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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一.

香港教育大學陳湛明博士及「學校的中層領導」學員到訪本校
11 月 2 日、11 日及 18 日下午，香港教育大學陳湛明博士及「學校的中層領導」學員到
訪本校，除聽取本人介紹本校辦學特色及知識管理策略外，還參觀本校各項設施。

二.

教職員會議
11 月 4 日，本人召開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
•
全方位學習津貼之報告(2019-2020 及計劃(2020-2021)
•
自携裝置政策推行之初議
•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之安排

及其他校務事宜。

三.

旅行日
11 月 6 日原為學校旅行日，因衛生防護中心宣佈社交距離政策而取消。

四.

第一次法團校董會會議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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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
校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以及 2020 –2021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及其他校務事項。

五.

畢業聚餐籌備委員會會議
1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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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校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1 月 23 日，本人召開會議，除檢討十月期間各項活動及措施外，還收集教師對五十周
年校慶晚宴的意見、討論中一收生新安排及其他校務事宜。

七.

教職員特別會議
11 月 24 日，王振達副校長召開會議，討論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安排事宜。

八.

獲邀為嘉諾撒小學(新蒲崗)家長簡介本校近況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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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出
席學生及家長近二百人。

九.

福音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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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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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使團於佈道會分享。

十.

家長晚會（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及家長座談會）
11 月 27 日晚上，本校舉行家長晚會，首次以網上進行。當晚，除舉行家長教師會第二
十二屆會員大會外，本校亦安排家長與班主任舉行座談會，讓家長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
近況。

十一.

學科報告
數學科
(1) 原定於 12 月 12 日舉行之本年度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有 124 名來自 19 間小
學共 49 隊同學報名參加，鑑於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及衛生署收緊停課政策，籌
備委員會決定取消今年賽事。
(2) 數學學會於十一月份舉行「每月一數」活動，旨在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本月份
得獎者是 1B 陳彥嘉和 2D 李梓晴同學。
(3) 11 月 1 日，三名中二同學及六名中三同學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會舉辦「2020 環亞
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4) 11 月 9 日，數學科出版 “Mathgazine(算數)”給全校同學閱讀，本期包括數學家介
紹，DSE 課程和玩轉數學等內容。
(5) 11 月 14 日，三名中四級同學，包括陳穎欣同學、房寶儀同學及余信昕同學到香港
真光書院參加「2020 真光女子數學比賽」
，是次比賽由朱嘉文老師負責訓練及統籌。
(6) 11 月 23 日，廿五名中六級同學參加勤達出版社舉辦的數學科(必修部份)模擬考試，
是次考試範圍主要幫助同學溫習中一至中五內容，由李宏健老師負責統籌。
(7) 11 月 28 日，十五名中六級同學參加學友社主辦數學(必修部份) 網上模擬考試。
(8) 專業發展活動：

11 月 16 日，李宏健老師出席考評局舉辦「2020HKDSE 數學科考試題目分析
及簡報」工作坊。
化學科 (科學學習領域)
(1) 11 月 14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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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在未來六個月內，修畢新高中各科
學科課程。
(2) 三名中二及中四級科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2020 太陽能充電車模
。
型設計比賽」
(3) 11 月 21 日，兩隊合共八名中五科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全港中醫
藥常識問答比賽」。
(4) 十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一
月)」。
(5) 八十八名中四及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猶香港虛擬大學舉辦的「化學家在線
自學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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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七名中五級化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香港腦科基金會主辦的「香 港 Brain Bee 腦
神 經 科 學 大 賽 」。
(7) 四名中五科學科同學獲提名參加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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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工作坊」。
(8) 其他：

11 月 2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骨骼的必要元素」。
綜合科學科
(1) 三名中二及中四級科學科同學參加由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辦的「2020 太陽能充電車模
。
型設計比賽」
(2) 十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FAST MINI-LECTURE (十一
月)」。
(3) 11 月 2 日，科學學會出版《理聲》月刊，主題為「骨骼的必要元素」。
地理科
(1) 11 月 17 日，本校地理科購置「擴增實境（AR）智能沙箱」的教學工具。 這套沙箱
系統，連接著感應器和投影機。 配合 AR 技術，感應器會按照沙箱內沙堆的不同形
狀和高度，藉著投影機實時投射出仿似地圖上的等高線影像，讓學生能具體地理解
地圖上不同地形的表達方式。本校地理科已計劃在課堂內應用。
(2) 11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中文大學實習老師葉楚翹小姐到本校實習。

十二.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報告
(1) 舉辦「中六模擬面試工作坊」
，透過模擬面試，讓中六學生汲取經驗，提升個人及小
組面試技巧。活動分班進行，日期為 25/11、2/12 及 4/12，時間為兩課節，在生涯規
劃課堂進行。
(2) 參加「恆生─聖雅各福群會青年職學平台」計劃。計劃對象為中五學生，並一連三
節於中五生涯規劃課堂內進行。計劃主要是透過「I am……升學職業資訊平台」，讓
學生了解自己的職業興趣及志向，從而提供個人化的升學及職業資訊。

十三.

訓導委員會報告
11 月 16 日及 23 日，邀請錫安社會服務中心社工為領袖生舉辦培訓工作坊。

十四.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報告
本月舉行兩次教師學習社群（CoP）
。 我們邀請我們的前同事姜煥杏女士舉辦扭氣球工
作坊。 參加工作坊的同事度過愉快的時光，學習了各種扭氣球技巧。

十五.

宗教教育委員會報告
(1) 11 月 18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網上會議，為團契工作作準備。
(2) 11 月 4 日、11 日及 25 日舉行學生團契職員網上會議舉行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團契網
上聚會。
(3) 11 月 2、9、13、16 及 30 日舉行中四級網上信仰小組。
(4) 11 月 12 及 25 日舉行中五級網上信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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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行一年一度佈道會，活動包括基督徒日、廣播劇、詩歌點播、
網上任務遊戲及佈道會。是年福音週共 45 人決志信主，10 人回轉。

十六.

學務委員會報告
(1) 原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中五級學習分享會，以影片形式進行，協和校友透過
影片向中五級師弟妹分享文憑試選修科目的讀書心得。影片超連結已於十一月向中
五級學生發放。
(2) 2020 年 11 月 23 日，學術領袖生為中一級學生舉辦了一次抄寫筆記工作坊。目的
是讓中一級學生學習抄寫筆記的技能和方法。學術領袖生向中一級學生分享經驗。
共有 23 人參加研討會。
(3) 本校學務委員會邀請遊樂場協會舉辦網上課後學習支援小組，活動資料如下:
節數:6 節（24/11、26/11、1/12、3/12、8/12、10/12）
時間:下午 2:45-4:00
對象:中一至中五級同學

十七.

校長出席校外活動
(1) 11 月 7 日上午，出席教育評議會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 11 月 14 日及 28 日，主持香港浸會大學主辦「擬任校長專業發展需要分析」
，協助
擬任校長了解自己是否適合擔任校長。
(3) 11 月 18 日下午，出席津中議會會員大會。
(4) 11 月 25 日上午，獲邀在教育局主辦的「應用調解處理投訴經驗分享會」作分享。
校長朱啟榮博士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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