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校務簡報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一.

恭賀本校同學榮獲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優秀學生殊榮
11 月 3 日，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及香港青年協進會主辦，教育局及九龍地域傑出學
生聯會合辦「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假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
務中心西座演講廳舉行。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女士及教育局副局長蔡若
蓮博士擔任主禮嘉賓。「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旨在表揚在九龍地域五區於學
術、體藝、服務和領導才能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選舉活動分初選、活動評審
及決選三個階段，候選人先由黃大仙、觀塘、深水埗、油尖旺及九龍城地區傑出
表現的學生選舉及校長推薦，今屆共有 43 名來自九龍地域共 33 間中學的候選學
生進入初選階段。活動評審期間，候選學生需前往東莞市進行三日兩夜的調查研
究，隨團評審小組根據他們參觀學習後所進行的研究和匯報進行評分，最後共 20
名學生進入決選階段。由決選評審團最後評分選出 10 名傑出學生。另有 17 名同
學獲頒優秀學生。在 43 名五區傑出表現的學生精英中，本校同學脫穎而出，蘇
伊琳榮獲九龍地域五區初中組優秀學生，實在可喜可賀！

二.

校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1 月 5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十月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收集教師對升
留班政策修訂的意見、徵求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的意見、討
論對帶領學生到外地考察活動的同事的職務寛減及其他校務事宜。

三.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常務會議
11 月 9 日下午，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召開第七次常務會議，商
討本年度各項活動安排。

四.

紅十字會 58 青年隊宣誓儀式
11 月 10 日，本校紅十字會 58 青年隊舉行宣誓儀式，邀得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
工事務部高級主任莫君華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本校有九名學生符合紅十字會青年
隊隊員資格正式宣誓就任隊員。

五.

恭賀本校同學榮獲第十一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和優秀學生殊
榮
11 月 11 日，東九龍青年社與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舉辦第十一屆黃大仙區傑出
學生選舉頒獎禮。在二百多名參賽者中，本校同學脫穎而出，蘇伊琳榮獲全區初
中組傑出學生及宋慧敏榮獲全區高中組優秀學生。此外，中一級新生吳家樂榮獲
上年度全區小學組傑出學生，實在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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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加坡 Kent Ridge 中學師生到訪
11 月 13 日至 14 日，新加坡 Kent Ridge 中學師生回訪本校，同學並獲分派到中二
級及中三級不同班別與本校夥伴學生一起上課，體驗本校生活及文化。

七.

教職員會議第二次會議
11 月 14 日，本人召開會議，收集教師對升留班政策修訂的意見、徵求優質教育
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的意見、討論中一自行收生準則修訂、2018 中學
文憑考試增值報告、初中學生學習支援及其他校務事宜。

八.

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
1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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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年度校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以及 2018–2021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及 2018–2019 年度周
年校務計劃及其他校務事項。

九.

旅行日
11 月 16 日為學校旅行日，讓師生投入大自然懷抱，開放心靈。

十.

獲邀為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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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學生及家長近二百人。

十一.

資訊日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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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達副校長介
紹本校初中及高中課程；第二部分為校園參觀。

十二.

福音周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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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敬拜青年團於佈道會分享訊息。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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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校際朗誦節訓練

中一至中六 周思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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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1 月 14 日

