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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獻辭校長獻辭——與你同行，活出精彩每一天與你同行，活出精彩每一天
2022年疫情陰霾下，同學與朋輩、老師及學校「斷」聯甚至「失」聯，身心健康問題逐一浮現。我非常

感謝南官學生會顧問老師及幹事在這艱難的時期，陪伴同學快樂成長，盡力引領同學重整旗鼓，與他人重新

「聯繫」。藉此機會，我鼓勵同學「每天投入多一些」：明白幸福並非必然，要學會珍惜所有，好好把握眼

前的機會，活好每一天。我勉勵大家「每天帶領多一些」：即使邁出的腳步再小，但集腋成裘，只要懷著堅

定的意志，最終必能達成目標，就像學生會幹事在疫情下迎難而上，竭誠為師生服務，他們的付出與努力是

有目共睹的。再者，我勸勉同學「每天承諾多一些」：「誠信可贏天下，守信方得人心」，做個誠實守信的

人，既要兌現每個承諾，亦要與他人坦誠溝通。最後，我勸勉同學「每天慶祝多一些」：再小的成就，都值

得慶祝；學會懂得欣賞自己，才會寬待他人。在未來的日子，我衷心希望南官上下能眾志成城，與你同行，

活出精彩每一天！

Principal’s Foreword – 
Journeying Together…Making Every Day Count

Owing to the pandemic in 2022, students were disconnected or even lost contact with peers, teachers and 
the school, which worsened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 am very thankful to students and teacher 
advisors in charge of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fostering the joyous growth of students, helping them to get back 
in the saddle and reconnect with other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advise our students to “Cherish Every Day”, understanding that bliss does not come 
coincidentally and that we must treasure what we have and grasp every opportunity to live well every day. I also 
encourage you to “Lead Every Day”, knowing that every step counts on the road to success,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it is, and that a great example would be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taking the bull by the horns to serve all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dedic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In addition, I urge students to “Commit Every Day”. As 
the proverb says, “The possession of integ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could win the support of others”. Being an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erson would require us to keep promises and communicate candidly. The last advice would be 
“Celebrate Every Day”, to celebrate every achievement no matter how small it is, for the act of appreciating yourself 
would eventually extend grace to others.

In futu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Southerners would join hands to make every day count!



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暨世界和平書法日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暨世界和平書法日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親臨主禮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親臨主禮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JP於2022年7月8日撥冗蒞臨出席本校與覺行

念慈基金會合辦的「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暨世界和平書法日」活動。當
天的主禮團包括：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和南屯門官立中學學校管理委員

會何慕琪主席、覺行念慈基金會聯合創辦人張德熙博士、教育局學校發

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屯門區）韓憲茵女士以及SDG World Record官方
認證人員鍾善恆先生。在步操樂隊的演奏歡迎後，嘉賓們到訪不同班別

了解同學們寫書法的情況，並一起合照。

我有幸擔任是次活動的司儀，看著主禮團

隨著音樂，在學生領袖持旗手的帶領下進入禮

堂，我倍感自豪。接著是陳耀明校長以及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博士JP的致辭。蔡局長指出書法
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因此希望同學即使學習

如何忙碌，都可以透過練習書法陶冶性情，感

受文字的美。當接近活動尾聲時，蔡局長帶領

全體嘉賓及師生寫書法，並在見證下創造SDG
世界紀錄，宣揚世界和平。

在此我希望各位同學明白學習固然重要，但適當時也要放鬆身心，像局長所說

可以利用書法，或只是簡單地透過靜坐，看看自己心中有哪些想法，整理一下自己

急速的步伐，才能使學習更有效率。

主席 5D譚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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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南信」學生會「南信」——主席感言主席感言

學生會「南信」學生會「南信」——指導老師感言指導老師感言

2021-2022 is the third yea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online lessons have lasted for a long 
period. The preparations of events kept changing 
due to unpredictable challenges. However, Envelope 
decided to persevere and connect with students by 
providing them with extraordinary school life.

This academic year, we have successfully 
organise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STMGSS 
Got Talents’ and ‘Orizuru Folding-Blessing for Hong 
Kong, Tuen Mun and STMGSS’. Sometimes, we 
assisted in the school events as backstage crew 
members. It was busier than we thought. We had to 
make sure all events were properly organised. We 
have trained to be resilient and established effective 
teamwork. It is always satisfying and meaningful to 
see students revelling in the activities.

