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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校行政通告(21-06號) 

紅十字會青年團—紅絲帶關懷行動2021/紅十字會青年團「愛心相連大行動2021」慈善義賣/ 

各級接種疫苗概況/「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暨升學諮詢日/12月2至3日(四至五)下

午課堂安排/71周年校慶感恩禮暨聖誕慶祝日/中六級聖誕假期補課安排/12月份特別日子提醒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項，敬請垂注。 

(一)  紅十字會青年團——紅絲帶關懷行動2021 

每年的12月1日為「世界愛滋病日」，本校紅十字會青年團將於12月初舉辦

相關活動，包括派發紅絲帶、貼紙、心意咭或紀念品，並在大堂電視播放相關

資訊，以鼓勵更多同學了解愛滋病，提升大眾對愛滋病的關注及認識，消除歧

視，表達對愛滋病患者和帶菌者的關懷，請家長關注。（註：推廣物資及紀念品 

數量有限，派完即止，歡迎同學自由領取）更多資訊：
https://cmyss.page.link/RedRibbon 

(二) 紅十字會青年團「愛心相連大行動 2021」慈善義賣 

活動專頁：https://cmyss.page.link/pass-it-on 

  為讓學生建立愛己、愛人、愛社區的精神，本校響應香港紅十字會慈善義

賣活動。家長可選擇認購義賣品（自用或愛心轉贈*），或以「零錢布施」形式

支持，善款將會用作開展及推行香港紅十字會各項的人道項目，祈盼家長及學

生鼎力支持。詳情如下： 

 
迪迪熊 x Dustykid 塵 

便攜餐具套裝 

 
迪迪熊福袋 

 
迪迪熊百變背囊（藍/綠#） 

包括：一隻碗、兩隻杯、一套摺

合餐具及限定神秘禮品 

包括：迪迪熊索袋套裝、迪迪熊

收納罐、滴露潔手液 (150ml) 、

酒精搓手液 (50ml)及殺菌濕紙

巾 (10片裝) 

包括：背囊及行李牌 

背囊尺寸︰50cm x 36cm 

#顏色要求分配為先到先得 

學校優惠價： 

港幣 118元 

學校優惠價： 

港幣 68元 

學校優惠價： 

港幣 48元 

支持方法：認購／愛心轉贈*／純捐款／零錢布施 

A認購捐款  可直接到 512室登記及付款 

登記後，請於截止日期

或之前，將善款交 512

室助理團長徐閏桓先

生，收妥作實。 

B網上登記 
 請瀏覽活動專頁，使用學校 office365 戶口登入，網上

登記認捐，之後補交善款。  

C 愛心義賣站 

 2021年 12月 7-9日（星期二至四） 

 時間：早上 7:45 – 8:15 

 地點：學校大堂／有蓋操場 

 屆時紅十字會隊員，會即場協助登記及收集善款 

https://cmyss.page.link/RedRibbon
https://cmyss.page.link/pass-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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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錢布施——同學可將零錢投入「校園捐款箱」，共襄善舉（不限金額、不設

找續、不設收據）。 

備註 

1. *愛心轉贈——購買並捐出義賣品，經由香港紅十字會轉贈予世界各地的弱勢社群。 

2. 如以支票捐款，抬頭請寫上「香港紅十字會」或 "Hong Kong Red Cross"，劃線並於支票背面清

楚註明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聯絡電話。 

3. 捐款收據——「愛心轉贈*」或「純捐款」達 HK$100 或以上，可在稍後獲發香港紅十字會收據。

（購買義賣品自用，不能獲發捐款收據） 

4. 宣傳圖片只供參考，以到貨實物為準。 

5. 義賣品將於到貨後，由專人派發給訂購者。 

6. 如欲閱覽更多資料或相片，歡迎瀏覽活動專頁。 

7. 截止日期：2021 年 12月 20 日（一）。 

  本活動屬慈善性質，純屬自願參與。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紅十字會青年團」團長潘庭碧老師

或助理團長徐閏桓先生聯絡。 

(三) 各級接種疫苗概況 

學校定期更新學生接種疫苗的最新情況。感謝各位教職員、家長及學生的支持和配合，截至上星

期的統計數字如下： 

級別 已完成接種第一/二劑疫苗(%) 尚欠人數即可達 70% 

中一級 26% 22人 

中二級 46.3% 13人 

中三級 41.3% 18人 

中四級 68.8% 1人 

中五級 79.5% --- 

中六級 78.7% --- 

全校 56% --- 

現時中四級只需多 1位同學接種疫苗，即可達教育局所定的標準，申請全日面授課堂。如  貴子

弟近日已接種疫苗，請在回條上通知學校，好讓學校盡快作出安排。 

(四)  「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暨升學諮詢日 

本校於今年國家憲法日(十二月四日，星期六)，聯同香港漢港聯誼會聯合主辦「博古通今 知法

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並得到知識之友會、紫荊雜誌社及香港內地青年義工交流協會全力支持，

