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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巡禮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2

辦學團體辦學認真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管理的著名中學有英華書院、英華女校、

銘基書院、銘賢書院、協和書院、蒙民偉

書院、真光女書院、沙田培英中學等。

著名小學有協和小學、協和小學(長沙灣)、

基灣小學、基灣小學(愛蝶灣)、

基慧小學(馬灣)及基華小學(九龍塘)等。

(區會中小學聯繫及收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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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

創立於1965年，聲譽超著，培養不少人才，校友成就卓越，畢業生常
得著名中學讚賞。例子﹕

李子健教授(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學術)及課程與發展講座教授及院校協
作與學校體驗事務處總監) 

陳承緯館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
郭寶賢醫生(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陳愛堅女士(香港著名女高音家、曾任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校長、)
鄧忠華先生(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諮詢專項服務主管合

夥人)
高一村博士(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系副教授)
莊立村醫生(將軍澳醫院外科部顧問醫生及部門主管、九龍東醫院聯網臨床

服務統籌外科)
李劍雄醫生(威爾斯親王醫院小兒外科專科醫生、中大名譽臨床副教授)
黃修平導演(香港電影導演)
王建明先生(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項目發展總監，創辦IDEA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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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學生成績與品德教育

除歷屆升中成績優異外(最後三年學能測驗組

別百分比為54%)，本校堅持全人教育及基督化

教育路向，教師關愛每一位學生，透過品德教

育及宗教教育與堂會支援，對學童提供優良學

習環境，發揮每個人之潛能，使每人被培育成

為有為的青少年。

(本校連續十五年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香港
輔導教師協會合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的「關愛
校園」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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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升中派位組別成績

第二組

32%

第三組

13% 第一組

54%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學生獲派頭三志願比例

20%

40%

60%

80%

100%

一至三志願 97% 



獲派中學

•英華書院、英華女學校、華仁書院(九龍)、
喇沙書院、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張祝珊英文
中學、伊利沙伯中學、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聖言中學、觀塘瑪利諾書院、藍田聖保祿
中學、聖傑靈女子中學、蒙民偉書院、觀塘
官立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嘉諾撒書院、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賽馬會體藝中學等著名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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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師資優良

教師學識豐富、凝聚力強、並重視專業進

修，已獲碩士及正就讀碩士學位者日眾，

英文及普通話教師全部達語文基準。歷年

度校方亦安排了香港教育大學、大專院校，

教育局對本校教師作出專業發展的支援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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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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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校舍設備完善
本校為千禧36課室最新型校舍，設備完善，

已舖設光纖網路，每個課室均裝有電腦、

實物投影機，電子白板，採用最新式的資

訊科技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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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學生活動中心 自然科學室

大禮堂電腦室音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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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室

視藝室

學校設施

中央圖書館

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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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外籍英語教室

溫室

教會

校園電視台



LG層
百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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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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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電學社」太陽能支援計劃
(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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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電學社」太陽能支援計劃
(小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教學展示屏)



17

美藝徑方舟校園 愛與讚美@學校﹕
海洋之讚歌(柱畫)

蝶的隱喻
掌握、握掌:藝術裝置

天際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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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藝徑 Toyism壁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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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學習生活

每周上課﹕5天

每日上課﹕9節(每節35分鐘)

上課時間﹕ 星期一、二、四、五 上午8:10至下午3:00

星期三 上午8:10至下午2:30

午膳時間﹕下午12:35至1:25(學生帶備午膳、供應商提供午膳、

家長送午膳到校。)

設有午間聯課活動，下午2:35至3:00導修課

輔導教學及拔尖保底課程在下午3:05至3:40及星期六舉行

(校車安排第二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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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三年級活動教學班

–以學生為中心教學

–學生從活動中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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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班數/全校班數

小一 6班

小二 6班

小三 6班 合共36班

小四 6班

小五 6班

小六 6班

(25人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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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

