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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辦學願景  

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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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目標  

本校 :   

1.  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服務，是一個令學生愉快而有效地學習的場所。 

2.  實施全人教育，令學生對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及基督真道有認識、實  

       踐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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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具備兩文三語、數學及運用資訊科技的基礎能力，能夠與別人溝通及持續而

有效地學習。  

4.  學生懂得認識、欣賞及接納自己，進而愛護別人、國家及世界；同時學生對世界

事物充滿好奇，具備基本的思考、分析、探究、創作、解難與批判能力，並懂得

與別人合作，有努力貢獻家庭、社會、國家的意識。  

5.  學生有足夠機會認識周遭環境，瞭解這個世界，並對人類文化，包括藝術、音

樂、創作活動等有欣賞的技巧及機會，進而發展自己的潛能。  

6.  學生重視健康教育、體能及意志力鍛煉，有足夠機會建立樂觀、自信、節制、包

容、愛護生命的品格，家長有足夠機會認識及瞭解學校工作與自己的角色，進而

提供意見及支援，參與學校發展。  

7.  教師著重啟發式教學、重視公平與均等，愛護學生，重視培養學生自學、自律及

在家庭及社會生活的能力。  

8.  教師在指導學生時能以身作則，與同事能和諧合作、團結互助，以學生及學校的

利益為前題，並努力不斷自我完善，符合專業要求，並能在工作中得到滿足及發

展。  

9.  校長能夠發揮專業領導能力，建立合適的質素保証機制，知人善任，以身作則，

鼓勵員工努力工作，並以民主及校本精神管理學校，使學校成為學生及教師能夠

愉快地生活及學習的場所，服務社群。  

10.  校園可以持續發展，在學習環境、工作環境、活動設施等各方面能有充足的資源

投入運用，在全校教職員同心協作下，管理得宜，發揮最大的效能。  

 

本校校訓：仁義禮智信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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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本校歷史本校歷史本校歷史本校歷史    

    基法小學（油塘）位於油塘油塘道。本校之創辦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六十年代

發展中小學教育計劃之一。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舉行奠基禮。惜奠基禮後工程逐漸緩

慢。後經多方努力下，校舍終於同年九月二十日啟用。至今已有四十九年歷史。 
 

現況簡介現況簡介現況簡介現況簡介    

本校現時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二十三間小學之一，屬全日制津貼小學。本

校前身為「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於 2005 年 9 月由觀塘月華街遷往油塘地鐵站旁

的三十六室千禧型新校舍作全日制小學。新校舍設施充足，包括：三十六間標準課室、

禮堂、陰雨操場、休憩處、植物溫室、賽跑訓練區、綠化區、停車場、籃球場、電腦室、

語言室、視覺藝術室、校園電視台、自然科學室、音樂室、小組學習室、學生活動中心、

圖書館、演講室、綜合活動室及輔導活動室。 
 

學校管理學校管理學校管理學校管理    

  本校 2006 年 9 月開始成立法團校董會，由不同持分者共同管理學校，法團校董

會架構如下： 
 

 

    

成員  校監  校長  辦學
團體
校董  

替代辦
學團體

校董  

教員  
校董  

替代
教員
校董  

家長  
校董  

替代家
長校董  

校友  
校董  

獨立
校董  

 

11/12 
1  

6.66%  

1  

6.66%  

6  

40. 00%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2/13 
1  

6.66%  

1  

6.66%  

6  

40. 00%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3/14 

1  

6.66%  

1  

6.66%  

6  

40. 00%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4/15 
1  

6.66%  

1  

6.66%  

6  

40. 00%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1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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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工作重點    

          主題「感謝主恩揚信望愛  呈獻全才耀金禧年」 

1. 提高學生學業及非學業表現 

 1.1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1.1.1 運用小班教學原則，讓學生多互動、多參與、提高課堂學習氣氛。 

1.1.2 利用讚賞，正面鼓勵及回饋，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1.1.3 各科按學生能力及需要實踐科本增潤教材/課堂小冊子。  

 1.2 學生學業表現  

  

1.2.1 跟進不同評估結果(測考結果，公開成績及數據)，運用策略促進學生學
業表現。 

1.2.2 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於學校、課堂，個人方面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
要。  

1.2.3 推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有系統教授高階思維，照顧學生之學習差異。  

 1.3 學生非學業表現  

  
1.3.1 讓學生藉著校慶活動及其他校內外活動，以多表演、高參與，提升成就

感及自信心。  

  1.3.3 透過服務學習，發揮學生多方面能力。  

 1.4 家長支援 

  1.4.1 深化家長教育及參與，讓家長支援學生學業及非學業表現。  

2. 

