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涌蘇浙公學簡介
創辦團體：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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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整齊嚴肅

教育信念
1. 教育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實踐
2. 學校是培育學生發揮潛能和創意的理想苗圃
3. 學校是發展人格教育的基地
4. 學生的本性是向善及受教的

教育目標
1. 啟發學生的良知、潛能，主動追求學問。
2. 提高學生智能和品德的素質

3. 促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
4. 拓闊學生的接觸面，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願景

我們致力使葵涌蘇浙公學成為卓越學校，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提升學生
自信心和力學向上的精神，培育學生成為兩文三語、才德兼備、追求卓
越的優秀人才。
校

監

范仁鶴先生

校

長

梁健文博士

學校類別

全日制、政府津貼、男女、文法中學

創校年份

一九八二年

地

葵涌榮芳路十六號

址

教學語言

		本校自創校以來，中文及普通話科使用普通話授課，於
一九九八年九月起逐步推行「母語教學」。本校於2015年

9月起，中一及中二級部份班別的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已
採用英語授課，而中四及以上級別部份科目亦採用英語
授課。
優良師資

57位教師中，57位持學士學位，當中18位更取得碩士或以
上學位，並已接受教育專業培訓。全部英文及普通話老師
均通過語文基準測試。
另外，本校辦學團體額外撥款多聘兩位外籍英語教師營造
英語環境及提升學生英語成績。

初中及高中課程(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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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兩文三語政策
1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優化英語教學
2015年開始，中一級部份班別實施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以英語授課，本年度
將會推展至中二。至高中時，學生將可以英文修讀部份科目，例如數學科、生
物科、化學科和物理科等。
為加強英語訓練，學校自資數十萬元增聘額外兩位外籍英語教師，以提升學生
聽、說能力。高中英文科按學生能力分組教學，減低師生比例，增加教學效
能。全年舉辦多項英文增補課程，包括暑假「中一級英語銜接課程」、「暑期
初中英語日營」、「星期六初中英語日營」，以及針對高中不同能力的學生舉
辦「先苦後甜」計劃、聯校英文口語訓練等，藉此加強學生英語能力。
各學科在初中持續推行「英語延展教學活動」，增加學生接觸不同學習範疇的
英文生字及用詞，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每周兩天早讀課，其中一天規定學生必須閱讀英文讀本。而「閱讀計劃」亦要
求學生必須完成指定的英文閱書量，方可達標。上年度維持99%學生達此要
求，表現令人鼓舞。

外籍英語老師用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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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英語老師帶領暑期初中英語日營

創造英語學習語境
逢周三，全校進行英語早會，由三位外籍英語教師帶領學生進行不同的英語活
動，如英語專題匯報、英語話劇、小組討論等，務求所有學生有更多英語實習
的機會。
為打破同學在學習英語時的心理障礙，學校利用輕鬆有趣的方法推行活動，例
如開設「英語天地」，讓同學於課餘時間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進行活動，如英
文電影欣賞、英語遊戲，與外籍老師閒談等。每年，學校亦會舉辦英語周、萬
聖節嘉年華、聖誕班際英語歌唱比賽等，以吸引同學於真實環境中運用英語，
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和能力。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三十多
萬，推行「劇韻共冶英語情」計劃，是項
計劃能發掘學生表演藝術的潛質及興趣，
同時提升學生的自尊自信、協作能力及對
學校的歸屬感，從而啟發學習，增強他們
在英語聽、說、讀、寫各方面的能力。

本校與友校合辦聯校英文口語訓練

外籍英語老師利用聖誕聯歡活動教授英語

英語音樂劇，同學傾力演出。

課外活動方面，學校特別設立英語音樂劇小組、英語辯論隊、英文校報等，讓
學生在學習英語之餘，也可發揮個人才華。

校際英語辯論比賽中，我校同學
勇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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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隊勝出比賽後，與評判及友校
隊員合照。

貫徹普通話教學傳統
本校創校以來，中文科以普通話教學，早會亦以普通話廣播，語言能力突出的
學生擔任普通話大使、周會及大型典禮司儀。每年參加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榮獲多個大獎。校方鼓勵學生參加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同學
表現優異。有同學考獲全港最佳的
首三名卓越成績，並獲該機構派專
員蒞臨本校頒發證書。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委員會代表親臨本校頒發證書

