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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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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傳承「使命」 
 

學校自 1982 年創建，至今已有四十載，憑著上帝恩典、前任校長及老師的

努力，唐賓南至今在屯門區已成為一所既關愛又持續進步的學校。 
 
當籌備學校四十周年慶典時，翻查學校歷史，的確有不少發現。令我驚嘆的

是——開校之始，駐校教會與當時香港大學醫學院學生協作，舉行為期三天的「新

村新人」運動，目的是服侍當地新遷入湖景邨的居民。最後一天的佈道會在學校

對面足球場舉行，當天高朋滿座，足足有五千人參與，席間有五百人決志歸信主。

在我腦海中，就像耶穌在曠野向猶太人佈道的情況，現在竟呈現在四十年前屯門

湖景邨……無錯，唐賓南傳承的使命就是福音工作。我們不單要傳授知識，更重

要的是帶領一群年青人，認識、相信我們上帝，使他們的生命活得更有意義。 

 

各位家長，相信你們選擇讓子女進入唐賓南，也是認同我們的辦學理念，知

識及人生正向價值是迎向未來挑戰的根基。迎向四十年，讓我們一同存著感恩的

心，以傳承「福音使命」，迎向明日挑戰。學校亦鼓勵所有同學與家長，積極參

與今年一連串的校慶活動。 

 

聖經曾記載，耶穌說：「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裡面的，我也常

在他裡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離了我，你們就不能作甚麼。」（約翰福音 15
章 5 節）上帝恩典是我們學校發展的根基。 

 

謹祝各位主恩常在。 

 

 

 

______________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十月十四日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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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年領袖生 

本年度領袖生於 2022 年 9 月 28 日（星期三）開始為學校服務，管理學生秩 
序。領袖生名單如下： 
 

首席領袖生： 5A 彭敬言、5C 張梓晴 
副首席領袖生： 5A 鄭子浩、5A 關樂恩、5A 黎俊樺、5A 林進謙 
領袖生： 5A 唐國鳳、5B 張迅楠、5B 趙俊匡、5D 何智賢、4A 陳曉渝、

4A 耿天泳、4A 鄭以樂、4A 黃倩琦、4B 張愷文、4B 彭嘉慧、

4C 梁家恩、4D 李仕鈞、3A 吳心淇、3A 曾慧欣、3A 張日朗、

3A 楊天允、3B 周憬榆、3B 田瑞宏、3B 陶奕童、3B 賴敏兒、

3B 郭天裕、3B 潘守仁、3C 梁鉦灝、3C 梁皓程、3C 黃灝倫、

3D 葉子軒、3D 蔣嘉琪、3D 許賢俊、3D 黎汝軒、2A 張銳晴、

2A 李頌茵、2A 吳梓溵、2A 吳穎葆、2A 黃心柔、2A 何泓瑨、

2B 歐珮瑩、2B 陳芷欣、2B 古旭翔、2B 黎栢言、2B 李昀霖、

2B 李浚安、2C 陳紫婷、2C 黎家然、2C 林灝謙、2C 吳栢謙、

2D 曾思齊、2D 胡塱軒、2D 張文毅 

 

 

 
 

(一) 學生會 
今年學生會內閣為「指南針」，他們承諾切實執行代表同學的任務，

擔當同學與老師的溝通橋樑，積極為同學向學校反映意見，並提供不同活

動、比賽及福利等。 
 

主 席： 5B 陳康晴 
副主席： 5B 峻 山 
委 員： 5D 董玉資、5B 劉樂童、4A 黃倩琦、4D 孫爾謙 

 

(二) 四社 
四社社職員今年將繼續帶領社員參加各項社際比賽，為屬社爭取勝

利，讓同學享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明社 社 長： 5A 何芷涵 
副社長： 5B 鍾慧欣、4A 黃婉婷 
社職員： 5A 麥馨文、5A 尹 馨、5A 黃思傑、5C 彭卓羚、 
 3A 曾慧欣 

 
律社 社 長： 4A 鄧泳楠 

副社長： 5A 林進謙、4A 黃倩琦 
社職員： 5A 馮婧姼、5A 吳樂軒、5C 吳 悠、5C 王煥霖、 
 5D 謝倚萍、4A 陳曉渝、4B 郭鈞傑 

 

課外活動

訓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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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社 社 長： 5D 陳以心 
副社長： 5D 曾綽陶 
社職員： 5A 鄭子浩、4A 鄭以樂、4B 彭政洭、4B 張愷文、 
 2A 葉柏希、2A 傅子翹 

 
善社 社 長： 4B 蘇子峻 

副社長： 4B 何子祺 
社職員： 5A 吳耀揚、5C 徐梓瑜、5C 劉卓朗、5D 周綺韻、 
 3A 蕭 童、3B 李偉業、2D 王婧燚 

 

