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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創校以來，中文及普通話課

使用普通話授課，初中部分班別的數學

科、綜合科學科、生物科、化學科和物

理科，均採用英語授課；而高中部分科

目，包括數學科、數學延伸（二）、生

物科、化學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科亦採用英語授課。

    60位教師中，100%持學士學位，當

中25位更取得碩士或以上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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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外籍英語教師營造英語環境及提升學

生英語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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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發學生的良知、潛能，主動追求學問

• 提高學生智能和品德的素質

• 促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
均衡的發展

• 拓闊學生的接觸面，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
價值觀。

• 教育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實踐

• 學校是培育學生發揮潛能和創意的理想苗圃

• 學校是發展人格教育的基地

• 學生的本性是向善及受教的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

整齊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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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葵涌榮芳路十六號

教育
信念 教學

語言

優良
師資

教育
目標

願景

校訓

創辦
團體

葵涌蘇浙公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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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英文班或英文組

初中及高中課程 (2021-2022)

學習範疇 科目
初中課程 高中課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國語文教育
中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普通話 ü ü ü

英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教育
數學 *ü *ü *ü *ü *ü *ü

數學延伸單元一 ü ü ü
數學延伸單元二 *ü *ü *ü

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

生活與社會 ü ü ü
公民與社會發展 ü
通識教育 ü ü
中國歷史 ü ü ü ü ü
經濟 ü ü ü
地理 ü ü ü ü ü ü
歷史 ü ü ü ü

科學教育

綜合科學 *ü *ü
生物 *ü *ü *ü *ü
化學 *ü *ü *ü *ü
物理 *ü ü ü ü

科技教育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ü *ü *ü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ü ü ü
資訊與通訊科技 ü ü ü
普通電腦 ü ü ü
設計與科技 ü ü ü
科技與生活 *ü *ü *ü

藝術教育
音樂 ü ü ü
視覺藝術 ü ü ü ü ü ü

體育 體育 ü ü ü ü ü ü

文憑試丙類科目 日語 ü

葵涌蘇浙公學
以學生為本的
高中課程設計

本校課程特色

教育局剛推出「優化高中核心科目一為學生創造空間和照顧學生多樣性」措施，本校隨即徵
詢教師意見，並參考學生選科的數據，微調高中課程，讓新學年中四學生可受惠。是次微調
目的是希望本校學生有更大機會在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中取得優良成績，考入大學。以
下是微調後2021-2024年度高中課程組合：

一.新增「日文」：配合學生興趣

  日語課程由校外導師任教。在課後及長假
期上課，學費由教育局及學校全數資助。此課

程由中四延伸至中六上學期，並在中六上學期

考公開試。如學生考獲A級，會被部份大學課
程視為相等於考獲一科選修科5*的水平。

二.中、英並重

  本校有多個科目以英語任教及考試，
包括：數學、數延二、生物、化學、企

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等，而其他科目以中

文任教。課程的設計既照顧學生的能力和

興趣，又可銜接本地或海外大學的需要。

三.因材施教

  達到基本能力的學生可只修讀2X
（2個選修科），學習基礎好的學生
可按學習需要或興趣加選日語或第三

個選修科目。課程以學生為本，使學

生更有系統學習。

中四科目 上課時間
核心科目（必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份

（中／英） 公民與社會發展 正常上課時間

第一選修科X1
（五選一）

生物
（中／英） 歷史 經濟 資訊及通訊科技 物理 正常上課時間

第二選修科X2
（五選一） 化學（英） 中國歷史 地理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英）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正常上課時間

第三選修科X3
（三選一／不修讀）

數學延伸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數學延伸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英）
視覺藝術

數延：正常上課時間
視覺藝術：正常上課
時間及星期六早上

其他語言科目
（自由揀選） 日語（只錄取非修讀數學延伸單元或視覺藝術的學生） 課後及長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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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學術成就 掌握語文科技

一、畢業生成績理想

* 只列出部分，未計算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

  在2021年，本校有27位應屆中六學生獲聯招(JUPAS)系統分配入讀學士課程。
以下是部分成績優異學生的升學出路情況：

2021 年本校學生升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資料

院校 課程
本校畢業生最
佳六科成績

總人數

香港中文大學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工商管理學士 33

4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30

專業會計學 27

工程學 24

香港大學
經濟學學士／經濟金融學學士 28

2
工學學士 26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Ａ組 29

3工商管理 25

理學Ａ組 24

香港理工大學

環境工程與可持續發展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22

3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21

電機工程學（榮譽）工學士學位 19

香港城市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1 1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士／社會科學學士 24