The twelve of us who were once strangers had 
got together the best teammates for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We have gradually become intrepid to 
contribute ideas. To be honest, being the chairperson 
is undoubtedly a challenge for me. It is worth learning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members’ opinions 
as well as making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which 
will be vital to the workplace in the futur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Principal Chin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schoolmate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teacher advisors for their guidance. 
Moreove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Asteroid for their collaboration. Finally, my fellow 
students, I am here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SA Chairperson 5D TAM Yee-ting, Eva

2021-2022學年已是疫情發生後
的第三年，期間網課維持了一段長時

間。學生會面對的挑戰接踵而來，活

動籌備工作不斷作出變動，但為了令

同學享有更加美好的校園生活，南信

堅持與同學共渡這不平凡的一年。

本學年，我們成功籌備了「紙鶴同心齊放天

燈—為香港祝福，為屯門、南官集氣」和南官一叮

等活動。有時候，我們亦以幕後工作人員的身份去

協助舉辦學校其他活動。這崗位看似容易，但事實

上比我們大家預料的都忙碌，活動前需反覆確定每

一個環節的細節是否到位，過程中要隨機應變，聯

同其他部門，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活動。看見你們如

此投入和享受活動，南信亦感到心滿意足，同學們

的肯定為我們帶來莫大的意義。

學生會的服務工作讓我們十二個本來不太熟悉的

人走在一起，起初大家靦靦腆腆，到現在大家都樂

於給予意見，共同為每個學生活動出謀獻策。對於

主席一職，我認為是一個挑戰，例如如何平衡閣員

的意見、作出適當的時間安排等等都值得我去學習，

這些對於我將來踏出社會後，在待人處事方面都有很

大的幫助。感恩陳耀明校長不斷給予學生會機會去服

務同學，亦感謝老師們從旁指導，令我們更能順利

舉辦活動。除此之外，我亦希望在此送上最深切的

感謝給予友閣南驀。最後，謝謝各位同學一直以來

的支持和鼓勵。我在此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生會主席 5D譚綺婷

It was my pleasure working with Envelope, the SA Cabinet, and all 
SA teachers last year. Thank you all for coordinating all school events 
successfully. We've had such a wonderful and fruitful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

Mrs ROSS Tricia Kit-ying

我很高興今年可與南信合作，

每位成員都各有長處，精靈活潑、

聰明和有責任心。我十分欣賞你們

付出的努力。

陳嘉琳老師

我十分欣賞Envelope全體成員的投入與付出，所有幹事都能
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盡心盡力為同學及學校服務。

潘美齡老師

大家的團體協作表現令我

印象深刻，尤其欣賞大家在後

台上群策群力！

潘卓越老師

我衷心欣賞Envelope所有成員都能齊心協力做好每個活動，
大家都很醒目及主動補位。Proud of you all!

陳漢龍老師

我欣賞學生會的同學能竭盡

所能去籌辦每個活動，你們付出

的心血，能為同學們留下難忘的

校園生活回憶。

李安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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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2021敬師日2021
為了感謝老師對我們悉心的教導和關顧，我們在2021年9月10日舉辦了「敬師日2021」。當天，我們聯

