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德小學  

成績表、各科佔分比重、獎懲紀錄及六年級畢業準則事宜 

（一）成績表事宜 

1.每學年分 2個學期，每個學期舉行 1次測驗，1次考試，六年級下學期除外(1次呈分試， 

1次畢業試)。 

2.五年級下學期考試、六年級上學期考試及下學期第 1 次考試為呈分試，六年級第 2 

次考試為畢業試。 

3.測驗只印發成績通知書，考試印發學業成績表及品格成績表各一份。 

4.六年級下學期呈分試只印發成績通知書，而上學期呈分試、測驗及下學期畢業試印 發

正式成績表(學業成績表及品格成績表)。 

5.全校按「級」分數排名，但只會於首 30 名學生的成績表內顯示。 

6.成績表設有「評語」一項，由老師就學生於學業及品行上的表現作出評語。 

(二) 測驗及考試各科考核部份及評分比例： 

科目 測驗(上、下學期) 考試/呈分試(上、下學期) 

中文 一至六年級  語文：100%  

默書：等級 

一至六年級     語文：60%  寫作：20%    

說話：10%  聆聽：10%   

默書：等級 

英文 一至六年級  語文：100%  

            默書：等級 

一至六年級     語文：80%  說話：10% 

聆聽：10%  默書：等級 

數學 一至六年級  測驗卷：100% 一至六年級  考試卷：100% 

常識 一至六年級  測驗卷：100%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 考試卷：100% 

一至四年級(下學期) 考試卷：100% 

五及六年級(下學期) 考試卷：100% 

                   專題研習：等級 

普通話  一至六年級 口試：50%，筆試：50% 

音樂 一至二年級 唱歌：100% 

三年級 唱歌：60% 牧童笛吹奏:40% 

四至五年級 唱歌：40% 牧童笛吹奏:30%， 

樂理筆試：30% 

六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呈分試 呈分試 畢業試 

唱歌： 

牧童笛吹奏： 

樂理： 

40% 

30% 

30% 

40% 

30% 

30% 

60% 

40% 

 
 

視覺藝術 一至六年級 日常作品：100% 

體育 一至六年級 技能：30%  知識：20% 

體能：30%  態度(參與)：20% 

資訊科技 一至二年級 日常-習作:40%   態度:10% 

電腦操作:50% 

三至六年級 日常-習作:40%   態度:10% 

輸入法：20%  電腦操作:30% 

宗教 一至六年級   課業表現、課堂表現 

註 1︰P.1-5中文默書及英文默書以平時分計算，並顯示於測考成績單/表上。 

註 2︰P.6中文默書及英文默書以平時分計算，並顯示於測驗成績單及畢業試成績表上。  

註 3︰P.6中文寫作以平時分計算，並顯示於畢業試成績表上。 



（三）學業成績表內各項獎懲紀錄 

1. 獎學金 

 獎學金均以全年成績計算。 

  獲獎學生操行必須達 B 或以上（體育科則達 B-或以上）。 

 以下獎學金除會於成績表內作記錄外，獲獎學生更會獲頒有關的獎狀及獎學金。 
 

 獎學金名稱 獎學金項目 獲奬準則 

1 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屬校傑出學生奬 全級總成績第一名 全級總成績第一名 計算上下學期期考成績總 

   (各方面表現均優異)  分 

2 紀念白約翰會督奬學金 全級總成績第二至六名 全級總成績第二名至六名   

 紀念黃昌傑校長奬學金     

 紀念葉萬昌先生奬學金     

 紀念柯淑珍校長奬學金     

3 第十八屆校友奬學金 全級中文科/英文科/ 全級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   

 紀念漆穗森老師奬學金 數學科/常識科總成績第 科總成績   

 常識科奬學金 一名及第二名 第一名及第二名   

4 家教會自我挑戰奬 考試成績進步 整體成績進步最顯著者 比較上測考下測考成績 

   (每級 4 名)  （必須於下考比下測高分 

5 紀念麥旭明主任奬學金 數學科成績進步 數學科成績進步最顯著者 

(P.4-6，每班 2名) 

