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任秘書長探訪南屯官

聽取學生會主席報告及與學生交談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女士JP與教育局副秘書長 (特別職務) 陳慕顏女士於6月3日聯同眾官員親訪南屯門官立中

學，藉此機會了解學校的發展現況。當天，我與3D班陳星語同學很榮幸能代表全體同學與各位官員會面，並向大家介
紹疫情下仍不失精彩的學生會活動和跨境生的學習情況。隨後，常任秘書長和一眾官員參與了學校其中一節特色課程
的課堂，從中了解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營商計劃如何讓同學結合理論和實踐，將所學融會貫通，以培養企業家
精神為目標。課堂後，4A梁志傑同學更代表全班同學把親自繪製的畫作送予常任秘書長以作紀念。

在新冠疫情下，無論學校或學生都必須面對種種新挑戰。當我上任本屆學生會會長時，曾擔心學生會未能一如以
往舉辦不同的學生活動，幸得校長和各位老師全力支持，學生會幹事和同學同心協力、迎難以上，我們才能衝破疫情
帶來的限制；最終，學生會仍能在滿足防疫條件下繼續籌辦各項活動，讓同學在疫情下都能擁有充實而美好的校園生
活。除此以外，我們亦透過社交網站和開放學生會辦事處，繼續為同學服務，履行學生會的參選承諾。

我感到自己很幸運，能在這個世紀疫情下得到同學的信任，肩負起
學生會會長一職，為大家在這個不容易的學年中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
我回想起與幹事們一起努力的時光，同學在活動中的歡聲笑語，讓我感
到滿足和欣慰。最後，我希望各同學對本年度學生會籌辦的各項活動感
到滿意，而我與各位學生會幹事亦會繼續努力，在餘下的任期努力做到
最好，並把我們的經驗傳承予下一屆學生會，讓南官精神能薪火相傳，
校訓「勤、懇、謙、讓」的美德能長存每一個南官人心中。

主席5D朱嘉琪

校長獻辭—	
重構•重建•重塑

2021年 是 南 官 跳
躍飛騰的一年，眼見學

生不斷進步，老師在疫

情嚴峻下迎難而上，我

心存感恩，並以身為南

官人為榮。在2019冠
狀病毒病對全球的衝擊

下，我們轉危為機，努

力進行重構、重建和重

塑，在這學年成功舉辦

了鬼馬運動日、網上家

長日、網上課外活動、

畢業典禮和網上開放日

暨南官戲劇教育20周
年紀念特刊發布會等。

在未來的日子、我衷心希望同學能裝備自己，滿

懷憧憬，南官上下能團結一致，再攀高峰。

陳耀明校長

南屯門官立中學學生會通訊
South Tuen Mu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Association Newsletter
屯門湖山路二一八號 電話：2404 5506 電郵：stmgss@edb.gov.hk

Principal’s Foreword –
Reimagine • Recreate • Restore

2021 is the year of “Leaps and Bounds” for STMGSS. I am truly 
proud and thankful to be a member in this big family as students 
show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nd teach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schoo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During 
this period, we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using the “Reimagine”, 
“Recreate” and “Restore” framework. With concerted effort, our 
unique Wacky Olympics, Web-based Parents’ Day and ECAs, 
Speech Day, Virtual Open Days cum 20th Anniversary of Drama in 
Education Commemorative Volume Launch etc. were held smoothly 
and joyously. In future, our school will keep equipping students 
well with essential skills required in the New Digital Era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as a family, STMGSS will continue to unite and scale 
new heights.

Mr CHIN Yiu-ming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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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good memory to work with Apex to bring joy 

and happiness to others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this 

year.” 
Mr LI Kwok-wai

學生會「南嶺」—主席感言

Words from SA Teacher Advisors

Message from Chairperson
The spreading of COVID-19 has made 2020 become a 

challenging year. All scheduled events were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Ever since Apex decided to run for the election, we 
have made many change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pex to the 
new learning mode - online teaching. For example, an Instagram 
platform was set up and opened to all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Apex commits ourselves to do our duty, despite the unusual 
situation. Keeping an open and responsive platform for you helps us 
stay connected with you. We have also organized various events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ir school life.

This academic year, we hav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many 
policies and organize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example, 
Teacher’s Day 2020, 
Hallofun and Got talent, 
to name but a few. In 
addition, thanks to the 
grea t  suppor t  f rom 
school, we have also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allowing students to 
enter or leave school 

in PE uniforms, which has been demanded by students for many 
years. Indeed, Apex may not be the perfect group for you, we might 
make some mistakes. However, each mistake is a lesson for us 
to learn and improve. It is always a great honour to see our fellow 
students enjoying our activities.