3工商管理學士 23

工商管理學士 22

香港教育大學 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中文主修） 21 1

    儘管面對長達一年多的疫情，本校學生仍能保持高水平

的學業成績，在2021年中學文憑試中表現理想，整體成績與

去年相若，即大部分科目的及格率高於日校平均及格率。另

外，本校今年把部分選修科改以英文應考，包括數學延伸單

元二、生物及化學科，三科及格率均高於全年日校平均及格

率，分別是100%、95%及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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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學校銳意提升學生英語水平，校董會每年自資數十萬元
增聘額外兩位外籍英語教師，以加強學生的聽、說能力。高年級的

英語授課亦以分組教學模式進行，減低師生比例，增加教學效能。此

外，學校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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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

  事實證明，學校的努力漸見成效，過
去三年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顯示，本校的

英國語文科之及格率均在全港水平之上。

  逢周三，全校進行英語早會，以校園電視台形式進
行，由三位外籍英語教師帶領學生進行不同的英語活動，

如全校朗讀英文篇章、英語專題介紹等。於午膳時段，學

生利用操場上的小舞台進行英語演講、辯論等口語訓練活

動。英文科透過舉辦聯校英語口語訓練，加強高中學生的

應試技巧。早讀課規定每星期其中一日學生必須閱讀英文

讀本或篇章。而「閱讀計劃」亦要求學生必須完成指定的

英文閱書量。

  為提升同學學習英語
的興趣，學校利用輕鬆的

手法推行活動，例如開設

「英語角」，讓同學於課餘時間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進行

活動，如攤位遊戲、電影欣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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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年，學校於畢業典禮中安排大型英語話劇或音
樂劇表演，此舉既可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亦可加強學生對

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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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學習之餘，也可發揮個人所長。

外籍英語老師逢周三主持英語早會

暑期英語日營由來自
英國的外籍老師教授

本校高中學生於哈佛香港校友會比賽勇奪佳績

學生在操場的小舞台
以英語進行會話訓練

利用英語午間活動慶祝聖誕

聖誕班際英語歌唱比賽

萬聖節英語活動

本校與友校合辦
聯校英語口語訓練

二、師生重視英語學習

三、創造英語學習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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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創校以來，中文科以普通話教學，早會
亦以普通話廣播。語言能力高的學生會擔任普通話

大使、早會、周會及大型典禮司儀。校方鼓勵學生

參加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學生表現優
異，更有不少學生考獲A等成績。此外，學生在校
外或校內普通話活動或比賽中，表現積極投入。

  為了提升本校學生在科技發展方面的興趣，本校創客
學會為學生提供不同軟件編寫程式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

設計、組織及邏輯思維能力，發展學生的建構性思維，讓

學生潛能得以發揮，更能親身體驗應用資訊科技的樂趣。

  學生在老師指導下，參加各項比賽，展現才華，屢獲
殊榮，如CocoRobo投射機械人對抗賽、ATEC模型飛船大
賽、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全港中小學生STEM機
械人大賽等，皆取得優異成績。

學生投入校內活動

四、致力推動普通話學習

五、與時並進  喜愛科研

學生認真參與配音比賽

CocoRobo投射機械人對抗賽，本校取得優異獎及投射車最佳創意設計獎
5



    同學在六年精彩的中學生活裏，透過活動，建立自信、健全人格及發展多元才能。

塑造良好品格 促進全人發展

  學校為同學提供多元發展機會，並致力發掘同學的
領導潛能。領袖生工作及各種體驗活動有助同學培養領

袖素質。

 塑造優良品德
  本校為同學安排不
同的義務工作及德育活

動 ， 讓 同 學 明 白 建 立

良 好 品 格 的 重 要 性 。

二  培育領導才能

三

很榮幸邀得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女士與同學分享「學習經驗」。

 同學參與講座, 向世界著名
分子生物學家、香港科學院
創院院長徐立之教授學習。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香港十
大傑出女性及十大愛心之星
張瑪莉小姐蒞臨本校，為同
學講解社交禮儀的重要性。

