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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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一. 教職員會議 

 11 月 2 日，由於當天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本人召開網上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  

 全方位學習津貼 2021-2022 報告及 2022-2023 計劃 

 預備恢復全日時間表之安排 

 核討升留班政策及有關會議之安排 

 其他校務事宜 

  

二. 恭賀本校同學榮獲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和優秀學生殊榮 

 11 月 6 日，東九龍青年社與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舉辦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

舉頒獎禮。在二百多名參賽者中，本校同學脫穎而出，李喆穎同學榮獲本區高中組傑

出學生及社會服務獎。宋軒雯同學榮獲初中組傑出學生，實在可喜可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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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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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 

 11 月 9 日，校監高一村教授召開本學年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審議 2021–2022 年

度校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以及 2022–2023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及其他校務事項。 

  

五. 教師學習社群：善用社交媒體 

 11 月 17 日，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舉辦教師學習社群，主題為「善用社交媒體」，

邀得本校駐校社工機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服務督導陳凱雯女士分享經驗及

善用社交媒體的建議。 

  

六. 獲邀為聖公會基德小學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18 日，本人獲邀為聖公會基德小學六年級學生家長，簡介本校近況。當日出席

學生及家長近二百人。 

  

七. 旅行日 

 11 月 18 日為本學年學校旅行日，本校安排不同級別師生往離島、海灘及公園，讓班

主任與其所屬班別的學生、同學與同學之間在輕鬆的氣氛下增進情誼，増強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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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班風。 

  

八. 福音周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5 日，宗教事務委員會舉辦福音周，旨在加深學生對福音及基督

教信仰之認識，活動包括佈道會、基督徒聚會分享、詩歌見證分享會、書展及午間詩

歌廣播等。宗教事務委員會安排吳天恩老師及馬偉臨老師於佈道會分享其生命見證，

並由校牧羅美莉宣教師作出呼召。 

  

九. 獲邀為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24 日，本人獲邀為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六年級學生家長，簡介本校近況。當日出

席學生及家長近二百人。 

  

十. 家長教師會常務會議 

 11 月 25 日晚上，本人出席伍欣嫻主席主持之家教會會議。是次會議討論本年會務安

排。 

  

十一. 家長講座﹕「子女沉迷手機及電子媒體，怎麼辦？」 

 11 月 26 日，本校舉辦講座，邀得本校校友現任四方福音會傳道湯培生校友分享家長

如何應對子女沉迷手機及電子媒體的策略。此外，本校亦邀得一名本校中二級家長介

紹有用資源讓子女善用手機及電子媒體及分享其與子女溝通善用手機及電子媒體的

親身經驗。 

  

十二. 校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1 月 28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十月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討論考慮為某些

學生發出修業證書的安排及其他校務事宜。 

  

十三.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1 月 12 日，4D 鄭泳昕，4D 陳博淳，4D 蔡籽悠、4D 吳家雯代表本校參加由香

港真光中學舉辦的女子真光數學邀請賽 2022，本校榮獲全場總季軍，而 4D 鄭泳

昕，陳博淳更獲得優異獎。 

(2) 數學學會於十一月份舉行「每月一數」活動，透過活動提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

本月份得獎者是 3D 杜駿軒同學 和 4D 周美詩同學。 

(3) 11 月 17 日，數學科於網上舉辦數學講座，講座題目是「Courtroom in Mathematics

法庭裡的數學」，是次活動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副教授羅永昌博士主講，

內容是利用數學中的概率 (probability) 概念來分析及了解不同的案件審判過

程，當天有 85 位同學出席。 

(4) 數學比賽訓練班(朱嘉文老師和戴子迪老師負責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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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訓練班：中一級逢星期四(3/11,10/11,17/11,24/11)；中二至中四級逢星期二

（1/11,8/11,15/11,22/11），合共十五名同學參加。 

 28/11 HKMO (香港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訓練，六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 

