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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1、2 月） 

 

學校網頁：www.cbt.edu.hk 
學校電郵：mail@cbt.edu.hk 

 
 
各位家長： 

 

幸福何處尋？ 

 

農曆新年將至，商場內不少店舖都擺放各式各樣的新年裝飾售賣，幾次偶

爾閒逛，發覺不少農曆新年祝福語裝飾，例如「身體健康」、「平安」，已大部份

售罄，剩下大量的裝飾物字句包括「財源廣進」、「金銀滿屋」、「科科考 A」等。

可能疫情影響下，人們才發現身體健康，或者內心平安，才是心靈上真正的需

要。 

 

正如最近我看到龍應台撰寫的一篇小品〈幸福是什麼？〉： 

「幸福就是，生活中不必時時恐懼。 

 幸福就是，尋常的日子依舊。 

 幸福就是，尋常的人兒依舊。」 

 

不知你是否認同？農曆新年假期將至，除了忙於籌備過年外，不妨在假期

中騰空更多時間，嘗試與子女或自己所愛的家人過一些依舊的生活，享受陪伴

日常生活中依舊的人兒，或許你會感受到在平常日子可能被忽略的平安，或許

你會體會作者認為幸福的心境。 

 

今年是十二生肖中的虎年，寓意力量、生氣勃勃。祝願各位家長在未來新

一年能尋找到真正的平安及幸福，有力量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 

 

「但願那賜盼望的神，因信將一切喜樂平安充滿你們，使你們靠聖靈的能

力，充盈滿溢的有盼望。」（羅馬書第 15 章 13 節） 

 

 

校長 
 

 

 

 

二零二二年一月十八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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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六畢業試 
中六畢業試於 2022 年 1 月 21 日至 2 月 18 日進行，考試時間表詳見

學校通告 38 號，請各家長留意，鼓勵 貴子弟勤加溫習，爭取優良成績。

〈考試規則〉已刊載於《學生手冊》第 11 頁，祈為留意。中六學生須於

2 月 23 至 25 日回校核對試卷及領取香港中學文憑試准考證。 

 
(二) 派發上學期成績表 

上學期考試成績會於 2022 年 2 月 19 日（星期六）家長日派發，敬

請 台端撥冗出席，與班主任交流 貴子弟在家、校的生活和學習情況，

並領取 貴子弟上學期成績表。 

 
 
 

 
 

(一) 守時獎 
為鼓勵各班學生守時，培養學生的自律素質，學校設立獎項表揚表

現良好之班別 ── 該月份全班 85%以上學生每天準時上學或全班該月

遲到 10 人次以內之班別，獲頒「守時獎」。 
 

9 月 1A、1B、1D、2A、2B、3A、4A、4B 
10 月 1A、1B、1C、1D、2A、2B、2C、2D、3A、

3B、4A、4B、4C 
11 月 1A、1B、2A、2B、3A、4A、4B、5A、6B 
12 月 1A、1B、2A、3A 

 
(二) 勤學獎 

為鼓勵各班學生積極投入校園生活，學校設立獎項表揚表現良好之

班別 ── 該月份全班 85%以上學生每天上課或全班該月缺課 10 人次

以內之班別，獲頒「勤學獎」。上學期各月獲獎班別如下︰ 
 

9 月 1A、1B、1C、2A、2B、2C、3A、4A、4B、
4C、5A 

10 月 1A、1B、1C、1D、2A、2B、2C、2D、3A、

3B、3C、4A、4B、4C、5B、6A 
11 月 1A、1B、1C、1D、2A、2B、2C、2D、3A、

3B、3C、3D、4A、4C、5B 
12 月 1A、1B、1C、1D、2A、2B、2C、2D、3A、

3B、4A、4C、5A、5B 
 

學 與 教

訓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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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館活動 
(1) 為鼓勵學生多閱讀，圖書館特舉行借書王比賽，以學生每月在本校

圖書館借出項目次數為依據，選出全年借書王。上學期「借書王」

比賽累計成績，領先的 27 名學生如下（目前借閱量 21 項或以上）： 
 

1A 謝芷喬、1A 林穎彤、1A 張洛甯、1A 丘志城、1B 韋茵茵、 
1B 陳子浩、1C 覃裴敏彥、1C 馮志康、1D 陳潔儀、2A 方嘉敏、 
2A 劉欣圓、2A 潘綺玲、2B 鄭泳恩、2B 文祉晴、2C 李旻昇、 
2D 謝宗諺、2D 吳亦晞、3A 林敬魁、3B 張凱琪、3B 林珈亘、 
3B 何子祺、3B 黎仕源、3C 王琛美、4A 陳栩橦、4A 馮婧妤、 
5A 鍾栢熙、6A 鄭巧妤 

 

 全年借書量超過 70 項（將因應實體上課的時間調整）的學生將會

獲獎商務印書館書券，以作鼓勵。 

 
(2) 學校為學生訂購了中英文電子書系統，圖書館特別推出「借電王」

比賽，鼓勵學生在家善用電子書資源自學，提升中英文水平。比賽

根據學生使用 Hyread 中文電子書系統的借閱量（網頁、App 借閱、

線上全本瀏覽總數），前三名學生會得到書券獎勵。10 月至 12 月

成績： 
第一名： 1A 丘志城 
第二名： 2A 陳芷由 
第三名： 1B 林鉉燁 

 