普通話集誦獎盃及獎狀

提升學術水平
1

啟發學生潛能
提倡校園閱讀及創作風氣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安排全校學生，逢
星期二及星期四進行早讀課，並設立班本
圖書閣，為每一班添購近百本書籍，鼓勵
學生於課餘閱讀。圖書館亦增加採購中、
英電子書籍，方便同學隨時於網上進行閱
讀。同時，學校特設中文及英文寫作班，
把學生的優秀作品結集出版；又透過參加
【蘇浙會訊之友】聯校作文比賽，與各會
屬中學同學切磋，提升寫作技巧。而學生
在校外多項創作比賽中亦屢獲獎項。
校園文集―《剪燭集》

蘇彥霖同學獲荃葵青區十二大傑出學生殊榮

學校圖書館獲優質圖書館獎勵計劃
的閱讀推廣（中學）嘉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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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連續第二年獲哈佛圖書獎

學藝交流 擴闊視野
學校定期組團帶領學生前往國內外參
觀及交流，以拓展學生視野，提升語
文能力和溝通技巧，例如：舉辦新加
坡遊學團、參加寧波交流團及江蘇浙
江交流團等。
交流活動中，學生學習古法磨豆漿

南京博物館留影

楊州觀前街留影

參觀橫店影視城

推動創新科技教育
推動創新科技教育
本校設「數理科學及科技資優培訓小組」簡稱STEM (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統籌數理科學及科技發展工作，著重培訓數
學、科學及科技兼善的資優學生。為配合STEM教育，資訊科技教育組近年
主力發展機器人技術，利用電腦設計，配合3D立體打印，雷射切割技術及
Arduino電腦編程，自行研發如多足機器人及類人型步行機器人。

2015環保電動高扭力避震爬山車比賽
創新科技教育展覽，同學努力向嘉賓講解。

學生參加全港各項機器人比賽，取得
滿意的成績，例如：2015創協盃創意
科技機械人大賽贏得跳舞機械人比賽
冠軍，2016第十五屆環保創意模型設
計比賽贏得中學組冠軍及季軍，2016
環保電動高扭力避震爬山車囊括中
學組高扭力避震爬山車速度賽冠亞季
軍及2016第5屆「陽」帆之旅太陽能
模型船創作比賽贏得科技運用比賽冠
軍。還有參加2016創意科技盃「香港
區公開賽」、2016第十八屆香港機械
奧委會比賽及2016青少年機械人世界
盃香港公開賽，共獲三十餘項獎項。

2016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公開賽

2016第十八屆香港機械奧委會比賽

2016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公開賽

2016創意科技盃—香港區公開賽

數學方面：主辦「荃葵青區小
學數學邀請賽2016」，邀請荃
葵青區的小五、小六學生到本
校進行數學解難競賽。又舉辦
「班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培養同學解難及應變能力。派
隊參加「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5/16」，贏得表現良好獎。
科學方面：學生積極參與各項科
學展覽及比賽，例如2016創新
科技教育博覽展，以及2016創
意科技盃等。學生曾獲《香港中
學生物奧林匹克比賽》榮譽獎、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特別優異獎及
榮譽獎等。

以德育人 求真善美
1

學藝顯真我
為配合全人發展及全方位學習
理念，本校全面推行「學藝
顯真我」獎勵計劃－ 鼓勵
同學努力學業、積極參與校
內及校外之課餘活動，以培
養自愛、自強及不斷學習的
精神，以達致自我完善的目
標，務求令同學才德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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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努力學業，積極參與活動，表現
出色，獲頒「學藝顯真我」獎狀。

培育領導才能
本校透過領袖生工作和課堂以外活動（包括︰乘風航、野戰、義工服務等
等），讓同學從實踐中學習。在同儕的鼓勵和支持下，同學都鼓起勇氣，迎接
挑戰。不單只他們的自信心，溝通能力有所提升，同學更學會照顧身邊有需要
的人。

沿繩下降， 不獨挑戰同學的膽 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由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德育訓練」
營，訓練同學紀律之餘，又提升同學合作精神和責任感。
量，更提升同學的自信心。

