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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校務簡報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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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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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訊日 

 12 月 3 日為資訊日，本校當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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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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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達副校長介紹本校初

中及高中課程；第二部分為網上校園參觀。實體約有六百個家庭出席，網上接近八百

個家庭出席。 

  

三. 教職員會議第三次會議 

 12 月 7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中六級畢業試後補課安排、賽馬會電子閱讀計劃、運

動會安排、聖誕崇拜安排及其他校務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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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百人。 

  

五. 第四十七屆陸運會 

 12 月 8 日及 9 日，本年度陸運會假斧山道運動場舉行。啟動禮由本人簡介陸運會的意

義；閉幕禮邀得香港傑出單車運動員黃金寶先生為典禮嘉賓。黃先生曾於 2007 年獲場

地單車世界錦標賽冠軍，並獲披彩虹戰衣。黃先生分享其當單車運動員的親身經歷，

並勉勵同學發奮求進。 

  

六. 黃大仙區小學數學比賽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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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獲邀為嘉諾撒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10 日早上，本人獲邀為嘉諾撒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出席家長近三百人，

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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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區會學校巡禮 

 12 月 10 日下午，本校聯同基協中學及扶輪中學舉辦學校巡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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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學校巡禮可以實體進行，約有三百多

名家長及學生出席。 

  

九. 聖誕音樂會 

 12 月 15 日放學後於禮堂，音樂科舉辦聖誕音樂會，學生分組表演，約二百八十名師生

出席音樂會。 

  

十. 班際跳大繩比賽暨跳繩強心籌款日 

 12 月 16 日下午，本校舉辦一年一度的盛事－「班際跳大繩比賽暨跳繩強心籌款日」，

為香港心臟專科學院籌募「跳繩強心」計劃經費，令本港學童能及早具備預防心臟病

的意識。本校一直關注學生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均衡發展，為了加強學生

對健康生活模式的認識，並養成經常運動的習慣，以減低日後患上心臟病的機會，本

校連續十六年參加香港心臟專科學院主辦的「跳繩強心」計劃。各班學生均十分投入，

務求爭奪佳績。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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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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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百人，反應熱烈。 

  

十二. 聖誕崇拜及班會活動 

 12 月 20 日，本校舉行聖誕崇拜，邀得燃續創意敬拜學校主領聚會並宣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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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學生會歌唱比賽 

 12 月 20 日下午，學生會舉辦歌唱比賽，本屆歌唱比賽一如既往是每年的盛事。無論參

賽及觀賽的同學都十分踴躍，氣氛熱烈。 

  

十四.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2 月 5 日及 12 日下午，舉行中一級數學鞏固班，以協助能力較弱同學鞏固基礎，

有 20 位同學參加，由李宏健老師、實習老師 (蕭景新)和數學夥伴 Maths Buddies
負責任教。 

(2)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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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月 10 日，本校舉行「第十六屆全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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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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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月 15 日，數學科和物理科與香港教育大學進行了網上會議，會議內容是教大示

範 AI 系統的優化功能，預計來年二月給本校同學進行練習，當天會議出席者包括

李宏健老師，林灝嘉老師和陳子勇老師。 

(5) 12 月 18 日，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成績公佈： 一等獎(3D 李子燊、3C 王

宇航)、二等獎(2A 謝天心、2A 林嘉瑩、2C 麥焯文、1A 關智熙、1B 吳庚展)。 

(6) 12 月 23 日，本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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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班 21 位同學則於 12 月 30 日參加 M2 模擬考試。 

(7) 專業發展活動 

李宏健老師和吳嘉銘老師出席教育局主辦的「中學數學多元化學習活動系列： 中

學數學專題研習比賽和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2022/23)簡介講座。」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五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全港中醫藥常識短片拍

攝比賽」，並晉身決賽。 

(2) 五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四級同學參加香港環境及生態局舉辦的「全港慳神大比拼比

賽」。 

(3) 五十三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四及中五級同學獲接納參加香港虛擬大學舉辦的「化學

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4) 四名中一及中三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2023 太陽能充電車模

型設計比賽」。 

(5) 十二月三日，三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

為民講座系列 - 智慧城市」。 

(6) 十二月三日，二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級同學參加香港養和醫院舉辦的「養和百年

歷史展 - 外剛內柔 外科、骨科篇」講座。 

(7) 十二月九日，一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四級同學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光動力療

法： 

原理、應用及挑戰」。 

(8) 十二月十日，四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

為民講座系列 - 大數據」。 

(9) 十二月十七日，四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三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為民

