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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二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  

申报指南 

 
1、 前言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业，育德为首，育才次之，为基金会创办人田家炳先生所推崇。

2018 年时值田老百岁华诞之际，为彰显育人以德为重的精神，汇聚田校卓越教师育人智慧，

分享其优异的教育经验，促进田校德育工作，田家炳基金会联手班主任杂志社共同策划筹办

首届全国田家炳学校“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评选表彰活动，获得全国田校的积极响应与

支持，成效颇佳。 

为继续表扬和肯定表现卓越的班主任，总结和推广优质育人经验，带动全国田家炳学校

追求卓越、建设德育为先的优秀品牌，基金会继续联合班主任杂志社启动第二届评选表彰活

动（2020/2021 学年），以提升教师的专业形象及地位，营造尊师重道的良好氛围。这项奖励

计划并非为每位教师树立固定的卓越典范，而是强调追求卓越及以德育人的文化。奖项标志

着获奖教师所付出的努力及对教育的承担。 

 

2、 申报资格 

2.1 候选人须具备注册教师资格。 

2.2 候选人须于田家炳学校连续工作至少 5 年、担任班主任至少 3 年，申报本次评选时仍

担任班主任职务。 

2.3 候选人需在师德师风、育人理念和带班成效等方面出类拔萃，有能力在本校及本地区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4 候选人需由各田家炳学校民主产生，各校提名候选人名额按学校现有班级数确定：班

级数在 24 以内可提名 1 人，25-48 之间可提名 2 人，49 以上可申报 3 人。 

2.5 不接受担任校级管理层职务者（包括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参选。 

 

3、 奖项设置 

3.1 奖项分为两个类别： 

   (a) 卓越班主任奖 

能够整体性地在四个评审范畴（专业能力、学生培育、师德师风及对社群和学校发

展的承担）表现卓越的候选人，可获推荐颁发卓越班主任奖。 

   (b) 优秀班主任奖 

如候选人符合申报资格且已相当接近上述四个范畴的卓越水平，则会获推荐颁发优

秀班主任奖。 

3.2 获卓越班主任奖和优秀班主任奖的教师可得下列奖项： 

项目 卓越班主任奖 优秀班主任奖 

(a)奖金 
 一等奖¥8,000 

 二等奖¥5,000 
 ¥2,000 

(b)奖座或证书 
 个人纪念奖座 1 个 

 证书 1 张 
 证书 1 张 

3.3 所有获奖教师均会列入全国田家炳学校优秀班主任芳名册，并有机会参与由田家炳基

金会及班主任杂志社举办的经验交流及分享推广活动，获奖实践经验文稿、照片及教学资料

等亦有机会于分享活动中获展示。 



  

3.4 获奖教师任教学校需在颁奖典礼后一年内，根据本校实际情况，为获奖教师搭建平台，

与校内同事分享优质经验，带动追求卓越的学校文化。此外，鼓励获奖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

兴趣和时间，组织或参与其他推广及分享活动。 

 

4、 申报材料 

4.1 经学校民主产生的每位候选人需提交材料(及其装订顺序)如下： 

   (a) 提名申报表（附件 2）  

   (b) 个人风采展示（请参考附件 4） 

   (c) 个人经验材料 

   (d) 个人身份证及教师资格证副本 

 (e) 与教育相关的专业资格证明及曾获荣誉证书副本（需与申报表所列一致） 

   (f) 其他补充材料（如有，最多 2 份） 

4.2 以上材料每位候选人需备 1 份电子版（含 4 个 PDF 文件，其中请将 d-e-f 所有材料汇

集成 1 个文件，命名格式为“序.文件类别_姓名_学校简称”，如“4.证明材料_李四_XX 田

中”）及 3 份纸质版，交由学校相关部门审核；审核无误后需完成《学校推荐书》（附件 3），

请校长签章后附在以上材料最前。电子版《推荐书》需提交 1 份签章扫描版及 1 份文档版。 

4.3 电子版材料打包发送至 zybzrpx@163.com，标题须注明“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评

选_学校简称”字样，邮件内需留发件人姓名、职务及手机号码。 

4.4 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双面列印)寄送至班主任杂志社“百年树人—卓越班主任奖”

评选小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5 号，邮编 100101）。 

4.5 提名多于 1 位候选人的学校，请将各人申报材料汇总后一并提交（统一附 1 份《学校

推荐书》于全部资料最前即可，无须重复）。 

4.6 提名期限：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0 日（12 月起不再接受提名） 

4.7 所有提交的资料将保密处理并不会退还。对于获奖教师的个人经验材料可能被田家炳

基金会和班主任杂志社或其授权的机构或代理人使用、分发、发布或复制，用作推广优质实

践经验。至于其他提名表格资料，将于颁奖典礼完结后两个月内销毁。 

 

