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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介紹 

主席：杜天愛 5B (10) 

內務副主席：蔣進 5C (29) 

外務副主席：蔡鎔仰 5B (9) 

文書：何定羲 5B (16) 

財政：伍嘉茵 5B (8) 

康樂：李劍穎 5B（21） 

          薛柏渝 5B （25） 

宣傳：蔡熙蔚 5A （5） 

      梁嘉盈 5B (5) 

福利：郭珀圖 5A (30) 

          馬嘉麟 5C (26) 

總務：鄺浚旻 5B (17) 

學術：邱鎧澄 5B （11） 

美術：許倩茼 5A （6） 

電腦：梁智皓 5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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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amo簡介

ANDIAMO一詞來自意大利語，意思是一起走。代表著我們在

未來的一年會陪伴同學並且給予同學無條件的支持。我們希

望與同學共度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一同經歷每樣不同的事

物，即使是面臨困境或低落的時候，我們都會與同學結伴同

行。同時表示我們一切決定都會以同學為本，聆聽及採納同

學的意見，務求向同學提供及爭取最好、最完善的服務和福

利，為同學營造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另外，ANDIAMO ——「一起走」亦代表著我們十五個成員齊

心一致，一起走過這次漫漫長路的參選。若果一人的力量只

是星星之火， 那麼當十五撮星星之火簇集在一起時，就是一

個足以燎原、充滿力量的團體。 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各

施所長，我們會包容彼此的不足，相輔相成。接納彼此之間

不同的想法並各抒己見，令每件事情達到最好的效果。 

ANDIAMO希望陪伴同學一起走過這學年，並承諾做到最好。

我們定當竭盡所能為同學服務，滿足同學的需求，讓同學擁

有一段歡樂時光，留下難忘的校園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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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 

[活動日期可能會受其他因素影響導致延誤、改期或取消] 

[若當選後，活動日期有任何改動，我們將於Instagram或Facebook另行通知大家] 

（1）詭・屋	
日期：2019年10月31日（Thu）	

時間：放學後	

地點：小禮堂	

活動簡介：【這一夜，學校籠罩著一層詭秘的煙霧】一個個白影經過窗邊，四

處尋找被困於這所校園中的活人。原來色彩繽紛的校園，現在只剩下血色鮮

紅。昔日溫暖的學校，在一息間變得冰冷無比，吐出的氣息轉眼間結成霜。不

留情面！	

一群自稱無所愄懼的年輕人意圖闖入詭異廢校，但誰不知無數對充滿恨與惡的

眼睛正在暗處注視著他們。他們究竟能否順利完成探險並逃出生天？避過邪靈

的魔爪？	

自認膽大的你們，還在家中獨自渡過萬聖節的你們。來吧！保證今年萬聖節令

你魂耗魄喪！	

（2）閃避球啊求下你唔好打我！	
日期：2019年11月4、5、7和8日（Mon、Tue、Thu、Fri）	

時間：午息	

地點：操場	

活動簡介：你『閃』我『躲』結果已說得很赤裸！又係一年一度鬥身手敏捷的

時候啦！刀劍無眼，閃避球更加無。四方八面飛撲而來的閃避球，你能安然無

恙取得勝利嗎？當你發現再也躲不開，再也閃不過，不妨跪下來求求你的對手

不要打你吧！	

（3）唔尋寶唔知尋唔到	
日期：2019年11月11日（Mon）	

時間：放學後	

地點：地下G樓全層	

活動簡介：想點啊？呢度又無，另一邊又無。係咪之前都唔覺得將官有咁大

呢！整天說我們學校小得要命的人快點來參加。學校雖小，佢小得很奇妙！對

不對？參加吧，保證讓你發掘我們學校新的空間，新的世界。今次真係唔尋寶

唔知尋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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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un	Devil	Run	
日期：2019年12月3日（Tue）	

時間：放學後	

地點：地下G樓全層	

活動簡介：Run	Devil	Run	Run	Run	Run	Run～～跑啦！跑啦！再跑快一點！只
要你稍稍停下來，你背部的名牌100%會被爭先恐後的撕走。你膽敢停下腳步

