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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長信
各位家長：
本校秉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辦學宗旨，在教育學生的
事工上一直努力不懈。全體仝寅深深體會到學生的學習成效，
除了師長的影響外，家長的鼓勵和協助也是非常重要的。
為加強家長對學校與教師工作的認識，本校特編印這份
《家長手冊》
，希望家長更了解學校的運作，透過緊密的聯繫，
一起培育學生成長。
就學校各項管理措施，歡迎家長隨時與校方溝通，使本校
不斷完善，至深祈盼。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校長

鄭家寶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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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辦學信念及使命
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携手見證基督大愛
使命宣言
我們願以基督愛心為動力，以人為本的信念，積極進取的態度；
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
培育學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
核心價值
傳道服務、愛心關懷
有教無類、全人教育
積極進取、勇於承擔
辦學精神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給我們的使命，也是回
應社會的實際需要。本會的辦學目的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
，以結合事奉上
帝、見證主道、服侍人群、造福社會、貢獻國家的信念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任務。
又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使
不同學習程度的青少年都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本會奉行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
，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生命的造就
及人格的建立。除培養青少年有優良品德、高雅情操與豐富學識外，亦致力啟
發他們不同的潛能及興趣，更期望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
及強烈的社會意識；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著豐盛的生命。
本會同意教育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願意各屬校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盡
力自我提升，追求卓越，尋求革新，致力民主、開放，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
擔、樂於服務、甘於委身的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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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目標及校本特色
1. 本校教育目標
 引領學生認識基督，學習真理。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
 重視學生多元的學習經歷，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增加服務社群的機會。
 讓學生認識自己的長處，發揮潛能。
2. 校本教育特色
 配合 CCC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發展學生創意、批判性思考、溝通及協作能力，並發展
本校學與教特色。
 配合 CCCKFPS（Consideration, Courage, Courtesy, Knowledge, Faith,
Persistent hope, Self-actualization）
，仁義禮智信望愛，發展本校德育及靈
育特色。
 設計多元的學習經歷，提高學習的興趣，讓學生發展潛能，服務人群。
 與教會、幼稚園、中學及社區共同發展聯繫教育事工。

三、學校三年發展計劃（2020– 2023）
1. 配合校訓，優化校本正向教育，啟動校本生命教育。
2. 提升學與教效能，培育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
3. 推動資優教育普及化，深化高階思維學習，讓學生展現潛能。

四、校訓： 仁、義、禮、智、信、望、愛
五、基法小學 2020-2023 學校發展口號﹕

正向心靈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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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展潛能

六、學校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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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般事務

(A) 校務﹕
1. 學生不應早於上午七時三十分回校，放學後應立即回家。各家長接送子弟
時，敬請依時到校。
2. 學生上午八時後到校作遲到論。如早上需上輔導課或提升班學生，上午七時
四十五分後到校作遲到論。
3. 為確保學生安全及學習環境寧靜，任何人士包括家長避免擅自進入校園，遇
有要事到校，請先到校務處登記，由校務處職員通傳老師接見。
4. 本年度校曆表、上課時間表及家課代號表隨學生手冊一同派發，請將表格貼
於內頁，以供閱覽，並請用原子筆填妥手冊內頁資料。
5. 學生如需請事假，必須預先以書面向校方申請。如病假則必須於當天早上致
電校務處，並於復課後把已填好的請假理由(填寫手冊第 72 頁之請假表)交班
主任簽署。如非必要，請勿請假，以免影響學業。
-