5、 申报表填写注意事项 

5.1 候选人需亲自填写申报表甲部所列资料（个人基本资料、3 项与教育相关的专业资格、

3 项曾获荣誉，及 500 字以内的个人简介），确核各项资料无误后签名。 

5.2 每位候选人需要由 1 位推荐人提名。推荐人须以 200-400 字简述提名候选人的原因，

以及候选人的杰出素质，确核各项资料属实后签名并加盖公章。 

5.3 候选人任教学校相关负责人需确核申报表各项资料属实。经查核，如发现有任何虚假

申报，田家炳基金会有权取消该校日后参加此类评选表彰活动的资格。 

 

6、 个人风采展示材料要求 

6.1 所有候选教师须提供一份个人风采展示材料，供作宣传留念用。材料内需含一张个人

照片和一段 500 字左右的个人简介，亦可展示自己作为班主任教师的座右铭以及在田家炳学

校工作的心得等。提交电子版时请转为 PDF 格式，纸质版请彩色列印，置于个人经验材料前。 

6.2 个人照片要求端庄、大方，符合教师形象；可为个人生活/工作照或与孩子们在一起

的照片，自然、活泼、明亮、高清。 

6.3 个人简介要求包含本人姓名、任教单位、职称、班主任工作年限、个人教育理念、班

主任工作主要业绩和特色、曾获荣誉等信息。 

6.4 教师座右铭要求内容积极向上，语言简洁生动，能够体现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思考，

可以引用名言警句，也可以自己创作。  

6.5 版面：1 页 A4 大小，具体可依个人喜好设计排版（可参考附件 4）。 



  

7、 个人经验材料书写注意事项 

7.1 请以不超过 3000 字说明下列各项： 

  (a) 就教学实践和理念架构，描述对卓越班主任工作的反思（对卓越如何定义）。 

  (b) 于班级经营、危机处理、学生辅导、家校协作四个主题中，选择一个主题，依照评

审范畴（请参考 8.1-8.4 项），列举相关例证和细节，阐释班主任工作成效。 

  (c) 阐述个人相关实践经验中最值得分享与推广的内容，及获奖后如何于校内外分享优

质经验的计划（通过何种形式、手段、途径）。 

7.2 格式： 

  (a) 请在文档首页左上角标注所选主题，如【主题：危机处理】； 

(b) 标题：宋体小三号加粗；学校姓名：楷体四号；正文：五号宋体。 

  (c) 行距：1.15 行间距 

  (d) 双面列印于 A4 纸上 

7.3 如有需要，可附加与所选主题相关的补充资料，例如教案/工作计划、简报、曾发表

文章和先进事迹报导，以协助阐释有关工作实践。附加补充材料不超过 2 份。 

 

8、 评审范畴 

8.1 专业能力 

  (a) 专业知识、技巧及沟通能力的掌握（班级经营、心理辅导、危机处理等）； 

  (b) 因应学生及情境需要，制定并运用适切有效的教学方案与策略； 

  (c) 以学生为中心，设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具启发性的学习活动，促进学生探究、解决

问题的能力及全方位学习发展； 

  (d) 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估，并适时跟进； 

  (e) 致力持续自我改进，主动通过教研、专业深造等途径，提升班主任素养； 

  (f) 熟悉教育方法和政策的最新发展。 

8.2 学生培育 

  (a) 启发具不同背景及能力的学生的学习兴趣； 

  (b) 对学生的全人发展和共通能力的培养发挥正面影响； 

  (c) 注重学生的人格培育，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多元化学习经历，发展和体现正面态度

和价值观，使其能够在实际生活情境中作出明智合理的决定； 

  (d) 为学生提供个别的心理辅导和生涯规划指导，助力正向成长； 

  (e) 有系统、有策略地发掘与培育学生的不同教育需要，为其提供机会，在灵活而适切

的学与教环境下充分发挥个别潜能。 

8.3 师德师风 

(a) 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言行举止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b)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对学生全人发展发挥正面影响；  

(c) 关心关爱学生，以平等姿态公平对待学生； 

(d) 与学生相处融洽，建立互信关系。 

8.4 对社群和学校发展的承担 

(a) 积极为社群专业发展提供支持，例如参与交流活动、分享工作经验； 

(b) 制作可作示例的教材、参与教育研究及/或发表与教学有关的文章； 

(c) 协助新入职教师的专业发展； 

(d) 鼓励家校协作； 

(e) 启发与其他同事一起改善学与教； 

(f) 促进校内协作与分享文化，以期把学校发展成一个专业学习社群； 

(g) 通过分享示例和经验，领导和协助同事认同和实践学校的愿景和使命，协力推动学

校持续发展，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展现学校文化和校风精髓。 



  

 

9、 重要日期 

2020 年 9-10 月：各校民主产生申报人选 

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0 日：递交申报材料 

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2021 年 3-5 月：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复审答辩及终审 

2021 年 6-7 月：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公示及发布最终获奖结果 

2021 年 9-10 月：举行优秀班主任论坛暨颁奖典礼 

 

10、查询 

班主任杂志社杨丙涛老师 

电话：010-84655987 

手机：13811554705 

电邮：zybzrpx@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