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 男女 資助 10 元朗(天水圍)

406 天水圍官立中學 * 男女 官立 63 元朗(天水圍)

405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天水圍)

585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29 元朗

40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天水圍)

534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 男女 資助 71 元朗(天水圍)

387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76 元朗

398 天主教培聖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57 元朗(天水圍)

583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 男女 資助 8 元朗(天水圍)

553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26 元朗(天水圍)

566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94 元朗(天水圍)

386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天水圍)

389 裘錦秋中學(元朗) * 男女 資助 76 元朗(天水圍)

562 元朗天主教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76 元朗

384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76 元朗

561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16 元朗

383 伯特利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76 元朗

403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 男女 資助 76 元朗(天水圍)

531 賽馬會毅智書院 * 男女 資助 94 元朗(天水圍)

388 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 男女 資助 儒釋道 76 元朗

392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佛教 76 元朗(天水圍)

513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佛教 94 元朗(天水圍)

395 伯裘書院 * 男女 直資  48 元朗(天水圍)

555 天水圍香島中學 * 男女 直資 94 元朗(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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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 女 資助 佛教 2 屯門

369 南屯門官立中學 ** 男女 官立 2 屯門

378 屯門官立中學 ** 男女 官立 2 屯門

377 屯門天主教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2 屯門

373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 男女 資助 2 屯門

349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 男女 資助 佛教 2 屯門

380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 男女 資助 2 屯門

367 深培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4 屯門

352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2 屯門

533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2 屯門

379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2 屯門

350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佛教 6 屯門

359 裘錦秋中學（屯門） * 男女 資助 15 屯門

542 青松侯寶垣中學 * 男女 資助 道教 4 屯門

360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2 屯門

363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8 屯門

355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 男女 資助 6 屯門

356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 男女 資助 8 屯門

357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 男女 資助 儒釋道 6 屯門

366 新會商會中學 * 男女 資助 5 屯門

351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 男女 資助 基督教 8 屯門

382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 男女 資助 12 屯門

574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 男女 資助 2 屯門

515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 男女 官立 3 油尖旺(大角咀)

563 明愛馬鞍山中學 * 男女 資助 天主教 2 沙田(馬鞍山)

* 大部份以中文授課 2594

** 全部/大部份以英文授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