 
2.1 學生輔導組、訓輔組、宗教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共同參與建立學生成

就感及以上主為人生榜樣之態度。  

培養學生全人發展，重點以提升學生成就感及效主態度。 

 
2.2 利用學生參觀、交流活動、講座、周會、工作坊，培養學生成就感，並開闊

學生視野，建立學生正確人生觀。  

  1.3.2 學校在周會、課堂內外、課室佈置等各方面表揚學生成就及表現，亦更

多利用網頁發佈學生表現。 

 
2.4 設計一至三年級「感愛，敢動」教材套及進行聯校活動，讓學生感受關愛文

化。  

 
2.3 提升家庭對學生支援功能，發揮家校合作效能以支援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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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專業學校團隊 

 3.1 校外專業支援，促進各科學與教發展  

  3.1.1 中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思維教學)  

  3.1.2 英文(PLP-R/W，英文創 E 自學計劃)  

  
3.1.3 數學(校本支援計劃—「建設高動機、高參與、高效能的課堂」之分享及推

廣 

  3.1.4 常識(資優教育教師網絡計劃)  

  3.1.5 音樂(創作計劃 - 優質教育基金)  

  
3.1.6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之創意科技教學、跳出平板學習(常識、普教中)之分

享及推廣  

  3.1.7 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 (設計一至三年級「感愛、敢動」教材套及試教) 

 3.2 強化學校行政工作，建立專業行政團隊  

  
3.2.1 中層人員參加「法律講座」、「中小學銜接策略」，優化學校行政人員之領

導能力。 

  3.2.2 更新各類手冊及運用「知識管理」原則，強化行政運作。 

  3.2.3 加強科主任及副科主任培訓，以協助落實、推行及監察各科務工作的施行。  

 3.3 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以加強教師專業能力。  

  3.3.1 針對每年關注事項，進行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加強教師專業能力。  

 
3.4 

 

保持與教會、家教會、校友會，法團校董會溝通聯繫，與各持分者共同建立學校

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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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學校發展計劃成效檢討 

  

關注事項﹕(1)提高學生學業及非學業表現 

●   老師已能成熟運用小班教學原則，包括適切的學習目標、有效提問、有效回饋、學生參

與、小組協作、 促進學習評估，讓學生多互動、多參與，以提高課堂學習氣氛。而有

效提問及回饋對於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很有幫助，因此建議下年度根據外評的意見，利

用不同活動及機會，改進學生的匯報技巧。 

    老師已能多利用讚賞、正面鼓勵及回饋，並配合「讓我高飛繽紛校園獎勵計劃」及各

科科本獎勵活動去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而各科也按學生能力及需要，實踐科本增潤教

材及小冊子，進一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和表現，而利用網上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

自學能力需深化推行。 

    課堂小冊子及補充教材已全面電子化、或正規化，因此建議下年度重點是老師會設計

不同程度題目，以配合學生能力的差異。另外學校會繼續推行課堂教學設計，讓老師

們透過交流及分享，優化課堂教學能力，待三年學校計劃完結時，再作一次全面性的

檢討。 

●   老師分析學生每次測考成績和 TSA 成績後，均會提出具體可行之跟進措施，促進學生學

業表現，也找出能力稍遜學生，安排他們參加不同的保底課程，已見能提升他們的學

習表現。來年學校會繼續深化促進學習的評估措施，包括對於不同能力的班別有不同

教學設計、測考評估要找出學生難點以作跟進工作、工作紙設計等。而在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上，學校分別於學校、課堂、個人方面有不同政策，也見成效。因此下年度再

將各項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的政策加以優化及落實，尤以在照顧能力稍遜學生方面

作出調適，以加強其成效。在建立校本資優教育課程上，老師已於四至六年級常識科

中推行高思維課程，也於小三至小六推行校本跨學科資優課程，達到有系統教授高階

思維及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之果效。學校下年度將推展校本資優教育課程至三至六年級

常識科及中文科，逐步邀請校外專家講者支援老師於全校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   學校提供多個表演平台給學生多表演、高參與，以提升學生的成就感及自信心，另一方