 7/11 及 9/11 香港真光女子數學比賽訓練，四名中四級同學參加。 

(5) 課後支援班： 

 中一級數學鞏固班於 14/11、 21/11、 28/11 下午進行，邀請測驗及 HKAT 成

績稍遜的同學參加，課堂旨在協助同學鞏固基礎，有 20 名同學參加，由李宏

健老師、實習老師(蕭景新)和數學科夥伴(Maths Buddies)負責任教。 

 中六級數學科多項選擇題訓練班於 14/11、23/11 下午進行，按同學的數學能力

分五組上課，課堂內容主要教授在公開考試時常用的答選擇題技巧，同學必須

出席，由王振達副校長，朱嘉文老師、戴子迪老師、李誠歡老師和林灝嘉老師

任教。 

(6) 中五級資優班於本月份參加數據數學有限公司提供的中五級數學科模擬考試，根

據公開考試範圍而製作，每位同學會獲得報告分析以了解自己稍遜的範疇，有 30

名中五級同學參加。 

(7) 本月份數學科招募了中五級 18 名同學參加數學科夥伴計劃(MATHS BUDDIES 

SCHEME)，他們以小老師角色幫助初中同學溫習數學及協助籌辦第十六屆全港小

學數學比賽。 

(8)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25 日，李宏健老師出席教育出版舉辦線上研討會，題目：「高中數概工具

教學研究計劃」。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五十六名中四至中六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了由皇家澳洲化學學院主辦的

「國際化學試 2022」。在七千多名參與的香港學生中，共取得三個高等優良、

五個優良及三個良好的佳積。 

(2) 十八名中五級修讀生物科及化學科的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病理學專科學院主

辦的「國際病理學日工作坊」。 

(3) 五十三名中四級及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虛擬大學舉辦的

「化學家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4) 二十八名中三級修讀化學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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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十一月九日，七名中三至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生

物訊息學在神經系統疾病診斷中的應用」講座。 

(6) 十一月十一日，三名中四級修讀科學的同學參加了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

的「職安健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7) 十一月十五日，三名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電池

未來的發展」講座。 

(8) 十一月十七日，六名中四及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

「罪案調查中的化學」講座。 

(9) 十一月十八日，一名中三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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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 從你出發」電車車身設計比賽。 

(10) 十一月十九日，三名中四級科學資優同學參加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科大新體

驗」新高中/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他們會在未來六個月內，修畢新高中各科

學科課程。 

(11) 十一月二十四日，兩名中四及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

的「食品打印的現狀和未來」講座。 

(12) 十一月三十日，五名中四及中五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

「從數據科學的角度理解 『信仰』」講座。 

(13) 其他： 

十一月一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濕疹」。 
 

 綜合科學科 

(1) 二十名中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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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九日，一名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生物訊息學在神經系統疾病

診斷中的應用」講座。 

(3) 十一月十八日，一名中一級同學參加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舉辦的「器官捐贈 從你

出發」電車車身設計比賽。 

(4) 其他： 

十一月一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濕疹」。 

 經濟科 

(1) 11 月 11 日，經濟科與企業及會計財務 (BAFS) 科在級周會期間為中二級同

學聯合舉辦一場關於財務規劃的網上講座。講座由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

心主講。 

(2) 11 月 19 日，29 名中六學生參加 2022 中學文憑考試經濟科試卷二分析網上講

座。講者均為本屆中學文憑考試經濟科考試的主考官或資深批卷員。該工作坊

由香港經濟學教育協會主辦。 

 體育科 

(1) 10 月 30 日，6E 張銘雄在愉園體育會舉辦的愉園全港青少年田徑賽賽事中，

奪得男子 U20 跳高亞軍。 

(2) 11 月 16 日，3B 江毓晉同學在公民體育會舉辦的公民 75 週年鑽禧田徑錦標賽

賽事中，勇奪男子丙組跳高冠軍。 

(3) 11 月 15 日起，共有二十名中一至中三的初中同學，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教育局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辦第二期的聯校田徑專項訓練計劃。 