As the leader of SA, the biggest challenge I have faced is 
juggling studies and handling SA duty. Thanks to the encouragement 
and help from all committee members, all activities can be held 
smoothly. From this journey of being a team leader, I have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skills. We, Apex, 
work together as a group of friends who always aims at one target 
-serving our fellow students with passion and faith. While preparing 
the school events, we have learnt how to boost our team spirit and 
solve problems. Being the chairperson, I sincerely appreciate this 
opportunity for improving myself.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for the 
numerous advice and support from our Principal, Mr. Chin, all the 
SA Teacher Advisors and fellow students.

5D CHU Ka-ki, Kathy
SA Chairperson

“What a great job again 

this year! So impressed with 

Apex’s commitment  and 

efforts in organizing all the 

activities and the excellent 

guidance by our SA teacher-

advisors.” 

Mrs ROSS Tricia Kit-y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all these energetic 
and positive young ladies and men. Good Job Apex!”

Ms CHAN Ka-lam

本年有幸與APEX合作，成功舉辦了多個活動。
在過程中看到眾學生成員都積極主動為學校及同學服
務，在疫情期間迎難而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我
們都為幹事們的努力和盡責感到驕傲。

潘美齡老師

「在新冠疫情下，我們經歷了不一樣的上課天。雖然學生

會在舉行活動上遇到不少限制，但是他們仍然全力以赴，做到

最好，務求讓全校師生享受一系列的校園活動。我十分欣賞學

生會每一位成員的付出和努力。多謝你們盡心為學校服務！」

李安安老師

2019冠 狀 病 毒 病 的 來
襲，對全世界而言，都充滿

挑戰；2020年，對我們而言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決

定選舉前，南嶺已經做好面

對不同轉變的準備，例如開

設社交網站平台，籌備網上

宣傳活動。面對重大轉變，南嶺承諾永遠謹守崗位，

開放平台以接收同學的意見，籌辦活動讓同學在疫情

下仍然能享受校園生活。

在學校的幫助下，本年度南嶺成功

爭取穿著體育服進出學校，成功籌辦「敬

師日2020」、「歡樂滿紛萬聖節」、「Got 
Talent」等各項活動。見到同學能投入活
動，對我們而言，已是莫大的榮幸及成

功。我們在活動中雖有不完善之處，但

是每個活動，都是一個重要的課堂，讓

我們檢視自己的不足。

作爲學生會會長，我認為最大的挑

戰是在學生會事務與學業之間取得平

衡，幸得背後有整個學生會團隊的支援，我才能充分

發揮領袖的角色，帶領學生會順利完成活動。在過程

中我學會了與人溝通的技巧，收穫了青春的友誼。無

論順境逆境，學生會成員亦定

會竭盡所能，與南官同學一起

前行。

我慶幸自己有機會在逆境

中繼續服務同學，與成員合作

的過程亦令我獲益良多。最後

我衷心感謝陳耀明校長的指

導，負責老師的從旁協助，以

及同學的支持。最後祝大家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

學生會主席5D朱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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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日
SA Election Day
隨著學生會宣傳活動的開展，南嶺透過社交平台與同學們見面。福利、政綱、

内閣成員名單都一一列明，供同學參考。我們完成宣傳活動後，今年的選舉論壇

終於在網上與同學會面。南嶺正式向全校作自我介紹及提出參選政綱，並接受上

屆學生會的質詢。

站上更高之處，突破自我
選舉論壇是我第一次以候選內閣的身份公開面對群眾，我很感激有機會使我突破自己，從中學習更多籌辦活動的技巧。我看着上屆學生會成員的成熟和穩重，使我下定決心要為同學舉辦更多發揮所長的活動，希望來年能有幸服務同學。

內務副主席5D陸倩婷

應付緊張的場面能令我有所得著

當我得知自己要代表候選內閣面對
群眾宣讀及回應政綱的質詢時，我

便十分緊張，因

擔心自己臨場應變遜色而無法清晰
地介紹政綱。雖然我在台上十分緊

張，在面對無法預測

的質疑時只能夠結結巴巴地回覆，
但是我能夠從中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之處，並決心培養良

好的應變能力。 
財務秘書5D黃祉穎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選舉論壇令我感到做學生會內閣的壓力，我在當初花盡心思籌備論壇，才發現原來是如此不容易。雖然如此，但一切都值得的，我們最後如願當選，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為同學服務。 