  成功人士、各界翹
楚與同學分享成功心

得，有助同學建立積

極、正向的人生態度。

一  培養學生積極正向人生態度

領袖生樂於服務，於家長
晚會及家長日等活

動擔任學生服務員。
同學受訓成為輔導學長及朋輩調解員。

同學擔任輔導組宣傳大使，在早會介
紹身心健康資訊。

同學透過參加「機電教育徑導賞團」，明白
珍惜及節約能源的重要性，培養公民的意識

舉辦中華文化日，讓同學試穿
華服及參與文化體驗活動，學
習中國歷史及文化。

學生參加「尊重，關愛，共
融，維港一家親」活動，榮獲
「攤位設計」金獎。

同學參與慎交朋友主題式日營。

「立志啟航」
同學參與長者

服

務，協助運送
物資到長者家

，避

免長者大規模
聚集，藉此培

養學

生關心弱勢社
群的良好品格

。
德育組與普通話

科合辦「標語創
作比

賽」。活動有助
提升學生感恩、

關愛及

承擔的品德。

舉辦禪繞工作坊，宣揚和平文化。
本校同學熱愛學習，透過化石工作坊認識

古生物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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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致力發掘、培訓及發展
具體育潛能之學生，在校內提供

多元化的體育活動，如：陸運

會、班際跳大繩比賽、社際球類

比賽等，亦積極參與學界比賽，

如足球、籃球、欖球、柔道、游

泳等，更有部分同學入選香港青

年軍，成績彪炳。

培訓運動明日星 強健體魄展才華

沙灘欖球錦標賽中學男子丙組奪標賽季軍

第六十二屆體育節柔道錦標賽

新界區乙組撞式欖球賽

社際足球球類比賽

班際跳大繩比賽

陸運會上的健兒： On Your Mark,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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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藝術教育 培養學生品味

  我們希望同學能透過多元活動擴濶眼界，
擁有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並建立健康的生活

模式，學會與人溝通，盡展所長。

校長親自講解攝影技巧

學校洗手水漕完成圖

學生應用從視藝科所學的理論美化學校的洗手水漕

老師引導學生欣賞聚道傳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展覽展品

舉辦ZOOM禪繞工作坊 青年眾樂演奏名曲「TODAY」

中史 X 藝術 X 閱讀文化之旅，
參觀誠品書店

帶領學生到高山劇場欣賞粵劇試後活動恐龍及史前生物化石工作坊

中四視藝科同學到香港藝術館參觀聚道傳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展覽

中華文化表演藝術體驗
活動，學生繪製臉譜

學生裝飾學校水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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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課堂框架 參與交流活動

  本校一直鼓勵學生出外交
流，藉以體驗不同的風俗文

化，增廣見聞。學校曾安排了

四日三夜的「日本沖繩科學及

文化考察團」，讓同學一遊擁

有琉球、日本、美國文化混合

的沖繩，欣賞令人歎為觀止的

美景。

了解當地升學就業情況

參觀3D打印產業創新中心

沖繩本島風景名勝「萬座毛」參觀了沖繩傳統的玻璃工房 讓同學認識不同品種鳳梨的「菠蘿園」

參觀啤酒的製作工程

  為了讓學生認識珠海、澳門及內地的
高等教育現況，我們帶領學生參與「珠

海、澳門升學就業探索之旅」、「江蘇交

流團」、「浙江交流團」等，令學生認識

國情和國內升學途徑。

參觀專上學府

 遊上海外灘參觀縱橫碼研究所

到訪專上學院，與大學生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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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個人興趣 建立明確目標

舉辦「卓育菁莪」計劃
  為協助學生了解
各行業及籌劃未來，

本校公民教育組及升

輔組舉辦生涯規劃講

座，共邀得十多位不

同專業的成功人士到

校，向同學介紹各專

業現況、入行要求及

發展前景，並分享其

寶貴的人生經驗，解答同學對於該行業有關的

疑問，以協助同學開拓人際網絡，擴闊視野，

籌劃未來。是次分享增加了同學們對不同行業

的認識，有助於了解相關職業在學歷及待人處

事態度方面的要求。透過與專業人士交流，希

望能激發同學們積極上進的鬥志，努力追求自

己的理想。

「人生攻略沿途『友』你」分享會
  本校升輔組舉辦「人生攻略沿途『友』你」活
動，二十多位近年畢業校友應邀出席，在週會時段與

中五同學分享升學經驗，讓師弟師妹瞭解自我需求，

訂立目標，努力尋覓理想的升學出路。同時透過活動

讓同學認識不同的學系及院校特色。升輔組希望透過

是次活動，讓同學借鑒師兄師姐的經歷，掌握更多的

升學途徑，奮發向上。

  學校定期舉
辦名人講座，邀

請成功人士與同

學分享個人專

長及事業發展

心得。

張瑪莉女士與同學分享社交禮儀的重要

汪國成教授與同學分享
工作上的經歷

「卓育菁莪」嘉賓大合照

「人生攻略沿途『友』你」分享會大合照

畢業同學與中五學生分享

舉辦名人講座
培養個人興趣

初中日文興趣班

本年度成立的聖約翰救傷隊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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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適應活動 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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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同學建立良好的學習基礎。