來個絕地大反擊嗎？最後留下的便是贏家！來爭奪吧！勝者即為王！	

（5）唔好咁死板（班際畫黑板比賽）	
日期：2019年12月19日（Thu）	

時間：放學後	

地點：課室	

活動簡介：當大家想起黑板，第一個會聯想到的一定是每日老師在黑板面前書

寫、叫同學抄寫筆記……等陣！唔好諗到咁死氣沉沉！今個聖誕，打開你的小

宇宙，大手一揮，為你班房的黑板增添生氣！渡過一個美好的聖誕夜。	

（6）「聖」在有你	
日期：2019年12月20日（Fri）	

地點：禮堂	

活動簡介：呵呵呵Merry	Christmas！我們15位內閣成員即將化身為聖誕老人，

向大家獻上最難忘最美妙的Christmas	Party！保證這一天讓你忘記沉重的考

試，在台下看我們大放異彩，歡笑聲遍布禮堂每個角落！這個聖誕派對保證過

目不忘，請別眨眼，因為一眨眼便會錯過大量笑料╭(╯3╰)╮	

（7）幸得伴著你我（敬師週）	
日期：2020年2月12-14日（Wed，Thu，Fri）	

時間：早會及午息	

地點：有蓋操場	

活動簡介：「前路茫茫」當你一臉茫然，對前途感到困惑，在你身邊為你解惑

的往往是你的師長。在你偏離正軌時，是老師親自牽著你的手，伴著你走，拉

你回來。他們不辭勞苦的教導我們各式各樣的知識，我們透過老師認識世界，

也是時候報答他們，好好答謝他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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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6	Last	Day	
日期：2020年2月19日（Thu）	

地點：禮堂	

活動簡介：時間就如流水般一去不返，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六年時光看似漫漫

長路，但當走到盡頭時回頭一看才能真正領悟到「歲月不留人」。六年時間說

長不長說短不短，經歷了六年四季的輪轉難免會留下些許遺憾。但無論如何，

請你們在今天好好享受你們的Last	Day，為你們美好的中學生涯畫下一個句

點。	

（9）三分神射手	
日期：2020年3月3、	4、	5日（Tue，Wed，Thu）	

時間：午息	

地點：操場	

活動簡介：自認為百發百中的你們，又怎能錯過一年一度的將官盛事，今年

「將官神射手」頭銜究竟會花落誰家？現在我們誠邀所有將官射手們一起參

加，角逐「將官神射手」的頭銜！	

（10）二人排球	
日期：2020年3月10、11、12日（Tue，Wed，Thu）	

時間：午息	

地點：操場	

活動簡介：喂喂喂！係時候組隊報名參加啦！一個眼神就能明白對方的所思所

想，這樣還不是默契滿分嗎？充滿默契的你們，快點來報名大展拳腳，成為本

年度二人排球的冠軍吧！	

（11）Sing星崛起	
日期：2020年3月23、25、31日（Mon，Wed，Fri）	

時間：放學後	

地點：禮堂	

活動簡介：平日在家中浴室唱得不夠盡興？想擁有一個更大更廣闊的舞台，想

得到台下觀眾熱烈的掌聲及歡呼聲嗎？擁有歌唱天賦的你，快點踏上屬於你的

舞台，成為將官最耀眼的那一顆Sing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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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恐懼鬥室	
日期：2020年4月23日（Thu）	

