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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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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新視野的未來教育 

 
時至今日，縱然身處一個千變萬化並走向時代尖端的國際大都會，在我們的

社會中，仍經常出現「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的想法，致使今天無論老師、家

長，均鼓勵子女努力讀書考試，期盼透過「考試」成果，提升我們莘莘學子在社會

上的競爭力。無可置疑，憑考試取得學歷，是進入社會的入場券，但踏入七月中，

當校內各項「考試」已結束，我們不禁反問：讀書除了「考試範圍」外，還有其他

意義嗎？  

 

時代轉變，我們需要掌握的知識及技能也該有所更新，以應對生活轉變。因

此，我們作為家長及師長的角色，應趁著考試完結的空檔，給予學生更多書本以外

的生活體驗活動，例如現今人工智能及電子數碼科技如何取代低技術工種、一般服

務業，學生可以參加更多 STEM 活動的創作，體驗未來人工智能世界等。我們相

信今天教育的重點是探索精神，探索是不斷嘗試及從失敗中汲取經驗。 

 
而在轉變的世代中，我們相信「教育」最美的的地方就是能擁抱「嘗試」及

「失敗」，期盼我們與學生、家長攜手，共同探索未來，擁抱未知。 
 

祝願大家有一個充實而美好的假期。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七月十五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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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試後活動 

試後活動乃學校的正常上課日，將進行多項學習活動，學生必須回校核

對試卷及參與活動，而高中亦會進行試後補課，詳情請參閱相關的學校通

告。無故缺席，作曠課論，敬請留意。 
 

(二) 中五預備文憑試工作坊暨中五家長會 

為讓中五學生好好預備來年香港中學文憑試，並規劃升學就業路向，學

校將於 2022 年 7 月 23 日（星期六）下午 1 時在學校禮堂舉行中五預備文

憑試工作坊。當日會進行模擬放榜，並有專題講座，講解升學及就業出路，

亦邀請了畢業校友分享升學及工作經驗，活動詳情請留意相關通告。中五

學生必須準時出席是次活動，此外亦請中五家長務必撥冗參與，與子女共

商前程。 
 

(三) 結業禮 

本學年結業典禮於 2022 年 8 月 1 日（星期一）舉行，學生須於上午 8
時正回校，並於典禮後領取成績表，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正。 

 

學生如因事未能出席典禮，須於 7 月 25 日（星期一）或之前以書面列

明原因向班主任申請，並獲批准方可。病假須備醫生紙證明。不按請假手

續缺席，作曠課論。 
 

領獎學生須於典禮當日早上出席在學校禮堂進行的彩排活動，未能準時

出席彩排的學生將不能於結業禮上台接受獎項，領獎學生務必留意。 
 

結業典禮當日若因天氣惡劣，教育局宣佈停課，結業典禮將會取消，中

一至中五級學生須於 8 月 2 日上午 8 時回校領取成績表及獎項，並進行舊

生註冊。 
 

(四) 註冊日 

學生須於 2022 年 8 月 2 日上午 9 時帶備家長已簽署之成績表回校註冊，

否則作自動退學論。當日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往指定課室註冊。 
 

(五) 高中暑假課堂安排 

為讓高中學生對香港中學文憑試有充足的準備，中四及中五學生的課堂

學習分別延伸至 2022 年 8 月 5 日，詳細安排詳見電子通告，家長請提醒子

女準時回校上課。 

學 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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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超凡校園嘉許計劃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身心靈健康和成長，以多元及別出心裁的形式，例如

在中二級閱讀堂推行「超凡學生閱讀計劃」，藉不同活動培育學生，讓學生

親身體驗和經歷關愛、感恩、勇敢等生命特質。學校工作得到生命教育基

金會「超凡校園嘉許計劃 2021-2022」肯定，獲評選為本學年「超凡學校」。 
 

(二) 尊師重道好少年 

經老師提名及投票後，本年度「尊師重道好少年」高級組由 6C 徐楚楚

當選，初級組由 2A 曾慧欣當選，二人誠為學生之模範，殊堪嘉許。 

 

