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校務簡報
二零二零年十月
一.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籌委會第二次會議
10 月 5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舉辦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活動事宜。

二.

教職員會議
10 月 7 日，本人召開會議，報告及討論以下事項 :

2020-2021 周年校務計劃

2019-2020 周年校務報告




金禧校慶活動安排更新
10 月份及 11 月份學校活動安排更新
2020-2021 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

及其他校務事宜。

三.

中學文憑試模擬放榜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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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反覆，
已作特別安排。活動主要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社工在一樓禮堂作整體講解，以 zoom
直播到各課室及五樓禮堂，各課室及五樓禮堂有社工(小組導師)協助帶領活動。第二部
份為小組環節，學生因應自己的成績規劃出路，小組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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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畢業聚餐籌備委員會會議
10 月 13 日及 23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本年度畢業聚餐籌備事宜，並成立籌備委員會。

五.

校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10 月 29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 11 月份及 12 月份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討論
全方位學習津貼預算及未來推行 BYOD 政策的安排。

六.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10 月 27 日，本科於網上舉行中六級數學科卷二(多項選擇題) 統一測驗，以加強同
學對多項選擇題的訓練及提早熟識考試題型。
(2) 由朱嘉文老師和戴子迪老師負責統籌的初中及高中奧數訓練班於本月份開始授
課：中一逢星期一 (5/10,12/10,19/10)、中二及中三級逢星期二（7/10, 14/10, 21/10）
上課，而高中則逢星期二 (7/10, 14/10, 21/10) 上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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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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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得獎者是 1A 王施尹同學和 2D 鄭泳昕同學。
(4) 10 月 20 日，數學學會舉辦數學摺紙活動[三二得六]，以網上形式舉行，本活動透
過摺紙遊戲與數學的成果，展示出幾何的奧妙，全校共有 127 位同學參加，反應踴
躍。
(5) 專業發展活動：
 10 月 16 日，李宏健老師、戴子迪老師和林灝嘉老師出席牛津出版社舉辦的講
座，主題為「DSE 試題分析網上講座 2020」。
(6) 其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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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由本校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合辦的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已於 10 月 15 日開
始接受本區小學報名，邀請信已於 10 月 9 日寄至本區小學，比賽內容資料亦已
上載到本校網頁供公眾人士閱覽，截止報名日期為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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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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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合共八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接納參加香港浸會大學舉辦「全港中醫藥常識
問答比賽」。
(4) 二十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
月)」課程。
(5) 專業發展活動：
 10 月 5 日，劉志建老師參加教育局舉辦「運用網上資優課程支援資優／高能
力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研討會。
 10 月 17 日，林敏芝老師參加香港大學舉辦「惜水．識河計劃」學校夥伴計劃」
研討會。
 10 月 20 日，劉志建老師參加香港教育局舉辦「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化學部
分）課程詮釋」研討會。
(6) 其他：
 10 月 5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
『疫』境自強」。
 10 月 28 日放學時間，舉辦「科大科學及入學講座」
，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系劉振鈞教授主講，主題為「細菌說什麼語言？」。
綜合科學科
(1) 二十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月)」
課程。
(2) 十五名中一級同學獲參加由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主辦的「正確體力處理操作職安健
繪畫暨標語創作比賽」。
(3) 其他：




十六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浸會大學生物資源及農業研究所及香港有機
資源中心主辦的「有機大使培訓計劃–校園組」活動。
10 月 5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疫』境自強」。
2



10 月 28 日放學時間，舉辦「科大科學及入學講座」
，並邀請香港科技大學生命
科學系劉振鈞教授主講，主題為「細菌說什麼語言？」。

地理科

地理科一名實習老師於 10 月 19 日到本校參觀。實習日期為 11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
音樂科
(1) 隨著新學年的開始，疫情期間的新常態已陸續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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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人。
(2) 下列 16 班樂器班已於 10 月份開課，參加人數為 84 人。
小提琴班(5 班) 及古箏班(2 班) 進行實體課堂。上網課的樂器班包括結他班(3
班) 、笛子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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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部正籌備 50 周年校慶各項活動，包括製作主題曲伴奏音樂、音樂劇排練及安
排感恩崇拜節目。

七.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因應新冠疫情不穩定，原定於 10 月 23 日舉行的上學期全方位學習日取消。當天改
為上課天。
(2) 中四級「加/退選修科及校本評核」直播講座順利於 10 月 9 日舉行。
(3) 中一及中二家課政策於 10 月 19 日開始實施。

八.

課外活動統籌委員會報告
各興趣小組及興趣班已於網上課室開展活動及訓練。本年度共有 7 個興趣小組及 11 個
興趣班。

九.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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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前繳交費用及遞交 20
項選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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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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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活動以小組形式進
行，全級分為 10 組。主持透過視像形式帶領活動，班主任及社工在課室進行升學
輔導支援工作。

十.

訓導委員會報告
(1) 關愛與關懷的文章經電郵發放給學生。
(2) 10 月 9 日，舉行領袖生就職禮。
(3) 10 月 19 日，領袖生團隊舉行團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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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2)
(3)
(4)

十二.

10 月 21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網上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10 月 14 及 28 日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網上聚會。
10 月 6、13、20 及 27 日舉行中四級網上信仰小組。
10 月 7 及 28 日舉行敬拜隊網上會議。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0 月 5 日下午，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議。
(2) 10 月 7 日上午，出席區會中學校長會職員會會議。
(3) 10 月 9 日下午，出席教育局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執委會會議。
(4) 10 月 12 日下午，出席區會執委會會議。
(5)
(6)
(7)
(8)
(9)
(10)
(11)

10 月 16 日上午，代表教育評議會執委會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面。
10 月 20 日下午，出席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法團校董會會議。
10 月 21 日上午，主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
10 月 21 日中午，主持慈黃區校長團契職員會會議。
10 月 21 日晚上，出席英華小學及英華書院校董會會議。
10 月 22 日晚上，出席真光女書院法團校董會會議。
10 月 24 日下午，出席區會周年代表大會。

(12) 10 月 27 日晚上，出席九龍真光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
(13)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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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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