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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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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活在當下，把握每一個機遇 

 

時光就像沙漏，不知不覺，今年已經過去了三分之一。今年春天的回憶似被

疫情盜走了，然而我們應以更珍惜及感恩的心，迎接洋溢生機的日子。 

 

5 月 21 日，學校舉行畢業典禮，感恩典禮能以「實體」順利舉行。當天中六

畢業學生穿上畢業袍，接受主禮嘉賓、家長、老師的祝福，典禮後更帶著歡喜快樂

的心情與家長、老師在校園不同角落拍照留念，整個校園重現生機勃勃的氣氛。 

 

相信大家都渴望，我們的子女終有一天會穿上畢業袍，昂然踏出校門，開展

人生另一階段。當天主禮嘉賓李英傑醫生對畢業學生的勉勵，其中他反問學生：「條

條大路通羅馬，最重要是羅馬是否真的是你的目標？」所以，由今天起，應好好思

考為朝向自己的未來目標，把握每一個機會。 

 

七月大考將至，「考試」是成就自己未來計劃的重要一步，鼓勵家長及學生珍

惜六月餘下的時間，盡早作出預備，實現自己未來夢想。 

 

正如經上記著說：「忍受試探的人是有福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

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六月十六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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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終考試 

本學年期終考試將於 2022 年 7 月舉行，詳情見於電子通告，請各家長

留意，並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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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至中三級 2022 年 7 月 6 至 14 日 
中四至中五級 2022 年 7 月 4 至 14 日 

 

(二) 試後活動 

試後活動乃學校的正常上課日，進行多項學習活動，學生必須按下列

日期回校核對試卷，試後活動及高中補課詳情請參閱相關電子通告。無故

缺席，作曠課論，學校亦不接受返回內地在網上上課的新申請，敬請留意。 
 

對卷 2022 年 7 月 15、18 日 
對分 2022 年 7 月 19 日 
試後活動 2022 年 7 月 20 至 29 日 
結業禮 2022 年 8 月 1 日 
舊生註冊 2022 年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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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年 5 月

的成績如下： 
 

第一名： 1A 張洛甯 （38 項） 
第二名： 1A 丘志城 （33 項） 
第三名： 3B 林珈亘、3C 陳海逸、1B 陳子浩 （18 項） 
第六名： 3B 何子祺、3B 黎仕源 （14 項） 
第八名： 3A 龔樂恩、2A 潘綺玲 （10 項） 
第十名： 5A 鍾栢熙、3A 張芷淇、3B 鄒曉嵐、  （9 項） 
 2D 謝宗諺、1A 林穎彤 

 
 1A 張洛甯獲獎最新出版圖書一本及書券，以作獎勵。 

 

課外活動

學 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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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參加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主辦之 2021/22 年度「哈佛圖書獎」計

劃，表揚熱愛閱讀及積極學習的中五學生，5B 劉珮瑜獲頒大獎，  

5A 歐紫桐和 5A 蔡偉倫獲頒優異獎，謹此致賀。 

 

(三) 校外獲獎 

(1) 5B 黃樂兒於 2022 年 1 月參加愛德基金會（香港）舉辦之全港學界「活

水」攝影比賽，憑作品《無題》、《日落西山》獲得中學組優異獎，謹

此致賀。 

 
(2)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於 2022 年 1 月至 4 月參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初中

科學線上自學計劃」（ Junior Secondary Science Online Self-study 
Scheme），透過香港科技大學轄下虛擬大學線上平台參與自學活動，

觀看網上科學實驗影片，並進行網上科學測驗。本校學生表現優異，

共獲得 7 個金獎、20 個銀獎和 17 個銅獎，16 名學生獲頒參與證書，

謹此致賀。 
 

金獎（Gold Award） 
2A 李向晴、3A 耿天泳、3A 黎詠芝、3A 鄧泳楠、3A 黃婉婷、 
3A 馮健樂、3A 林丞軒 

 
銀獎（Silver Award） 
1A 張洛甯、1B 吳穎葆、2A 周海楠、3A 陳玟霖、3A 陳海怡、 
3A 龔樂恩、3A 吳穎茹、3A 石芷萱、3A 杜芷凝、3A 郭鈞傑、 
3A 黎澋濤、3A 林耀榮、3A 陸博謙、3A 彭文彬、3B 鄒曉嵐、 
3B 吳語致、3B 鄺希立、3B 黎仕源、3C 蕭睿寬、3D 朱家華 

 
銅獎（Bronze Award） 
1A 陳丘藍、1A 周穎霖、1B 李頌茵、2A 曾慧欣、2C 郭天裕、 
3A 陳曉渝、3A 張愷文、3A 王樂童、3A 林敬魁、3A 林耀華、 
3A 余鎧曦、3B 鄭蔚心、3B 林珈亘、3B 梁曉瑩、3C 施柏蔚、 
3C 王琛美、3C 黃梓維 

 
參與證書（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 
1A 黃梓維、1B 林鉉燁、1C 呂楚筠、1C 曾嘉怡、1C 張文毅、 
1D 林廷翰、2A 黎熙旭、2B 李晶莹、2B 文祉晴、2C 黃灝倫、 
2D 蕭漢文、3A 梁穎詩、3A 彭嘉慧、3B 何芷歆、3C 張朗浩、 
3C 任晉賢 

 
(3) 6B 胡巧儀於 2022 年 2 至 5 月期間參加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

舉辦之「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22」，憑作品「珍貴的高跟鞋」獲

得立體創作組銀獎（高中組），謹此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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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A 林敬魁於 2022 年 3 月參加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舉辦之「第七

十四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奪得大提琴獨奏（初級組）季軍，謹此致賀。 

 
(5)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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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決賽（香港賽區）奪得 1 個特

等獎、2 個一等獎、5 個二等獎及 1 個三等獎的成績，5A 歐紫桐更成

功躋身「菁英盃」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與內地選手競賽，謹此致賀。 
 

5A 歐紫桐 高中組 特等獎 
2A 劉欣圓 初中組 一等獎 
4A 羅澤瑋 高中組 一等獎 
3A 彭嘉慧 初中組 二等獎 
3B 張凱琪 初中組 二等獎 
4A 黃雅文 高中組 二等獎 
5A 蔡覺 高中組 二等獎 
5A 郭香玲 高中組 二等獎 
4A 李佳儀 高中組 三等獎 

 
 
 

 

(一) 學校假期 

2022 年 7 月 1 日（星期五）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為學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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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七十七 特定用途費（第二期） 中一至中五級 16/5/2022 
七十八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增潤班 中五級個別學生 18/5/2022 
七十九 中二級恢復全日面授 中二級學生 26/5/2022 
八十十 中學生幸福感課程 中四 B、C、D 班學生 27/5/2022
八十一 中三級恢復全日面授 中三級學生 30/5/2022
八十二 中四級恢復全日面授 中四級學生 30/5/2022
八十四 中一級恢復全日面授 中一級學生 02/6/2022
八十四 中五級恢復全日面授 中五級學生 0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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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