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校務簡報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一.

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
11 月 7 日，校監岑國欣教授召開本學年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審議 2015–2016 年
度校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以及 2016–2017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及其他校務事項。

二.

校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1 月 10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十月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討論中四級生
命教育營之籌備、聆聽學生心聲、協和網加入教師時間表查詢功能及其他校務事宜。

三.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務會議
11 月 11 日下午，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開第二次常務會議，商討
本年度各項活動安排。

四.

齊賀廣州市協和中學 105 周年校慶
11 月 12 日至 13 日，本人與馮華成副校長、田婉珊助理校長、家長事務委員會主席
姜煥杏老師、課外活動主任陳淑端老師、中文科科主任謝錫偉老師、體育科科主任
郭世明老師、巫凱婷老師、區巧怡老師及約二十名學生領袖一同到廣州市協和中
學，齊賀廣州市協和中學 105 周年校慶。兩校學生領袖更有機會彼此認識及交流組
織學生活動的經驗。

五.

馬來西亞協和學校董事會主席、校長及老師到訪
11 月 15 日，馬來西亞協和學校董事會主席、羅月清校長及學校領導到訪，以探討
與本校未來交流合作之可行性。

六.

旅行日
11 月 18 日為學校旅行日，讓師生投入大自然懷抱，開放心靈。

七.

家長同行義工計劃
本校與協和堂、突破匯動青年合辦家長同行義工計劃，旨在透過小組、戶外活動、
論壇劇場、義工服務的參與，成立及培訓一群互相支持的家長群體，甚至走到群體
外支持其他家長。11 月 19 日，陳紫珊女士 Jess 主持第一次聚會。

八.

教職員會議第二次會議
11 月 23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中四級生命教育營之籌備、聆聽學生心聲、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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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加入教師時間表查詢功能及其他校務事宜。

九.

獲邀為嘉諾撤小學(新蒲崗)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25 日下午，本人獲邀為嘉諾撤小學(新蒲崗)六年級學生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出席學生及家長近一百人。

十.

資訊日
11 月 26 日，本校舉辦資訊日，接待區內小六學生及其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本年度資訊日於禮堂舉行，共兩節，分別於上、下午舉行，約有一千三百多名家長
及學生出席，每節第一部分由本人致歡迎辭及簡介學校政策，輔導主任關志豪老師
及學務委員會主席王振達助理校長介紹本校初中及高中課程；第二部分為校園參
觀。

十一.

第四十四屆陸運會
11 月 29 日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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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禮邀得香港康體發展局贊助精英運動員龍志輝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十二.

學科報告
英文科
十一月份舉辦活動如下：
日期

活動

對象

負責老師

11 月 3 日及
14 日

Give Me Five：說話技巧訓練

中六級

Mr. Crawford

11 月 9 日、
16 日及 23 日

英語活動中心課後英語活動－
報紙工作坊

中一至
中三級

Mr. Crawford

11 月 10 日、
17 日及 24 日

聯校說話技巧訓練：德愛中學

中六級

彭仲賢老師、侯祥佩
老師、周思瑩老師

11 月 10 日

英語朗誦訓練工作坊

中一至
中五級

周思瑩老師、
彭嘉瑜老師

11 月 11 日

青年協會「到校工作坊」楊鐵樑
爵士英語大使計劃-提升英語演
講技巧工作坊

中五級

彭仲賢老師

11 月 15 日

中四級故事英語演講比賽

中一至
中六級

侯祥佩老師

11 月 17 日

課後英語電影欣賞

中一至
中五級

陳歷德老師及
英文學會

11 月 23 日

每月英語電影欣賞

中二級

胡淑琴老師

11 月 23 日

英語急口令

中四至

陳嘉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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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邵禎琰老師

