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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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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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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百人，反應熱烈。

二.

「校友日」暨「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及聚餐」
12 月 3 日為「校友日」暨「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及聚餐」
。本校接待不同年份畢業校友
回校探望老師，與老師拍照暢談，回味昔日美好時光。不少校友參加「校友會周年會
員大會」。老師及校友均十分支持是次活動。是晚筵開 15 席，接近 200 人出席是次盛
會，可見校友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三.

香港教育大學趙志成教授率領廣東梅州嘉應學院教授及專家到訪本校
12 月 8 日上午，香港教育大學趙志成教授率領廣東梅州嘉應學院教授及專家到訪本校，
聽取本人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及知識管理策略，並參觀本校各項設施。

四.

中華基督教會中學聯校資訊日
12 月 9 日及 10 日，本校參與「中華基督教會中學聯校資訊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為本校辦學團體。是次區會聯校資訊日為首次舉辦，目的是讓家長更多認識區會各
所中學的特色。區會各所中學均設資訊攤位，讓參觀人士可以即場查詢入學資料。12
月 9 日下午，舉行區會聯校資訊日開幕禮，邀得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
主禮。12 月 10 日上午，本人獲邀於資訊日主持講座，講解入學面試技巧。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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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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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百人，反應熱烈。

六.

福音周
12 月 5 日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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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浸信會主任牧師陳永輝牧師於佈道會分享訊息。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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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所小學共派出
164 名學生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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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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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獲邀為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
12 月 10 日早上，本人獲邀為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家長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出席家長近一
百人，反應熱烈。

九.

本人獲頒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優秀論文獎」
本人榮獲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頒發的「優秀論文獎」。本人於 2014 年完成教育博士學
位要求，獲頒教育博士。本人的教育博士論文以研究知識管理在學校的應用為主，並
於國際學術期刊上刊登。12 月 10 日下午舉行頒獎典禮，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以本人論文
在學術上的貢獻而頒發「優秀論文獎」以示表揚。

十.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12 月 11 日，本校家教會舉辦親子旅行，參觀鶴咀海岸保護區及饒宗頤文化博物館。參
加者共有一百五十多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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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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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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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連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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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參與練習，務求爭奪佳績。

十三.

聖誕崇拜及茶會
12 月 22 日，本校舉行聖誕崇拜，邀請李天敏傳道到校分享訊息。除崇拜外，各班均舉
辦茶會，師生在歡樂氣氛下增進情誼。

十四.

學生會歌唱比賽
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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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數學學會於十二月份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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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 馬俊軒 和 2A 黃泳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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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12 日，本科舉行模擬考試前預試，以加強中六同學對 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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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中四級上學期為期九堂數學補底班順利完成，由李誠歡老師負責統籌
和教授，而校友李宏寬協助教授，本年共有 18 名成績稍遜的同學參與。
(4) 12 月 19 日，中五級上學期為期七堂課程數學補底班順利完成，由李誠歡老師負責
統籌和教授，而實習老師黃偉業及李宏健老師協助教授，本年共有 26 名成績稍遜
的同學參與。
(5) 12 月 19 日，中一至中四級為期三個月共八堂奧數訓練班順利完成，中一級有十六
名同學參加訓練、中二級有十五名同學參加訓練，中三級有十六名同學參加訓練
及中四級有十二名同學參加訓練，平均出席率達八成，他們將於本學年亦會代表
本校參加校外不同類型的數學比賽，而是次訓練班由朱嘉文老師負責統籌，校友
黃梓陽、校友陳俊豪及中五級同學(蕭景新和陳麗盈)協助教授。
(6) 12 月 10 日，三名中二級同學參加由香港資優教育學會舉辦「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
請賽初賽」
，當中 2A 蘇依琳取得二等獎成績，而 2A 黃思朗和 2A 顏文亮取得三等
獎成績。
(7) 12 月 1 日，5E 陳麗盈、陳俊傑、蕭景新同學參加香港大學數學系舉辦之資優課程
「數學博達通」，並順利完成課程及取得合格證書。
(8) 其他：
12 月 10 日，本校舉行第十二屆全港(黃大仙區)小學數學比賽。參賽學校十分踴躍，
十九間小學共派出 164 名學生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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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十二月三日，兩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綠色建築設
計比賽」。
(2) 十二月十一及十七日，六隊合共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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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二名中四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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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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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兩隊共八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程系主辦「全港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6) 二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舉辦「敢創未來師友計劃」。
(7) 八十二名中四級及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香港虛擬大學舉辦的「化學家
在線自學獎勵計劃」。
(8) 其他：

十二月八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甚麼是益菌?」

十二月十三日，巫凱婷老師及劉志建老師參加由香港科學館舉辦「超感官暴
龍展」教師工作坊。
綜合科學科
(1) 十二月十一及十七日，四隊合共十二名中一及中二級同學參加由香港機電工程署
舉辦的「『遊走機電大世界』城市定向賽」。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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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八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甚麼是益菌?」
十二月十三日，巫凱婷老師及劉志建老師參加由香港科學館舉辦「超感官暴
龍展」教師工作坊。