學生不得無故曠課，如連續七天不上課，校方即需通知教育局。

-

學生因病或事早退，須由家長到校填寫早退表登記，然後接走子弟，以策安全。

6. 遇颱風襲港或天氣惡劣時，家長及學生均應密切留意教育局透過電台或電視
台之廣播。在校上課時，若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學校將按教育局
指引立即停課，並讓學生照家長填報之意願作出放學安排，校車將在半小時
內開出(但需配合當時實際情況)。在校上課時，若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訊號，學校將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請家長經常留意電視台及電台
發出的廣播，並留意天文台發出之天氣資訊。
7. 學生資料(如住址、電話等)若有變動，請即時通知班主任，並更正手冊第 3
頁之學籍表。
8. 校方派發一切紙本及電子通知，請家長細讀存妥，並親自簽覆回條。
9. 校方每月派發學生注意事項通告，預告學校事務，敬請特別留意，並親自簽
覆回條，保存通訊。
10. 有關校務事宜可聯絡梁炎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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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與教
1.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以生為本，透過多元化活動，達致自主學習能力、高階
思維能力及共通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良好學習基礎。
2. 本校課程依據教育局課程指引編訂，配合校本課題設計，每學年安排同學至
少一次全方位戶外學習。
3. 家課安排及指引參閱學生手冊第 81 頁的 “家課簡稱表”。
4. 小一及小二設網上家課查閱，家長可瀏覽 http://www.kfp.edu.hk/。
5. 本校銳意提升閱讀文化，除指定閱讀時間外，還推行英文科在家閱讀計劃
(Home Reading Programme)及其他網上閱讀計劃。請家長為子女預備益智刊
物，進行家中閱讀活動。
6. 本校全力推行兩文三語：中文科一至三年級設普教中班。英文科透過多元化
活動及全方位學習活動日，提升學生聽說讀寫能力。
7. 本學年開始，推行兩測兩考制度(一年級上學期除外)，即上、下學期各有一
次測驗及一次考試。部份考卷如說話、音樂、體育、普通話等均提前一周或
於考試日進行。
8.
科目

中文

各科考核內容﹕
範疇

測驗

考試/呈分試

內容

聆聽

/

10%

默書

/

10%

說話

/

10%

P1-6 聆聽
除 P5 及 P6 呈分試默書外，其餘考試以默書平時分代替
(詳見本節第 11 項)
P1-3 講故事、小組交談
P4-6 講故事 / 短講、小組討論

閱讀及語
文知識

100%

40%

寫作

/

30%

Listening

/

10%

Dictation

/

10%

Speaking

/

10%

Reading &
Writing

100%

70%

P1-6

閱讀 / 理解文章 + 語文知識

P1-2 造句 / 續句 / 看圖造句
P3-6 短文 / 實用文 / 命題作文
P1-6 2-3 parts
P1-2 phonics
除 P5 及 P6 呈分試默書外，其餘考試以默書平時分代替
(詳見本節第 11 項)
P5、P6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P1-3 Spontaneous Language, Reading Aloud,
Picture Description, Personal Experience
P4-6 Reading Aloud, Teacher-Pupil Interaction,
Presentation
P1-6 Reading Comprehension, G.E., Grammar
Extended/Free Writing/Picture Writing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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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測驗

數學

100%

常識

100%

考試/呈分試
(內容)
P1-2：課堂表現及
聖經科活動冊
P3-6：課堂表現

科目
聖經
視覺藝術

創作
歌唱
樂器演奏*
聆聽及樂理

音樂

體能與技巧
體育

內容

考試/呈分試

態度

P1 數、度量、圖形空間
P2-4 數、度量、圖形空間、數據處理
P5-6 數、度量、圖形空間、代數、數據處理
P1-6 測考卷 (測考包括 10%生活技能平時分，測考卷分
額為 90%，詳見本節第 12 項)

佔分比重/等第
P1-P6 以等第 A、B、C 顯示
P1-4 日常習作平均分，以 A 至 E 等第顯示
P5-6 呈分試呈一份考試作品，另參考平日習作表現
P1-2 (50%) P3-4 (50%) P5-6 (40%)
P1-2 (50%) P3-4 (50%) P5-6 (30%)
P5-6 (30%)
P1-P4
P5-P6 (70%)
(90%)
P1-P4
P5-P6 (10%)
(10%)
P5-P6 (20%)紙筆評估

運動知識
課堂表現
電腦
P1-6 以等第 A、B、C 等顯示
指定習作
P1-3 (55%)
P4-6 (55%)
說話及朗讀
P1-3 (5%)
P4-6 (10%)
普通話
語音知識
P1-3 (40%)
P4-6 (35%)
聆聽
*「樂器演奏」：小三考試及小五小六呈分試為「木笛」(因應疫情發展有所調節)，小四及小
五「可自選樂器」進行；小一及小二以敲擊樂奏出老師指定的節奏。

