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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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月 

一.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明報特刊專訪 

 10 月 2 日，明報記者到本校採訪及拍照，與本人、副校長及學生領袖面談，為五十周年

金禧校慶製作專輯。 

  

二. 教職員會議 

 10 月 6 日，本人召開會議，報告及討論以下事項 :  

 2021-2022 周年校務計劃 

 2020-2021 周年校務報告 

 10 月份及 11 月份學校活動安排更新 

 2021-2022 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 

 其他校務事宜 

  

三. 恭賀本校同學榮獲第十四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和優秀學生殊榮 

 10 月 10 日，東九龍青年社與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舉辦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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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采琦榮獲本區高中組傑出學生

及社會服務獎。此外，中一級新生王頌恩榮獲上年度本區小學組優秀學生，實在可喜可

賀！  

  

四. 中學文憑試模擬放榜 

 10 月 15 日，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及學務委員會為本屆中六級學生舉辦中學文憑試模

擬放榜，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水平及升學選擇，及早為中學文憑試作準備。學生因應自己

的成績規劃出路，社工按情況作輔導及支援。中六級班主任及升學輔導老師協助社工進

行有關活動。 

  

五. 校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10 月 26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 11 月份及 12 月份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討論全方

位學習津貼預算及未來推行 BYOD 政策的安排。 

  

六. 捐血日 

 10 月 27 日，本校安排紅十字會到校提供捐血服務，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共有 56 名師

生、職工及家長參與捐血。 

  

七. 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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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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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以及 2021–2022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及其他校務事項。 

  

八.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0 月 5 日、19 日及 26 日，以網上形式舉行初中及高中奧數訓練班，朱嘉文老師

和戴子迪老師負責統籌。 

(2) 數學學會於十月份舉行「每月一數」活動，透過活動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本月

份得獎者是 1A 麥焯文同學和 3A 鄭泳昕同學。 

(3) 10 月 27 日，數學學會出版 Mathgazine(算數)，並派發給全校同學閱讀，本期包括數

學家的成功故事，DSE 溫習角和有趣數學問題等內容。 

(4) 其他： 

為了讓中六級同學對 DSE 考試有更深的認識及加強操練，本科組代中六級同學訂購

模擬試卷練習，練習本亦會於課堂上使用。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為使同學打好基礎，本科替中六同學開設補底班。在 GOOGLE MEET 課堂上，

老師與學生討論在網上功課中常見的謬誤及按課題進行小測。 

(2) 在「多元學習津貼」的支援下，本科替中六同學開設 GOOGLE MEET 增潤課程，

以在公開試中爭取佳績。 

(3) 兩隊合共八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浸會大學舉辦「全港中醫藥常識

問答比賽」。 

(4) 兩隊合共八名修讀化學科的中五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中華

電力公司合辦的「創新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5) 一隊共五名中三同學參加香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主辦的「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

克」比賽，並獲得兩個三等獎的成績。 

(6) 五名中三至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科普工作坊

2021(十月份)」。 

(7) 十名中四及中五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腦科基金會主辦的「香港 

Brain Bee 腦神經科學大賽」。 

(8) 三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婦女基金會主辦的「GIRL GO TECH STEM 網上

學習課程」。 

(9) 一隊合共四名中四級修讀化學科的同學參加香港能源學會舉辦的「能源社區

2030」，並獲得高中組季軍。 

(10) 十月七日，九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舉辦的「科學 e 導遊@彼思動

畫的科學秘密」網上講座。 

(11) 十月九日，二十六名中三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太空館舉辦的「走進星星的奧秘」

網上講座。 

(12) 十月十四日，一名修讀化學科的中六級同學參加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的「全

港化學品安全海報設計比賽」，並獲得高中組季軍。 

(13) 其他： 

 10 月 4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解辣的妙法」。 

 10 月 27 日放學，科學學會舉辦「科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

學系梁嘉華博士主講，主題為「植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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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科學科 

(1) 十月七日，十二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科學館主辦的「科學 e 導遊@彼思動