攝影師5C黃璟姿

學生會選舉日
SA Election Day
於9月30日經過中一至中六學生一人一票的投票程序後，南嶺獲得了超過75%的選票而成功當選，結果令我們非常

興奮！我們急不及待想立即投入服務，為學生提供不同服務。我們很榮幸能夠成為本年度的學生會，我們會竭盡全力

服務同學。

盡責做好自己
我一直希望透過加入學生會去幫助校

內每個同學，最後很感謝同學對南嶺的信
任，當選後我定會盡力服務同學。

康樂秘書5C朱建行

學做不同的事增廣見聞

在決定參選後，
南嶺一直密鑼緊

鼓

地準備各種不同
事物，如政綱等

，希望

得到同學的支持
，過程中令我獲

益良多。

接下來的學年，
南嶺定必不辱使

命，團

結一致，做到最
好。 

康樂秘書5C江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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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的期望令我走得更遠
在今年的就職典禮中，透過台下的掌聲，我感受到校長、

老師和同學對我們學

生會的期望，希望我們今年能竭盡所能為同學服務。我不
會辜負大家的期望，盡力

為大家服務。

福利秘書5A陳海琳

2020/21年度學生會就職典禮暨周年大會
Student Association Inauguration Ceremony cum AGM
經過一輪緊張刺激的競選活動後，南嶺獲得了絕大部分同學的支持，正式受命成為新一屆的學

生會。上學年學生會南翊的主席及財政，發表周年匯報及財政報告後，新舊學生會經過印章交接

後，交接儀式正式完成！校長更為南嶺各成員頒發證書及徽章。最後，南嶺在主席發表演說後正式

上任，成為新任學生會。

成為學生中最大的組織，我瞭解到盡責的重要性
在學生會就職典禮中，我看到上年度的學生會Navigator將南官變得

更好的重任交給我們Apex。南嶺一定會不斷學習，不斷進步，也許事情
做得未如理想，但相信積累的經驗會使我們變得更好。在這就職典禮後，
我會繼續努力。

福利秘書5C張凱嵐

參與不同活動使我的校園生活更豐富
當我們與上屆學生會正式完成交接後，我們都有著同一

個目標，就是為同學爭取想要的活動，令同學的校園生活能

夠多姿多彩。由於疫情的緣故，某些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或需

要取消，但是南嶺仍然堅守崗位為同學提供各種活動，使同

學能享受校園生活。 

常務秘書4D譚綺婷

2020-2021年度學生會—南嶺
Apex, Student Association 2020-2021

主 席 5D朱嘉琪 出版及宣傳秘書 4C馮芊熒 攝 影 師 4D黃子晴

內務副主席 5D陸倩婷 4D馮詩琪 5C黃璟姿

外務副主席 5C劉焯桐 聯 絡 主 任 5D鄭芷婷 5A林泓鍵

常 務 秘 書 4D譚綺婷 5D陳詠詩 設 計 師 4A梁鎧童

財 務 秘 書 5D黃祉穎 資訊科技主任 5C蔣詩澤
5C彭天樂
5C易樂熙

4C姚嘉翹

褔 利 秘 書 5C張凱嵐
5A陳海琳
5A張運僖

康 樂 秘 書 5C朱建行
5C江啟新
5D李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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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Teachers' Day 2020
在一年一度的「南官敬師日」，同學們可以藉此機會對老師的教導表達感恩之

情，學生會更貼心為每一位老師送上感謝卡以感激老師們多年的悉心教導，所有同

學積極地寫下自己對師長的心意。最後學生會為同學老師們獻唱了《良師頌》，希

望可以憑藉歌寄意，亦為敬師日畫上句號。

參加不同的活動豐富了 
我的學習經驗

我好榮幸可以參加這類型的活動，之前
未曾上台唱歌為老師表達敬意，雖然一開始
有些緊張，但這仍是一次十分有趣的經驗！
我可以吸收到不同豐富的經驗，我很慶幸能
夠成為學生會的一員，謝謝！

攝影師5A林泓鍵

用心準備才能進步

敬師日，是南嶺第一次籌
備活動，在做

足準備下我們以爲會萬無一失，但最後在
過

程中還是有些手忙腳亂，幸
得老師們的協助，

讓我們能冷靜下來解決問
題，活動才能順利

舉行，讓每位老師都感受
到同學的心意。這

次活動亦讓我們吸收經驗
，在遇到突發事情

時需要冷靜處理。

福利秘書5A張運僖

齊心協力，做到最好
今個學年與去年不同，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我們未能讓全校同學一起回校參與敬師日活動。有賴負責各崗位的同學以及老師們齊心協力，活動才能順利完成，讓我們對老師表達敬意，感謝他們無私的付出。

攝影師4D黃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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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使同學開心，我也開心
我第一次參與這種活動，非常開心。我可以派糖給不同

的學生，又可以發問萬聖節的冷知識問題，更可以穿着不同

的服裝去扮鬼扮馬，大家一邊放鬆心情，一邊學到新知識，

一舉兩得！

資訊科技主任5C蔣詩澤

歡樂滿滿的萬聖節
Hallo Fun
今年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們能舉辦的活動少之又少，當中萬聖節的慶