 視覺藝術科 

(1) 黃俊樺同學榮獲青苗琴行主辦全港 J12 西洋畫組繪畫比賽冠軍。 

(2) 黃俊樺同學榮獲國際青少年文藝培訓中心 (IYACC) 主辦第十四屆國際視覺藝

術公開比賽十三年歲組別漫畫組季軍。 

(3) 11 月 28 日，本校視覺藝術科溫家明老師參加 2022 年區會聯校視覺藝術展線上

會議，我校將協助展覽開幕禮儀式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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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4 日舉辦「中六模擬放榜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業成績水平，體驗放榜

的流程及選科的考慮，從而為多元出路作規劃。 

(2) 11 月 14 日至 25 日，中六級學生於生涯規劃課堂核對「學生學習概覽 (SLP) 的其

他學習經歷(OLE)」內容，並透過「網上校管系統 (WEBSAMS)」輸入校外表現及

獎項的資料。 

  

十五.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2 日及 16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2) 11 月 9 日及 23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聚會。 

(3) 11 月 4、11 及 18 日舉行中一級初信栽培班。 

(4) 11 月 4、11 及 18 日舉行敬拜隊練習。 

(5) 11 月 21 日至 25 日舉行一年一度福音週，主題為「Get Set Go」。活動包括基督徒

日敬拜祈禱會、詩歌分享、任務遊戲及老師詩歌見證佈道會。佈道會共有 18 名同

學決志信主。 

  

十六.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本校安排學友社英國語文科、中國語文科和數學科模擬考試分別於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和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本校舉行。 8 名中六級學生參加中國語文科模擬考試，

22 名學生參加英國語文科模擬考試和 32 名學生參加數學科模擬考試。模擬考試在

校內舉行，讓學生體驗公開考試的環境。 

(2) 數學科和英國語文科學習支援班（2022 年 11 月至 12 月）已於 11 月 4 日以 

Google Meet 開始。 中一至中五級有興趣的學生可自行報名參加課後學習支援班，

逢週四舉行，共有五節課。 

(3) 本校安排校友向本屆中六級學生分享應考選修科目的心得，以視頻形式於 11 月 21

日發布。短片內容著重分享備考中學文憑考試的經驗。這些視頻存儲在 Google 雲

端硬盤中，中五級學生可以隨時觀看。 

(4) 11 月 24 日舉辦如何編制筆記工作坊，有 9 名中一級學生參加，由學術領袖生分

享做筆記和編制時間表的技巧。 

  

十七.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本委員會於 10 月 7、21、28 日及 11 月 5 日舉辦｢中一家長適應班｣，約有 50 名家長出

席活動。活動由 4 位社工負責講解有關學生及家長適應中一級學生生活的課題，並分別

邀請家長、協和堂及王振達副校長與中一級家長分享心得。 

  

十八.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學校旅行日已於 11 月 18 日順利完成，同學樂於郊外歡聚。  

(2) 學生會順利舉辦歌唱比賽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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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1 月 3 日下午，出席香港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分會第一組別游泳比賽總

決賽暨頒獎禮。 

(2) 11 月 3 日晚上，出席英華書院及英華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會議。 

(3) 11 月 4 日晚上，出席區會教務行政部會議。 

(4) 11 月 9 日上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職員會會議。 

(5) 11 月 12 日及 26 日，主持香港浸會大學主辦「擬任校長專業發展需要分析」，協助

擬任校長了解自己是否適合擔任校長。 

(6) 11 月 14 日及 21 日，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 

(7) 11 月 16 日上午，出席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會議。 

(8) 11 月 22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會議。 

(9) 11 月 28 日下午，代表教育評議會與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會面，討論一系列教育

議題。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