 本校開辦不同科目，供學生學習。

中國語文(一至三年級全級以普通話教授) 

英國語文、

數學、常識、

普通話、資訊科技、

視藝、音樂、體育、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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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校本課程

課本

一至三年級 每周4節 PLPR/W

外籍老師、本校老師、 英文科教學助理

四至六年級 隔周2節 READING PROGRAMME

外籍老師、本校老師

共有三位外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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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科校本課程

一年級 不插電的編碼

二年級 Scratch Junior

三年級 Scratch Junior 故事創作

四年級 Scratch 2.0

五年級 mBot機械人編程

六年級 mBot機械人編程及Mic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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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推行電子教學

˙小班教學/自學

˙中文﹕優化中文分層教學、強調讀寫結合、普教中

˙英文﹕PLP-R/W、校本閱讀計劃、英語拼音課程、

˙數學﹕解難、高思維，運用實作評量活動

「高動機、高參與、高效能」的數學課堂

˙常識﹕專題研習及公民教育、STEM課程、

˙視藝﹕運用「藝術家協作模式」發展校本視藝課程、

混合媒介創作課程

˙音樂﹕校本原創詩歌教學

˙體育﹕體適能課程

(詳情見學校簡介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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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時間：放學後及周六上午及下午舉行
學術類： 劍橋英語班、奧數班、珠心算班、拼音及詞彙班 、

英文文法班、普通話才藝班等；
音樂類： 歌詠、敲擊樂、樂器班、樂團等；
體育類： 少棒及壘球隊、游泳、籃球、跆拳道、小型網球、

羽毛球、乒乓球等；
舞蹈班： 中國舞；西方舞
團隊： 幼童軍、基督女少年軍、基督少年軍、

紅十字會少年團、公益少年團、升旗隊、校園大使。
其他﹕ 書法班、話劇班、校園電視台、廣播劇場等

連續獲得「香港學校戲劇節」整體演出獎項
(評判推介演出獎四次，傑出整體演出獎三次。)

(女子壘球隊代表香港往印尼耶加達參加「亞太盃」比賽獲得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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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相片

劍橋英語班 珠心算班 奧數班

學術類

音樂類

敲擊樂班 歌詠 樂團



28

課外活動相片

跆拳道 羽毛球班 小型網球班

體育類

足球班 排球校隊女子壘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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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相片

中國舞班

其他活動

校園電視台

基法話劇團

書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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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相片
團隊

升旗隊 基督女少年軍

幼童軍 紅十字會少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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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活動相片

綠色小天使 英語大使

智能機械車 電腦畫圖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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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補底班

–課後加油站
–中文科 –中文鞏固班(㇐至二年級)
–英文科 – Cambridge YLE Movers      

Preparation  Course
–數學科 –繽紛數之樂(二、五年級)、奧數精英班

(二至六年級)、數學樂班(五及六年級)
–中、英、數精進班及鞏固班(三至六年級)

(課後或星期六進行)



校本資優培育

1. 全班式教學

(中文科、常識科高階思維培育)

2. 抽離式增潤課程

創意思考，趣味科學，數學創意思維,

智能機械車, 英語布偶劇, 科學幻想畫

3. 校際比賽

4. 校外支援(教育局資優網絡，資優學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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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加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舉辦
2021無人機挑戰賽(編程障礙賽)

獲得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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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參加香港紅十字會
七項紅人競技日最佳表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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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布偶劇隊
參加教育局「Story to Stage布偶比賽」
於五十間參加學校中獲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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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片段可瀏覽學校網頁最新消息「學校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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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Toyism(玩具主義)荷蘭藝術家團隊合
作，藝術家與本校同學、家長、教師、
及本會友校師生，一同於校園走廊繪畫
壁畫，並舉辦壁畫及面具工作坊。



學校資訊供瀏覽或下載

• 資優教育學校專訪
• 英語學習如此多FUN
• 升小家⾧選校攻略篇
• 學校簡介小冊子
• 校訊
• 照顧小㇐新生措施及獲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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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活動