15-16年度學生會選舉， 候任
內閣承諾為同學服務。

32

朋輩調解員參與浮潛活動，突破自我之
餘，又享受愉快的一天。

塑造優良品德
透過義工服務，早會德育短
講，以「尊重、正向生活」為
主題，與學生探討如何面對逆
境和壓力，塑造優良品德。
認識導盲犬對失明人士的幫助，更明白
傷健共融的重要。

環球X體驗活動－ 讓同學真切感受
貧窮地區的生活， 學會珍惜所有。

同學親自為母親製造母親節禮物，
聊表孝心。

多元學習

拓展視野

本校全力推動學生在其他學習經歷的發
展，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藝術發展
和體育發展。藉此拓展學生視野，發展終
身興趣，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1

全港校際七人撞欖女甲乙盾冠軍

鍛煉堅忍、刻苦和
力爭上游的精神
組織不同運動隊，例如排球隊、籃球隊、
足球隊、欖球隊、柔道組、泳隊、長跑隊
等，通過體育訓練，鍛煉學生堅忍、刻苦
和力爭上游的精神。學生透過參與不同比
賽，體會成功在嘗試的道理，並且在學界
以至全港各類型比賽中，屢創佳績。

2015女子乙組乒乓球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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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回饋社會，樂於助人」
的美德
鼓勵學生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
藉此認識更多弱勢社群，學會接納、關懷及尊
重，培養對社會的承擔感。
探訪獨居長者，送上關懷。

3

中國群舞亞軍

培養學生藝術修養
成立步操樂隊、舞蹈組、音樂劇學會及書
法班等藝術組別，聘請專業導師教授，提
升學生的藝術修養。高中周會設有「生活
的藝術」課題，讓學生領略生活與藝術的
密切關係，並提升他們欣賞的能力。

高中周會－扭氣球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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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活動
本校安排了學生於暑假期間前往新加
坡進行文化交流，認識當地的文化特
色，拓展視野。另外，本校著重英語
的聽說訓練，特別安排中四同學於英
語增潤課程中與外國的大學生分享讀
書心得，提升學習效能。此外，為強
化學生英語能力，本校的外籍英語老
師鼓勵中三同學與加拿大中學生成為
筆友，互相交換學習心得，從而提升
英文寫作能力。

新加坡文化交流活動，到當地的中學上課。

同學與外籍大學生分享讀書心得

升中適應活動

融入校園生活

為提升中一學生的語文能力，讓他們能盡快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及提升同學的讀
書技巧，本校實行下列多項措施：

1

暑期補習班
在暑假期間，為中一新同學開設英文及數學
補習班，好讓同學建立良好的學習基礎。

暑期班以小組形式上課

2

中一適應活動
每年九月開課前，學校為中一新同學及家長舉辦迎
新活動，今年特別舉辦兩天「中一迎新營」，使
同學及家長能盡快了解學校的教學政策及各項措
施，包括學業及紀律兩方面的要求。

3

生活小組成員參與「百變
小廚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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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活動中，梁校長與
家長及學生分享學習之道。

學校生活小組
這是每周舉行的定期活動，由老師及學長帶領同
學進行不同形式的小組活動。這活動不但讓學生
學會與人相處的技巧，啟發他們的創意，還為他
們提供展現才華的機會，締造愉快融洽的校園生
活，提升他們的自信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適應英語及普通話教學語境
開學伊始，逢周三舉行英語早會，由外籍英語老師及學生主持，透過英語短片、英
語短講及即場英語對話等活動，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
又中國語文科在上學期舉辦中一普通話教學適應課程，為普通話聽說能力稍遜的同
學作小組輔導，讓學生能適應用普通話教學的語言環境，提升學生中英兼善的
能力。

5

「成長新動力」
本校與衞生署合辦之「成長新動力」課程，特為中一
至中三同學安排生活技能訓練，如提升他們處理情
緒、壓力的方法，加強與人溝通的能力，與朋輩相處
的技巧，認識煙、酒及濫用藥物的禍害，以及抗拒引
誘的方法，使他們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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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調解員宣誓就職

成長新動力課程有
完整的教材配合

和諧校園
為訓練同學助人自助，學校與香港家庭福利會
合辦「朋輩調解計劃」，幫助學生學習以和平
方法排解同學之間的糾紛。由高年級同學擔任
和平使者，協助同學以理智的方法處理衝突，
締造和諧校園文化。中一學生在適應校園新生
活時，學習互相尊重的精神，至為重要。