祝活動是能順利舉辦的活動之一。雖然我們只是隔着口罩與同學互動，但

仍然能夠通過回答問題與同學分享節日傳統；師生共聚一堂，扮鬼扮馬，

感受節日氣氛。各同學一同用英文學習不同知識，分享佳節的喜悅，學習

當中的傳統文化，增廣見聞！

嘗試能令人邁向進步
開始活動時我比較膽小，不太敢問同學問題，但因為見到

其他成員都非常勇敢地問同學問題，所以我也努力嘗試去問同

學問題，後來我發覺其實與同學互動沒什麼困難。個人的膽量

也提升了不少！

資訊科技主任5C彭天樂

同學之間充滿歡笑
因為疫情關係，今年的萬聖節並不能像往年一樣舉辦鬼屋活動，

但我們會到各級樓層派送糖果，不忘節日的傳統意義。雖然我不能夠

和同學以遊戲來互動，但也能感受到大家在此次活動很踴躍，這讓我

歡喜不已。

資訊科技主任5C易樂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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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官一叮
STMGSS' Got Talent
今年因疫情的關係，同學甚少有見面的機會，

更何況是舉辦多樣化的活動呢？幸好，有了此次Got 
Talent的機會，同學們得以展露歌喉，傾情演唱，活
動過程亦充滿節日氣氛，各同學透過網上直播一起歡

度聖誕！學校在家長教師會慷慨的贊助下，特設抽獎

環節，各級的獎品都非常豐富，同學們的反應都十分

熱烈。

一同合作使結果更美好
今年Got Talent透過網上與同

學會面，亦是一件美事。雖然在

流程上有突發的改變，但我們仍

臨危不亂，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努力完成活動。

出版及宣傳秘書4C馮芊熒

努力付出留下 
深刻回憶

這是我首次以學生會

成員身份參加學校的聯歡

活動—Got Talent，並且擔
任司儀一職。在疫情下，

我能有機會舉辦此活動實

屬難得。是次活動令我知

道隨機應變和靈活變通的

重要性，活動的過程令我

留下了深刻的回憶，也令

我獲益良多。

聯絡主任5D陳詠詩

一個大展所長的平台
Got Talent旨在給同學一個施展歌喉的好機會。在籌辦過程中，我亦深深感

受到同學對於歌唱的熱忱，感受到同學的熱情投入。這次活動能令我覺得自己真

正為同學服務，我因而感到滿足。

康樂秘書5D李肇哲

疫情不能阻礙我們成長
在此次聯歡活動Got Talent中，我們的準備工作沒有一點馬虎，負責每一個崗

位的同學都竭盡所能，做到最好。加上正值疫情，舉辦活動的同時更要注意防疫，

我們可以在重重困難下仍能讓學生們展現自己的才藝，實屬難得。

出版及宣傳秘書4D馮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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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惜別會
S6 Farewell Assembly
遇上一年之久的疫情，中六的日常實體課堂時間表偶爾被調動，他們要面臨公開試，內心不免有點恐懼，因此在中

六同學即將告別校園之際，學生會為同學舉行了惜別會。過程中老師們爲同學準備了打氣短片。南嶺亦特意為應屆考

生度身訂造考試時間表與文件夾，再配合打氣貼紙，希望能鼓勵同學，爲同學集氣！搏盡無悔！

團結與溝通使團隊合作更順利
在這次活動準備中，我負責為同學準備文件夾。過程中不僅

學會了團體合作，更加學會溝通的技巧，清晰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我很開心能夠在學生會的活動中成長。

設計師4A梁鎧童

我用色彩為他人帶來鼓勵
不經不覺我成為學生會的一員有大半年，這一年裡有過辛

苦，有過歡樂，最重要的是為中六學生設計文件夾，令我感到

自豪。我在設計中加入打氣元素為他們的考試加油，這美麗的

製成品送到中六同學手中，使我充滿成功感。

設計師4C姚嘉翹

學習成為成熟的主持
今次的中六歡送會令我嘗試了很多新的事，例如擔任主持。在活動開

始前我一直很怕不能勝任，害怕面對群眾時會很緊張，幸得有同伴與老師

的支持，最後克服了自己的不安。活動最後能順利進行，我亦從中學習了

不少說話技巧。

外務副主席5C劉焯桐

慶幸能陪伴同學經歷辛酸路
當初我得悉在嚴峻疫情下仍能為中六舉辦歡送會，

實在驚喜萬分，皆因畢業乃人生重大轉捩點之一，可以

陪伴中六同學經歷此刻確是學生會的榮幸。是次我們特

意為每位應屆公開試考生度身訂製文件夾，希望大家可

以看到它之際，能感受學生會對他們的支持。最後謹祝

各位同學不論成績如何，終能走上適合自己的光輝道路。

聯絡主任5D鄭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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