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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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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年，新希望 

 
各位家長： 

 
新學年伊始，先祝願各人身心健康、主恩常在。 
 
時間飛逝，暑假剛結束，2022/23 年度學期又迅速展開了。開學之始，大家

或會發現有不少「新」老師加入唐賓南的大家庭，成為  貴子弟的科任老師。同

時，我們亦依依不捨，送別在過去日子為學生付出很大努力的老師，包括陳穎兒

老師、張寶英老師、張子龍老師、羅麗平老師、李敏儀老師、李詠儀老師、謝道

熠老師、楊翠婷老師和余頌揚老師。在此，謹借用一首詩歌歌詞互相勉勵，願天

父帶領他們有更美好的道路： 
 

我不知明天的道路，每一天只為主活…… 
但我知誰管着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今年是學校四十周年校慶，以「傳承、感恩、蛻變」為年題，希望以感恩的

心，傳承四十年的教育工作和使命，為學校開展新一章。相信疫情將持續一段日

子，對校園學習生活仍有一定的影響，但學校仍會爭取每一個契機，積極為學生

提供多元的學習經歷，務求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學校將進行各項校慶活動，例

如 11 月份的校慶感恩崇拜和開放日、2 月份的校慶籌款和聚餐、7 月份的校慶綜

藝表演等，讓學生一同參與及感受這難得的學校盛事，留下青春的回憶。（詳情

請留意 10 月份學校網頁，獲取校慶最新資訊。） 
 
 
 
 

______________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九月十五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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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一)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21 

張緁芯（上學年 6A 班）憑著優異的學業成績及活動服務表現，經學

校提名，於青苗基金舉辦之「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21」中，獲頒發獎學

金嘉許。 

 

(二) 青苗學界進步獎獎學金 
為鼓勵學生積極進步，學校每年推薦成績顯著進步的學生參加「青苗

學界進步獎計劃」，經青苗基金審批，共有 20 名學生獲得獎學金。 
 

1A 袁浩軒、1B 李頌茵、1C 何孔少、1D 李梓謙 
2A 薛依瑞、2B 黃承溱、2C 岑安庭、2D 黃俊誠 
3A 黎詠芝、3B 鄧媄殷、3C 張寶雯、3D 朱熙欣 
4A 廖梓博、4B 陳藹潼、4C 王苡霖、4D 賴欣榮 
5A 蔡偉倫、5B 陳詠琪、5C 林雨澄、5D 黃銘杰 

 
*上述為去年獲獎時的班別 

 
(三)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金」 

經學校推薦，6A 文歆娛及 5A 關樂恩獲得 2022 年「明日之星」計劃

「上游獎學金」，以獎勵他們在學習或個人成長方面有顯著進步，以及在

面對逆境時具奮鬥精神，保持正面的價值觀和生活態度，謹此致賀。 

 
(四) 放學後自修及溫習安排 

學生如有需要，放學後可使用設於地下的「自修閣」留校溫習至晚

上 7 時。使用自修閣，學生須遵守「自修閣使用守則」，嚴禁喧嘩及飲食。 
 
 
 

訓輔消息 
 

(一) 攜帶手提電話守則 
為方便家長與學生聯絡，學生可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為免干擾課堂

及校內活動，學生須於進入校門前關掉手提電話電源，不得在校內及校門

附近展示、開啟或使用手提電話，違者將被懲處。有關手提電話使用規則，

請參閱載於「開學須知」中「有關攜帶智能裝置及使用互聯網及社交平台

的守則」。 

 
(二) 請假須知 

學生如要即日請假，須於當天早上 7 時 45 分至 8 時正致電校務處通

知書記，家長 / 監護人亦須填寫手冊第 26 至 29 頁請假記錄，於假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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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內交予班主任完成告假手續。一般情況下，超過一天之病假須具醫生證

