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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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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真正的兒女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一位很有學問的老人和三位母親在聊天，言談間，她們提到自己的

兒子。第一位母親說：「我兒子的身手比他人敏捷。」第二位母親說：「我

兒子唱起歌來無人能及。」第三位不好意思地說：「我的兒子平凡得很，

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天賦。」過了一會兒，三位母親各自提著一個沉重

的水桶回到村裡，準備做飯招呼老人。三個兒子都跑出來迎接母親：第

一個兒子連番打了好幾個筋斗，贏得大家的喝彩；第二個兒子唱出美妙

的歌聲，讓人沉醉其中；第三個兒子則默默地跑到母親前，替她提水桶。

三位母親問老人：「你覺得我們的兒子怎麼樣？」老人回答：「你們的兒

子？我只看到最後一個才像兒子。」（摘錄自「每日靈修小品」） 
 
現今，不少父母多關注子女的學術才能，忽略與他們的親子互動，更將他們

的付出視為理所當然。其實，要建立深厚的感情，離不開相處、傾聽彼此的心聲，

故身為父母，應多欣賞子女對家人付出的關愛，別拿孩子作比較，或過於追求子女

的個人成就，因這或會窒礙他們的成長。 
 
上星期，我參與了學生團契的活動。適逢母親節將至，當天的主題是「母親

『鉅』獻」，其中一個環節邀請老師提供小時候與母親的合照，讓學生競猜相中人。

這活動吸引了不少學生，他們踴躍競猜，禮堂更不時響起陣陣歡呼聲。一張張相片

盛載著老師與母親童年美好的回憶，一張張笑臉全是幸福生活的見證。 
 
家長們，你們又是否懷緬著昔日子女仍緊貼在身邊的光景呢？當子女漸漸長

大，這些場面是否也愈來愈少呢？現鼓勵大家多花時間陪伴子女，多與他們溝通交

流，與他們一同成長，共渡珍貴的親子時光。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五月十六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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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禮 

本年度中六畢業典禮於 2022 年 5 月 21 日（星期六）下午 3 時至 5 時在本

校禮堂舉行，歡迎畢業生家長蒞臨觀禮，同頌主恩。 
 

過往學校會安排中一至中五級學生參加畢業禮盛典，一同見證學長的畢業。

惟今年礙於新冠肺炎疫情，未能讓非畢業班的學生出席是次典禮，敬請各家長留意。 
 

畢業典禮當日若因天氣惡劣，而教育局宣佈停課，或天文台於早上 11 時發出

紅色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畢業典禮將會延期，詳情另行通告。 

 
 
 

 

(一) 圖書館消息 

(1) 學校鼓勵學生多閱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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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每月及全年借書王。2021 年 12
及 2022 年 1 月的成績如下： 

 
第一名： 3B 黎仕源 （58 項） 
第二名： 1A 張洛甯 （47 項） 
第三名： 1A 丘志城 （30 項） 
第四名： 1B 陳子浩 （27 項） 
第五名： 1C 馮志康 （22 項） 
第六名： 1B 黃繼聰 （16 項） 
第七名： 4A 馮婧姼 （14 項） 
第八名： 4A 陳栩橦、2A 方嘉敏、 （13 項） 
     2B 文祉晴、1B 莊若鵬 

 
 3B 黎仕源獲獎最新出版圖書一本及書券，以作獎勵。 

 
(2) 學校為學生訂購了中英文電子書系統，圖書館特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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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電王」比賽

根據學生使用 Hyread 中文電子書系統借閱量（網頁、App 借閱、線上

全本瀏覽總數），前三名學生獲得書券獎勵。2022 年 1 至 3 月成績如

下： 
第一名： 2A 周海楠 

第二名： 3B 林珈亘 

第三名： 3A 梁穎詩 

 

課外活動

學 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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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學生使用 MySmartSTEAM 英文電子書系統紀錄，以下學生為第