 /畢業試比下考高分） 

須獲科任老師推薦 

金禧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英文科成績進步 中文科/英文科成績進步最顯著者   

第二十二屆校友杜玉鳳獎學金  (P.1-6，每班 2名)   

6 第八屆校友體育科奬學金 體育科 體育科表現優異（全校 6名） 計算學生校內和校外比賽 

成績 

7 聖十架堂模範團友奬學金 聖十架堂模範團友 模範團友 由聖十架堂推薦 

    該堂表現優秀學生 



2. 學業及學科獎 

 獎項均以每學期成績計算。 

 以下獎項除會於成績表內作記錄外，獲獎學生更會獲頒有關的獎狀。 

 學業獎及各學科獎，獲獎學生會獲頒一份禮物。 
 

 項目 獲獎名額 獲奬準則 

1  
學業獎 

 

 
全級共 9 名 

1.以該學期考試為全級最高分數學生，而中文科、英文科需以 

總項目分數(包括聆聽、說話及寫作)計算。 

2.獲獎學生的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成績須達 B 或以上。 

3.若出現同分情況，則以該生的考試分數為甄選原則。 

2 學科獎：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全級共 6 名 

1.以該學期該科測驗及考試的總平均分計算，選取全級最高分 

數的學生頒與獎項，而中文科、英文科需以總項目分數(包 

括聆聽、說話及寫作)計算。 

2.獲獎學生成績須達 B 或以上。 

3.若出現同分情況，則以該生的考試分數為甄選原則。 

普通話 
每班各 1 名 

1.獲獎學生為最高分者，成績須達 B 或以上。 

2.若出現同分情況，則以其筆試成績甄選。 

宗教  
每班各 1 名 

1.該學生需專心上課、交齊功課、能背誦課文中的《聖經》金 

句、對宗教科投入和感興趣、參與宗教活動、在日常行為上 

實踐《聖經》的教導。 

3 進步獎： 

中文、 

英文、 

數學 

 

每班共 4 名 

 
1.以該科測驗與考試分數進步的最大百分比學生為甄選原則。 

2.獲獎與否還需視乎學生的課堂表現、學習表現和課業表現。 

 
3. 其他獎懲 

 

1 操行獎 

 獲獎學生的操行需達 A-級或以上。 

2 服務獎 

 獲獎學生的操行需達 B+級或以上。 

3 校外獎項 

 必須是代表學校並由學校報名參加的校外活動。 

 獎項必須為優異或以上級別。 

5 優點 

 學生於服務及學習態度上表現優異，如優秀風紀、交齊功課金獎等。 

6 記大過、小過、缺點 



(四) 品格成績表 

1. 品格成績表會紀錄學生於本年度參與的課後活動項目如田徑隊、詩歌班等(興趣班則不予 

以紀錄)。 

2. 學生於本學年參與的服務項目亦會於品格成績表內作紀錄，如風紀、圖書館服務生及義 

工服務等。 

3.在進行學生操行評級時，班主任及任教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四個主要科目的老師 共

同評估學生平日在律己及待人態度方面的表現，透過品格成績表，給予操行評級如 A+、 A、 

A-等。 

評級項目如下: 

項目 Item 表現 Performance 

關懷 

Relationship 

尊重師長 Respect the teachers  

友愛同儕 Get along with others  

樂於助人 Be helpful 

禮儀 

Courtesy 

儀容整潔 Be well groomed  

坐立端正 Sit properly  

待人有禮 Be polite to others 

紀律 

Discipline 

遵守校規 Comply with school rules 

守時 Be punctual 

專心上課 Pay attention in class 
 

（五）六年級畢業準則 

1.以六年級兩次呈分試及畢業試的平均成績計算。 

2.於中文、英文、數學 3 個主科中，若有其中 1 科不及格，但該不及格科目的分數不可低 

於 40 分，操行達「C－」或以上，可准予畢業。 

3.於中文、英文、數學 3 個主科中，若有其中 1 科不及格，但該不及格科目的分數低於 40 

分，但總分及格及操行達「C－」或以上，可准予畢業。 

 

(六)呈報教育局報科目佔分比重：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視覺藝術 音樂 

佔分比重 9 9 9 6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