明書（告假第一至第六堂為半日）。 
 

若學生於一個月內請病假三次或以上（以單次病假計），必須出示醫

生證明，否則當曠課論。學校也會按學生請假情況要求出示醫生證明。 
 

學生因事請假，須三個上課天前由家長 / 監護人具函或在學生手冊

告假紀錄陳明事由及簽署，著學生交校務處書記核辦，獲校方批准方為有

效。因突發事件請事假手續和請病假相同。一般情況下，校方不接納以旅

遊、探親及辦理旅遊證件等作為申請事假的理由，故請家長安排相關活動

時仔細參閱校曆表。 

 
(三) 嚴重遲到 

為提升學生紀律，養成守時習慣，學生在沒有合理原因下遲到，即

於上午 8 時後回校，將視作遲到；而於 8 時 30 分後回校，將視為嚴重遲

到，記缺點一個。如學生於 11 時 30 分（即第二個小息後）才回校，將視

為「半日缺席」與「曠課」，記缺點一個。家長及學生請留意，出席率將

影響學期考試資格。 
 
 

課外活動 
 

(一) 9 月 30 日便服日 
學校於 9 月 30 日（星期五）舉行便服日，為「四十周年校慶」籌款，

籌款目的主要為優化校園設施，例如在有蓋操場安裝冷氣、改善學生上課

設施等。學生只需捐款港幣 50 元或以上，便可於當天穿著合宜的便服回

校，請各家長鼓勵 貴子弟踴躍參加，慷慨解囊，大力捐輸。 

 
(二) 10 月 3 日國慶早會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立國 73 周年，學校於 10 月 3 日（星期一）

舉行國慶早會，並有老師分享，增進師生對國家的認識。 

 
(三) 圖書館消息 

(1) 圖書館稍後將會正式開放，為確保學生能在衛生的狀況下使用，圖

書館於開始服務後有以下措施： 
 

 學生每次進入圖量館須量度體溫、以酒精搓手液消毒雙手。 
 歸還的圖書會隔離兩星期，再以稀釋的酒精抹拭書面及書脊，方

可外借。 
 每天以稀釋漂白水清潔地板、櫃面、鍵盤、滑鼠等設施。 
 圖書館會適時控制人流及提醒進館學生保持社交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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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鼓勵學生多閱讀，增廣見聞，圖書館舉辦「借書王」比賽，根據

學生在學校圖書館累積借出項目總數，選出每月及全年「CBT 借書

王」，得獎學生將獲書券及圖書以作獎勵；全年總借閱量多於 70 項

（將因應實體上課狀況調整）的學生獲發書券鼓勵。各位記緊要多

讀多看，挑戰去年冠軍黎仕源同學 238 本的佳績。 
 

 歡迎家長和學生到圖書館網誌 （https://cbtlibrary.blogspot.com/），閱

覽不斷更新的圖書訊息。 
 

(3) 學校訂購了 HyRead 中文電子書（中一至中六級）及 MySmartSTEAM
英文電子書系統（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在家中可閱覽電子書。圖書

館設有借電王比賽，定期獎勵在 HyRead 電子書系統借用總數前列的

學生。 

 
(四) 校外獲獎 

(1) 經學校推薦，以下兩名學生獲屯門區中學校長會頒發「屯門區卓越 
學生奬」（2021-2022），他們誠為學生之模範，殊堪嘉許。 

 
初中組： 4A 龔樂恩 
高中組： 6A 張信希 

 
(2) 3C 謝采茵、3B 萬霖、3D 蔣嘉琪、3B 石宇航、3B 田瑞宏及 3D 李

旻昇於 2021 年 10 至 2022 年 8 月期間參加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

主辦之「好空氣挑戰賽」，於硬件裝置項目奪得銅獎，謹此致賀。 
 
(3) 本校公益少年團於 2022 年 1 月參加教育局公益少年團舉辦之「環保

為公益」慈善花卉義賣，籌得港幣 11,460 元，獲頒金獎，謹此致賀。 
 

(4) 戲劇學會於 2022 年 5 月 28 日參加香港創意戲劇議會主辦、香港教

師戲劇會、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及戲劇教育發展基金的「香港

創意戲劇節 2022」，奪得最高級別的榮譽獎狀，謹此致賀。 
 

參賽學生： 5C 何欣橋、4A 龔樂恩、4A 石芷萱、4A 林敬魁 
 
(5)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6 月 17 日參加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主辦之「第

