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年度 全校通告 第 12號 

 

觀塘官立小學 

 

各位家長： 

有關測驗考試成績計算、列入成績表的獎項及編班準則事宜 

為使各家長清楚了解本校的考試成績計算、列入成績表的獎項及編班準則事宜，

現將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1. 全年兩測兩考，測考評核的科目及各科分卷佔分比例 

科目 
小一至小六測驗 
及小六畢業試 

(20%) 

小一至小四考試 
(80%) 

小五至小六 
考試及呈分試 

(80%) 

中國語文              100分 

 閱讀        80分 

 寫作        20分 

             200分 

 閱讀       100分 

 寫作        60分 

 聆聽        20分 

 說話        20分 

             200分 

 閱讀       100分 

 寫作        60分 

 聆聽        20分 

 說話        20分 

中文科學期總分，以分卷總分計算。 

英國語文              100分 

 閱讀        80分 

 寫作        20分 

             200分 

 閱讀       140分 

 寫作        20分 

 聆聽        20分 

 說話        20分 

             200分 

 閱讀       140分 

 寫作        20分 

 聆聽        20分 

 說話        20分 

英文科學期總分，以分卷總分計算。 

數學  數學卷     100分              100分 

 數學卷      94分 

 實作評估     6分 

 數學卷     100分 

常識 

- 

             100分 

 常識卷      80分 

 能力評估    20分 
  (科技活動/資料搜集) 

 常識卷     100分 

視覺藝術 -               等第              100分 

音樂 -               等第              100分 

普通話 -               等第               等第 

體育 -               等第               等第 

普通電腦科 -               等第               等第 

 

 

 

 



 

 

1.1 音樂科考核內容︰ 

年級 

分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年級 

分數 
小五 小六 

80分 歌唱 歌唱 歌唱 歌唱  50分 唱奏 唱奏 

20分 拍節奏 拍節奏 吹奏木笛 吹奏木笛  50分 筆試 筆試 

 

1.2 等第標準（以等第顯示的成績，將不會加入總分）︰ 

 

1.3 平均分計算︰ 

小一至小四  按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各佔 100分計算。 

小五至小六 

 按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音樂各佔 100分計算。 

 呈分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音樂。 

 按各科比重，以分數倍大計算︰ 

中文 × 9 +英文 × 9 +數學 × 9 +常識 × 6 +視藝 × 3 +音樂 × 2

38
=平均分 

 

2. 小一至小五上下學期各出一次成績表，小六上下學期各出兩次成績表。 

 

3. 名次排序 

3.1 小一至小六的級名次以上述「1.3 平均分計算」方法所得的平均分成績排名。考

獲全級第1-50名的學生，成績表將顯示名次。測驗成績佔20%，考試成績佔80%。 

3.2 除小五及小六呈分試外，學生缺席測考，不設補考。 

 

4. 操行 

4.1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會根據學生在禮貌、紀律、整潔、公德、負責、服務、誠實、

合群方面的表現評分，以 A、A-、B+、B、B-、C+、C、C-、D、E 等第顯示。

D及E表示不及格。 

4.2 若學生被「記過」或收到校方發出的「警告信」，該生的操行分將被降低一個

等級。 

 

 

 

 

總分 

等第 
200 140 100 80 60 20 

A 180-200 126-140 90-100 72-80 54-60 18-20 

B 150-179 105-125 75-89 60-71 45-53 15-17 

C 120-149 84-104 60-74 48-59 36-44 12-14 

D 80-119 56-83 40-59 32-47 24-35 8-11 

E 0-79 0-55 0-39 0-31 0-23 0-7 



5. 編班準則︰ 

小一升小二 
 原班升班。 

 因應學生平日品行表現或有特殊學習需要而略作微調。 

小二升小三 

小三升小四 

小四升小五 

 按中、英、數、常四科平均分成績排名依次編入禮、愛兩班，

人數為27(小班)/32人(大班)，其餘的學生按男女比例隨機編

入勤、誠兩班。 

 因應學生平日品行表現或有特殊學習需要而略作微調。 

小五升小六 
 原班升班。 

 因應學生平日品行表現或有特殊學習需要而略作微調。 

6. 列入成績表的獎項/服務 

6.1 校內服務：「校車風紀」、「秩序風紀」、「午膳風紀」、「班長」、「普通 

話大使」、「英語大使」、「健康大使」、「關愛校園小天使」、 

「音樂大使」、「環保大使」、「學生大使」、「圖書館助理」、 

「小老師」、「升旗隊」、「體育大使」、「藝術大使」。 

6.2 校外獎項：凡代表學校外出參加比賽，並得到優異成績，成績表上將會紀錄該 

獎項。 

6.3 校內獎項︰(詳見後頁表格)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負責老師：馮銳主任) 

 

 

 

回條 (請詳閱後簽署，於 九月十四日交回班主任) 

觀塘官立小學 

謝校長： 

    2018-19 年度全校通告第 12 號，有關測驗考試成績計算、列入成績表的獎項及編

班準則事宜，經已知悉。 

 ____年級 禮/愛/勤/誠 班學生_____________(   ) 

        

二零一八年九月______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6.3 校內獎項︰ 

獎項名稱  評選準則  獎品  年級  獲獎數目  

榮譽生獎  學業、品行、體育、藝術、服務  

(學生填報在小學生涯得到的獎
項及操行分，六年級四班班主任
共同評選得獎生，向校長及副校
長推薦。 ) 

獎盃、書劵  P6 全級 5名  

學業卓越獎  考獲全級第一、二、三名  獎盃、書劵  P1-6 各級 3名  

(共 18名 ) 

學業優異獎  考獲全班第一名  獎牌、書劵  P1-6 各班 1名  

學科獎  在中、英、數、常、普五個科目

考獲全級第一名  

獎牌、書劵  P1-6 各級各科 1名  

(共 30名 ) 

學業進步獎  下學期級名次比上學期提升 10

名或以上  

獎狀  P1-6 名額不限  

操行獎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選出整學年
在品德方面表現優秀的同學  

獎牌、書劵  P1-6 各班 2名  

操行進步獎  下學期操行等第比上學期的提
升 2級或以上  

獎狀  P1-6 名額不限  

術科獎  在視、音、體三個科目表現傑出  獎牌、書劵  P1-6 各級各科 1名  

(共 18名 ) 

服務獎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從曾任班長 /

擔 任 班 中 其 他 職 務 的 同 學 當
中，選出服務表現優秀的同學  

獎牌、書劵  P1-6 各班 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