畫的科學秘密」網上講座。 

(2) 十月九日，二十四名中一至中二級同學參加香港太空館主辦的「走進星星的奧秘」

網上講座。 

(3) 其他： 

 10 月 4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解辣的妙法」。 

 10 月 27 日放學，科學學會舉辦「科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

學系梁嘉華博士主講，主題為「植物智慧」。 

 三十二名中一至中三級同學獲招募成為環保之友，他們主要負責本校的「減廢

回收大行動」。 

 音樂科 

(1) 中、西樂團、合唱團及無伴奏合唱小組由 10 月份開始網上排練，本年度參加人數

約為一百人。 

(2) 下列樂器班已於 10 月份開課，參加人數為 88 人。 

小提琴班(5 班) 、古箏班(2 班) 及笛子班(2 班)進行實體課堂。上網課的樂器班包括

結他班(3 班) 、琵琶班(2 班) 、長笛班(2 班) 、薩克管班及單簧管班。 

(3) 配合混合學習的教學的目標，音樂科於恢復實體課堂後，繼續把合適的教材上載於

電子教學平台，讓同學自行學習，並建立他們自主學習的習慣。 

(4) 本校同學參加 2021 聯校音樂大賽, 獲三項優異成績如下: 

 參賽項目 獎項 

合唱團初級組 中學小組合唱 銀獎 

中樂團 中學小組合奏(中樂) 銀獎 

弦樂合奏 中學小組合奏(弦樂) 銅獎 
 

 體育科 

(1) 本校田徑隊於 10 月 1 日 10 月 2 日及 10 月 3 日參加屈臣氏田徑會舉辦之屈臣氏田徑

會週年大賽, 成績如下: 

5E 張銘雄 男子 U18 跳高 冠軍 

2A 江毓晉 男子 U14 跳高 殿軍 

4B 李思洋 女子 U16 推鉛球 第五 

4B 李思洋 女子 U16 擲鐵餅 第六 

5C 韓子熙 男子 U18 110 米跨欄 第八 

2D 李子燊 男子 U14 100 米跨欄 第八 

(2) 本校田徑隊於 10月 30 日參加公民體育會舉辦之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成績如

下: 

5E 張銘雄 男子 U18 跳高 冠軍 

2A 江毓晉 男子 U14 跳高 冠軍 

5C 韓子熙 男子 U18 110 米跨欄 季軍 

 

 視覺藝術科 

 (1) 10 月 20 日，溫家明老師到銘基書院與視覺藝術科及陶藝科老師進行教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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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月 21 日，嶺南大學的 Raymond Chin 先生與中四和中五級修讀視覺藝術科的學生

進行網課（木製家具製作）。教授學生用木頭製作家具的基本理論。 

  

九.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原定於 10 月 13 日舉行的全方位學習日因八號風球而取消。 

(2) 中三級新高中學制及選科講座於 10 月 22 日順利舉辦。是次講座讓家長了解新高中

學制、本校高中課程及中四選科機制。 

  

十. 訓導委員會報告 

 10 月 15 日，領袖生為中一級同學安排校規及設立班規講座。領袖生更為是次講座特製

一段有關校規的短片，讓中一級同學對校規有更清晰的了解。 

  

十一.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0 月 4 日，透過「大學聯招系統」提交應屆中六學生資料。中六學生在「生涯規劃

課堂」到電腦室開設「大學聯招系統」戶口，並於 12 月 8 日前繳交費用及遞交 20

項選科意向。 

(2) 10 月中旬開始「師生輔導計劃」(mentorship scheme)，老師擔任升學顧問，為應屆

中六學生提供升學及選科等支援，有 20 多位老師參與。 

(3) 10 月 15 日舉辦「中六模擬放榜活動」。透過活動，讓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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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製作《2122 學年多元出路參考資料》，中六班主任在 10 月 22 日的家長晚會向家長

講解中六學生多元升學途徑及相關資訊。 

  

十二.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1) 10 月 9 日，家長教師會透過 Google Meet 舉行第二十三屆執行委員互選會議，選出

家長教師會各個職位；隨即進行第二十三屆預備會議，讓各候任委員對本會職務有

更多了解。 

(2) 10 月 22 日，本委員會舉行｢家長晚會｣，主要環節包括：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會

員大會(2021)、第二十三屆委員宣誓就職、頒發感謝狀、｢家長與班主任座談會｣(中

一、二、四至中六級) 及「新高中選科講座」(中三級)。 

  

十三.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0 月 6 日及 27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網上團契週會。 

(2) 10 月 12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3) 10 月 21 日及 27 日舉行中五及中六級信仰小組。 

(4) 10 月 2 日、15 日、22 日及 29 日舉行中一信仰栽培活動。 

  

十四.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0 月 5 日、11 日、12 日、15 日及 22 日，獲教育局委任為聖士提反書院擔任校外

評核評核員。 



 5 

(2) 10 月 6 日上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職員會會議。 

 (3) 10 月 21 日上午，主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情緒教育委員會會議。 

 (4) 10 月 26 日晚上，出席九龍真光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 

 (5) 10 月 30 日上午，出席區會學務部主辦「加強區會中、小學銜接交流會議」。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