時間：放學後	

地點：SAC	

活動簡介：【一覺醒來，你發現你身處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如果你想活命的

話，請你在限時內從密室中逃脫，密室中滿佈線索，找出正確的提示才是你能

否成功逃出的關鍵！切記，不要被恐懼沖昏頭腦，只有找出正確答案才能活

命。屆時，你想逃到室外呼吸新鮮空氣，還是成為一具冰冷的軀體？	

（13）蒙面歌王	
日期：2020年5月6日（Wed）	

時間：放學後	 	 	

地點：禮堂	

活動簡介：想在台上高歌一曲，看到台下的人卻會緊張得無法歌唱。放心！

Andiamo早有準備，為了照顧容易緊張/害羞卻想展露歌喉的同學，這個歌唱活

動「不露面」！參賽者再也不用擔心被台下觀眾注視而影響發揮了。	

（14）三人籃球	
日期：2020年5月11、12、13日（Mon、Tue、Wed）	

時間：午息		 	

地點：操場	

活動簡介：一年比一年更精彩的三人籃球又回來了！將官的籃球王又是時候集

體出動了。瞄準，Shoot，又一個穿針，完美的拋物線！球場上每一個對手都

不能小看，把專注力集中在籃球上，看穿對手的破綻，在球場上鬥個你死我活

吧！	

（15）打機打到曉飛	
日期：2020年6月26，29，30日（Fri、Mon、Tue）	

時間：待定		

地點：電腦室	

活動簡介：適當的遊戲能釋放壓力。相信同學們都十分喜歡玩不同種類的遊

戲，玩遊戲時適量的競爭能夠增進友誼！亦因為如此我們提供一個電競比賽，	

分別為英雄聯盟（LOL）及爐石戰記，兩項遊戲對戰模式分別為5v5及1v1，同

學們可以自由組隊參加。希望同學會踴躍參加！	

[英雄聯盟只供中四以上同學參加，若初中同學反應熱烈，我們會嘗試與校方溝

通，為初中同學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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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閃電四個人	
日期：2020年7月7日（Tue）	

時間：放學後	

地點：操場	

活動簡介：在球場上左穿右插，避開所有對手，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黃金入

球！四人一組的足球小隊，以閃電般的速度在球場上飛馳，啟動全身的運動細

胞，拼盡全力，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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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iamo校內服務 

［同學若需使用以下服務，到SA ROOM辦理簡單手續即可。］ 

（只需寫下姓名、班別、學號） 

1.借用髮夾髮圈 

有時候上學太匆忙，忘了帶髮夾！碰巧⾯前是Miss Lo 後⾯是Head Prefect！

能夠遇着這樣的境況，也是你三⽣收來的福份。不⽤怕！Andiamo早有準

備，我們提供借⽤髮夾髮圈的服務，成為你們這些「⼤頭蝦」的強⼤後

盾！ 

2.借用止汗劑 

香港的夏天潮濕⼜悶熱，在室外待個⼀秒鐘也會汗流成河，汗⽔在襯衫

𥚃焗著，弄到滿⾝汗臭味，怕回到課室很尷尬？汗臭咋嘛！洗乜驚呀！

我們Andiamo提供借⽤⽌汗劑服務，多款⽌汗劑任君選擇！同汗臭問題講

byebye！ 

3.借用乾洗髮噴霧 

油性髮質的⼈超可憐T.T明明每晚勤洗頭，早上起床卻發現滿是頭油，趁著

有些許時間匆忙的洗了⼀下頭，但到午息⼜打回原形。頭⽪頻繁出油的

同學有福了！⽤我們的Dry Shampoo 立即解決油頭！ 

4.借用暖包 

冬天⼀年比⼀年涷，加上迎⾯⽽來的風，講起都feel到陣陣寒意呀！坐在

課室抄筆記，抄得耐⼩⼩⼿指都會凍到每無曬知覺，想即刻插反集⼿落

袋呀！如果袋裏有個暖包的話，成件事都會唔同曬。這時候就到我們的

暖包登場了，保證⾒這個冬天暖笠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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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退熱貼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效」夏天的氣温令⼈仿如置⾝於烤箱中，有時候

都會開始分不清到底是天氣太熱還是⾃⾝在發燒！放⼼，來找我們，輕

鬆擊退酷熱！ 

（退熱貼數量有限，借完即⽌） 

6.借用雨傘 

「Oh Rain Drop Oh Rain Drop」有時候當你坐在窗邊聽著雨落下的聲音，也是

件怪浪漫的事。但當上學天同時⼜是下雨天時，把⼿伸進書包裏卻找不

到雨傘！⼜或者忘了帶？冷靜，Andiamo在你⾝旁，以後下雨天就不⽤再

傷春悲秋了！ 

7.借用環保袋 

每年逢⾧假期前，必定會經歷⼀個悲憤莫名的環節-「清Locker」每次聽到

廣播說「請同學於假期前清理儲物櫃」個⼼⼀定嚇到離⼀離！學校的紙

箱也被借完了！這個⼜是我們登場的時候了，來找我們吧！ 

8.借用微波爐 

家⼈細⼼凖備的飯菜，質量當然是⼀級捧，吃起上來也是最溫暖的。午

膳時間飯盒變得冰冷，感覺像浪費了家⼈⼀番苦⼼嗎？叮！有Andiamo

在，包你可以享受熱辣辣的愛⼼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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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借用蚊怕水 

