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圓玄二中學生會候選內閣 

Forerunner 

口號 

For your rights Be the light 

 

宗旨 

通過籌辦各項活動及班際比賽，發展同學各方面的潛能，為中學生涯留下美好回憶，增強歸屬

感。會積極提供服務及福利，聆聽同學意見，主動向校方表達及爭取。 

 

Forerunner:Forerunner 意思係先行者，意味住我地會嘗試 創新，希望能為同學踏出第一步，

在各方面尋找新的發展，又與校方取得平衡，同時尊重兩方的意見。Forerunner 亦代表住 19

位成員，都懷著真誠熾熱的心為同學服務，我地 19 位成員都希望係自己中學生涯為同學服務，

並留下美好回憶，希望係青春留下一點色彩，懷著共同目標創立屬於大家嘅 forerunner。 

 

政綱 

我地會參考時下流行嘅遊戲舉辦出兩個形式完全相反嘅主打活動，一個以動態為主，一個以靜

態為主，迎合同學嘅興趣，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我地會定期設立網上意見箱，收集同學意見，並向校方反映，努力幫助同學爭取。 

 

主席：陳以心 5S 

內副：歐陽攸美 5S 

外副：陳凱莉 5E 

文書：文靖君 5E 陳天妮 5E 

財政：黃韻 5S 陳伊彤 5S 

總務：李芷晴 5E 潘頌焜 4B 

美術：巢穎怡 5E 黃寧雪 5E 

宣傳：黃鍶涵 5S 蘇卓琳 5E 

康樂：曾善瑤 5E 盧啟鋒 4B 

福利：陳少柔 4A 劉益楠 4A 

體育：羅世昌 5E 李晉銘 4A 

 

校外福利： 

@手作之店  

＄3 換購小單球和雪糕免費升級雪糕劵 



@歇腳亭 

珍珠烏龍奶茶(大杯)$21➡️$19 

混珠奶綠(大杯)$21➡️$19 

迷你珍珠奶綠(大杯)$21➡️$19 

珍珠奶綠(大杯)$21➡️$19 

混珠奶茶(大杯)$21➡️$19 

迷你珍珠奶茶(大杯)$21➡️$19 

珍珠奶茶(大杯)$21➡️$19 

@a1_print  

聯班優惠：每班減 100 元 3 班以上送貨  

聯社優惠：每社減 200  

@k.sportshk 

代購運動鞋 95 折優惠(排球鞋/羽毛球鞋/手球鞋) 

@kinesiology_tape_shop 

全年淨色運動膠布$20(原價$45) 

班 tee 9 折優惠 

@ballheads 

購買滿$200 即減$20 

@galaxy.hk 

買滿$1000 即時 9 折 

@moonlight_hk_shop 

購買 2 件貨品 total 減$30  

購買 4 件貨品 total 減$70  

購買 6 件貨品 total 減$100   

@timstore 

出示學生證 額外 5% off 

@crazt.store  

 可享 95 折優惠 

@youbuy.hk    

可享 95 折優惠 

@oppsomart  

旺角門市優惠:購買滿$100 即減$10  

網上訂購優惠: 鞋款可享 95 折/其他產品買兩款享 95 折 

@infinity.sneakers 

任何鞋款(除了拖鞋) 減 50 

衫款 帽款 accessories 減 20 

@unique.s.hk 



可享 95 折優惠 

@ohtee.hk 

享有聯班訂班衫優惠 (兩班減$200;三班減$300⋯) 

聯社訂社衫優惠 (兩個社減$200;三個社減$300⋯)  

如需簽訂合約可 send去 contact@ohtee.hk � 

P.S. 聯班/社訂購，需要提供已於本店訂購班衫的聯絡電話。 

P.S. 班衫/社衫需要 25 件或以上 

享有校隊波衫優惠 $130 / 件 

可額外 + $45 訂購短褲 

款式：https://ohtee.hk/所有產品/熱昇華波衫款式 

P.S. 校隊波衫需要 10 件或以上 

@korealane 

網站或 WhatsApp 下單有 9 折 

@lockerroomhk 

需追蹤貴店 ig 並出示學生証有 9 折 

@blue_monday_hk 

1）所有貨品 95 折 (指定貨品、ARC'TERYX Arro 22 除外)； 

2）ARC'TERYX Arro 22 可享 $50 折扣 (黑拉鏈除外) ； 

3）用 $89 選購日本限量不死鳥鎖匙扣 (原價 $189) 或以優惠價換購限定紀念品。 

使用優惠時，請出示該校學生證及在 Instagram tag 本店即可。 

@blackmodes_ 

兩件或以上 95 折 

@sup3store 

出示學生證 購買指定貨品可享 95 折 

 

 

 

校內福利: 

1.風筒外借 

2.借傘服務 

3.畢業袍(爭取中) 

 

活動如下： 

 