面，學校在周會、課堂內外、課室及走廊壁報、網頁上加以發佈及表揚學生非學業成

就。今年學校利用校慶活動及比賽，讓三百多學生參加，表演十分成功，獲嘉賓及家

長的大力讚許，也進一步提升學生成就感及自信心。另外，學生透過不同服務崗位，

如校隊比賽、制服團體活動、社會服務、義工服務、大使活動、親子活動等服務學

習，發揮多方面能力。學校也安排全級社區服務，讓學生於地區服務中發揮不同能力

及服務精神，進一步提升學生非學業表現及成就感，已見成效。 

●   本年度推行「家長教育獎勵計劃」，鼓勵家長出席教育活動，讓家長掌握知識能力後支

援學生學業及非學業表現，也具成效，參與家長教育的人數增加，下年度為方便家長

參加「家長教育獎勵計劃」，將加強獎勵形式及讓家長可於網上查閱及紀錄學分，並

以超級市場禮劵代替書劵、家長參與有提升，下年度正安排「新一代成長錦囊」家長

講座，為家長提供一連八次的家長課程，讓家長透過系統學習以加強教育子女的能

力，以進一步支援學生學業及非學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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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2)培養學生全人發展，重點以提升學生成就感及效主態度。 

●   學校透過輔導組、訓輔組、宗教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利用輔導小組、講座、「盡

責好學生」、周會、參觀、全校清潔日、成長課、公民教育活動、禮貌之星計劃、環

保活動、健康教育等活動建立學生正向人生的態度，因此學生正向態度均有所提升。

下年度將繼續安排各組共同參與模式，進一步建立學生自信心及效主態度，培養學生

的全人發展。 

 另一方面，學校安排學生參觀、交流活動、講座、周會、工作坊等，開闊學生視野，

以建立正確人生觀，學生均能積極投入以上活動。而本校本年與油塘梁發堂合辦首個

家長及兒童佈道會，超過 200 人參加，50 人決志及回轉，建議下年度各項活動以提升

自信表現及學效耶穌榜樣為方向，更配合下年度的關注事項，期望學生經過三年的栽

培後，最終得到全人的健康發展。 

●   本年度已舉行多次家長講座，八成家長認為講座及工作坊對他們培育子女有幫助，所介

紹方法亦見實用，建議講座可於星期六進行。另外，學校已派發輔導通訊來提升家長

管教能力，強化家庭對學生支援功能，進一步發揮家校合作效能，以支持學生全人發

展，區會已成功申請「感愛‧敢動」關愛校園計劃，學校下年度會實踐「感愛‧敢

動」計劃之教材套及參與聯校活動，讓學生感受關愛文化，培養更健全之人格。而下

年度正安排「新一代成長錦囊」家長講座，為家長額外提供一連八次的家長課程，讓

家長揮家校合作功能以支援學生全人發展。 

  

關注事項﹕(3)建立專業學校團隊 

●   本年度學校已引入不同的校外專業支援。各科如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科、跨

科之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及德育公民教育，均分別邀請教育局、內地與香港教師交

流及協作計劃、各大專院校、專家講者，專業發展學校老師及外評隊伍到校外評，老

師均認為此等專業支援能有效提升教師專業，促進本科的學與教效能及發展。因此各

科會繼續善用校外專業支援，持續於校內及校外分享及推廣，提升科本的教學質素。 

●   學校行政人員參加教育局及區會專業培訓課程如「法律課程」及「中小學銜接策略」

等，並更新行政手冊、科務手冊、危機應變程序手冊、學校處理投訴指引。而科主任

及副科主任繼續加強培訓，以落實推行及監察各科務工作的施行，以上的發展重點於

本年度中全部達標。建議下年度中層行政人員持續進行「電子教學」培訓，以優化行

政人員之領導能力，強化行政管理質素，建立專業之行政團隊。 

●   課程組已針對每年關注事項，進行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教師透過校內校外之共同備

課、課堂教學設計、觀課、評課、專業分享及交流、專業支援、教師發展日等，促進

團隊合作及教學專業能力，得到教師之認同。學校會持續推行各項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提升教師之專業能力，建立更強之教學專業團隊。 

●   學校繼續保持與教會、家教會、校友會及法團校董會溝通及聯繫，與各持分者緊密合

作，共同建立學校專業之團隊，實踐「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之辦

學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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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班級組織班級組織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學加強輔

導教學計劃 
總數 

班數 6  6  6  6  6  6  /  36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106 91 98 81 85 83 544 

女生人數 92 70 64 80 81 69 456 

學生總數 198 161 162 161 166 1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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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我們的教師 
 

教師數目教師數目教師數目教師數目 

 

 

 

 

 

 