11 月 24 日

超級英語大使日

中一至
中五級

侯祥佩老師

11 月

Project A 拔尖計劃

中六級

彭仲賢老師、中六級
科任老師及校友

11 月

初中增潤計劃

中二至
中三級

彭仲賢老師及校友

數學科
(1) 本年度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網上報名已於本月 14 日完成。 162 名來自 19
間小學的同學將參與於十二月十日在本校舉行的比賽。
(2) 數學學會於十一月份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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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 楊丞軒和 1A 黃繹同同學。
(3) 11 月 22 日放學後，舉行培正數學選拔賽，有三十名來自中二至中三同學出席，
而本校最後會根據成績選出各級各四人代表本校參加明年初舉行之第十六屆
培正數學比賽。
(4) 11 月 23 日及 24 日放學後，數學科參與由「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舉辦的「專業
DSE 模擬考試 2017」以加強中六級同學對中學文憑考試數學科卷二(多項選擇
題) 考試題目的訓練。是次模擬考試在本校進行，部份答卷及分數會交回香港
教育圖書公司，以作評卷分析。
(5) 11 月 9 日及 21 日放學後，舉行中一數學補底班，是次補底班對象是中一上學
期統測成績較弱的同學，由林恩賜老師、李宏健老師負責統籌，馮華成副校長
及實習老師王偉業擔任導師。
(6) 11 月 17 日及 24 日放學後，舉行中四數學補底班，是次補底班對象是針對中四
上學期統測成績稍遜的同學，由李誠歡老師負責統籌及校友李宏寬擔任導師。
(7) 11 月 17 日放學後，舉行中五數學補底班，由李誠歡老師負責統籌及李宏健老
師協助教授。
(8) 11 月 9 日及 21 日放學後，舉行中六級數學補底班，由朱嘉文老師負責統籌及
校友周峻毅負責教授。
(9) 11 月 24 日，數學學會舉辦七巧板比賽，透過七巧板活動培養同學對圖形的興
趣，共有 42 名來自中一至中四同學參加。
(10) 11 月 26 日，本校共派出四名中四級同學代表本校參加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6。
(11)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15 日下午，李宏健老師及朱嘉文老師出席由考評局主辦之中學文憑考試
數學科 2016 考試題目分析及簡報會。
(12) 其他：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數學實習老師黃偉業於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十日期
間到本校實習，是次實習由李宏健老師及林恩賜老師負責啟導工作。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九名中四級科學資優同學成功獲得香港科技大學取錄，參加「科大新體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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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他們將於未來六個月內，修畢新高中各科學科
課程。
(2) 四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工程師學會及香港中華電力公司合辦「創新
能源項目設計比賽」。
(3) 五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綠色建築，由我創造」
綠色建築全港中小學學生比賽。
(4) 11 月 26 日，兩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綠色建築
之旅暨工作坊」。
(5) 十二名中四及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科學外展隊舉辦「科學歷奇日營」
。
(6) 四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全港中小企業設備安
全設計比賽」。
(7) 一名中六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舉辦「化學品安全吉祥物設
計比賽」。
(8) 三十九名中六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中學文憑化學科模
擬試」，以助他們在公開試中爭取佳績。
(9) 十五名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機電工程署舉辦「『遊走機電大世界』城市定向
賽」。
(10) 六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數碼科學短片拍攝比賽」。
(11) 11 月 26 日，四十名中四級化學科同學協助安排協和書院資訊日，在化學實驗
室協助招待到校參觀的小學學生。
(12) 委員會/科的專業發展活動：
a. 11 月 14 及 23 日，香港科技大學兩名學生與劉志建老師進行共同教學，
作為理學院學士課程「科學教育」其中一項活動。
b. 11 月 7 日，巫凱婷老師及劉志建老師參加由考評局舉辦「2016 香港中學
文憑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化學部分）考試簡報會」。
(13) 其他有需要向學校匯報之事情：
a. 11 月 9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披著神秘面紗的黑洞」。
b.

c.

11 月 17 日放學時間，舉辦「科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系 Prof. Angela Wu 主講，主題為「閱讀和編寫基因碼︰診斷、基因
改造 生物，及設計嬰兒」。
11 月 23 日放學時間，舉辦「港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吳世明博士主講，主題為「癌症病人的新希望:標靶療法和免疫療法」
。

綜合科學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三名中二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局舉辦「數碼科學短片拍攝比賽」。
(2) 九名中二同學參加由香港機電工程署舉辦「『遊走機電大世界』城市定向賽」。
(3)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2 日，關文輝老師為教授科學科同事舉行「科本教師學習社群」活動，主
題為「顯微鏡應用工作坊」。
(4) 其他：
a. 11 月 9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披著神秘面紗的黑洞」。
b. 11 月 17 日放學時間，舉辦「科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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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科學系 Prof. Angela Wu 主講，主題為「閱讀和編寫基因碼︰診斷、基因
改造 生物，及設計嬰兒」。
11 月 23 日放學時間，舉辦「港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吳世明博士主講，主題為「癌症病人的新希望:標靶療法和免疫療法」
。

歷史科
(1) 11 月 4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主辦歷史科知識增益系列講座：中國現代史
五講──崢嶸嵗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 年) 第一
講：「寧『左』勿右」：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1949-1957 年）
（更新）。
(2) 11 月 7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主辦歷史科知識增益系列講座：中國現代史
五講──崢嶸嵗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 年) 第二
講：
「多、快、好、省」
：
「大躍進」與黨內矛盾的激化（1958-1965 年））
（更新）。
(3) 11 月 10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主辦歷史科知識增益系列講座：中國現代
史五講──崢嶸嵗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 年) 第
三講：
「造反有理」
：
「文化大革命」與魅力領袖時代的終結（1966-1976 年）
（更
新）。
(4) 11 月 22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考評局主辦歷史科中學文憑考試 2016 校內評核簡
介會。
(5) 11 月 23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主辦歷史科知識增益系列講座：中國現代
史五講──崢嶸嵗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與實踐（1949-2000 年) 第
五講：斷裂與延續：用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更新）。
視覺藝術科
(1) 5D 盧沛棋榮獲「第四屆國際華人兒童及青少年藝術家年展.2016《童畫皇國》
兒童藝術年展」金獎。
(2) 11 月 30 日 ，溫家明老師出席考評局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 2016 簡介會。