9. 測考日為半天課，不設第二輪校車。
10. 測考安排：

 小一上學期取消「測驗」及「考試」，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以「進展性/總結性評估」取代


常識科只作生活技能評估，生活技能評估將按教學進度隨單元進行，並不限於
進展性評估或總結性評估時段內進行

 小一至小六促進學習的評估安排


每學期兩次，不作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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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文及英文默書安排
 小一上學期
 默書由第 11 周開始，中英各默三次，隔周進行
 默書分量/時間開始時為平時的 50%，然後逐步遞增至最後一次為正常分量/時間



小一下學期、小二至小五全學年
上學期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P2-5 測/P6 呈分

P2-5 考 /P6 測

/

5取4

呈分試默書




/

下學期
P1-5 測/ P6 呈分
P1-4 考/ P5 呈分/P6 測
5取4

/

呈分試默書
/

呈分試默書



取 4 次最高分數，再平均，以四捨五入計算
小五下學期、小六上及下學期因呈分試，故不設默書平時分
備註：若為小五、小六呈分試，默書將於考試日進行。



小一上學期取消默書平時分安排

12. 常識科生活技能平時分安排
T1A1
小一

T1A2

T2A2

常識科只作生活技能評估，生活技能評估將按
教學進度隨單元進行，並不限於進展性評估或
總結性評估時段內進行

小二

測驗100%

小三
測驗 100%
小四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生活技能評估10%
期考9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小五
小六

T2A1

呈分試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呈分試100%

呈分試100%
生活技能評估10%
測驗90%

13. 測考期間倘若因風雨停課，測考期及考核科目將順延進行。
14. 測考卷處理方法﹕
 除呈分試外，上、下學期測驗及期考試卷，老師批改完畢後，發還學生
改正，並於試後兩週內發予家長簽署，請家長翌日交回校方備存。



五、六年級呈分試，校方只派發予學生覆核。家長可申請查閱的試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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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文(語文基礎知識及閱讀)、英文(Reading and Writing)、數學及常
識。家長可於指定日期或之前具函向校方申請，於校方安排的特定時
間內到校查閱，期間不得拍攝及拍照。
15. 測、考補時及補考機制(遲到及缺席)

 統一測考開始時間：


測考開始時間為 8:55，即首科測考時間為 8:55-9:40，需抽離及加時之學生的測
考時間為 8:55-9:50(加時 10 分鐘)。

 測考遲到安排：
 學生應準時回校參與測考。若學生於測考開始後，遲於測考時間一半(即上午
9:20)才到校，當缺課處理，該科不獲補測或補考，該次考試將不獲排名(小五、
小六呈分試者除外)。

 若學生遲到，但早於上午 9:20 到校，仍可參與已開始測考之科目，但將不獲補
時。

 學生若於當天第一科測考完卷後才抵達課室，則只准參與第二科測考，而不會
補考第一科，該次測考將不獲排名(小五、小六呈分試者除外)。

 若是次考試為呈分試，學生於當天第一科考試完卷後才抵達課室，則先應考第
二科考試，然後安排即日留校補考缺考科目。

 測驗或考試缺席安排：





如學生因病請假，缺席測驗或考試，必須呈交醫生證明，有關科任將安排學生
於四個上課天內回校補測或補考。如無故缺席者，不設補測或補考，該次測考
將不獲排名(小五、小六呈分試者除外)。



學生在測考期間因特別事故(如白事)缺席，請最少於請假前一個上課天通知班
主任，並須在學生手冊內「學生請假紀錄表」上填報缺課理由、日期及共缺課
日數，有關科任將安排學生於四個上課天內回校補測或補考。



凡有缺測或缺考之學生，其成績將不排名次，但按往日表現給予適當的編班。

特殊原因：


如學生因特殊原因(如交通意外或惡劣天氣等)遲到或缺席測考，學校會酌情處
理。

16. 成績表派發：
 考試後舉行家長日，派發成績表，請家長出席與校方溝通。
 校方每學年共派發兩次成績表，請家長簽閱後交回班主任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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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妥善保存學生的成績表，如有遺失，請通知校方；惟校方只會列
印成績表副本乙份，費用為港幣 20 元正。
17. 有關學與教事宜可聯絡羅詩敏主任；有關測考事宜可聯絡余澤濤主任；有關
成績表及補考事宜可聯絡梁炎昌主任。