 另外，根據學生使用 MySmartSTEAM 英文電子書系統的紀錄，讀

完系統內全部 40 本圖書，學生亦會得到書券獎勵。 

 
(二) 校外獲獎 

(1) 本校學生於 2021 年 9 月 25 日參加澳洲數學基金會主辦之「2021
年澳大利亞數學思維挑戰」（AMC），獲得 2 Distinction、5 Credit
及 5 Proficiency 的成績，謹此致賀。 

 
1B 陳一迅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5A 蔡 覺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3A 陸博謙 Certificate of Credit 
4A 鄭子浩 Certificate of Credit 
4A 羅澤瑋 Certificate of Credit 
5A 文歆娛 Certificate of Credit 
5A 李洛霆 Certificate of Credit 
 
1A 張洛甯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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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李頌茵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2B 戴頌庭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3A 杜芷凝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4B 黃卓霖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2) 4A 黃思傑於 2021 年 10 月 30 日參加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辦之

「大灣區資優創意徵文比賽 2021」，獲得優異獎，謹此致賀。 
 
(3) 本校學生於 2021 年 11 月 1 日參加香港青年兒童文藝協會主辦之

「奧運狂熱－第四屆全港中英文徵文大賽 2021」，獲得 1 金 3 銀 1
銅的成績，而學校亦榮獲傑出機構培訓獎，謹此致賀。 

 
4A 洪安琪 我眼中的奧運精神 金獎 
2A 劉欣圓 論奧運精神 銀獎 
4A 李佳儀 看奧運・尋見愛 銀獎 
6A 高天佑 奧運・命運 銀獎 
4A 陸靜楠 致敬奧運精神 銅獎 

 
(4) 本校學生於 2021 年 12 月 19 日參加中國青少年語言文化學會、中

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教育部）和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文化部）合

辦之「全國青少年語文知識大賽」（菁英盃），獲得 3 項一等獎、4
項二等獎、5 項三等獎，謹此致賀。 

 
5A 郭香玲 高中組 一等獎 
5A 蔡覺 高中組 一等獎 
4A 李佳儀 高中組 一等獎 
5A 文歆娛 高中組 二等獎 
4A 黃雅文 高中組 二等獎 
3B 張凱琪 初中組 二等獎 
2A 劉欣圓 初中組 二等獎 
5A 歐紫桐 高中組 三等獎 
4A 羅澤瑋 高中組 三等獎 
4A 麥馨文 高中組 三等獎 
3A 彭嘉慧 初中組 三等獎 
3C 劉宥成 初中組 三等獎 

 
(5) 本校學生於 2021 年 12 月 20 日參與鵬程綜藝文化促進協會、香港

朗誦藝術語言中心和香港普通話導師中心合辦之「鵬程盃第九屆朗

誦大賽」，獲得 1 冠 3 亞 1 季的成績，謹此致賀。 
 

3C 張朗浩 中學三、四年級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中學三、四年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中學三、四年級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D 謝宗諺 中學一、二年級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2A 曾慧欣 中學一、二年級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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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名位中六級學生於 2021 年 12 月 22 日參加香港電腦學會及 Una
合辨之 Microsoft AI Learning Scheme，在 Microsoft MTC Exam 
（AI-900: Microsoft Azure AI Fundamentals）中均考獲 700 分以上的

合格成績（滿分為 1000 分），獲取証書的學生如下： 
 

6A 廖艷珊、6A 鍾明龍、6B 林佳賢、6B 黃勵浚 

 
 
 
 

(一) 學校假期 
下述日子為學校假期，學生不用上課，請家長鼓勵子女善用假期。

放假期間，學生如回校補課或參加活動，須穿著整齊校服或校方認可之

服飾。 
 

2022 年 1 月 31 日至 2 月 9 日 為農曆新年假期 
2022 年 2 月 21 日（星期一） 家長日補假 

 
此外，2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進行教師培訓活動，學生上午如常

上課，下午放假半天，請學生及家長留意。 

 
(二) 陸運會取消 

由於疫情轉趨嚴重，學校決定取消原定於 2022 年 2 月 10、11 日舉

行的陸運會，以減少感染新冠肺炎的機會。為此，學校有以下安排，請

學生及家長留意： 
 

(1) 2 月 10 日（星期四）改為陸運會假期，中一至中五級學生放

假一天，而中六級則須按原定的畢業試時間表回校考試。 
 

(2) 2 月 11 日（星期五）改為正常上課日。 

 
(三)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四十五 冬至（21/12/2021）安排 全校學生 14/12/2021 
四十六 家長日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018/1/2022 
四十七 畢業試 中六級學生 21/12/2021 
四十八 環保為公益慈善義賣水仙花 全校學生 16/12/2021 
四十九 下學期恢復全日面授安排 全校級學生 16/12/2021 
五十 中六模擬面試工作坊 中六級學生 004/1/2022 
五十一 農曆新年長假期測驗 中五級學生 018/1/2022 
五十二 面授課堂及網課之最新安排 全校學生 018/1/2022 
五十三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中一至中五級校學生 010/1/2022 
五十四 暫緩全日面授課堂安排 全校學生 011/1/2022 

 

家長如對通告內容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班主任或有關科任老師聯絡。 

其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