四屆香港國際朗誦公開賽」，獲得 2 冠 3 季的成績，本校亦獲最優秀
參與機構大獎，謹此致賀。 

 
4D 張朗浩 中學粵語初級組 冠軍 
4D 張朗浩 中學普通話初級組 冠軍 
3A 曾慧欣 中學普通話初級組 季軍 
3A 劉欣圓 中學普通話初級組 季軍 
謝宗諺（上學年 2D） 中學普通話初級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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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男子乙組乒乓球隊於 2022 年 7 月 31 日參加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舉辦之「2021-2022 屯門區學界乒乓球比賽」，奪得男子乙組冠軍，

謹此致賀。參賽隊員如下： 
 

5A 雷悅謙、5D 鍾嘉謙、5D 鍾卓翹、4C 劉宥成 
 

(7)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7 月參加啟幼國際數學學會舉辦之 2022 年「優

數盃」國際數學邀請賽，獲得 1 個二等獎及 1 個三等獎的成績，謹

此致賀。 
 

2A 司徒潁鍩 二等獎 
2A 鍾卓霖 三等獎 

 
(8)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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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作文總決賽，與內地

選手一較高低，獲得 5 項二等獎及 4 項三等獎，謹此致賀。 
 

4B 彭嘉慧 初中組 二等獎 
4B 張凱琪 初中組 二等獎 
5A 黃雅文 高中組 二等獎 
6A 歐紫桐 高中組 二等獎 
6A 郭香玲 高中組 二等獎 

 
3A 劉欣圓 初中組 三等獎 
5A 李佳儀 高中組 三等獎 
5A 羅澤瑋 高中組 三等獎 
6A 蔡 覺 高中組 三等獎 
 

(9)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7 月 20 日參加全球和平華人聯合會、世界和平

青年學生聯合會和弘揚孝道文化聯合會合辦钅「第 16 屆孝情徵文比

賽：我的孝情故事」，獲得以下成績，謹此致賀。 
 

5B 曹文駿  季軍 
上學年 6D 梁頌賢  優異獎 
6A 文歆娛  真情流露獎 

 
 
 

其 他 
 

(一) 訂造及派發冬季校服 
校服供應商添記校服公司於 2022 年 9 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至

5 時派員來校，為學生訂造冬季校服。當日訂造之校服將於 10 月 24 日（星

期一）下午 1 時至 5 時派發，敬請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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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假期 
以下日子為學校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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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服飾。 
 

2022 年 10 月 1 日（星期六）  國慶日 
2022 年 10 月 4 日（星期二）  重陽節 

 
(三) 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時上課安排 

雨季已臨，遇上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時，學校會跟據教育局的宣佈，

作出相關安排，詳情請參閱《家長手冊》第 14 頁。 

 
(四)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零一 開學通告 全校學生 01/9/2022 
零二 4A 班加強中文、英文課堂 4A 學生 01/9/2022  
零三 5A 班加強英文及選修科三的課堂 5A 學生 01/9/2022 
零四 便服日 全校學生 13/9/2022 
零五 訂購計算機 個別學生 05/9/2022 
零六 中六中文科及通識科測驗 中六學生 06/9/2022 
零七 中六中文科增潤班 個別學生 01/9/2022 
零八 中五中文科增潤班 個別學生 01/9/2022 
零九 中六數學科增潤班 個別學生 06/9/2022 
十 中五英文科精英班 個別學生 05/9/2022 
十一 中六英文科增潤班 個別學生 05/9/2022 
十二 中六課後補課 中六學生 07/9/2022 
 

 

家長如對通告內容有關任查詢，歡迎與班主任或有關科任老師聯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