(C) 德訓輔：
1. 本校校服要求
 學生須依手冊第 12 頁校服儀容指引，穿著整齊校服上學，同時務須稱身。
 有關校服事宜可聯絡王曉老師。
2. 個人物品
 以實用儉樸輕巧為主。
 筆盒內應有已刨好的 HB 鉛筆數枝(不宜使用鉛芯筆)、直尺(約 20 厘米)，
膠擦、藍色原子筆。
 校褸、外套、書簿、文具、水壼、食物盒、雨具等應清楚寫上姓名。
 保持書本或簿冊整潔，可用膠套包妥。
 書包
-

輕巧、背囊式書包為合，不加裝飾、匙扣、貼紙等。

-

依時間表執拾課本，以免書包過重。

-

經常保持書包清潔，各類通告資料等簽閱後用文件夾盛載，放在家中。

 除特別情況需要外，學生不宜帶零用錢回校。
 由於學校沿途一帶並無避雨地方，為免學生於往返學校途中遇雨濕身致
病，請家長購備輕便雨衣一件，放在書包備用。學生如用雨傘，請自備膠
袋放雨傘，以免弄濕書包。
 為安全起見，學生所攜帶之食物及飲料，應用塑膠器皿盛載，不可使用玻
璃瓶。
 學生如有遺失個人物品，請到校務處認領。失物於每學期清理一次，若過
時無人認領，失物將交由校方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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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學生需要攜帶特別飾物、手提電話或有通話功能的手錶，須有合理原
因，經家長書面向校方申請，經批准後才能攜帶。
3. 個人清潔習慣


學生應養成清潔習慣，常剪指甲，頭髮及校服經常清洗。每日須攜帶手
帕或紙巾備用。請提醒子弟如厠後洗手，並用手帕抹乾。校服及鞋襪均
需保持清潔。

4. 學生除因病外，不宜隨便缺課。若學生請事假之理由不充分，校方有權因影
響同學日後的學習態度，而不接受申請。學生不得於長假期前後因外遊而隨
意提前請假或延後復課。
5. 家長可參閱學生手冊第 8 頁及家長手冊附件一有關學校獎懲原則的資料。
6. 操行評分制度


每個學期期考後，班主任、中、英、數老師根據學生在「勤學」
、
「守規」、
「盡責」
、
「待人接物」
、
「公德」
、
「誠信」及「儀容」七方面表現，評定
學生操行，並由班主任作總評。



操行成績以等第來分級，依次為「A+」
、
「A」
、
「A-」
、
「B+」
、
「B」
、
「B-」、
「C+」、「C」
、「C-」、「D」十類。



評核準則作參考，班主任因應個別學生表現，與中、英、數老師商議，
再經副校長檢視後作最後調整。

7. 請家長多與孩子溝通，多聆聽孩子的感受，並給予支持及安慰。
8. 請家長與校方保持聯絡，了解孩子在校表現。
9. 有關訓育事宜可聯絡楊依雯副校長。而有關輔導事宜可聯絡學校社工白曉儀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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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教務﹕
1. 家長應每天查閱學生手冊。督導子弟溫習及完成當日功課，並每日簽署。
2. 家長可利用手冊內之家校通訊欄或直接致電與本校老師聯絡。如老師因上課
未能即時回應，請留下姓名及電話號碼以便聯絡。
3. 學生的評估課業 (例如試卷、默書、小測及進展性評估等)，經老師批改後交
家長查閱及簽署，請督導子弟完成改正。
4. 家長應與校方建立緊密的連繫，配合孩子的學習需要，培養孩子有良好的責
任感，定時做功課、溫習及依上課時間表執拾書包的習慣；妥善安排孩子作
息時間。
5. 請家長準時簽交回條，繳交費用(如付現金，需用信封袋好，避免找贖)，並
留意各事項的日期。
6. (全日制適用)逢星期一至四第九節為導修課，由本校老師於課室內督導學生
完成功課。
7. 家長若有查詢，可與楊依雯副校長聯絡。

