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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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一. 協和一百一十周年校慶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訪問 

 11 月 1 日，本人與協和小學簡燕玲校長、協和小學(長沙灣)蔡世鴻校長及協和幼稚園劉

明貞校長接受星島日報記者訪問，了解協和祖校的校史及協和各校的特色。 

  

二. 教職員會議 

 11 月 3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  

 全方位學習津貼之報告 2020-2021 及計劃 2021-2022 

 上學期考試之安排 

 下午網課之安排 

 本學年課堂研習之安排 

 其他校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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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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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邀為聖公會基德小學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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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旅行日 

 11 月 19 日為本學年學校旅行日，本校安排全校師生到海洋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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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班風。 

  

六. 福音周 

 11 月 22 日至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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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務委員會邀請天梯使團於佈道會分享。 

  

七. 校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1 月 30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十月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討論陸運會、升旗

禮安排及其他校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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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1 月 2 日，舉行本年「第十五屆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第一次籌備會議，李

宏健老師及林恩賜老師出席會議，內容是確定比賽日期為 12 月 11 日，並簡介本年

工作流程及因疫情而採取的防疫措施。 

(2) 數學學會於十一月份舉行「每月一數」活動，旨在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本月份

得獎者是 1D 王若晞 和 3A 鄭泳昕同學。 

(3) 11 月 4 日，進行中六級數學多項選擇題訓練班，按同學的數學能力分四組上課，

主要教授在公開考試時常用的選擇題答題技巧，同學必須出席，由王振達副校長、

李宏健老師、戴子迪老師及林灝嘉老師任教。 

(4) 11 月 8 日，數學學會與科學學會舉辦了 STRAWSCRAPER，有 65 位同學參加，活

動內容利用數學概念三角形定理來了解香港的建築結構，同學需要用飲管來模擬

建築結構以測試有關結構的安全性。 

(5) 11 月 13 日，4E 周綽珈，4E 卓希彤、4E 容韻晴及 3A 鄭泳昕同學到香港真光書院

參加「2021 真光女子數學比賽」，是次比賽由朱嘉文老師負責訓練及統籌。3A 鄭

泳昕獲得全場個人銅獎，4E 周綽珈，4E 卓希彤和 4E 容韻晴則獲得優異獎。 

(6) 11 月 29 日，數學科委員會於網上舉辦數學講座，講座題目是「Understand how 

mathematicians think using origami examples 用摺紙來了解數學家的思想」，是次活

動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數學系教授林其鋒博士主講。內容是利用幾何概念對摺紙講解

和從數學家的角度了解摺紙概念，當天有 138 位同學出席。 

(7) 11 月 30 日，於 GOOGLE MEET 進行中四級數學溫習班，主要溫習第二、三及第四

課內容，由戴子迪老師和陳奕鑫實習老師任教。 

(8) 中四及中五級 M2 班(4E、5E)同學於本月份參加國際教育研究中心專業考試與評估

委員會舉行「SNC 國際數學能力測試」，從中挑選數學成績優異的學生，並會推薦

學生參加香港理工大學數學資優課程。 

(9) 本年數學科邀請 2C 區卓言、陳家樂、何心盈、梁穎雪和黃愷晴同學擔任數學科閱

讀推廣大使，協助推廣數學閱讀計劃，主要介紹圖書館 SELF-EXCEL CORNER 內

的數學書籍和閱讀報告，本活動由吳嘉銘老師負責統籌。 

(10) 四十八名中六級同學於本月份以網上考核模式參加學友社主辦的香港模擬考試數

學(必修部份)。 

(11)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9 日，朱嘉文老師出席考評局舉辦「2021 HKDSE 數學科(延伸部份)考試

題目分析及簡報」工作坊。 

 11 月 16 日，李宏健老師出席考評局舉辦「2020 HKDSE 數學科(必修部份)考

試題目分析及簡報」工作坊。 

(12) 其他： 

 數學科於本月份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之實習老師計劃，實習學員是

陳奕鑫老師，實習日期由 8/11 至 10/12，啟導老師是李宏健老師和戴子迪老師。 

 數學科為中六級修讀 M2 所有同學訂購數學科(M2 延伸部份)模擬試卷練習，科

任老師選擇「樂思出版社」作為教材。 

 本校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合辦之第十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已於 11 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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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開始接受本區小學報名，由於疫情關係，每所小學只可以派一隊共三位

同學參加比賽，邀請信已於 11 月 9 日寄給本區小學，同時比賽內容亦已上載

到本校網頁供公眾人士查閱，截止報名日期是 11 月 26 日。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一隊合共三名中五級修讀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的

