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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  每月通訊  
（2022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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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 
 

以「感恩」的心，迎接持續「蛻變」的未來 
 
「CBT」引以為傲的，是以「基督」的愛及「永不言棄」的態度，「教育」

年青一代。過去四十年，不少 CBT 校友踏入社會，透過他們的專長，竭盡所能

貢獻社會，希望延展 CBT 精神，造就社會上的年青人。我們其中一位傑出校友

黃亞保先生，近日更被邀請參與「共創明 Teen 計劃」，成為年青人導師，鼓勵年

青一代努力不懈、永不言棄。 
 
踏入十一月，是 CBT 四十周年校慶慶祝活動的高潮，除感恩崇拜外，亦有

精心籌備的開放日，而且有多姿多采的節目。闊別三年的開放日，今年正值學校

迎向四十年，再一次盛大舉辦，希望各位家長及學生可積極參與，一同分享上帝

在 CBT 四十年的恩典；另外，透過學校在課程、教學、校園設施持續革新，希

望學生更有裝備、更有自信，迎向明日挑戰。 
 
 

 

______________ 

楊秀鳳校長 

 
二零二二年十一月十五日 

 
 
 

 
 

 
(一) 校慶感恩崇拜暨慶祝活動啟動禮 

學校謹訂於 2022 年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在學校禮堂舉行    
四十周年校慶感恩崇拜暨慶祝活動啟動禮。當日乃學校上課日，獲指派的

學生及工作人員須於當日上午 8 時正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出席典禮，詳情請

參閱有關通告。 

 

明明道道律律己己    忠忠主主善善群群  

四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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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慶開放日 

四十周年校慶開放日暨中學生活體驗日將於 2022 年 11 月 19 及 20 日

（星期六、日）兩天舉行，首天（11 月 19 日）乃招待屯門區已報名參加

的小學生及家長，而次日（11 月 20 日）則開放予本校學生、校友及受邀

人士，歡迎各位踴躍報名參加。 
 

此外，參與開放日工作的學生，將會另外派發家長信通知，敬請家長

留意。 
 
 
 

 
 

踏進十一月，又是小學生升中自行收生的開始。感謝各家長及學生的支持。

學校將於 2022 年 11 月 19 日為小六升中的學生舉辦「中學生活體驗日」活動，

當中設有家長講座，希望藉此讓家長更認識我們的辦學理念，協助他們為子女選

擇合適的學校。 
 

各家長有就讀小六的子女和親友，如擬報讀本校明年中一級，可到學校索取

或在本校網頁（www.cbt.edu.hk）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連同教育局「中一

自行分配學位申請表」，於 2023 年 1 月 3 至 17 日交回本校。本校收生準則及比

重如下： 
 項目 比重（%） 

a. 由教育局提供之「申請學生成績次第名單」 40 
b. 面試：語文能力水平和表達能力 30 
c. 操行及態度 20 
d. 課外活動 10 

 
 
 
 

 
(一) 上課時間改動 

學校於 2022 年 11 月 18 至 20 日舉行校慶感恩崇拜、開放日等一連串

慶祝活動，紀念學校創校四十載，同頌主恩。為進行綵排及籌備工作，11
月 14 至 17 日（星期一至四）四天將以半日上課時間表上課，放學時間為

下午 1 時 30 分，以便師生於下午進行校慶工作，各家長敬請留意。 

 
(二) 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於 2022 年 12 月 1、2 日（星期四、五）舉行全方位學習活動，透

過各項團體活動、分享、生涯規劃回顧、福音佈道等活動，增進學生在協

作、生涯規劃和抗逆等方面的能力，並促進學生靈育發展。此活動乃學校

學 與 教

中一入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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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一部分，學生必須參加，詳情請參閱學校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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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換冬季校服 

近日天氣逐漸轉涼，學生可於 2022 年 11 月 14 至 25 日因應需要穿著全套冬

季校服或夏季校服回校上課。由 2022 年 11 月 28 日（星期一）起，所有學生必

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上課。此外，長袖校冷為冬季校服一部分，故必須購備，請

各家長留意，有關冬季校服的服飾指引及要求，詳情可參閱《學生手冊》第 8 至

9 頁。 

 
 
 
 
(一) 捐血日 

一年一度捐血日活動於 2022 年 12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至

下午 5 時舉行，當日紅十字會將派專業人員到校，於學校禮堂為師生進行

捐血。 
 

疫情下，紅十字會血庫常有告急情況，捐血助人能挽救生命，請各家

長鼓勵適齡子女參與，並提醒他們當天必須進食早餐及帶備香港身份證。

此外，學校亦歡迎家長參加，家長可於當日下午時間蒞臨學校捐血，與子

女同心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是最好的身教。捐血救人，刻不容緩。 

 
(二) 一年一度大合照 

本年度拍攝班照將於 2022 年 12 月 14 日（星期三）進行，當日學生須

穿著長袖校冷及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口罩統一以白色外科風琴款式，髮式

儀容亦須符合校規。 

 

(三) 圖書館消息 
(1) 閱讀大使肩負推動學校閱讀風氣的重任，負責於早會及校園電視介

紹新書、主持各項閱讀活動、於圖書館網誌發表閱讀短訊等。經甄

選後，本年獲委任的閱讀大使如下： 
 

5C 何欣橋、4A 林敬魁、3A 馮詠喬、3A 李向晴、3B 鄭詠恩、

3B 賴敏兒、2A 李頌茵、2B 韋茵茵、2B 黎栢言、2D 曾思齊 

 