追求卓越人生

推動生涯規劃

學校運用教育局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使學生及早了解自己的興趣、
性格、能力及價值觀，並作出全面的檢視，從而及早訂立目標，建立方向，為
自己升學及就業作好理性的抉擇及準備。

1

自編教材，積極推動校本「生涯規
劃課程」，好讓學生及早訂立目
標，檢視自己，為將來的升學及擇
業作出最好的規劃。
文佩心副校長頒發錦旗給香港專業
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2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副會長梁美智女
士與學生分享有關教育及培訓行業的資訊

3

與校友會合辦「師友計劃」，
招募本校舊生為導師，與中
五級參加的學生及各級的升
輔大使定期會面，分享畢業
生的升學及就業心路歷程和
成功之道。

與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舉辦「卓育菁莪」計劃，邀請知
名成功人士到校，以小組形式與
本校高中學生分享各行業情況及
入職要求。專業人士分享的行業
包括文化藝術、社會服務、酒店
及餐飲、傳媒及公關、會計及核
數、資訊科技、醫護服務、物流
及運輸、工程及測量、教育及培
訓和旅遊。

校友會會長朱堅發先生與學生分享

師友計劃―畢業生導師與學生合照

4

升輔大使與老師參觀香港城市大學

「升輔大使」參觀大學
於各大學開放日期間，升輔組的
老師帶同各級的「升輔大使」參
觀大學，希望學生能對大學生活
有初步認識及憧憬，及早認識大
學的入學要求和訂立升學目標。

我校老師頒發錦旗給浸會大學代表

升輔大使參觀大學宿舍

5

參觀大學及舉辦大學升學講座。

中六級的同學參觀浸會大學的中醫學院

界刂

家校緊密聯繫

子女成人成才

「家長教師會」至今已成立十八年，得到歷屆家長的熱心支持，充份發揮家校
合作精神。

1

了解子女的校園生活

家長一同出席學校聖誕歌唱比賽，還為
同學們送上豐富的聖誕禮物和祝福！

梁校長、家長、校友、老師們一同
參加親子旅遊， 樂也融融。

【認識青少年的網絡世界】講座

梁校長主持親子界刂「水仙頭」活動

【了解青少年成長的需要】家長小組

元宵花燈燒烤晚會， 為家長
和同學們帶來歡樂的時光

2

與學校攜手推動積極學習風氣

家教會特別設立「英語成績優異」獎
及「最佳英語進步」獎以鼓勵學生積
極學習，爭取進步。

家長踴躍參與校友會舉辦的扭氣球
工作坊及盤菜宴

本校2016學生考獲本地大學學位課程名單
本地大學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修讀課程
社會科學學士
護理學士
理學士
服裝及紡織 ( 榮譽 ) 文學士
企業工程兼管理 ( 榮譽 ) 理學士

護理學學士
工商管理學士
理學士
電子及資訊工程學 ( 榮譽 ) 工學士
機械工程學 ( 榮譽 ) 工學士
科學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專業會計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政治及公共行政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政治及公共行政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語言研究榮譽學士 ( 英文 )
商業管理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中文榮譽文學士
中文榮譽文學士
檢測和認證榮譽理學士
園藝及園境管理 ( 榮譽 ) 文學士
葵涌蘇浙公學

學生姓名
梁麗斐
譚如崧
徐怡然
羅翠珊
梁振坤
譚向榮

考獲成績
5*, 5*, 5, 5, 5, 5, 4
5**, 5*, 5*, 5, 5, 4
5*, 5*, 5*, 5, 5, 3
5**, 5, 4, 4, 4, 3
5*, 5, 4, 4, 4, 3
5*, 5, 5, 4, 3, 3

電話：(852)2420 2103
網址：www.kcckc.edu.hk

總分
36
33
31
27
26
26

榮芳路
葵福路

2016傑出考生榜

葵涌運動場
葵興MTR

興芳路
新都會廣場

葵芳邨

灣

往荃

葵芳MTR

龍

往九

傳真：(852)2425 0500
郵址：kcckc@kcckc.edu.hk

葵涌蘇浙公學
Kiangsu-Chekiang College (Kwai Chung)

學校
簡介

2016 - 17

2016-17英語科學及英語數學
課程推展至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