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校務簡報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一.

教職員會議第三次會議
12 月 1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一月份升國旗及國歌安排、運動會替代安排、金禧校
慶晚宴安排及其他校務事宜。

二.

國家安全教育聯校工作坊
12 月 3 日，本校同工參加教育局為本校、德愛中學及救世軍卜維廉中學舉辦的國家安
全教育聯校工作坊，讓同工加深了解如何在課堂內外加強統籌策劃，以在學校推行國
家安全教育。

三.

獲邀為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3 日，本人獲邀為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小六級家長及學生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出席家長及學生近二百人，反應熱烈。

四.

資訊日
12 月 4 日，本校舉辦實體及網上並行資訊日，接待區內小六學生及其家長，介紹本校
辦學特色。本年度資訊日於實體及網上 YouTube 直播同時進行，共兩節，分別於上、
下午舉行，實體約有六百個家庭出席，網上接近八百個家庭出席，每節共有兩個環節，
第一部分由本人致歡迎辭及簡介學校政策，田婉姍副校長介紹本校初中及高中課程；
第二部分為網上校園參觀。

五.

獲邀為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7 日晚上，本人獲邀為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出席家長
近二百人，反應熱烈。

六.

香港教育大學陳湛明博士及「學校的中層領導」學員到訪本校
12 月 8 日上午，香港教育大學陳湛明博士及「學校的中層領導」學員到訪本校，除聽
取本人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及知識管理策略外，還參觀本校各項設施。

七.

黃大仙區小學數學比賽
12 月 11 日於本校舉行黃大仙區小學數學比賽。參賽學校十分踴躍，共有十八所小學學
生參加。比賽形式包括「數學急轉彎」和「數學智多星」，旨在考驗參賽同學的推理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及與人溝通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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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獲邀為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11 日下午，本人獲邀為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出席家長
近一百人，反應熱烈。

九.

獲邀為嘉諾撒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11 日下午，本人獲邀為嘉諾撒小學小六級家長及學生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出席家
長及學生近二百人，反應熱烈。

十.

獲邀出席協和小學一百一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及晚宴
12 月 11 日晚上，本人獲邀出席協和小學一百一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及晚宴，紀念先賢
創立協和祖校。

十一.

聖誕崇拜及班會活動
12 月 17 日，本校舉行聖誕崇拜，由吳天恩老師及馬偉霖老師帶領敬拜，協和堂萬可峰
宣教師宣講信息，向老師及同學宣告平安和希望的聖誕信息。除崇拜外，各班均舉辦
班會活動，師生在歡樂氣氛下增進情誼。

十二.

網上區會學校巡禮
12 月 18 日下午，本校聯同基協中學及扶輪中學舉辦網上學校巡禮，接待區內區會小五
及小六級學生及其家長，介紹各校辦學特色。本年度網上學校巡禮於 Zoom 平台進行，
約有二百多名家長及學生出席。

十三.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2 月 11 日，本科舉行模擬考試前預試，以加強中六級同學對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數
學科卷二(多項選擇題)考試的訓練及掌握各類考試題型。
(2) 12 月 28 日，本校 107 名中六級同學參加勤達出版社舉辦的「中六級數學科模擬考
試」。另外，6F 班 21 位同學則於 30/12 回校參加 M2 模擬考試。
(3) 12 月 11 日，本校舉行「第十五屆全港(黃大仙區)小學數學比賽」
。參賽學校十分踴
躍，十八間區內小學共派出 18 隊同學參加。比賽形式包括「數學急轉彎」「創意
解難」和「數學智多星」。比賽成績將於來年一月底公佈。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七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虛擬大學「初中科學線上自學計
(2)
(3)
(4)
(5)