(E) 學生事務﹕
1. 校車
 如因遷居轉線，請與校車公司洽商並寫手冊通知班主任。
 請於指定時間及地點上落校車，如有更改，必須通知隨車保姆。
 車費直接交付校車公司，校方絶不代收。
 (全日制適用)第二輪校車接送服務時間為下午 4:30。
 有關乘搭校車服務可直接聯絡「俊和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
2683 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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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午膳 (全日制適用)
 本校積極推行健康飲食文化：
- 學生宜於上課前進食營養豐富的早餐。
- 學校不設小食部，如有需要可攜帶健康、飽肚的小點回校享用。
- 切勿攜帶罐裝或玻璃樽裝飲品回校。
- 學生應珍惜食物，避免浪費，尤其是午膳的飯菜。
 全校學生必需留校於課室內午膳。
 午膳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十五分
 小一至小六由班主任於午膳時照顧學生外，午膳供應商亦安排小一每班
一位午飯保姆協助年幼學生用膳。
 用膳前老師會提點同學用膳禮儀，請家長在家多加教導有關禮儀。
 家長可自行決定以下提供午膳的方法：
a. 訂購供應商之飯盒(請整月份訂購，避免散餐形式購買，影響供應數
量)；
b. 學生自行於早上自備保暖飯盒回校；
c. 家長送飯到基法小學。家長可在中午 12 時至 12 時 30 分把自備保暖
飯盒帶回學校(請清楚註明學生姓名、班別)，放置於學校地下校務處
前各班級之餐車內，由本校工友送往各室。
 訂購飯盒的學生，餐具及餐盤隨飯盒送上，家長亦可替子弟自備餐具。
 家長必須繳清每月訂飯款項，如有任何問題，請盡快聯絡午膳供應商 帆
船美膳制作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2470 9015）
 若學生請假缺席，家長必須自行於上午 10:00 前致電 帆船美膳制作有限
公司（熱線電話： 2470 9015）取消訂飯，該款項將於往後第二個月訂
飯費用中扣回，校方不會代為負責一切取消午膳工作。
 如同學或家長忘記帶飯，老師會先讓他到校務處致電回家諮詢家長，才
獲准向供應商購買後備飯。
 有關午膳事宜可聯絡本校校務處或許文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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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外活動/課餘興趣班
 校方會先進行課餘興趣班調查，因應學生的喜好及家長的選擇安排各類
活動。
 收費課餘興趣班及校隊訓練，由經驗導師帶領及指導，自由參與。
 凡參與校外比賽獲獎者，老師將著學生把獎狀及/或獎盃帶回校，以安排
在校內頒獎，以茲鼓勵。
 有關課後、興趣班活動事宜可聯絡本校該班負責老師或活動組召集人陳
君駿老師。

4. 防疫注射及保健
 防疫注射
- 家長須在注射前按指示把注射紀錄卡交給校方，若當天學生不適，須
通知校方。
 學生健康服務
- 參加「學生健康服務」的學生由健康服務中心安排到學校所屬區域
的服務中心接受健康普查，費用全免。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 「學童牙科保健計劃」提供一般性之牙科服務，包括全面檢驗牙
齒、補牙、清潔牙齒及脫牙等。一至二年級參加者，可獲得集體接
送檢查服務，三至六年級學生則依照編排時間自行到診。費用為港
幣 30 元。
 有關學童保健事宜可聯絡本校吳鎧欣老師。
5. 家長授權校方替其子女服用藥物流程
 學生如要在上課期間服用藥物，家長應先透過學生手冊「家校通訊欄」
通知校方，家長亦可透過書面申請，在指定時間內到校協助子女服藥。
 在特別情況，如家長未能抽空到校，家長須填妥「家長授權書」，授權
校方指示學生按時服藥。索取「家長授權書」表格方法如下﹕
1. 親臨本校校務處索取
2. 從本校網頁(www.kfp.edu.hk)下載
3. 與班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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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藥物能正確使用，家長除遞交表格外，亦應致電或親臨本校與班主
任聯絡。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校吳鎧欣老師。