(三) 圖書館消息 
圖書館提供卓越專業服務，全賴圖書館領袖生，經面試挑選，本年

的圖書館領袖生如下： 
 

首席圖書館領袖生： 5A 陳栩橦、5A 陳芯兒 
副首席圖書館領袖生： 5B 郭可穎、4B 王琛美、4B 黃穎心 
圖書館領袖生組長： 5A 謝以筠、A 張悅欣 
圖書館領袖生幹事： 3A 李向晴、3B 方嘉敏、2A 李頌茵、 
 2B 韋茵茵 

 
圖書館領袖生當值安排： 

星期一： 5A 陳栩橦、4B 張凱琪、4C 陳海逸、4D 曾鉦琳、

3A 馮芷晴、3A 李向晴、2B 林穎彤、2C 黃道道、

1A 黃詩悅、1D 黃美瑤 
星期二： 5A 謝以筠、4B 黃穎心、5A 洪安琪、4B 江綽錡、

4B 鄧媄殷、3A 吳愷晴、3B 方嘉敏、2B 勞凱婷、

1A 張嘉怡、1C 陳梓珊 
星期三： 5B 郭可穎、5B 呂嘉銣、4C 何芷歆、4D 梁 莉、

3A 劉欣圓、3B 賴敏兒、2A 李頌茵、2C 蘇凱瑩、

1A 譚朗逸、1D 唐愷忻 
星期四： 5A 張悅欣、4B 王琛美、5A 麥馨文、5A 唐國鳳、

4A 鄧泳楠、3B 陳玉林、2B 陳天怡、2B 韋茵茵、

1B 黃麗詩、1D 蔡曉霖 
星期五： 5A 陳芯兒、5C 王苡霖、4A 張芷淇、4B 張愷文、

3A 馮詠喬、3C 黃灦倫、2B 陳子浩、1C 朱芷慧、

1D 李逸謙 
跨境生成員將會保留會籍，回校後再自由報名。 

 
全日上課天，圖書館於第一個小息（9:45~10:05）、午膳（1:25~1:55）、

放學（3:45~5:10）開放；半天上課期間，圖書館於每天 3 個小息開放，圖

書館領袖生將於時段內為老師、同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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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外獲獎 
(1) 本校舞蹈組於 2022 年 7、8 月期間參加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有限公司合辦之「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奪得中國舞群舞甲等獎

及三人舞甲等獎，謹此致賀。 
 

群舞參賽學生： 
2A 周穎霖、2A 吳穎葆、2B 勞凱婷、2B 陳天怡、2B 蘇芷妍、

2B 韋茵茵、2D 陸家晴、4A 陳曉渝、4B 張愷文、4B 張凱琪、

4B 江綽錡、4B 鄧媄殷、5C 湯曉桐、5D 曾綽陶、6D 陳天恩 
 

三人舞參賽學生： 
5C 湯曉桐、5D 曾綽陶、6D 陳天恩 

 

(2) 5C 湯曉桐、5D 曾綽陶及 6D 陳天恩於 2022 年 8 月 7 日參加中國民

族民間舞考級香港中心、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流協會主辦之第

四屆《鳳凰盃》舞蹈大賽，奪得少年組三人舞金獎，謹此致賀。 
 
(3) 1D 馬嘉彤於 2022 年 8 月 26 日參加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之「屯

門杯分齡少年游泳賽 2022」，奪得女子 L 組 50 米蛙泳冠軍及 50 米

蝶泳亞軍，謹此致賀。 
 
(4) 本校泳隊於 2022 年 10 月 3 日參加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舉辦之「屯門

學界游泳比賽」，獲得 1 亞、1 季、1 殿的成績，謹此致賀。 
 

4B 彭政洭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D 馬嘉彤 女子丙組 50 米蛙泳 季軍 
3B 郭天裕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殿軍 

 

 

 

其 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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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星期五）  教師發展日 

 

(二) 校務會議 
學校將於 2022 年 1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舉行校務會議，當日上

午照常上課，並提早於下午 12 時 50 分（第 6 堂結束後）放學，請各家長

及學生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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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一至中六級家長晚會 

本校極為重視家校合作，故藉家長教師會於 2022 年 10 月 28 日（星期

五）晚上 7 時 30 分在本校禮堂舉行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周年大會後，

設有與班主任晤談時間。是次家長晚會十分重要，請各家長務必出席。由

於場地有限，學生無需陪同家長出席是次晚會，敬請留意。 

 
(四) 獎勵助學金 

學生於 2022~2023 學年內，若家庭遇突發性經濟困難，可向校務處

楊書記索取「漢華慈善基金」申請表。 

 
(五)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十三 暫緩恢復全日實體面授課堂 全校學生 006/9/2022 
十四 訂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本 中五級學生 019/9/2022 
十五 「一路瞳行」電影欣賞會 全校學生 019/9/2022 
十六 學生津貼（2022/23 學年） 全校學生 023/9/2022 
十七 恢復全日面授 全校學生 022/9/2022 
十八 學會活動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029/9/2022 
十九 優異生嘉許禮 個別學生 022/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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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