邀請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范徐麗泰女士，GBM, JP 及港

區人大代表陳曉峰先生，MH, JP，擔任主禮嘉賓，並與學生一同就「國家憲法教育」，進行對談及交

流。 

當天下午 12:30 至 4:30 設有向《中國航天員致敬劇場》、唐朝服裝表演、傳統文化遊戲攤位等多

元化活動，藉此推廣《憲法》教育，提倡守法精神，並在社區中散發正能量，從而使學生能關心香港，

認識國家，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培養心繫祖國的價值觀。同日亦為學校升學諮詢日，歡迎有興趣報讀

本校人仕參與，同時亦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參與，詳見附件。 

(五) 12月 2至 3日(四至五) 下午課堂安排 

為配合師生籌備「博古通今 知法育德」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及升學諮詢日，故暫停 12月 2至 3

日(四至五)下午所有網課及實體課(應用學習課程除外)。除綵排同學外，全校同學放學時間為下午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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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71周年校慶感恩禮暨聖誕慶祝日 

12 月 17 日(五)為 71 周年校慶感恩禮暨聖誕慶祝日，時間由上午 8:15 至下午 12:00，學生必須

穿著整齊校服及校褸參與典禮(指定制服團隊除外)。 

(七) 中六級聖誕假期補課安排 

為提升 貴子弟應付中學文憑試的能力，學校將於 12 月 21 至 23 日(二至四)、28 至 31 日(二至

五)聖誕假期間為學生進行全日補課，上課時間由上午 9:30 至 12:30，下午 2:00 至 4:00，詳細安排見

下表。學生如已退選該科，則毋需回校。請敦促 貴子弟依時出席及遵從回校的防疫政策。 

 日期 

時間 
20/12（一） 21/12（二） 22/12（三） 23/12（四） 24/12（五） 

9:30 至 

12:30 
 

通識 

A 班:403 室(張) 

B班:404 室(阮) 

通識 

A班:403 室(張) 

B班:404 室(阮) 

M2 

403室(詠) 
 

12:30 至 

2:00 
午膳 

2:00 至 

4:00 
 

通識 

A 班:403 室(張) 

B班:404 室(阮) 

通識 

A班:403 室(張) 

B班:404 室(阮) 

M2 

403室(詠) 
 

 

 日期 

時間 
27/12（一） 28/12（二） 29/12（三） 30/12（四） 31/12（五） 

9:30 至 

12:30 
 

化學:611室(鄒) 

企財:403 室(施) 

資通:207 室(石) 

地理:302 室(鎮) 

視藝:214 室(彭) 

化學:611 室(鄒) 

企財:403 室(施) 

資通:207 室(石) 

地理:302 室(鎮) 

視藝:214 室(彭) 

英文 

A組:404 室(周) 

B組:403 室(偉) 

C 組:603 室(潘) 

英文 

A組:404 室(周) 

B組:403 室(偉) 

C 組:603 室(潘) 

12:30 至 

2:00 
午膳 

2:00 至 

4:00 
 

化學:611室(鄒) 

企財:403 室(施) 

資通:207 室(石) 

地理:302 室(鎮) 

視藝:214 室(彭) 

化學:611 室(鄒) 

企財:403 室(施) 

資通:207 室(石) 

地理:302 室(鎮) 

視藝:214 室(彭) 

英文 

A組:404 室(周) 

B組:403 室(偉) 

C 組:603 室(潘) 

英文 

A組:404 室(周) 

B組:403 室(偉) 

C 組:603 室(潘) 

(八) 12月份特別日子提醒 

1. 17/12 (五)：71周年校慶感恩禮暨聖誕慶祝日，放學時間為下午 12:00。 

2. 20/12 (一)：立法會選舉特別假期。 

3. 21/12/2021 (二)至 1/1/2022 (六)為聖誕節及元旦假期，3/1/2022 (一)照常上課。 

 此致 

貴家長台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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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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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 11月 25日(四)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頃接 貴校行政通告（21-06號），知悉有關事宜。 

 

1. 接種疫苗概況更新紀錄 

 小兒／女已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小兒／女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小兒／女已未有接種新冠疫苗。 

 

中＿＿＿＿班學生＿＿＿＿＿＿（班號____）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_____日                            家長簽署：＿＿＿＿＿＿＿＿＿＿＿＿＿ 

(請以「」選擇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