(三) 圖書館消息 

(1) 學校鼓勵學生多閱讀，學生響應踴躍支持。圖書館舉行「借書王」比

賽，根據學生在學校圖書館累積借出項目總數，選出了全年「借書王」： 
 

借書王： 3B 黎仕源  （238 項） 
第 2 名： 1A 張洛甯  （192 項） 
第 3 名： 1A 丘志城  （158 項） 
第 4 名： 1B 陳子浩  （125 項） 
第 5 名： 6A 鄭巧妤  （81 項） 
第 6 名： 3B 何子祺  （76 項） 
第 7 名： 3C 陳海逸  （69 項） 
第 8 名： 3B 林珈亘  （59 項） 
第 9 名： 1C 馮志康  （58 項） 
第 10 名： 3C 王琛美  （57 項） 

 
其餘本年借閱量超過 35 項的學生： 

 
1A 林穎彤、1A 謝芷喬、1B 韋茵茵、1B 黃繼充、1C 覃裴敏彥、

2A 方嘉敏、2A 劉欣圓、2A 潘巧玲、2B 鄭泳恩、2B 文祉晴、   

2C 李旻昇、2C 黃灝倫、2D 謝宗諺、3A 梁穎詩、3A 林敬魁、   

3C 劉宥成、5A 鍾栢熙、 
 

以上 27 名學生均獲贈書券，鼓勵自選好書。想知道自己在全年借書王

比賽中能否躋身全校「Top 100」，可瀏覽學校圖書館網誌。 
 

另外，6 月的「借書王」比賽成績如下： 
 

第一名： 3B 黎仕源  （58 項） 
第二名： 1A 丘志城  （45 項）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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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3C 陳海逸  （31 項） 
第四名： 1A 張洛甯  （29 項） 
第五名： 3B 何子褀  （26 項） 
第六名： 2D 郭海鋒、1B 陳子浩  （16 項） 
第八名： 3C 劉宥成、1B 黃繼充  （15 項） 
第十名： 3C 王琛美  （14 項） 

 
3B 黎仕源獲獎最新出版的圖書一本及書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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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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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名學生獲獎書券獎勵，4 月至 6 月成績： 
 

第一名： 1B 蔡嘉欣  
第二名： 4A 馮婧姼 
第三名： 3A 黃婉婷、2A 方嘉敏 

 
 另外，根據學生使用 MySmartSteam 英文電子書系統的紀錄，以下學

生為第二批完成借閱系統內全部 40 本圖書，將獲書券獎勵。 
 

1A 陳丘藍、1A 張心悠、1A 周穎霖、1A 吳梓溵、1A 陳衍光、 
1A 張洛甯、1A 傅子翹、1A 李昀霖、1A 梁焯賢、1A 梁文諾、 
1A 吳宥均、1A 司徒潁鍩、1A 丘志城、1A 葉柏希、1A 袁浩軒、 
1B 周樂晴、1B 張樂瑤、1B 李頌茵、1B 莫閔晴、1B 吳穎葆、 
1B 莊若鵬、1B 鍾卓霖、1B 葉天恩、1B 林鉉燁、1B 李浚安、 
1B 吳栢謙、1B 黃繼充、1C 陳芷欣、1C 樊建儀、1C 馮穎妍、 
1C 林珈喬、1C 呂楚筠、1C 譚芷晴、1C 曾嘉怡、1C 陳澔霖、 
1C 何孔少、1C 林灝謙、1C 司徒柏言、1C 曾思齊、1C 謝宇謙、 
1C 黃駿淇、1D 陳潔茹、1D 李靜嵐、1D 王婧燚、1D 黎家銘、 
1D 林廷翰、1D 楊志龍、2A 李詠欣、2A 黎熙旭 