講座系列 - 遙感技術」。 

(10) 其他： 

十二月十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靜電」。 

 綜合科學科 

(1) 四名中一及中三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2023 太陽能充電車模型

設計比賽」。 

(2) 12 月 10 日，，一名中一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為民講座系列 - 大數

據」。 

(3) 12 月 10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靜電」。 

 視覺藝術科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講師蔡先生到校為中四級修讀視覺藝術科同學主持排版工作坊，並

介紹入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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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 

12 月 15 日，音樂科舉辦聖誕音樂會，這是自 2019 年以來首次恢復舉辦的音樂會。音

樂會共八項表演項目，包括 : 合唱、管弦樂合奏、薩克管合奏、樂器獨奏及獨唱。除

欣賞表演外，觀眾並齊唱聖誕歌曲，藉音樂一同分享聖誕節的歡樂。參加人數約二百

六十人。 

 體育科 

(1) 本校第 47 屆陸運動會已於 12 月 8-9 日舉行。羅莉社奪得全場總冠軍；並有 2 項個

人項目紀錄被刷新。 

(2) 本校班際跳大繩比賽已於 12 月 16 日舉行。歡笑聲及打氣聲充滿著整個會場。5E

奪得全場總冠軍，成績為兩分鐘內跳繩 127 次。 

(3) 12 月 18 日，本校田徑隊參加黃大仙區田徑比賽，共獲得十八項個人獎項。 

班別 姓名 級別 項目 獎項 

1A 李敏怡 女子丁組 100 米 季軍 

3D 劉淑蕊 女子丁組 鐵餅 季軍 

3A 劉雪茵 女子丁組 400 米 冠軍 

3A 劉雪茵 女子丁組 跳高 冠軍 

3B 潘樂瑤 女子丁組 200 米 亞軍 

2A 王靜致 女子丁組 1500 米 冠軍 

3D 鄧靜楠 女子丁組 1500 米 亞軍 

3D 鄧靜楠 女子丁組 鐵餅 亞軍 

5C 黃贊微 女子丙組 1500 米 冠軍 

1E 周天諾 男子戊組 60 米 冠軍 

1E 周天諾 男子戊組 100 米 亞軍 

2D 陳浚霆 男子丁組 跳高 季軍 

3B 江毓晉 男子丁組 100 米跨欄 季軍 

3B 江毓晉 男子丁組 跳高 冠軍 

3C 張炯尊 男子丁組 跳遠 季軍 

3C 張炯尊 男子丁組 標槍 冠軍 

3D 李子燊 男子丁組 100 米跨欄 亞軍 

4C 蔡灝楠 男子丁組 400 米 季軍 
 

  

十五.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學生會舉辦的歌唱比賽於 12 月 20 日舉行。參賽及觀賽同學都享受整個比賽過程。 

(2) 上學期 9 個興趣班已順利完結，下學期課程將於 2 月開始。 

(3) 四社同學參與第 47 屆陸運會比賽，社員熱烈地為社打氣，最後羅莉社奪得全場總

冠軍。 

  

十六. 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6 日，舉行「中六級學生模擬面試工作坊」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汲取經

驗，提升個人及小組面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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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7 日，中六級學生完成聯招 20 項選科。 

(3) 12 月 8 日，推薦中六級學生參加「香港演藝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2023」。 

(4) 12 月 12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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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26 日及 12 月 3 日，16 名家長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教育心理服務主辦

之「精神健康急救(關懷青少年版)」證書課程，課程旨在增加家長對青少年精神問

題和相關之專業治療服務及社區資源的認識。 

(2) 12 月 17 日，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活動，學校社工於當日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聖

誕花環。活動共有 13 個家庭參與，希望可藉此機會促進親子關係。 

  

十八.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2 日舉行敬拜隊練習。 

(2) 12 月 7 日舉行學生團契上學期最後一次聚會。 

(3) 12 月 14 日為學生團契舉行福音週檢討會。 

(4) 12 月 20 日早上，學生團契於學校正門頌唱聖詩。 

(5) 12 月 20 日舉行聖誕崇拜。由燃續創意敬拜學校主領聚會並宣講信息，向老師及同

學宣告平安和希望的聖誕信息。 

  

十九.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2 月 2 日 及 19 日上午，主持區會黃大仙區中小學聯絡委員會會議。 

(2) 12 月 2 日及 30 日晚上，出席區會教務行政部會議。 

 (3) 12 月 12 日下午，出席教育局「優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簡介會。 

(4) 12 月 12 日下午，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 

(5) 12 月 16 日下午，出席桂華山中學 45 周年校慶聚餐。 

(6) 12 月 16 日下午，出席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執委會會議。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