教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 

� 鼓勵教師積極進修及分享交流心得。 

� 配合學校發展關注事項，籌組教師發展日，鼓勵教師參加相關課程。 

� 透過同儕備課及觀課，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 透過協作教學提升教學效能。 

� 利用考績計劃，瞭解老師學生發展需要。 

� 利用不同評估數據（如學生成績與自評資料），鼓勵教師反思及改善教學。 

� 配合及參與校長會及區會提供的教師專業活動。 

� 與大學、外間機構及志願團體合作，透過有關合作計劃，提供教師專業進 

修機會。 

 

 

 

 

 

 

  11-12 年度 12-13 年度 13-14 年度 14-15 年度 

教師數目 61 61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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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根據香港教育目標和學校辦學目標，推動四個關鍵項目，透過課程組、科組推

行校本課程發展，有系統地提升學生共通能力及終身自學能力。學校安排教師共同

備課、觀課、協作教學、科務會議，鼓勵教師分享，以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校方靈

活編配學習時間，開放校園設施，全年安排參觀及文化活動、多元智能課程、聯課

活動、科組活動，以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小組策劃不同拔

尖保底課程，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尤重視資優教育及提升學生高思維能力。而學

校開拓校外資源，致力改善學生學習效能。本校教師學養高，富教學熱誠，學生積

極主動學習，掌握不同學習策略。學習評估方式多元化，全體老師教學認真，校方

利用評估數據改善學校學與教質素。 

           

七七七七、、、、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本校採取「全校參與、訓輔合一」的政策，透過全方位輔導活動，同心協力地輔助不

同能力的學生。學生適應學校生活，健康積極地學習，在關愛校園裏成長。而學校採

用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建立相容校園文化。更為有需要的學生提

供個別學習計劃、課程調適及增潤課程等。教師在教學、進行活動、分配教學資源時

兼顧學生個別差異，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和活

動，涵蓋面廣，以幫助學生發展不同才能。而學校因應學生的需要、校本課程目標和

社會的發展，訂定德育及公民教育內容，推展價值教育。本校強調家校合作，重視家

長意見，家校關係良好，法團校董會有家長代表參與制定學校政策。家長教師會推行

親子活動、家長教育及義工服務。學校採用多種管道與家長溝通，讓家長瞭解學校辦

學方針，以支持學校發展，共同培育學生成長。學校與外間聯繫緊密，透過外界資源

向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不同服務。而梁發堂(油塘)捐款支持學校發展，支援學生、家

長、教師靈命成長。全校教職員和睦共處，師生關係良好，學生相處融洽，和諧關愛。

老師認同學校發展方向，士氣良好，重視學生成長。而學生積極服務學校及社區，喜

愛學校。學校無論學生，家長及教師均力求進步，建構學習型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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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本校校風純樸，學生品性純良，謙恭有禮，人際關係良好。學生學習態度正面積

極，喜愛學校生活，樂於學習，自我概念清晰，屢獲家長稱譽。學校為培養學生

服務精神及責任感，安排學生擔任不同服務崗位，參與社區服務，盡公民義務。

學生校內校外成績優異，有健康及環保校園意識，積極參與體藝活動。學校透過

「讓我高飛繽紛校園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讓學生發揮潛

能。 

 

 

 

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學業表現 
 

2015 年 7 月升中派位 

 

獲派第一志願 

(包括自行分配學位)  

77 %  

獲派首三志願     97%  

獲派首五志願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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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在國際及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過去三年在國際及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過去三年在國際及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過去三年在國際及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美 「健康生活齊擁有」聯校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親子攝影比賽優異獎（1名） 

親子口號比賽優異獎（1名） 

--- --- 

 術 「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優異獎(1 名) 
  

--- --- 

  「GNET STAR」全港兒童繪畫大獎 

（智叻網） 

銅獎（1名） 金獎(1 名) 

銀獎(2 名)、銅獎(3 名) 

中童組銅獎(2 名) 

  「GNET STAR」繽紛復活蛋創作大賽 

（智叻網） 

小童組亞軍 --- --- 

  開心家庭繪畫比賽(開心社區服務) 入圍獎(1 名) --- --- 

  工展會「兒童繪畫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1 名) --- --- 

  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國

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西洋畫組三等獎(1 名) --- --- 

  「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 三等獎(1 名) ---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 一等獎(1 名) 一等獎(1 名) 

 「中國海外 X親切」內地＋香港學生繪

畫比賽(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 

初小組入圍獎(1 名)   

 「樂在畫中」兒童繪畫大賽 

（亞美斯藝術交流(香港)） 

銅獎(2 名)   

 Kiss 寵物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優異獎(1 名) --- 

 輕鐵及港鐵巴士道路安全繪畫比賽  優異獎(1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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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體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由屈臣氏集團主辦)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1 名) --- --- 