校際朗誦節訓練

11 月 15 日及 聯校口試訓練：

侯祥佩老師、陳嘉欣老師及陳歷德老師

每月英語電影欣賞

中二級

胡淑琴老師

英語繞口令比賽

中四至中六 陳嘉欣老師、邵禎琰老師

德愛中學

11 月 15 日

級

11 月 15 日

校際朗誦節訓練

11 月 21 日

Scrabbles

11 月 21 日

校際朗誦節訓練
協和英語論壇

11 月 22 日

級
中六級

28 日

11 月 15 日

中一至中六 周思瑩老師

主題：
「如何執行塑
膠樽棄置問題？」

中一至中六
級
中二級
中一至中六
級

周思瑩老師
Ms. Haney
周思瑩老師

中四至中五 張栢如老師、黎慧明老師、謝浩鋒老師
級
中一至中六

及陳歷德老師

11 月 22 日

校際朗誦節訓練

11 月 24 日

學友社模擬考試

中五級

彭仲賢老師

11 月 24 日

英文閱讀計劃

中一級

謝浩鋒老師及彭仲賢老師

11 月 27 日

公開英語演講比賽

11 月 28 日

Scrabbles

中三級

超級英語大使日

中一至中五 侯祥佩老師

11 月 29 日

級

中一至中三
級

周思瑩老師

彭嘉瑜老師
Ms. Haney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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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完成。136 名來自
15 間小學的同學將參與於十二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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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羅筱然和 2B 蕭康怡同學。
(3) 11 月 20 日放學後，舉行培正數學選拔賽，有三十名來自中二至中三級同學
出席，而本校最後會根據成績選出每級各四人代表本校參加明年初舉行之第
十八屆培正數學比賽。
(4) 11 月 24 日，十六名中六級同學參加學友社主辦數學(必修部份)模擬考試。
(5) 本月份數學科在各級舉行了課後支援班：
 11 月 27 日放學後，舉行中三級數學補底班，是次補底班對象是中三第
一次統測成績較弱的同學並會派發家長信通知家長，由林恩賜老師、李
宏健老師和梅嘉耀副校長負責統籌及任教。
 11 月 15 日及 29 日放學後，舉行中四級數學補底班，是次補底班對象是
中四第一次統測成績較弱的同學，由李誠歡老師負責統籌及校友歐智浩
擔任助教，有 19 位中四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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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及 29 日放學後，舉行中五級數學補底班，由李誠歡老師及巫
家銳老師(實習老師)負責教授，有 30 位中五同學參加。
 11 月 27 日放學後，舉行中六級數學選擇題訓練班，由朱嘉文老師、李
宏健老師、王振達副校長及李誠歡老師負責教授。
(6) 11 月 20 日放學後，數學學會及物理學會合辦活動名為「降落之蛋」
，讓同學
運用物理及數學知識來進行遊戲及體驗，當天有 22 隊共 92 名同學參加，活
動氣氛良好。
(7) 11 月 24 日，四名中四級同學代表本校參加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8，其中
4C 蘇伊琳及 4E 黃泳淇獲得優異成績。
(8)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2 日，林恩賜老師出席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研討會，題目為「中學
生透過電子學習形成數學概念的過程」。

11 月 13 日，李宏健老師及朱嘉文老師出席由考評局舉辦「2018HKDSE
數學科考試題目分析及簡報」

11 月 17 日，李宏健老師出席現代教育研究社主辦講座，題目是「新數
學課程之前世今生」。

11 月 23 日，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八名數學科老師到訪本校進行數學
科交流活動，交流內容是教與學、電子教學、課程安排等主題。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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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中/大學雙修課程先導計劃。他們將於未來六個月內，修讀新高中各科學
科課程。
(2) 兩名中四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舉辦「2019 國際元素週期表
年『月度元素』短文寫作比賽(十月份)」。一名同學取得優異獎。
(3) 三十一名中二至中四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4) 三十六名中一至中四級同學參加由本校主辦「有機種植計劃」，在六樓綜合
實驗室外利用廚餘製造機製成的肥料，種植各種可食用蔬果。
(5) 11 月 24 日，兩隊合共十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参加由香港浸會大學舉辦「全
港學界中醫藥問答比賽」。
(6) 11 月 24 日，二十八名中四及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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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 月 19 日，一名中三級化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局主辦「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頒獎典禮，該同學獲得三等獎成績。
(8) 其他：

11 月 8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烏卒卒』的食物」。

11 月 27 日放學時間，舉辦「理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化
學系盧子煥博士主講，主題為「未來電池化學的展望」。超過一百名中
一至中五級同學參與講座。
綜合科學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三十一名中二至中四級同學獲提名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2) 三十一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生物資源及農業研究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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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資源中心主辨「有機大使培訓計劃 – 校園組」
，在六樓綜合實驗室
外利用廚餘製造機製成的肥料，種植各種可食用蔬果。
(3) 其他：

11 月 8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烏卒卒』的食物」。

11 月 27 日放學時間，舉辦「理大科學講座」，並邀請香港理工大學化
學系盧子煥博士主講，主題為「未來電池化學的展望」。超過一百名中
一至中五級同學參與講座。
歷史科
(1) 11 月 13 日放學後，歷史學會播放錄像節目「消失的檔案館 1967」
。 79 名學
生參加這項活動。
(2) 專業發展活動：
• 11 月 3 日，陳敏儀老師及謝浩鋒老師出席香港中華文化發展委員會舉辦
「掃捍埔慈善機構區域」歷史考察導賞團。
•

11 月 15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舉辦「初中歷史修訂課程知識增益
系列：美國的成立及發展 (講座 3) 南北戰爭前後的美國（新辦）」。

•

11 月 27 日，陳敏儀老師出席教育局及考評局主辦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
歷史科考試簡報會。

地理科
11 月 6 日，黎珮筠老師出席教育局及考評局主辦 2018 年香港中學文憑地理科考
試簡報會。
體育科
(1) 南華體育會第 72 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獲獎：
班別

姓名

組別

項目

名次

陳澤鈞
男甲
6D
(2) 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獲獎：
班別
姓名
組別

跳高

亞軍

項目

名次

6D

陳澤鈞

男乙

跳高

冠軍(破紀錄)

5F

鍾楚翹

男乙

跳高

亞軍

5D

曾繹恩

男乙

跳高

亞軍

2A

葉興浪

男丙

110 米跨欄

亞軍

盛曦桐

女丙

跳高

亞軍

3C
視覺藝術科

(1) 5B 林紋霈同學獲黃大仙區議會及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主辦之黃大仙區提升市
容運動環境圖案設計比賽優異獎。
(2) 11 月 7 日，溫家明老師帶同中六級修讀視覺藝術科同學觀賞校友曾陳桂梅
女士於崇基學院主辦之視覺藝術展覽。
(3) 專業發展活動：
• 11 月 14 日，溫家明老師到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觀課，與該校
視覺藝術科進行專業交流。
•