同另一候選內閣—南驀，與老師和同學進行互動遊戲，之後我們把精美蜜糖送給老師們聊表謝意。最後我

們向老師們獻唱You Raise Me Up，場面溫馨，活動得以圓滿結束。

同學的微笑是陽光，給我們溫暖

我很榮幸今年可以當上學生會攝影師，雖然受到疫情

限制，有部分活動未能如常舉行，但還有不少重要的活動

可成功舉辦。在我們所舉辦的活動之中，令我留下最深刻

印象的是敬師日。那天我們不僅表演了魔術，而且也和友

閣南驀一起唱歌，就算隔著口罩，我彷彿看見台下老師們

和同學們的笑容，使我十分滿足。

攝影師 4B許藯思

從失誤中學習

敬師日是大家第一個齊心協力

籌備的節目，大家都投放了不少心

血與時間去盡力做到最好。在活動

過程中，我內心十分忐忑，擔心活

動是否能夠順利進行。雖然當中仍

有些小差錯，幸好在同學們和老師

們的支持與幫助下，敬師日能夠圓

滿完成。

攝影師 4D周婷茵

南信進行魔術表演南信進行魔術表演

南驀與台下同學玩大電視南驀與台下同學玩大電視

大合唱You Raise Me Up大合唱You Raise Me Up

大合照大合照44



學生會選舉論壇學生會選舉論壇
兩個學生會候選內閣南信和南驀分別以影片和簡報向同學介紹政綱，並互相接受質詢。最後發問環節由

台下同學們向候選內閣作出提問，進一步了解各內閣。

學生會選舉投票日學生會選舉投票日
我校在2021年9月30日舉行了學生會選舉投票日，各級同學根據不同時段，分批到禮堂投下他們手中珍

貴的一票。投票結果是我閣南信Envelope成功當選2021-2022學生會。

相信堅持能戰勝一切

選舉論壇是我們在投票日前最後一個活動，

那種緊張感令我們學生會全部人都不辭勞苦地

準備論壇的內容，直到論壇開始的前一秒，我

們仍在構思每個問題的應對內容，務求令所有

同學都能夠了解我們的理念。

內務副主席 5D魏旭昇

在活動中得到啟發，促使自我成長

我看著師兄師姐們勇於發言的樣子，見識到

他們的成熟和勇敢，令我獲益良多。同時我亦

希望自己將來能像他們一樣努力突破自己，顯

露光芒。

康樂秘書 3C王家豪

感恩有同學們的陪伴和支持

我十分榮幸能夠在點票的環節監票。這是

我第一次親身觀看各位老師和教學助理點票，

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我發現原來點票環

節看似簡單，但過程卻十分嚴謹，因為點算各

班級的票數至少要兩次或以上，並需要不少人

手負責點票，以確保公平性。回想當初，南信

的成立一點也不容易。當中我們經歷過摩擦期，

大家堅持己見，成員間曾發生爭執，幸好大家

選擇了互相接納，互相包容，互相了解，我們

才能團結一致。我很感謝南信的成員和我一起

成長，他們令我增強了溝通技巧和明白合作精

神的重要性。感謝你們。

出版及宣傳秘書 5D張楚熎

選舉活動後檢討選舉活動後檢討

兩位候選內閣成員參與點票兩位候選內閣成員參與點票

南信發言南信發言

南驀主席發言南驀主席發言

台下同學發問環節台下同學發問環節

同學投票同學投票

校長細心聆聽兩隊學生會候選內閣講述政綱校長細心聆聽兩隊學生會候選內閣講述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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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就職典禮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活動先有上學年學生會主席—朱嘉琪發表周年匯報，再由南信主席發表演講。新一屆學生會、其他學

生領袖和四社社長，在校長手中接過就任證書及徽章，新一屆學生領袖正式上任。

2021-2022年度學生會—南信
主席 5D譚綺婷 聯絡主任 5D郭穎瑤

內務副主席 5D魏旭昇
攝影師

4B許藯思
4D周婷茵常務秘書 5C周健美

財務秘書 5C潘卓滢
設計師

4D黃柏濤
5C梁志傑福利秘書 5C林希蔚

出版及宣傳秘書 5D張楚熎 康樂秘書 3C王家豪

世上最快樂的事， 
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

在同學們的鼓勵和掌聲下，我

們終於揮舞了交接的旗幟，看著大

家支持及期待的眼神，還有成員們

雄心壯志的姿態，使我覺得學生會

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有著共同的理

念，就是要齊心協力，以同學們

的福祉為目標，努力建設美好的校

園，陪伴同學們一同追逐夢想。那

一刻，我很慶幸能成為這個大家庭

中的一員，也很高興參加了這次的

就職典禮，讓我有機會實現服務學

校的理想。

常務秘書 5C周健美

努力不辜負同學們的期望

在就職典禮上，大家都逐漸意識到各自所肩負的

重任。我當時深信：來年，我定會竭盡所能服務南官

同學，不辱使命與學校的期望。

財務秘書 5C潘卓滢

南信主席譚綺婷發表演講南信主席譚綺婷發表演講

南信就職合照南信就職合照

南嶺主席朱嘉琪發表周年匯報南嶺主席朱嘉琪發表周年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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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南官一叮聖誕節南官一叮
是次Got Talent活動分初中與高中兩組進行，南官的同學多才多藝，參賽者帶來唱歌和跳舞表演，甚至

樂器演奏，內容十分精彩。比賽期間設有大抽獎和「幸運音樂波」環節，同學們情緒高昂，場面熱鬧！感謝

家長教師會的贊助，令不少同學贏得豐富的獎品。這天南官師生一起歡度了聖誕佳節。

齊心協力，共享成功
這次聖誕慶祝活動我們負責

裝飾校園以及擔任MC。大家齊心
協力為每個環節準備，我從中體

會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活動能

夠順利進行，使我獲得很大的成

功感。

聯絡主任 5D郭穎瑤

一個成功的活動， 
需要各部門的通力合作
這次活動我負責幕後的工作，它令

我知道了靈活變通及團隊協作的重要

性，一個精彩的活動不單依賴台上的表

演者，更需要幕後人員的協助才能做到

盡善盡美。除此之外，我們還合唱歌曲

Jingle Bell。這個活動令我在中學生涯中
留下深刻印象，我認識了更多新朋友，

真的獲益良多。

福利秘書 5C林希蔚

初中表演初中表演

高中表演高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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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鶴同心 齊放天燈「紙鶴同心 齊放天燈——  
為香港祝福，為屯門、南官集氣」關愛活動為香港祝福，為屯門、南官集氣」關愛活動
在疫情下，香港人積累了不少負面情緒。這次我們受GP43商會邀請，希望透過摺紙鶴，為大家帶來正

能量。南官師生共同祝願疫情早日過去，香港變得更美好！

紙鶴，連繫了我們的心
在這一年，有一段時光我

是很難忘的，正是全體學生

一起共同摺紙鶴的日子，同

學們以小小的紙鶴挑戰健力

士世界紀錄，以及對香港獻

上最真誠的祝福。一隻又一

隻的紙鶴建立了同學們打破

紀錄的成功感。

設計師 5C梁志傑

期望看到戰勝疫情的曙光
在一月中旬的時候，學校舉辦了「紙鶴同心齊放天燈—為香港

祝福，為屯門、南官集氣」的關愛活動。我看見同學們認真摺紙鶴的

場景，為香港送上真摯的祝福，真是讓我十分感動！我又望見航拍機

把逾千隻紙鶴送上半空，那畫面真是壯觀啊！我衷心希望香港能早日

戰勝疫情，大家平安健康！

設計師 4D黃柏濤

學生會成員投入摺紙鶴學生會成員投入摺紙鶴

校長亦與我們一起摺紙鶴校長亦與我們一起摺紙鶴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