班際活動 



1.籃球比賽     12 月 2-6（高年級）  2 月 24-28（低年級） 

2.足球比賽     11 月 18-22（高年級）3 月 9-13（低年級） 

3.羽毛球比賽 12 月 9-13（高年級）3 月 2-5（低年級） 

4.班衫設計比賽 11 月 8 日（高年級） 

 

 

聯校活動 

1.歌唱比賽 

2.Christmas party 

3.聯校中文口試 

(以上聯校活動尚未確定） 

 

聯校學生會 

1.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鄧顯紀念中學 

2.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3.救恩書院 

4.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5.迦密聖道中學 

6.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7.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8.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9.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10.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 

11.羅定邦中學 

 

師生活動 

1.師生烹飪比賽 12 月 6/13 日 

2.玄運會 

中五—中六 12 月 5 日 

中三—中四 12 月 10 日 

中一—中二  3 月 3 日 

3.師生足球  12 月 9 日 

4.敬師日  



 

主打活動: 

 

再恐�(17/1) 

名額:50 人(每組 10 人共 5 組） 

遊戲首次混合左多款不同種類的遊戲，例如密室逃脱，追逐遊戲，解瞇遊戲，需要同學運用智

力和體力，增強同學各方面的能力，例如聆聽，批判性思考，臨場發揮，記憶力，反應力。遊

戲中不能輕易相信別人，保持戒心，因為你身邊的同伴可能係你的敵人。 

 

背景: 

女鬼生前被背叛，死後決心令其他人痛苦，十名生存者到女鬼死去的地方，拆解謎團，消滅冤

魂，但卻賭上自己的生命，其中更有兩個同伴成為了女鬼的傀儡，餘下的八名求生者需要於短

時間內尋找三樣女鬼生前被詛咒的三件物件，以消滅女鬼，逃出生天。 

 

遊戲中，同學需要聆聽和思考，在短時間內作出判斷，身邊你最信任同伴隨時變成女鬼的傀儡，

面對住曾經信任的人，卻變成要殺你的人，你會點做呢？ 

 

第一階段:逃出 

同學會被困於房中，需要破解兩個密碼箱才能逃出房間，同學需要透過女鬼生前的故事和於房

中尋找各種的線索，以破解兩個密碼箱。 

 

第二階段:追逐 

同學逃出房間後，需要尋找女鬼生前被詛咒的三件物件，但同時兩個同伴已成為了女鬼的傀儡，

尋找物件的同時，需要避開被傀儡捉拿。 

活動範圍會出現三個提示，令生存者更易找到三件被詛咒的物件，成功找到三件物件，便能消

滅女鬼。 

 

被公開的傀儡: 

(遊戲開始前已確認身份，不知道另一位傀儡是誰) 

(背部會被貼上名牌，不會死亡) 

(可以撒下生存者的名牌) 

在第一階段，需要盡力減慢生存者拆解密碼的速度，盡力阻止生存者成功逃出，但需要隱藏身

份，讓生存者對你沒有防範。 



在第二階段，當生存者成功逃出時，隨即會被揭開身份，需於餘下時間撒掉生存者的名牌，阻

止生存者成功尋找三件被詛咒的物件。 

 

沒有被公開的傀儡: 

(遊戲開始前已確認身份，可選擇與另一位被公開的傀儡相應) 

(背部會被貼上名牌，不會死亡) 

(不能撒下名牌，只能幫助另一位傀儡捉拿生存者) 

在第一階段，需要盡力減慢生存者拆解密碼的速度，盡力阻止生存者成功逃出，但需要隱藏身

份，讓生存者對你沒有防範。 

在第二階段，努力與另一位被公開的傀儡相應，合力捉拿生存者，但同時需繼續努力隱藏身份，

讓生存者對你沒有防範，不被生存者發現，故能更容易阻止在生存者成功。 

 

生存者: 

(遊戲開始前已確認身份) 

(背部會被貼上名牌，被撕掉名牌，代表死亡，沒有重生的機會) 

在第一階段，需要透過女鬼生前的故事和房中的線索，拆解兩個密碼箱，以逃出房間。 

在第二階段，逃出房間後，會隨即知道其中一個傀儡的身份，但卻不知道另一名傀儡的身份，

尋找三件物件的同時，需要提防身邊的同伴，因為該同伴有可能是沒有被公開身份的傀儡，避

開傀儡，防止被撒掉名牌，成功找到三件物件，便能贏出。 

 

 

你瞞我瞞(15/11) 

名額:30 人(每組 10 人，共 3 組） 

遊戲規則：每個人頭上都有一張寫上動作或者言語，而參加者不能講出其言語或者做出其動作，

假如參加者講出其言語或者做出其動作將會受到懲罰，參加者互相引誘對方講出對方頭上的言

語或者做出對方頭上的動作，但同時又不能令對方估出自己頭上的言語或動作，如參加者成功

估出自己頭上的言語或動作，能舉報別人，被舉報的人會受到懲罰。而最終遊戲結束後，參加

者受懲罰次數最多者會成為輸家，會受到大懲罰。 

遊戲進行地點: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