劃」。
五十三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虛擬大學「化學家在線
自學獎勵計劃」。
一隊合共三名中一及中三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舉辦的「2022 太陽能
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
12 月 9 日，四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國家航天局及香港教育局合
辦的「天宮課室」網上講座。
12 月 11 日，一隊合共五名修讀科學科的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房屋協會舉辦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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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樂『耆』中樂齡科技設計比賽 2021-22」工作坊。
(6) 12 月 24 日至 28 日，四十四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六級同學參加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舉
辦的「DSE 化學科模擬考試」。
(7) 其他：
十二月六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黑眼圈知多些」。
綜合科學科
(1) 十四名中一及十八名中二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虛擬大學舉辦的「初中科學線上自
學計劃」。
(2) 一隊合共三名中一及中三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2022 太陽能充
電車模型設計比賽」。
(3) 12 月 9 日，五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教育局舉辦的「天宮課室」網上講座。
(4) 12 月 6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黑眼圈知多些」。
體育科
5C 韓子熙同學於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辦的「全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中勇奪男子
110 米跨欄季軍。
十四.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本校十四名中二至中五級同學，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冬季資優課程取錄。他們
將於未來數月參與不同學系所舉辦的資優課程。
(2) 12 月 15 日，學術領袖生於 Google Meet 舉辦中一級應試工作坊，讓中一級同學了
解本校的考試模式並由學術領袖生分享溫習技巧及心得。 19 名中一級同學參與是
次工作坊。
(3) 學術領袖生設計考試範圍摘錄範本以便同學摘記各科考試溫習範圍。範本已於 12
月 13 日派發給中一至中三級同學。

十五.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10 日順利舉行活動日。活動由學生會和體育學會同學協辦，參與同學都在班
際跳繩和躲避盤比賽中努力合作，提升班內凝聚力。
(2) 12 月 17 日，學生會舉辦歌唱比賽。參賽及觀賽同學都享受整個比賽過程。
(3) 上學期 7 個興趣班已順利完結，下學期課程將於 2 月開始。

十六.

訓導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8 日，學校社工為中三至中五級學生舉辦一場關於社交技巧的網上短講。 通
過講座，同學們學會一些處理同儕關係的正確方法，從而營造和諧的學習氛圍，促
進學術和社交的進一步發展。
(2) 12 月 12 日下午 1 時至 5 時，錫安社會服務中心的社工為副領袖生長舉辦一次
遠足活動。

十七.

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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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月 8 日，中六級學生完成聯招 20 項選科。
(2) 12 月 8 日，推薦 2 位中六級學生參加教育局「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
(3) 12 月 10 日，推薦中六級學生參加「香港演藝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2022」。
(4) 12 月 14 日，6A、6C、6D 及 6E 班進行「中六級學生模擬面試工作坊」活動，透
過活動，讓學生吸取經驗，提升個人及小組面試技巧。
(5) 12 月 10 日至 16 日，安排中六級學生於生涯規劃課堂開設「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
名平台 (E-APP)」網上戶口。
十八.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為了鼓勵會員保持身心健康及促進親子關係，家長教師會於 2021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期間舉辦｢親子活動線上遊｣活動。參加家庭可因應自己的興趣、
能力和時間自行於指定時間內到戶外進行活動，如遠足、健行、香港景點遊或球類活
動等，參與活動之家庭只須上載活動相片、分享活動內容和感受，均可獲精美紀念品
乙份。

十九.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7 及 14 日舉行中五級網上信仰小組。
(2) 12 月 8 日為學生團契舉行福音週檢討會。
(3) 12 月 13 日舉行中一及中二級初信栽培
(4) 12 月 13 日及 16 日於放學後為聖誕崇拜進行綵排。
(5) 12 月 17 日早上，學生團契於學校正門頌唱聖詩。
(6) 12 月 17 日舉行聖誕崇拜。由吳天恩老師及馬偉霖老師帶領敬拜，協和堂萬可峰宣
教師宣講信息，向老師及同學宣告平安和希望的聖誕信息。

二十.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2 月 10 日上午，主持區會黃大仙區中小學聯絡委員會會議。
(2) 12 月 11 日下午，出席協和小學 110 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及聚餐。
(3) 12 月 13 日下午，出席英文中學聯會會員大會及執委會會議。
(4) 12 月 15 日下午，出席基新中學 50 周年校慶聚餐。
(5) 12 月 17 日晚上，獲邀以董事會成員身份擔任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傑出學員頒獎典禮
主禮嘉賓，頒獎給傑出學員。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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