和諧校園
  為延續校園的和平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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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新動力」
  本校的班主任課引入衛
生署的「成長新動力」課

程，加強初中學生的品德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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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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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中一學生的語文能
力，讓他們能盡快適應校
園環境及提升同學的學習

技巧，本校實行下
列多項措施：

暑期班有助同學盡快適應中學生活

同學積極參與中一「團隊訓練營」的活動

朋輩調解計劃嘉許禮

成長新動力課程有完整的教材配合

學校生活小組
活動氣氛融洽

學生分享

適應英語教學語境
  周六舉行英語日營，由外籍英語老師主持，透過
不同的英語活動，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

中一適應活動
  每年九月開課前，為中一新生及家長舉辦不同的迎新活動，使同
學及家長能盡快了解學校的教學政策及各項措施。今年特別舉辦兩天

的「團隊訓練營」，提升中一同學的自信心、團隊及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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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緊密聯繫 子女成人成才

校友踏上大學路 不忘寄語學弟妹

    家長和學校之間信任關係的建立至為重要，大家
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家校合作的基石，彼此了解和同心
協力才能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教育，讓學生健康快樂
地成長。本校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家校合作的成
效，包括不同的通訊聯繫、親子活動、家長教育講座
及小組活動等，從而促進家長與學校的緊密關係。

  中學時期我們總會問讀書
有何用？其實，人生就是不

停的學習。學習，不限於書本

上，更多的學習來自我們的經

歷，這些經歷讓我們在跌跌碰碰

中，學會在分岔路口作最正確的選

擇。老師教會我做選擇的時候要忠於自己。正所

謂「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希望

各位同學都能盡力而為，將來回想起這段拼搏的

歲月時，能夠心懷感激，問心無愧。

   李清照曾言：「生當作人傑，
死亦為鬼雄。」此話放在今天，

仍然適用。何謂人傑？在現今，若

身無一文半墨，恐難堪此等名號。知

識和智慧是和平年代的武器，蘇浙的師弟師妹們，

望你們可以在這幾年內發憤圖強，用筆墨裝備自

己，用學識提升自己，用不屈不撓的精神推動自

己，做到自律自強，自重自愛。未來的路上必然有

很多荊棘和挫折，但只要心中有奮鬥的目標，風雨

過後，便必然是暖陽三春。六年時間轉瞬即逝，望

你們能把握現在的每分每秒，盡力而為，自強不

息，與時並進。

  公開考試是殘酷的，但
備試過程的苦澀更是有過而

無不及。多少個夜裡，你會感

到落寞無助，多少回知道成績與

期望落空時，你會感到欲哭無淚，多少次你曾

經有過放棄的念頭，但你記住的是，就算看不

清前方的路有多遠，也別忘記背後走了多遠的

路。這考試是我們回應時代的叩問，是我們成

長的催化劑。你努力過，向著自己訂下的目標

賣力奔跑，與並肩作戰的同學一起邁向大學的

新旅程，一年後的你會慶幸當時並沒有放棄，

才迎來多姿多彩的生活。

林永隆  香港科技大學數學與經濟學理學士

譚如崧  香港中文大學護理學士
周恩慧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HKDSE Best 5  27分

HKDSE Best 5  29分

HKDSE Best 5  27分

  大學生活確是多姿多
彩的，而這需要同學在中

學時打下基礎，努力不懈，

才能應付自如。當你熬過文憑

試，苦盡甘來時再回頭看，就會

發現一切的奮鬥和付出都是值得的。希望

同學能在中學生涯裡書寫難忘的篇章，不

要留下一點遺憾！

鄧伊芸  香港大學精算學學士
HKDSE Best 5  26分

親子書展
 家長子女一

起享受

閱讀樂趣

結業禮，家長教師會石主席
頒發「英語成績優異獎」

家長教師會活動—家長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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