登⾰熱，⽇本腦炎，蚊患尤其嚴重，被蚊咬到真的好煩，⼜癢⼜痛⼜會

腫起來。難道真的要在「蚊懶」上畫⼗字，才能真正⽌癢嗎？當然不

是！使⽤我們的蚊怕⽔就能預防蚊叮蟲咬！ 

10.提供女性用品 

⼥⽣最⼤的危機，莫過於「親戚」早了來，真正的防不勝防。不好意思

開⼝問別⼈借？Andiamo提供⼥性⽤品，以防不時之需！我們將會依舊把

⼥性⽤品放在⼥更⾐室。 

（每⽉⼀⾄兩包，⽤完即⽌！請同學在有需要時才使⽤，若發現出現濫

⽤的情況，我們將會考慮暫停提供或移到SA Room。然多次出現濫⽤情

況，我們可能會永久停⽌提供⼥性⽤品！） 

11.借用球類服務 

返學放學要帶著⼜重⼜多的書本，熱愛運動的同學們⼜喜歡在午息進⾏

球類活動！但要帶著⼜重⼜⼤⼜礙事的球，實在是不太⽅便！這時候就

立刻攜帶你的學⽣證來找我們吧！ 

12.留言牆 

近⽇所發⽣的，過去所發⽣的，你內⼼的聲音，所思所想。都能夠⼀⼀

貼上我們的留⾔牆！把⾃⼰⼀直壓抑的不快，開⼼，興奮貼上我們的留

⾔牆吧。我們和你⼀起⾛，ANDIAMO！！！！！！！ 

（！留⾔牆禁⽌任何粗⾔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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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福利 

(同學在付款前需出示學生證才能使用優惠) 

  (所有福利優惠會由當選內閣接收) 

以下為實體店面 

寶琳 

將軍澳 

ANDIAMO�                                                                                                                                                      �14



調景嶺 

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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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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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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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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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

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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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興 

葵芳 

 全港1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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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shop 

以下為網店 
（由於網店同時經營實體店，因此部份店舖會與以上實體店之列表有所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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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ublefour.hk
http://shop.olin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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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htee.hk


聯校內閣名單 

						學校名稱																																			內閣名稱	
		新界（西貢區）	

將軍澳香島中學																																																																Sincerity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Polaris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Uniqorn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BOAT	

新界（荃灣區）	

荃灣官立中學																																																																			Ancora	

新界（沙田區）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Solasta		

賽馬會體藝中學																																																																Echo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中學部）																						Linear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Esperanto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Epiphany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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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葵青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Epoch	

棉紡會中學																																																																						Phoenix	

荔景天主教中學																																																																Elan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Echo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Bifrost	

保祿六世書院																																																																			Ignite		

新界（屯門區）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芝遇																																																	Synergy		

東華三院辛亥總理中學																																																							Ablaze		

新界（元朗區）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DELTA	

嗇色圖主辦可道中學																																																										Miracle	

天水圍香島中學																																																																Thunder	

元朗商會中學																																																											傲雪凌商Masseous	

元朗公立中學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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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北區）	

田家炳中學																																																																						Oasis	

 九龍（觀塘區） 
聖若瑟英文中學																																																																	Concerto	

觀塘官立中學																																																																				Endeavour	

福建中學																																																																										Aurora	

順利天主教中學																																																																	Pharos	

中華基督教蒙民偉書院																																																								Charisma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NEXUS	

聖傑靈女子中學																																																																	Blossom		

東九龍匯基書院																																																																	Puzzle		

五邑徒浩中學																																																																				Epoch	

九龍（黃大仙區） 
嗇色園主辦可立中學																																																											Nexus	千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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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九龍城區） 

五旬節中學																																																																					Light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Nexus	

民生書院																																																																								Nexus		

九龍真光中學																																																																		Polaris	

新亞中學																																																																								Polaris	

九龍（油尖旺區） 

偱道中學																																																																								Titanium		

九龍（深水埗區） 
德雅中學																																																																								Nexus	

港島（灣仔區） 
孔聖堂中學																																																																					Fusion	

港島（東區） 
聖馬可中學																																																																					Rutilant		

寶血女子中學																																																																		Legend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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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Henosis	

港島（南區） 
聖士提反書院																																																																		Enlace		

嘉諾撒培德書院																																																															Au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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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活動 

Andiamo致力與其他學校建立聯校關係，爭取各樣的聯校活動，希望

能令同學踏出校園，認識更多朋友及拓闊自身的視野。 

1.交換mock卷 

2.中文/英文口試練習 

3.Christmas Ball 

4.舞蹈比賽 

		

ANDIAMO, filled with potential.

Be with ANDIAMO, let’s get it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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