(2) 學校鼓勵學生多閱讀，圖書館特地舉行「借書王比賽」，以學生每月

在學校圖書館借出項目的次數為依據，選出每月及全年借書王，而

全年總借閱量多於 70 項的學生亦會獲發書券鼓勵。10 月成績如下： 
 

第一名： 4C 劉宥成 （37 項） 
第二名： 2A 丘志城 （28 項） 

訓輔消息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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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6D 孔嘉穎 （17 項） 
第四名： 5A 陳栩橦、2B 韋茵茵、1A 鍾雪晴 （14 項） 
第七名： 1A 譚朗逸、1C 陳梓珊、1C 朱芷慧、 （13 項） 
     1D 李逸謙 
第六名： 6A 鄭巧妤 （15 項） 
第七名： 1C 馮志康 （13 項） 
第八名： 1A 丘志城 （11 項） 
第九名： 3B 林珈亘、3C 王琛美 （9 項） 

 
 4C 劉宥成將獲獎最新出版的圖書及書券以作獎勵。 

 
(四) 校外獲獎 

(1) 花式跳繩隊於 2022 年 6 月參加香港花式跳繩會主辦之「個人全能跳

繩錦標賽 2022」，獲得 3 冠 1 亞 2 季的成績，謹此致賀。 
 

5A 鄭子浩 13 歲或以上男子組 30 秒二重速度跳 冠軍 
 30 秒個人花式賽 冠軍 
 30 秒單車步速度跳 亞軍 
 13 歲或以上男子組 個人總冠軍 
4A 黃倩琦 13 歲或以上女子組 30 秒個人花式賽 季軍 
3A 何子閏 13 歲或以上男子組 30 秒交叉跳速度跳 季軍 

 

(2) 本校學生於 2022 年 8 月參加新地會主辦之「我家的良師益友」比

賽」，獲得 2 項優異獎，謹此致賀。 
 

2A 陳凱瑩 公開組中級組 優異獎 
2B 陳芊羽 公開組中級組 優異獎 

 

(3) 5C 王苡霖於 2022 年 8 月 27 日參加亞太優才發展協會舉辦之「青年

兒童音樂家大賽」，獲得英國皇家音學院 5 級大提琴銀獎，謹此致賀。 

 

(4) 2B 陳一迅於 2022 年 9 月 25 日參加屈臣氏田徑會主辦之「屈臣氏田

徑會周年大賽 2022」，奪得男子 U14 組 400 米亞軍，謹此致賀。 

 

(5) 2B 李昀霖、2C 林灦謙及 2C 黃駿淇於 2022 年 10 月 22 日參加中華

基督教會扶輪中學主辦、南屯門官立中學及新界喇沙中學合辦之「全

港中小學環保風力發電機 STEM 創作大賽」（新界西區賽），奪得    
2 冠 1 季，謹此致賀。 

 
最佳 STEM 元素改造大獎 冠軍 
最佳 A4 報告獎 冠軍 
校際最大發電功率獎 亞軍 
隊際最大發電功率獎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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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乒乓球隊於 2022 年 10 月 16 日參加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舉辦之

2022-2023 屯門區學界乒乓球比賽，奪得男子甲組季軍，謹此致賀。 
 

參賽隊員： 
5A 雷悅謙、5D 鍾嘉謙、5D 鍾卓翹、4C 劉宥成、2B 古旭翔 

 

(7) 學校過往一年積極參與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校園」計劃，啟發學生

從不同角度認識及實踐人道精神，培育學生身心靈健康、關心社會

及國際議題，獲香港紅十字會頒發「人道校園獎」嘉許，謹此致賀。 

 
 
 
 
 
(一) 學校假期 

2022 年 11 月 21 日（星期一）乃學校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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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周年計劃及周年報告 

《2022-2023 年度周年計劃》及《2021-2022 周年報告》已上載學校網

頁，各位家長如有興趣進一步了解學校發展情況，可按登入學校網頁瀏覽。 

 

(三) 最近派發的學校通告 
 

編號 內容摘要 通告對象 發出日期 
二十 英文科模擬考試 中六級學生 17/10/2022 
二十一 家長晚會 全校學生 17/10/2022 
二十二 特定用途費（第一期） 全校學生 25/10/2022 
二十三 「夢嚮導——好夢有你」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 24/10/2022 
 計劃家長講座 
二十四 中三職夢探索小組 中三級學生 27/10/2022 
二十五 校慶開放日（工作人員） 個別學生 02/11/2022 
二十六 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全校學生 02/11/2022 
二十七 校慶綵排上課時間改動 全校學生 02/11/2022 
二十八 本地文化遊—孫中山史蹟徑 中三級學生 03/11/2022 
二十九 四十周年校慶感恩崇拜暨 中三級學生 08/11/2022 
 慶祝活動啟動禮綵排 個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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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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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友消息 

(1) 本校學生畢業升讀香港浸會大學，於 2021~22 學年成績優異，榮登

學院成績優異榜，為母校增光，謹此慶賀。 
 

獲獎校友 畢業年份 修讀課程 
翁鈺清 2018 年 工商管理學（榮譽）學士  
蔡承軒 2018 年 分析與測試科學（榮譽）理學士 
謝嘉欣 2019 年 電影傳播（榮譽）學士 
蔡穎彤 2018 年 歷史（榮譽）文學士 

 
(2) 畢業生黃琮傑（2020 年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修讀旅

遊及酒店管理商級文憑，於 2021~22 學年優異成績，榮登院長名譽

錄（Dean’s List），為母校增光，謹此致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