育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 --- 男乙跳高亞軍 

男子乙組全場總季軍 

  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乙擲壘球亞軍 

女甲團體優異獎 

女甲 100 米殿軍 
  

男甲團體亞軍 

男丙團體季軍 

男甲跳高冠軍 

男甲跳遠季軍 

男甲 4x100 接力季軍 

男丙 60 米冠軍 

男丙 4x100 接力殿軍 

女甲 60 米殿軍 

女乙 100 米亞軍 

男乙跳高亞軍 

男乙 60 米殿軍 

男丙 100 米殿軍 

男乙團體優異獎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女初團體殿軍 

女初障礙賽第二名 

女初擲豆袋第三名  

女高障礙接力賽殿軍 --- 

  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甲 50 米蝶泳殿軍 

男甲 100 米自由泳亞軍 

男甲 50 米自由泳殿軍 

男甲 50 米蝶泳殿軍 

--- 女乙 50 米自由泳冠軍 

女乙 50 米蛙泳亞軍 

女乙 50 米背泳季軍 

女乙 100 米自由泳殿軍 

女乙 4x50 米接力殿軍 

女乙 100 米自由泳殿軍 

男甲 100 米蛙泳殿軍 
 九東小學校際籃球校隊 女子組亞軍 

傑出運動員獎(2 名) 

--- --- 

 慈幼盃小學足球邀請賽 --- --- 男子組季軍 

 九龍塘宣道小學六十週年校慶籃球邀請賽 --- ---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殿軍 



2014-2015學校報告 

P.14 

類
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體
育
   

  

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 男乙團體殿軍 
男乙擲木球冠軍 
男乙跳遠殿軍 
男丙擲木球季軍 
女甲跳高冠軍 

男甲團體季軍 
男丙團體季軍 
男甲跳高冠軍 
男甲跳遠冠軍 
男甲擲壘球季軍 
男乙擲木球亞軍 
男丙 60 米冠軍 
男丙跳遠季軍 
男丙 4x100 接力季軍 
女甲跳高亞軍 
女乙 100 米季軍 

女甲 100 米殿軍 
男乙 60 米殿軍 
男乙跳高亞軍 
男丙擲木球冠軍 

  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 女高團體季軍 
男初團體殿軍 
女高 4x50 米接力季軍 

女高 50 米自由泳季軍 
女高 50 米蝶泳亞軍 
女高 50 米背泳季軍 
女初 50 米背泳季軍 
男高 100 米自由泳冠軍 
男高 100 米蛙泳亞軍 
男高 50 米蝶泳冠軍 
男高 50 米蛙泳殿軍 

女高 100 米自由泳亞軍 
女高 50 米蛙泳季軍 
女初 50 米自由泳殿軍 
男高 100 米蛙泳殿軍 

女子初級組團體總季軍 
女初 50 米自由泳季軍 
女初 50 米蛙泳季軍 
女初 50 米背泳季軍 
女初 4x50 米接力季軍 
男高 50 米蛙泳殿軍 
男初 50 米自由泳季軍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 50 米自由泳季軍 --- 

  葵青區田徑分齡賽 --- 男子 F組擲壘球冠軍 --- 

  華山盃小學 3 on 3 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殿軍 女子組殿軍 女子組殿軍 

  滙知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 男子組季軍 
女子組季軍 

--- 

  滙知盃足球比賽 銀碟賽亞軍  --- 

  九龍塘宣道小學六十週年校慶邀請賽 --- ---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殿軍) 

  滙基書院(東九龍)小學七人足球比賽 --- --- 男子組季軍 
  滙基書院(東九龍)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組冠軍 

男子組季軍 
男子組亞軍 
女子組亞軍 

--- 

  基華小學友校接力比賽 --- 男子組 4x100 接力殿軍 
女子組 4x100 接力季軍 

--- 

 聖公會基孝中學四十周年校慶－ 
藍田區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殿軍 --- --- 

 學校舞蹈節（教育局主辦） 中國舞初級組甲級獎 
中國舞高級組甲級獎 

中國舞初級組甲級獎 
中國舞高級組優等獎 

中國舞初級組甲級獎 
中國舞高級組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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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音
樂 

香港學校音樂節 節奏樂隊優良獎 
小學合唱隊優良奬(2 組) 

木笛隊優良獎 
鋼琴獨奏(二級)冠軍(1 名) 

鋼琴獨奏(六級)冠軍(1 名) 

鋼琴獨奏優良獎(17 名) 

鋼琴獨奏良好獎(9 名) 

小提琴獨奏優良獎(1 名) 