一批讀完系統內 40 本圖書，獲得書券獎勵。 
 

2A 何曉嵐、2A 劉欣圓、2A 李向晴、2A 陳敏熙、 
2A 林樂滔、2B 文祉晴 

 
 此外，以下學生使用 MySmartSTEAM 英文電子書平台，閱讀量和練

習表現優異，獲 MySmartSTEAM 頒發“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Certificate”嘉許。 

 
1A 張心悠、1A 吳宥均、1B 張樂瑤、1C 曾嘉怡、 
1D 李靜嵐、2A 劉欣圓、2A 黎熙旭 

 

(二) 校外獲獎 

(1)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2 月 11 日參加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主辦之「語

文智能之第三屆全港朗誦挑戰賽」，獲得 1 冠 3 榮譽獎的成績，而本校

更獲最優秀參與機構大獎，謹此致賀。 
 

3C 張朗浩 中學初級組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3C 張朗浩 中學初級組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榮譽獎 
2A 曾慧欣 中學初級組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榮譽獎 
2D 謝宗諺 中學初級組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榮譽獎 

 
(2)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2 月 28 日參加亞太優才發展協會主辦之「第二屆

香港朗誦家大賽」，獲得 3 銀 2 優異獎的成績，謹此致賀。 
 

3C 張朗浩 中學組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銀獎 
3C 張朗浩 中學組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銀獎 
3C 張朗浩 中學組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異獎 
2D 謝宗諺 中學組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銀獎 
2A 曾慧欣 中學組女子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異獎  

 
(3)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3 月 31 日參加香港音樂傳藝協會和聞聲音樂研習

中心合辦之「第一屆師道・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獲得 1 冠 3 優異的

成績，謹此致賀。 
 

4A 羅澤瑋  冠軍 
4A 吳耀揚 優異獎 
4A 黎俊樺 優異獎 
4B 曹文駿 優異獎 

 



4 
 

(4)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3 月 28 日參加香港教育發展協會主辦之「2022 香

港學界朗誦大賽」，獲得 1 亞、3 優良的成績，謹此致賀。 
 

3C 張朗浩 中學粵語組 亞軍 
3C 張朗浩 中學普通話組 優良獎 
2A 曾慧欣 中學普通話組 優良獎 
2D 謝宗諺 中學普通話組 優良獎 

 

(三) 校園藝術大使 

戲劇學會成員 5A 彭愷栢及 4B 郭可穎參加香港藝術發展局「第十四屆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當選為本年校園藝術大使，發揚「活出藝術․積極分

享」的精神。 

 
 

 
 

(一) 學校假期 

下述日子為學校假期，學生不用回校上課，請家長督促子女善用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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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 
 

2022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一） 畢業典禮補假 
2022 年 6 月 3 日（星期五） 端午節 

 

(二) 教師發展日 

學校將於 2022 年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舉行教師發展活動，當日上

午照常上課，並提早於下午 12 時 30 分（第 7 堂結束後）放學，以便下午

進行教師培訓，請各家長及學生留意。 
 

(三)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六十七 中三家長晚會 中三級學生 25/2/2022 
六十八 2021/22 學年特別假期安排 全校學生 02/3/2022 
六十九 中六備試 中六級學生 11/3/2022 
七十一 英語網上興趣小組 全校學生 08/3/2022
七十二 成績預估報告及小組輔導日 中六級學生 16/3/2022
七十三 高中模擬選科結果 中三級學生 31/3/2022
七十四 學生接種新冠疫苗概況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11/4/2022 
七十五 快速抗原測試校本安排 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27/4/2022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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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六 下學期補習班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03/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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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校友消息 

周永樂校友（2013 年畢業生）畢業後積極發展體育事業，參加各項世

界大賽，並於 2021 國際跳繩聯合會（IJRU）世界跳繩虛擬錦標賽——世界

跳繩錦標賽中，在 16 歲以上混合組囊括 9 面獎牌，成績斐然，為母校增光，

謹此慶賀。 
 

比賽項目 名次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4x30 1 
Single Rope Pair Freestyle 2 
Team Single Rope Overall 2 
Double Dutch Team Overall 1 
Team All-Around 1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1x60 3 
Single Rope Team Freestyle 1 
Double Dutch Single Freestyle 1 
Double Dutch Pair Freesty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