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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近年積極進行校舍改善工程，以今年為例，由小食部以至操場，
再到走廊、課室，都有煥然一新的景象。期望在美化環境的同時，
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更投入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學生眼中的升降機
構想圖：2D梁文亮

攀石牆

新增了空調

的食物部

壁畫

學習長廊

全部課室更換了新的枱椅、
窗簾，資訊教學器材亦齊備

（英語週錄像製作比賽得獎者感受）
Amazing Video-Making Competition
By 4A Cheung Man Lok (President of English Club)
A Video-Making Competition was held as par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Amazing
English Week 2016-2017. It aimed to rais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new facilities of CMASS. Also, it promoted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English.
3 prizes were given in each of the Junior and Senior Division. Our class, 4A was
so lucky to have won the championship among all classes in the Senior Division.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aking our class video, I have realized that
communication among all actors and even the camera man is very important.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joining the next activity of the English Week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Club.

。

無煙校園

本校向來致力提倡身心健康教育，建立無煙校園。
透過不同的活動方式，讓同學了解吸煙的害處，
一起向香煙說「不」！
有趣的活動及展板，讓同學理解吸煙的害處 。

同學更身體力行，走入社區，
向街坊宣傳無煙的訊息。

越野賽
本年度越野賽於十月七日舉行，
當日有近五百多名同學參與賽事。
雖然賽事對參賽者的體力有一定要求，
但參與的同學均盡全力角逐各項的錦標。

陸運會
本年度的陸運會初賽及決賽分別於2016年
12月2日及8日在灣仔運動場舉行。
健兒們於運動場上揮灑汗水，務求爭取佳績！

起跑一刻，參賽者鬥志旺盛，你能感受到嗎？

努力獲得了肯定，得獎的時候難掩興奮的心情。

參賽同學無論於田賽及徑賽都有出色的表現。
校長、副校長和老師們一同分享同學得獎的喜悅。

English Week
本年度的英語週，以「New Looks @ CMASS」為主題，
於2016年10月17日至10月21日隆重舉行。
簡單而隆重的儀式標誌著英語週
英語週活動豐富且多元化，藉著各種有趣的活動，
正式開始!
讓同學有更多接觸英文的機會，提升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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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科學週主題是「我愛理」，科學、生物、化學、物理、電腦及
數學科老師們都用心預備了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可輕鬆愉快地學習科學。

物理科「力

必從心」活

動

科學科「氹

氹轉」活動

轉動容器時，水竟然一滴沒有走出來， 同學年紀小小，已懂得利用電磁學
你知道這是甚麼原理嗎？
原理製作出轉動器，多厲害啊！

電腦科VR體驗

火箭Go!Go!Go!

現場親身體驗 VR裝置帶來的3D感受 透過簡單的化學反應，小膠樽就能
，機會難得。
飛起。比一比，看誰能最快擊中目標！

生物放

大鏡

枱面上的生物標本吸引了同學們的目光，
原來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觀察
蜘蛛和蝴蝶的模樣。

數學科活動： super 24及T字之謎

同學一臉認真，原來正運用思考及組
織能力解決數學疑難。

獲獎情況
近年，本校不少學生的表現除了獲得校方肯定外，
亦獲校外團體頒發獎項予以嘉許，成績實在令人鼓舞！以下是部分獲獎紀錄：
1516校外獎/助學金及其他獎項獲獎同學
2015-2016年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張耀鋒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獎學金
2016-2017年度 6A曾逸蘭 6D郭奕茵
2015-2016年度 6A馮智然

2015-2016年度青苗學界進步獎
2A陳天成 2A 李雪娟 2C 吳深雪
3A 梁凱晴 3A 黃彥諺 3C 鄢品豪
3D 林灝隽 4A 林嘉怡 4C 李焯然
4D 羅煒瑩 4E 林敬富 5A 蔡惠星
5B 楊玉瑩 5C 蔡卓源 5D 余俊彥
5E 羅德權 6A 林家源 6B 邱廣華
6C 梁嘉禧 6D 劉倩欣

2016-2017年度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D陳沛滔
6D劉倩怡

2015-2016年度黃廷方獎學金
4A 施銘潔

2016-2017年度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B 邱廣華

2016 -2017年度黃廷方獎學金
4A 蔡善婷

2016-2017年度廠商會蔡章閣獎學金

第十六屆 林道憂

第十八屆 李駿明

第十七屆 任銘軒

第十九屆 湯文滙

2016上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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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郭奕茵
6D 羅浩洪
5A 蔡惠星

2015-2016年度領展
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6A張耀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