參與「中華文化•中國心」計劃
• 6.4.2010至10.4.2010 泗水、曲阜(認識孔子故鄉)
參與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劃
• 24.9.2010至26.9.2010 廣東河源三天(水利資源與中港互動)
• 7.10.2010至9.10.2010 廣東連南三天(瑤族農家)
• 7.12.2011至8.12.2011 中山二天(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
• 14.12.2011至16.12.2011 廣州、佛山三天(嶺南藝術文化)
• 7.1.2015至9.1.2015廣東河源三天(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
• 14.1.2016至15.1.2016廣東佛山二天(廣州及佛山嶺南文化)
• 18.1.2017至20.1.2017 河源三天(河源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
• 18.1.2018至19.1.2018廣東佛山二天(廣州及佛山嶺南文化)
• 12.12.2018至14.12.2018 河源三天(河源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
參與教育局「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
• 30.3.2010至3.4.2010 北京五天(童飛京城夢考察計劃)
• 20.4.2011至24.4.2011上海五天(城市規劃及文化考察)
• 2.4.2012至6.4.2012廣州武漢五天(百年革命之旅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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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及遊學活動

交流團
• 24.3.2013至28.3.2013台灣五天(台北科技藝術文化交流)
• 13.4.2014至16.4.2014新加坡四天(新加坡多元文化及動感之旅)
• 8.4.2015至11.4.2015西安交流團(中國古城•西安文化之旅)
• 3.4.2016至6.4.2016西安交流團(遊走歷史古城•西安之旅)
• 9.4.2017至12.4.2017韓國交流團(韓國科技與傳統文化之旅)
• 25.3.2018至28.3.2018台灣交流團(台灣新能源與環境保育考察交流團)
• 14.4.2019至17.4.2019四川交流團(四川文化及生態保育考察團)

遊學團
• 14.6.2016至23.6.2016 衝出香港、漫遊大堡礁英語學習之旅
• 20.6.2017至29.6.2017 黃金之旅、澳洲英語學習團
• 22.6.2018至1.7.2018 牛津倫敦、英國英語學習團
• 21.6.2019至30.6.2019 英國倫敦、牛津、劍橋、曼徹斯特學習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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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讓學生對交流有充足之
知識及情意上之準備

交流團前已舉行了五次學習活動。

交流團中也有考察後之學習跟進如晚間小
聚。

交流團後三至四次深化活動，更有校內成
果分享及展示日。



44

廣東河源
廣東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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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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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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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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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2015及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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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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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18年



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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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同學擴闊視野，走出香港及認識
海外文化，並與當地學校交流、提升
學生英語水平。



53



黃金海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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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倫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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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有關組織﹕家長教師會

自1999年成立以來，本校之家長教師會每年均
舉辦多元化之活動，以進行家長教育及促進親
子感情。本年度舉辦家長義工訓練班，凝聚家
長力量，一同為學生提供優質校園生活。此外
故事姨姨繼續為同學講故事，家校攜手合作，
一同推動閱讀文化。同時，家長義工隊積極參
與各項服務工作。

(每個家庭均成為家長教師會成員，會費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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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相片

故事姨姨

親子旅行

家教會會員大會

家長興趣班

正面紀侓訓練

滿FUN桌遊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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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

1. 每月通訊 — 學校使用eClass Parent App
電話軟件發放通告。包括「每月通訊」通
知家長學校方針，學生情況及每月活動預
告，以加強學校聯繫。

2. 校訊 — 是一份教師、家長及學生共同製
作刊物，目的是希望家長、老師 及學生提
供合作園地，讓他們有效地表達意見，從
而對學校產生更為親切感及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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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通訊



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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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教師、家長及學生