「香港數碼科學短片製作比賽」。 

(2) 一隊合共五名中五級修讀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的

「創科樂『耆』中樂齡科技設計比賽 2021-22」。 

(3) 一名中三級修讀化學科同學參加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的「職安健 GIF 動

畫設計比賽 2021」。 

(4) 七十七名中四至中六級修讀化學科同學參加皇家澳洲化學學院主辦的「澳洲

國家化學試 2021」。在七千多名參與的香港學生中，共取得七個卓越、二十

二個高等優良、十一個優良及十個良好的佳績。 

(5) 一名中三級修讀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香港建造學院主辦的「STEM 冬日

營」。 

(6) 五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一月)」。 

(7) 11 月 7 日，二十七名中三至中四級修讀化學科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海

底奇『魚』記」網上講座。 

(8) 11 月 13 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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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在未來六個月內，修畢新高中各科

學科課程。 

(9) 11 月 20 日，一名中三級修讀化學科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為民」

網上講座。 

(10) 其他： 

 11 月 1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人類的生物鐘」。 

 11 月 8 日，數學學會及科學學會聯合主辦了「STRAWSCRAPER」比賽。 

 綜合科學科 

(1) 兩名中一及中二同學參加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的「職安健 GIF 動畫設計比賽

2021」。 

(2) 九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一

月)」。 

(3) 11 月 7 日，五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海底奇『魚』記」網

上講座。 

(4) 11 月 20 日，五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為民」網上講座。 

(11) 其他： 

 11 月 1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人類的生物鐘」。 

 11 月 8 日，數學學會及科學學會聯合主辦了「STRAWSCRAPER」比賽。 

 視覺藝術科 

(1) 3C 楊民逸同學獲「葛量洪視覺藝術獎」頒發嘉許狀。 

(2)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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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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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將協助展覽開幕禮儀式的進行。 

(3) 11 月本校參加由 ICH+和嶺南大學聯合舉辦的木箱製作計劃。中四及中五級修讀視

覺藝術科的同學學習如何製作木製品，並掌握一些基本的鋸切木塊技巧。 

  

九.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8 日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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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 月 13 日，本會推薦中六級學生參加香港大學護理學院舉辦的「與醫護領袖座談

活動」(Meeting Nursing Elites Programme)。 

(3) 11 月 16 日 ，推薦中六級學生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舉辦的「資訊及面試日活

動」(Engineering Exploration Day and Interview )。 

(4) 11 月 29 日 ，6B 及 6F 班進行「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吸

取面試經驗，提升個人及小組面試技巧。 

  

十. 訓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3 日，為領袖生安排一次香熏製作工作坊。領袖生們喜歡在工作坊中製作香

熏唇膏和潤膚露。 

(2) 11 月 17 日，學校社工為十名中一和中二級同學舉辦一場關於與他人建立基本社

交技巧的小型講座。 

(3) 11 月 28 日，為領袖生團隊安排參觀狗中心。 領袖生們在中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

學會如何照顧動物。 

  

十一.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0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網上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2) 11 月 3 日、17 日及 24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網上聚會。 

(3) 11 月 2、10 及 18 日舉行中五級網上信仰小組。 

(4) 11 月 11 及 18 日舉行中六級網上信仰小組。 

(5)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舉行一年一度福音週，主題為「勢不可擋」。活動包括基督徒日、

敬拜祈禱會、詩歌點播、老師詩歌見證分享及佈道會。 

 

十二. 學務委員會報告 

 為幫助中一級學生適應新學習環境及協助他們提高學習效能，本學年開展「同行者計

劃」。十一月四日舉辦該計劃迎新活動。本年度有二十一名中一級學生參與計劃，有十

一名學術領袖生為學弟妹提供朋輩輔導。 

  

十三.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本委員會於 11 月 5 日舉辦｢中一家長適應班｣及｢家長小組｣。 

｢中一家長適應班｣由學校社工余詩雅姑娘講解｢青少年的成長轉變｣及副輔導主任鄒樂

兒老師講解｢親子相處之道｣，約有 50 名家長參與。學校社工於活動後分享有關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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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需要的短片，短片連結已透過家長手機應用程式發放予參加者。 

｢家長小組｣由協和堂主持，回應中一家長適應班的內容，讓參加者分享並建立彼此支持

的群體，約有 40 名家長參與。 

  

十四.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1 月 19 日，學校旅行日已順利完成，校長、全體老師及同學於海洋公園歡聚。 

  

十五.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1 月 3 日上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職員會會議。 

 (2) 11 月 13 日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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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 月 23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會議。 

(4) 11 月 23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央校董會會議。 

(5) 11 月 24 日下午，出席區會小學校長會會議。 

(6) 11 月 25 日下午，出席香港城市大學主辦中學研討會。 

(7) 11 月 30 日上午，出席津中議會會員大會。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