長笛獨奏優良獎(5 名) 

鋼琴獨奏(二級)冠軍(1 名) 

單簧管獨奏良好獎(1 名) 

高音木笛獨奏優良獎(1 名) 

古箏獨奏優良獎(1 名) 

柳琴優良獎(1 名) 

節奏樂隊優良獎 
小學合唱隊優良奬(2 組) 
木笛隊良好獎 
鋼琴獨奏(一級)冠軍(1 名) 
雙簧管獨奏亞軍(1 名) 
鋼琴二重奏亞軍(2 名) 
鋼琴(一級)季軍(1 名) 
鋼琴(五級)季軍(1 名) 
鋼琴獨奏優良獎（14 名) 
小號獨奏優良獎(1 名) 
小提琴獨奏優良獎懲(1 名） 
兒童獨唱優良獎(1 名） 
鋼琴獨奏良好奬(4 名) 
小提琴獨奏良好獎 (1 名) 
單簧管獨奏良好獎(1 名) 
兒童獨唱良好獎（１名） 

木笛隊良好獎 
鋼琴獨奏(一級)冠軍(1 名) 
鋼琴獨奏(一級)亞軍(1 名) 
鋼琴獨奏(二級)亞軍(1 名) 
鋼琴獨奏(一級)季軍(1 名) 
鋼琴獨奏(三級)季軍(1 名) 
鋼琴獨奏(六級)亞軍(1 名) 
鋼琴獨奏優良獎（17 名) 
鋼琴二重奏優良獎(2 名) 
鋼琴獨奏良好獎(11 名) 
二胡獨奏良好獎(1 名) 
聲樂獨唱優良獎(1 名) 

學
術 

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小學廣東話組) 

評判推介演出獎(組別冠軍) 

傑出合作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男演員獎(4 名) 

傑出女演員獎(1 名) 

--- --- 

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及香港藝術中心主辦) 

(小學英文組) 

傑出合作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男演員獎(6 名) 

傑出女演員獎(1 名) 

--- ---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詩詞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五、六年級中文集誦(季軍) 

優良獎（20 名） 
良好獎（14 名） 
  

三、四年級中文集誦(亞軍) 
獨誦組別亞軍（1名) 
獨誦組別季軍(1 名) 
優良獎(17 名) 
良好獎(11 名) 

三、四年級中文集誦(優良) 
獨誦組別亞軍（1名) 
獨誦組別季軍(1 名) 
優良獎(17 名) 
良好獎(11 名)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英詩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英詩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季軍（2 名） 
優良獎（32 名） 
良好獎（9名） 

英詩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亞軍(1 名) 

獨誦組別季軍（4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5名） 

英詩集誦(季軍) 
獨誦組別季軍（3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2名）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普通話詩
詞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季軍（1 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5 名)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亞軍(2 名) 

獨誦組別季軍(3 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2 名)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亞軍(2 名) 
優良獎(23 名) 
良好獎(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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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學
術 

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普通話詩詞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季軍（1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5 名)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亞軍(2 名) 

獨誦組別季軍(3 名) 

優良獎(26 名) 
良好獎(2 名)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獨誦組別亞軍(2 名) 
優良獎(22 名) 
良好獎(7 名) 

  GAPSA普通話誦比賽小學組(小一至小二) 新詩獨誦亞軍(1 名) --- --- 

  

第十六屆全港小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 高小組優異獎(1 名) 
中小組優異獎(1 名) 
初小組優異獎(1 名) 
高小組優異獎(1 名) 
中小組優異獎(1 名) 

---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才藝大賽 --- 初小詩歌組二等獎((1 名) ---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香港賽區) 

一等獎(2 名) 
二等獎(2 名) 
三等獎(11 名) 

--- ---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初賽
(華南賽區) 

一等獎(1 名) 
二等獎(2 名) 
三等獎(11 名) 

--- ---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賽 初級團體賽亞軍 

二等獎(1 名) 
冠軍(1 名) 
季軍(2 名) 
優異獎(1 名) 

---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二等奬(1 名) 
數學競賽:三等獎(2 名) 

數學競賽：三等奬(3 名) 
計算競賽：三等獎(2 名) 
個人總成績:三等獎(2 名) 

數學競賽：二等獎(1 名)  
          三等奬(1 名) 
計算競賽：三等獎(4 名) 
個人總成績:二等獎(1 名) 
           三等獎(1 名)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1名）、銅獎(4 名) 銀獎(5 名)、銅獎(1 名) 金獎（1名）、銀獎(1 名)、 
銅獎(2 名) 