(F) 學生支援：
1. 本校有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為學生提供服務。學生支援組會安排
相關評估服務，支援學生學習。
2. 學校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或測考調適，讓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
3. 個別小一學生會被安排填寫學習情況量表，及早識別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需要時由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
4. 「愛心小老師」計劃：由高年級學生協助部份小一新生適應及投入學校生活。
5. 拔尖課程：發掘及提升學生的多元智能，本校有關資優培育事宜，由羅詩敏
主任統籌。
6. 區本課後功課輔導計劃：為需援助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體藝活動，由
梁嘉升老師統籌。
7. 家長支援服務：小一至小三設家長英語班，有關事宜可聯絡許文俊老師。
8. 有關學生支援事宜可聯絡周翠茵主任。
9. 本校駐校社工為白曉儀姑娘專責學生輔導、個案跟進及家庭教育等服務。
10. 本校學生輔導服務：歡迎各位家長就子女的個人成長、情緒、行為、學業、
管教技巧等不同需要向本校學校社工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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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督教教育/堂校合作

 每周設一節聖經課，各年級配合「為主閃耀」增潤課，進行生命教育。
 (全日制適用)小三、小四設周五彩虹(多元智能課)。
 (全日制適用)小五、小六設學生團契(星期二放學後)。
 每周午會/宗教周/節期崇拜培育學生德育及靈命成長，建立正面積極人
生觀，活出豐盛生命。

 堂校合作： 讚美操、家長學堂、學生團契、教師團契、家長團契
 有關宗教事宜可聯絡周翠茵主任。
九、基法小學校友會

 本校已成立校友會，舉辦聯誼活動增進校友與母校之感情，加強協助校
友與母校溝通，發展校務。凡本校之畢業或肄業生均可申請入會，費用
全免。

 有關校友會事宜可聯絡譚愛慈老師。
十、家長教師會
本校於 1999 年成立家長教師會。本校家長均自動成為會員，毋須付
會費。每兩年透過會員大會推選常務委員處理會務工作。家教會成立的
目的：
1.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為家長提供正式的途徑和場所
參與學校活動；及
2. 共同討論及協力改善本校學生之教育事宜，促進教育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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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獎懲規則

獎

勵

(一)

原則：
學生若品行、學業有良好表現，熱心服務，為校增光而獲老師推薦，本
校將予以表揚，辦法包括記優點、小功、大功等。獲獎資料將被紀錄在
成績表或學籍檔案內。

(二)
1.
2.

獎勵事項：
大功：在校內或校外上有特別貢獻者
小功： a.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獲得榮譽獎者
b. 在行為或服務上有優秀表現者
優點： a. 擔任班長、風紀、圖書館理員或其他服務工作而盡責者。
b.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有良好表現者
c. 在行為上有良好表現，例如樂於助人、拾遺不昧

3.

 2021-2022 獎勵項目
獎項名稱
學業獎
學科獎

積極表現獎
全校最佳運動員獎座(校友會)
才藝獎(校友會)

對象
P.1-P.6
P.1-P.6
P.1-P.6 及加輔班
(每班一名)
P.1-P.6 (每班三名)
P.5 / P.6 男女各一名
P.2-P.6 每班一名

傑出學生獎(校友會)

P.6 每班一名

區會模範生

P.6 每班一名

汪彼得牧師紀念獎學金(區會)

P.6 每班一名

梁發堂執事獎學金

P.6 每班一名

學業進步獎(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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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班中考獲前三名
各班中、英、數三科中考獲最高成績
下學期平均分較上學期明顯有進步，
並由班主任推薦
操行及學業表現有積極的改善
全學年的體藝方面有傑出表現
才藝方面有傑出表現
六年級學生的操行良好，學業表現優
異，熱心服務並積極參加課外活動
六年級學生的操行良好，學業表現優
異，熱心服務並積極參加課外活動
六年級學生，熱心服務並積極參加課
外活動
六年級學生的操行良好(A)，學業表現
優異(班內 1-3 名)，熱心服務並積極參
加課外活動

懲
(一)