十三.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1) 協和堂邀請｢突破滙動青年｣與本會合作，為家長舉辦一系列活動，其中一項為
｢家長同行小組｣。約有三十多位家長報名參加。第一次聚會已於 11 月 11 日舉
行，參與的家長均表示參與活動有得著。
(2) 11 月 19 日，本會與協和堂、｢突破滙動青年｣及家長教師會合辦的｢家長工作坊
(二)｣舉行第一次活動。
(3) 11 月 11 日，家長教師會舉行了第二十屆第七次常務會議，商討有關親子旅行
等事宜。

十四.

學校推廣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6 日，學校推廣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 11 月 28 日學校資訊日之
安排。
(2) 本年度學校簡介單張於十一月上旬印備，單張已分發給小學以作推廣，亦於 11
月 26 日學校資訊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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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十五.

11 月 9 日，訓練四名早前招募的中四級同學擔任文物室學生大使。
11 月 17 日，舉行學校資訊日學生工作人員簡介會。
11 月 21 日，陳敏儀老師及校務處黎明蕙小姐完成更新文物室資料。
11 月 21 日，本年度第一期校訊出版，校訊已分發給小學以作推廣，亦於 11
月 26 日學校資訊日及 12 月 9 日及 10 日舉行之區會學校巡禮派發。
11 月 25 日，兩名中一級同學早前由崔惠明老師招募及訓練陪同校長到嘉諾撤
小學(新蒲崗)向六年級學生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26 日，成功舉行學校資訊日，全日出席人數超過 1200 人。
11 月 26 日，舉行區會黃大仙區學校巡禮，梅嘉耀副校長負責接待區內三所黃
大仙區區會小學 250 名學生及家長。
11 月 29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區會主辦於 12 月 9 日及 10 日舉行之區會學校巡
禮簡介會。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校長帶領 18 位學生領袖及 8 位老師於 11 月 12 及 13 日到廣州協和中學，同學
上台獻唱【春雨恩典】，慶祝廣州協和中學創校 105 周年校慶，學生領袖更爭
取機會與廣州協和中學同學交流討論。
(2) 學校旅行日定於 11 月 18 日舉行。當日天氣晴朗涼快，令師生們可一起愉快地
享受大自然。

十六.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9 日及 11 月 16 日舉辦「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同學透過面試，吸取經
驗，提升個人及小組的面試技巧。
(2) 11 月 24 日中六學生完成聯招 20 項選科。

十七.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報告
本年度第二次教師發展(中華基督教會英中聯合教師發展日)於 11 月 25 日舉行，是
次主題為「提升教學效能」。

十八.

訓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5 日，與英文科合辦「中四級故事英語演講比賽」
。故事的主題是尊重。
約 200 名學生參加。
(2) 11 月 16 日，與駐校社工合辦與朋輩相處之道工作坊。16 名中一及中二級學生
參加。
(3) 11 月 21 日，委員會誠邀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派出社工在學
校大門舉辦色香味大比拼: 認識朋輩壓力及學習拒絕不良引誘活動。

十九.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4、21 及 28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2) 11 月 9 及 23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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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二十.

11 月 10 日舉行中五信仰小組
11 月 1 及 22 日舉行中六信仰小組
11 月 11 日舉行 4C 活動重聚敬拜會，並於敬拜會後於校內舉行燒烤聯誼活動。
11 月 16 日為中一學生舉行初信栽培班。
11 月 22 日舉行老師午飯祈禱會，教職員互相分享，彼此守望。
11 月 26 日 10 名學生參與明愛樂仁學校旅行日，擔任義工，與該校同學同遊青
衣公園。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1 月 1 日上午，出席區會黃大仙區校長會議。
(2) 11 月 1 日中午，出席黃大仙區校長團契。
(3) 11 月 2 日上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職員會會議。
(4) 11 月 4 日下午，出席區會教務行政部會議。
(5) 11 月 5 日下午，出席香港教師中心及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合辦之普通話/粵語教
中文研討會。
(6) 11 月 8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央校董會學與教小組會議。
(7) 11 月 14 日下午，出席區會校長會為教育局「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辦學團
體合作項目標書審核委員會會議。
(8) 11 月 14 日下午，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
(9) 11 月 15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例會。
(10) 11 月 18 日下午，出席平等機會委員會主辦《推動種族共融及預防種族歧視：
學校及家長須知》簡介會。
(11) 11 月 21 日下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中文科學與教交流小組會議。
(12) 11 月 24 日下午，出席教育局主辦「處理投訴、用心解鈴: 提升抗逆力和情商
能力」講座。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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