  世界數學測試 雙優成績（2 名） 
〔數學科、解難分析科〕 
 數學科優異（17 名） 
數學科優良（11 名） 
解難分析科優異(7 名) 
解難分析科優良(5 名) 

雙優成績（1名） 
〔數學科、解難分析科〕 
數學科優異（9名） 
數學科優良（13 名） 
解難分析科優異(1 名) 
解難分析科優良(4 名) 

雙優成績（3名） 
〔數學科、解難分析科〕 

  
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金獎(全港首五名) 

優異獎(4 名) 
--- 隊制初賽銅獎 

  全港小學創意數學遊戲設計比賽 --- 學生初級組冠軍 
親子初級組季軍 

學生高級組亞軍 
學生初級組冠軍 

 善行盃國際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 --- 普通話繞口令金獎(1 名) 

 第十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普通話比賽   分組比賽二等獎(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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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組織名稱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獎品詳情 

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2013 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學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初賽 一等獎(1 名) 

二等獎(1 名) 
三等獎(1 名) 
優良獎(5 名) 

--- 三等獎(3 名) 

術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成績(觀塘區) 全場冠軍 
銅獎(3 名)、季軍(2 名)、 
優異獎(3 名) 
智多星季軍(1 名) 
急轉彎季車(3 名) 

急轉彎季軍(3 名) 
銀獎(3 名) 
優異獎(3 名) 
優良獎(2 名) 

智多星冠軍(1 名) 
智多星殿軍(1 名) 
銀獎(3 名) 
銅獎(3 名) 
優異獎(3 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初賽金獎（1名） 
初賽銀獎（5名) 
初賽銅獎（10 名) 

--- --- 

 
其 

i-learn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 --- --- 金獎(5 名) 

 
他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連續七年關愛校園」榮譽 「連續八年關愛校園」榮譽 「連續九年關愛校園」榮譽 

  聖經朗誦比賽(漢語聖經協會) 小四廣東話獨誦冠軍 
  

小二廣東話獨誦季軍 
小五廣東話獨誦冠軍 

小六普通話獨誦冠軍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親子賣旗活動 

--- 積極動員義工大獎 ---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香港歷史問答比賽(校內賽) 

--- 冠季(2 名) 
季軍(3 名) 

---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 
校外聯校比賽 

--- 聯校社區特色攝影比賽 
(銀獎) 
聯校社區特色親子口號設計
比賽(優異獎) 
聯校社區特色繪畫比賽 
(優異獎) 
香港歷史問答比賽聯校賽 
(優異獎) 

愛社區本土特色聯校親子攝影
比賽(銅獎) 
愛社區本土特色聯校繪畫比賽 
(優異獎) 
聯校徵文比賽(季軍) 

  聖經故事比賽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冠軍(1 名) 
優異獎( 1 名) 

冠軍(1 名) 
優異獎(2 名) 

亞軍(1 名) 
優異獎( 1 名) 

  
香港紅十字會城巿追踨 --- --- 冠軍及拍照達人(3 名) 

季軍(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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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的參與聯課活動的參與聯課活動的參與聯課活動的參與 
 

1.  推行優質「多元智能課程」（周五活動），促進學生的個人成長，提升團隊質素。上學期

設 48 組，下學期設 52 組，供全校同學參與，多元智能課程涵蓋學術、體育及藝術三大類。

除設有特定組別外，亦設循環組。參加循環組的學生，全年可參加四項不同的活動，發展

多元智能。 

 

2.  發展學生學業以外表現，學校提供多樣化活動讓學生參與，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上學

期成功開辦 74 個課外活動組別，下學期開辦 74 班，參加人次超過 2184。活動內容多樣化，

涵蓋學術、體育及藝術三大類。 

 

3  善用不同時段，舉辦多樣化活動，如旅行、畢業營、午間播放、試後活動等，進一步提升學

生各種智能的發展。 

-   旅行：學校根據學生的年紀選擇不同的旅行地點，一、二年級為荔枝角公園；三、四

年級為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五、六年級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  畢業營：學校為六年級同學安排畢業營，同學在畢業前除可以聯誼之外，更透過歷奇

活動，建立同學的解難能力、協作能力等。 

-  早上及午間播放：各科組善用不同時段，利用中央廣播系統，向學生介紹不同資訊，

如：音樂欣賞、聖經故事分享、普通話廣播等。 

-   試後活動：各科組善用試後活動時段，舉辦不同的活動。活動內容多元化，如：幼童

軍日營、基督女少年軍日營、戶外參觀、英語同樂日等。 

 