 

(四) 校外獲獎 

(1) 6A 蔡文恩一直為公益及環保工作不遺餘力，帶領同學服務，表現卓

越，獲學校推薦，經面試後，在全港眾多優秀的團員中獲選為 2022
年公益少年團傑出團員，謹此致賀。 

 
(2) 4A 陳栩橦、5A 胡庭欣、5A 黃靖豊、5B 陳穎俞、6B 劉穎怡於 2022

年 1 月 21 日參加傑出青年協會主辦、教育局協辦之「明日領袖高峰論

壇」，獲得「明日領袖卓越奬」，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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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館閱讀大使聯同學校代表於 2022年 3至 6月期間參加香港學校圖

書館主任協會舉辦之「全港中、小學校際中文閱讀競賽」，取得優異成

績，謹此致賀。 
 

3A 林敬魁、3B 黎仕源、2A 馮詠喬、 
2B 陳鎧蕙、2D 賴敏兒 

中學團體組 優異獎

2B 陳鎧蕙 中學個人組 季軍

3B 黎仕源 中學個人組 優異獎

3A 林敬魁 個人挑戰賽 金章

3B 黎仕源 個人挑戰賽 金章

2A 馮詠喬 個人挑戰賽 金章

2B 陳鎧蕙 個人挑戰賽 金章

2D 賴敏兒 個人挑戰賽 金章

 
(4) 3A 林敬魁於 2022 年 6 月 23 日參加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舉辦之「第

22 屆國際兒童及青少年弦樂演奏比賽」，獲得少年 G 組季軍及網上最

具人氣金獎，謹此致賀。 

 
(5) 3A 彭政洭於 2022 年 6 月 21 日參加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舉辦之「屯門學

界游泳比賽」，奪得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謹此致賀。 

 
 
 
 

(一) 購買課本 

家長、學生可自由選擇於任何書局購買課本。為方便學生購買下學年課

本，商務印書館為學校開設網上訂書服務，網址將列於書單內，學生於指

定時段登入網站選購課本，將享校內特價優惠，而領取課本安排如下： 
 

日期 時間 服務 
8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 / 訂購課本（中一至中五）

8 月 27 日(星期六） 下午 1 時至下午 7 時 領取課本（學校自修閣）

9 月中 待定 補領欠書（學校自修閣）
 

使用上述網上訂書服務，若未能於指定日期回校領取課本，家長及學生

須事先自行聯絡商務印書館，否則書商於當日後將不再保留訂購的課本。

此外，於指定網上訂書服務時段後，學生仍可自行前往門市購買，並獲 95
折優惠。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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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暑假 

(1) 2022 年 8 月 3 至 31 日為中一至中三級級暑假，中四及中五級暑假則

於 8 月 8 日開始，請各家長為子女安排充實活動，並督促子女完成暑

期作業。下學年於 9 月 1 日（星期四）開學，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不

可穿著體育服）於上午 8 時正回校參加開學禮，當日放學時間為中午

12 時正。此外，學生須於開學後 9 月 2 日（星期五）第一堂交回暑期

作業，否則將受處分。 
 

(2) 如參與在學校舉行之補課及暑期活動，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

準時出席。如因病缺席，當日須致電校務處請假，並盡快向負責老師

遞交請假信。無故缺席作曠課論，開學後將受處分。各級暑期補課日

期及時間詳見有關通告。 
 

(3) 暑假期間，學校將會進行維修工程，學生回校時須留心及遵守各項指

示，注意安全。 

 

(三)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八十五 中五恢復全日面授 中五級學生 02/6/2022 
八十六 中五補課 中五級學生 04/7/2022 
八十七 中三升中四正式選科程序（首輪） 中三級學生 23/6/2022 
八十九 中四補課 中四級學生 04/7/2022 
九十 試後活動安排 全校學生 3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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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