處

原則：
學生若有過失，本校將按照事情輕重作出合理懲罰，辦法包括記缺點、
小過、大過或停學，事後亦將給予輔導。上述懲罰資料將被記錄在成績
表和學籍檔案內。

( 二 ) 懲罰事項：
1. 停學： a. 嚴重違反校規，屢勸不改，積三個大過者
b. 在校內或校外有極惡劣之行為，例如干犯刑事案者
2. 大過： 在行為上有嚴重過失者，例如動武毆打他人，令對方受傷、盜竊等
3. 小過： a. 在行為上有嚴重過失者，例如在言語或行為上對師長無禮，欺侮
同學，行為不檢等
b. 考試作弊者
c. 假冒老師、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者
d. 塗改默書、試卷分數或成績表者
e. 未得學校批准而向全級或全校同學發放電郵者
f. 塗改老師書寫在手冊的內容者
4. 缺點： a. 遲到嚴重者
b. 欠交功課嚴重者 (連續兩個月，每個月超過五次)
c. 無故缺課者
d. 在行為上有較差之表現，例如不守校規，損壞同學物品，不尊
敬師長，粗言穢語，向同學發出內容不雅或引起不安的電郵，
破壞公物者
5. 其他： 除以上各項外，學校可按實情由之輕重而酌量對學生給予警告、留
堂等懲罰

獎懲法則
1. 記獎懲，校方均會將事由通知家長
2. 以上所訂之各項獎懲辦法，學校保留有審議及修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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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家長參考資料
《升學了》親子伴讀故事

《我家孩子上小學》家長錦囊

《幼小銜接多面睇》小冊子

如何協助子女減輕書包重量

《家長小錦囊：默書新路向》

《親子閱讀樂趣多──給 0-9 歲孩子的
家長》單張及小冊子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 開心家庭
網絡「新手父母家庭篇」

「家長童學」(教養及成長、子女學習
支援等主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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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子女基本法》小冊子

《如何讓孩子學好英文──家長導航》

《做個智 Net 家長》

《共融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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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社區資源及支援
1)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有關家庭的輔導服務，家長可按地區劃分到就

近的中心求助。
中心名稱
社署牛頭角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社署啟坪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
社署秀寶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
社署藍田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順利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油塘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活力家庭坊

聯絡電話
2775 7034

地址
觀塘牛頭角上邨常悅樓 3 樓平台

2340 8471

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地下 22-41 號

2775 0245 觀塘秀茂坪邨秀明樓地下 121-126 號
2717 9247 藍田廣田邨廣田商場 2 樓 211B 及 213
室
2342 2291 觀塘順利邨順緻街 2 號順利社區中心
4樓
2775 2332 九龍油塘油麗邨信麗樓 1 樓
2318 0028

觀塘翠屏道 3 號 9 樓

2)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功課輔導、託管、自修室服務等，亦舉辦不

同類型的小組和戶外活動，發展孩子的才能。
中心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
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 2348 0636 觀塘秀茂坪邨第三期秀樂樓地下
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
會油塘青少年綜合服 2343 3554 油塘高翔苑停車場大樓三樓一號
務中心
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
2772 3198 藍田德田邨德敬樓一樓
年綜合服務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2727 5445 觀塘翠屏北邨翠桃樓平台 1-20 號
會觀塘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2775 6033 藍田平田邨平信樓地下
會藍田會所
2558 8424 藍田廣田邨廣靖樓地下(分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
觀塘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2342 6156
塘樂 Teen 會
觀塘順利社區中心 107 室 (分處)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2952 2116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柱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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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順天跳躍青年
坊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坪石青年空間
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
務處牛頭角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
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賽馬會樂華綜合社會
服務處
錫安社會服務處錫安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2750 5582 觀塘翠屏道 3 號 8 樓 (分處)
2325 2383 觀塘坪石邨坪石酒樓地庫
2759 9821 牛頭角彩德邨彩仁樓地下
2342 2245 牛頭角道 189 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2754 9561 九龍灣啟業邨啟祥樓地下 14-27 室
2750 2521

牛頭角樂華邨樂華社區中心地下及
三至五樓

2344 8989 觀塘馬蹄徑 1 號寶恩大廈一至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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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平台登入方法

IOS 安裝方法

IOS 登入方法

Parent App
ANDROID 安裝方法

ANDROID 登入方法

登入方法

Google
Classroom

安裝方法

HKTE 繳費系統連繫至
AlipayHK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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