4.  舉行「金禧校慶英文音樂劇」，讓學生表現才華，盡展所長。 

-    在 2015 年 6 月 23 日(二）晚上於沙成田鄉議局大樓大劇院成功舉行「金禧校慶感恩崇拜

暨英語音樂劇」。入場欣賞人數超過 800 人。 

-   當天表演組別包括：戲劇組、歌詠組、舞蹈組、節奏樂組、樂團、英文民歌。表演學生

人數： 239 人。 

-    英語音樂劇主題《天父的禮物‧感恩與呈獻》，以聖誕老人學校為故事骨幹，帶出神愛

世人的信息，師生傾力演出，表演非常成功，嘉賓、家長大表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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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發展體格發展體格發展體格發展 

 
● 協助學生提升體適能。 

● 在課堂內加入體適能訓練，進行體適能測試，並參與小學體適能獎勵計劃。 

● 在課堂以外，午膳及小息時開放籃球場，讓學生進行跑步及投籃等活動。 

● 體育科與健康校園組合作推行健康護脊操，使同學持之以恆提升體格。 

● 舉辦球類比賽、基法（油塘）盃三人籃球賽等，以培養學生多做運動來提升自已的體

能。 

● 推行各項校隊體育項目自訂計劃，如小飛魚獎勵計劃，三人籃球賽，以鼓勵隊員除參加

常規訓練外，亦應在課餘培養自覺主動訓練的精神。 

 

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表現    

1.  培養學生對體育活動的相關正確觀念及態度。 

  推行以滲透形式於課堂活動及各類競賽中灌輸體育精神、運動道德及公平競賽的概念予學 

  生， 效果理想， 成功舉辦運動會及遊戲日，全校小一至小三共有 99%同學參加學校遊戲日； 

  小四至小六共有 99%同學參加校運會，從中，學生可體驗公平競爭的比賽。 

 

2.  課後的延續活動。 

2.1   強調課後的延續活動，在校內張貼各類體育資料，鼓勵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訓練  

班，爭取鍛鍊機會。 

2.2   同學積極參與體育科服務，小息時協助籃球活動場地佈置。 

2.3   在體育及校內、校外活動中成功鼓勵及有效地促進同學多元化發展體育技能及共通   

        能力。 

        同學積極參與體育科服務，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及全港田徑比賽協助賽程推行、 

  並於幼稚園參觀日協助佈置及帶領活動。同學積極參與運動會、遊戲日、九東田徑   

  比賽及全港田徑大會服務，服務態度良好，備受讚賞。 

2.4  成功發展多項校隊培訓，隊伍數目達 12 隊，包括田徑校隊、九東遊戲日代表隊、游 

    泳校隊、足球校隊、男女子籃球校隊、男女子排球校隊、男女子乒乓球校隊、羽毛 

  球校隊。 

2.5  本年度各校隊參加多項校際比賽，學生投入，田徑校隊更獲得男甲團體季軍，男丙 

  團體季軍，區會聯校運動會及九東田徑比賽，獲男甲團體亞軍，男丙團體季軍，成 

  績躍進。 

2.6  本年度約 12％共 148 名學生成功參加學界體育聯會各項比賽，校隊隊員積極參與 

    校外訓練及獲推薦參加學界區際比賽，包括全港區際田徑比賽、南華會籃球青訓計 

       劃、晨曦足球青年軍訓練計劃等。  

 

3.  組織及訓練足球隊、游泳隊、舞蹈隊、籃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排球隊及推行體 

育運動獎勵計劃。 

3.1  根據學生參加校隊訓練後調查問卷所得結果，同學反應及評價甚佳，超過 95%同學

均認同校隊訓練能夠把自己所學發揮出來。 

3.2  因應不同校隊的成立，老師可於負責組別內，推薦隊員成為最具潛質運動員，登上最

具潛質運動員榜，成為每月之星，效果理想，增加同學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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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體育比賽 

每年都有各項大型校外比賽，體育科老師帶領同學參與，校外比賽有： 

4.1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陸運會 

4.2 區會直屬小學聯校水運會 

4.3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4.4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4.5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4.6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4.7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4.8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4.9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4.10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4.11 全港小學五人足球比賽 

 

 

 

5.與友校進行熱身賽 

籃球校隊及足球校隊曾與其他學校進行友誼賽，交流心得，促使學生在體育活動中有更佳

表現，亦可培養學生與體育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和自信心。 

同學運用球隊訓練所學的技巧、知識於競賽中，與其他學校進行熱身賽，互相觀摩，賽後

同學提出改善意見，進行口頭自評及互評來促進同學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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