歷史科
(1) 12 月 15 日，歷史學會舉辦錄像欣賞：《奧斯威辛納粹黨集中營與最終方案》，54
名學生參加。
(2) 12 月 22 日，陳敏儀老師參加教育局主辦歷史科科主任焦點小組會議。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中四及中五修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學生和本校紅十字會於 12 月 20 日至 21 日期
間，聯合舉辦 「精神健康展覽暨攤位活動及健康檢查」
，推廣生理和精神健康的信息。
是次活動，我們亦邀請了校長朱啟榮博士及郭世明老師教授師生們做伸展減壓活動。
同學們均積極參與，以致是次活動能順利舉行。
音樂科
音樂部於 12 月 15 日舉行聖誕音樂會，約二百八十名觀眾及表演者藉音樂分享，一同
迎接節日的來臨。
體肓科
本校班際跳大繩比賽已於 12 月 12 舉行。歡笑聲及打氣聲充滿著整個會場。
12 月 7 日，本校田徑隊參加第 70 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大會。4D 陳澤鈞跳出 1.89 米佳
績，獲得跳高冠軍，並破男乙跳高大會紀錄。
本校男子甲組排球隊於全港學界排球賽中奪得冠軍。
4D 陳澤鈞於 2016 年 12 月 22 日至 28 日參與「川港青少年運動員交流活動」
，並於與四
川省隊的友誼賽中獲得跳高冠軍。獲頒發一等獎證書。
十六.

學務委員會報告
12 月 2 日週會時間舉辦中五級學生學習分享會。本委員會邀請現正就讀大學的校友分
享選修科的學習貼士，為中五選修科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十七.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9 日，本會與協和堂及｢突破滙動青年｣合辦｢家長同行義工計劃｣舉行第二次
聚會。
(2) 12 月 10 及 17 日，本會與協和堂、｢突破滙動青年｣及家長教師會合辦｢家長工作坊
(由明白青少年開始)｣舉行第二次聚會。
(3) 12 月 11 日，家長教師會舉行｢親子旅行｣，老師、家長和學生一起到鶴嘴海岸保護
區及饒宗頤博物館作一天的親子遊。參加者(包括老師、家長和學生)共有百多人。
(4) 12 月 16 日，本會舉行｢心連心便服日｣，目的是為本校｢心連心學生助學金｣籌款，
不少老師及學生參與此活動及捐款。

十八.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22 日學生會舉辦歌唱比賽。參賽及觀賽同學都享受整個比賽過程。
(2) 審核賽馬會全方位學習津貼及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申請。
(3) 上學期興趣班已完結，下學期課程將於 2 月開始，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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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13 至 21 日，中六級同學輸入及遞交「學生學習概覽 (SLP)」校外活動及獎
項資料。
(2) 12 月 16 至 21 日，安排中六級同學於課堂開設「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網上戶口。
(3) 2017 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校長推薦計劃》的校本申請日期為 12 月
19 至 3 月 10 日，申請包括班主任推薦學生及自薦學生兩類別。
(4) 台北大學交流團活動將於 23/3/2017-26/3/2017 舉行。經面試後，現有 30 名中五級
同學參加。

二十.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5 日至 9 日為一年一度福音週，本年度以「Ex•Change」作主題，活動包括
基督徒日、早會分享、午間詩歌點播、午間小遊戲、任務遊戲、福音書展及佈道
會。佈道會後共 21 名同學立志跟從主及 25 名同學願意委身參與校園福音工作。
(2) 12 月 12 及 19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3) 12 月 7 及 14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聚會
(4) 12 月 2 日舉行中四信仰小組
(5) 12 月 2 及 6 日舉行中五信仰小組
(6) 12 月 13 日舉行中六信仰小組
(7) 12 月 20 日舉行老師午飯祈禱會，教職員互相分享，彼此守望。
(8) 12 月 20 日約 40 名學生參與探訪慈雲山慈正村獨居長者服務，為老人家送上關懷。
(9) 12 月 21 日為中一級學生舉行初信栽培班。
(10) 12 月 22 日舉行聖誕崇拜，由李天敏傳道分享聖誕信息。

二十一. 學校推廣委員會報告
12 月 9 及 10 日，本委員會協助學校籌備於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舉行區會聯
校資訊日。
二十二. 圖書館報告
由圖書館及宗教教育委員會合辦之福音週書展於 12 月 7 日至 8 日進行。書展期間，
「我
最喜愛的書展書籍」投票活動亦同時進行。
二十三. 訓導委員會報告
(1) 12 月 10 日，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青彩中心派出社工合辦如何與流動程式
SAY NO。16 名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參加。
(2) 12 月 20 日，委員會為領袖生舉辦聖誕茶會。
二十四.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2 月 1 日午膳時間，出席「環保為公益」籌劃委員會委任狀頒授典禮及教育局公
5

益少年團午餐會議。
(2) 12 月 2 日下午，出席區會教務行政部會議。
(3) 12 月 7 日下午，擔任銘基書院「標書批核委員會」主席，主持會議。
(4) 12 月 10 日晚上，出席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105 周年校慶聚餐。
(5) 12 月 12 日下午及晚上，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及周年聖誕聚餐。
(6) 12 月 15 日晚上，出席區會直屬中小學中央校董會會議。
(7) 12 月 16 日，出席黃大仙區議會北分區聯歡晚宴。
(8) 12 月 17 日下午，出席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立校十五周年暨音樂起動」
典禮。
(9) 12 月 17 日下午，出席教育局外籍英語老師計劃招聘簡報會。
(10) 12 月 21 日下午，擔任銘基書院「標書批核委員會」主席，主持會議。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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