共同製作刊物，目的是希望家

長、老師及學生提供合作園地

讓他們有效地表達意見，從而

對學校產生更為親切歸屬感。



學校行政電子化

•網上報讀課後興趣班

•家長校董選舉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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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校有關組織﹕校友會

在眾熱心校友籌劃下，本校校友會在2003
年成立，成為畢業同學的栽培。2005年校
友會舉辦校友周年聚餐，又設立多項獎學
金，獎勵在學行有顯著進步及體育運動表
現卓越之學弟學妹。

(每個畢業生或肄業生均可成為校友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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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相片

校友會聚餐



64

與本校有關組織﹕

基法(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本校與油塘梁發紀念堂保持緊密合作，
合辦教育主日崇拜，畢業主日崇拜，畢
業福音營，英語學•聖經樂，團契活動
及家長教育講座等。

(儘可能參加一次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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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位程序

•自行分配

•統一派位

•叩門



• 自行分配
• 一個志願(有計分準則)
• 學校收生視乎分數，同分由教育局中央處理。

• 統一派位
• 教育局電腦程序「隨機編號」分派
 甲部 - 不受校網限制選擇最多三間香港任

何官立或資助小學
 乙部 –受校網限制，可選擇30間住址所屬

小一學校網的學校。

小一派位程序



• 小一 6班 全級學額150人/180人

(以小班計算)

第一階段﹕自行分配學位 75人

第二階段﹕統一派位 75人

教育局小一派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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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計分辦法準則

1. 父/母全職在該小學同㇐校址的幼稚園或中學部工作 20分

2. 兄/姊在與該小學同㇐校址的中學部就讀 20分

3. 父/母為該小學的校董 20分

4. 父/母或兄/姊為該小學的畢業生 10分

5. 首名出生子女(即為家庭各子女中最年⾧者)
(上述5項只可揀選㇐項)

5分

6.與該校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5分

7. 父/母為小學主辦社團的成員
(上述2項只可揀選㇐項)

5分

8. 適齡的兒童(即翌年九月開課時年滿五歲八個月至七歲) 10分

*上述任何申報的關係須證明屬實，方能獲得有關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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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分

學生本人或父母宗教信仰為基督教、

須出示領洗文件正本及副本。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會名錄
http://www.hkcccu.org.hk/4DACTION/W4D_QCSETUP

• 畢業生分

本校原為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凡申請人之父母

或兄姊2005年9月前在本校畢業(不論上午校或下午

校)均可在自行分配階段獲畢業生分



71

叩門位(以2021年作參考)

•報名日期﹕放榜後報名

2021年6月4至6月7日(全日)

報名原則﹕

1. 見選校表志願

2. 小一後備生考核(2021年6月12日)

3. 有面試 (六月中旬電話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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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家長問題

-叩門

 自行分配/統一派位甲部或乙部

(其中一項)

選本校為第一志願優先考慮



•學校資訊日 每年五月舉辦學校資訊日，接待區內外幼

稚園師生及家長到訪本校，了解學校運作及教學情況。

•小學巡禮 每年七月或八月，家長可參加觀塘區家長小學聯會

舉辦的小學巡禮，報名參加後，可按照聯會編排之路線參觀

觀塘區小學(包括本校)。(但因疫情影響，上年參觀活動取消
改以短片上載方式，今年安排要待聯會通知, 家長可留意觀
塘區家長小學聯會網頁https://www.chsc.hk/fpta/kt/index.php )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暨學校匯演 每年一月參加觀塘區
學校聯會舉辦之「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暨學校匯演，
將本校製作之學校簡介展板放置展覽場地，讓各界人士參觀
藉以了解本校，此外，亦會派出本校學生參加學校匯演。

為幼稚園認識學校安排之活動



可於本校網頁瀏覽介紹學校短片
www.kf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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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網址
http://www.kfps.edu.hk

(學校各方面得到教育局質素保証視學組外評隊高度評價，
大家可參看網頁

http://www.kfps.edu.hk/mgt_and_org/respo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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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