11 月 25 日，溫家明老師參觀 Alpha Beta Club 主辦之西方書法年展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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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家長事務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9 日，家長教師會舉行第二十一屆第七次常務會議，商討有關親子旅行
等事宜。
(2) 11 月 24 日，3 名家長教師會委員及 8 名家長義工於學校資訊日協助接待工作。

十五.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3 日至 14 日，20 位新加坡同學蒞臨本校學習，我校 27 名同學作為夥
伴與他們一同上課，雙方獲益良多。
(2) 11 月 16 日，學校旅行日舉行。天氣晴朗涼快，令師生們可一起愉快地享受
大自然。
(3) 學校捐血日於 11 月 20 日舉行，81 位師生參與捐血。

十六.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3 日，舉辦「參觀香港大學資訊日」活動。
(2) 11 月 12 日、13 日、19 日及 23 日舉辦「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同學以文、
理、商分成三組，透過面試，吸取經驗，提升個人及小組的面試技巧。
(3) 11 月 23 日，於學務委員會舉辦「中五級學習支援分享會」中為只有一科選修
科的中五級同學給予升學輔導。

十七.

訓導委員會報告
11 月 23 日邀請循道衛理中心社工為中二及中三級同學舉辦有關欺凌、網絡欺凌
及同伴影響的講座。

十八.

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9 日放學後，輔導生於操場舉行年度秋季活動–「校園瀡滑梯」，同學
踴躍參加。民生書院、旅港開平書院及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之輔導生代表及
輔導組老師到校交流。
(2) 11 月 24 日，輔導生於學校資訊日，協助接待到校參觀之外賓。
(3) 11 月 26 日至 30 日，輔導生於午膳時間，教導中一級同學結領帶。

十九.

學校推廣委員會報告
(1) 2018 年學校簡介單張已於 11 月初出版，將於 11 月 24 日在資訊日分發給與
會者。
(2) 11 月 14 日，舉行關於資訊日工作人員簡報會。
(3) 11 月 19 日，第一期學校通訊出版，將於 11 月 20 日分發給工作人員和學生，
本委員會亦於 11 月 24 日在資訊日分發學校通訊給與會者。
(4) 11 月 20 日放學後，舉行關於資訊日學生助理簡報會。
(5) 11 月 22 日放學後，舉行資訊日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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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月 19 日放學後，更新學校文物室的展覽內容。
(7) 崔惠明老師培訓兩名中一級學生，於 11 月 23 日與校長一起到嘉諾撒小學（新
蒲崗）分享學校近況。
(8) 資訊日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成功舉行。超過 1,300 名來賓到訪，當天更安排
三所區會小學於下午時段到學校參觀。

二十.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為一年一度福音週，本年度以「穌 Good·Good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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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茶聚、任務遊戲、福音書展及佈道會。
(2) 11 月 12 及 19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3) 11 月 14 及 28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聚會
(4) 11 月 30 日 舉行中四信仰小組
(5) 11 月 13 及 14 日舉行中五信仰小組
(6) 11 月 12 及 19 日舉行敬拜隊練習
(7) 11 月 8、12 及 13 日舉行基督徒領袖訓練
(8) 11 月 27 日舉行老師午飯祈禱會，教職員互相分享，彼此守望。

二十一. 圖書館報告
11 月 28 日至 29 日，圖書館及宗教教育委員會合辦福音週書展。書展期間，進行
「我最喜愛的書展書籍」投票活動及主題書分享會。

二十二.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中五級學習分享會順利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週會時間舉行。是次分享會邀請十
二名校友分享選修科的學習心得，為中五級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2) 學務委員會分別提名二十及十六名中六級學生參加由學友社舉辦的中文及
數學科模擬考試，考試於十一月二十四日順利舉行。

二十三.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1 月 2 日上午，出席區會黃大仙區校長會議。
(2) 11 月 3 日，出席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及香港青年協進會主辦，教育局及九龍地
域傑出學生聯會合辦「第十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3) 11 月 6 日中午，出席黃大仙區校長團契。
(4) 11 月 11 日，出席東九龍青年社與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舉辦第十一屆黃大
仙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禮。
(5) 11 月 12 日下午，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
(6) 11 月 14 日上午，出席黃大仙區學校聯絡委員會會議。
(7) 11 月 16 日下午，出席何福堂書院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
(8) 11 月 17 日下午，出席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2018-2019 年度教協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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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系列-「《僱傭補償條例》與相關案例」。
(9) 11 月 23 日下午，獲邀為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六年級學生家長，簡介本校
近況。
(10) 11 月 24 日晚上，出席何福堂書院五十五周年校慶感恩晚宴。
(11) 11 月 26 日，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中文科教師核心小組會議。
(12) 11 月 29 日，出席教育局主辦「與傳媒同行」工作坊。
(13) 11 月 30 日上午，出席區會黃大仙區校長會議。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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