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開始增設中一英語科學及英語數學課程

葵蘇學生 文武皆精 刻苦訓練 全人發展
周恩慧同學的分享及對師弟師妹的勉勵：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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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難當此

活動名稱

獎項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
─ 創作天地

第二期

最受歡迎作品
詩 / 詞組 冠軍

F.5B 李玉林
F.6A 何俊鴻

第三期

詩 / 詞組冠軍
亞軍
散文組亞軍

F.6A 吳倩瑩
F.6A 麥文鳳
F.6A 楊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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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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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

雨過後，便必然是暖陽三春。六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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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慧同學文憑試成績：
ENG
CHIN
MATH
4
5**
4

MATH1
3

LS
5*

BIO
5

CHEM
5

劉珊同學的分享及對師弟師妹的勉勵：
每個學科的知識領域廣

F.6A 方詩琳、F.6B 林姝妍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50米背泳冠軍

F.3A 劉澤晨

女乙50米背泳亞軍

F.4C 林婉琦

女丙50米蝶泳季軍

F.3D 戴子敏

男丙50米背泳殿軍

F.2C 張淵博

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F.4A 張榕麟、F.4B 黃家駿

亞軍

F.6A 陳家俊、F.6B 蔡嘉樂

季軍

F.5A 吳棋棋、F.5B 陳浩然、
F.5B 呂嘉銘

1) 機械人舞蹈比賽(公開組)
亞軍

F.6A 劉家豪、F.6B 陳國佳、
F.6B 徐大鵬

2) 機械人舞蹈比賽(公開組)
機械人最佳造型設計獎

F.6A 劉家豪、F.6B 陳國佳、
F.6B 徐大鵬

3) 機械人舞蹈比賽(公開組)
殿軍

F.6B 謝納賢、F.6B 蔡嘉樂、
F.6A 陳家俊

4) 機械人對抗賽(高級組)
季軍

F.5D 梁善恒、F.5D 莊俊堅、
F.5A 陳維

5) 自平衡車軌道賽(高級組)
季軍

F.6B 劉銳華、F.6B 廖佳俊

第二期 最受歡迎作品
詩 / 詞組 冠軍

F.5B 李玉林
F.6A 何俊鴻
F.6A 吳倩瑩
F.6A 麥文鳳
F.6A 楊天深

闊浩瀚，讓我們撓頭搔耳，可
第二屆新能源新世代活動
─ 小型遙控太陽能車

青力壯的身軀，可在學海裡暢

F.2C

新地會「家中的最佳拍檔」 優異獎
徵文比賽

體育

我們都擁有一顆赤子之心，年

中學一、二年級
普通話詩詞集誦冠軍

遊，可在書山裡競走，考試又
有何懼！要考取好成績，首先
要熱愛自己所學習的知識。我很喜歡詩詞中既有柔婉悠揚又有
鏗鏘有力的辭藻，會透過各種途徑自學詩詞，例如閱書時摘錄

2018 第十三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比賽

要點，甚至聽歌也會在歌詞中細味當中運用到的詩詞。這樣，
我不但對閱讀理解文章更易入手，練習寫作和說話時也能豐富
我的辭彙。學習的第一步是要喜歡上它，才會自願參與，並樂
在其中，主動和被動是不同的姿態，結果也會大相逕庭。

科技

在努力求學的過程中，我希望同學可以做到看花開花落，望
雲卷雲舒。偶爾的失利是激發上進的推助器，而非無能為力的藉
口。所以大家面對每一次的考驗都要盡力去闖，為求不留遺憾。

劉珊同學文憑試成績：
ENG
CHIN
MATH
3
5*
5*

MATH2
4

LS
4

BIO
4

CHEM
3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
─創作天地

張楠昌教育基金獎項的設立旨在表揚在公開考試中有傑出表現的葵涌蘇浙公學
中六學生。以下是2018年獲獎學生名單。

第三期 詩 / 詞組冠軍
亞軍
散文組亞軍

文學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一、二年
級普通話詩詞集誦冠軍

新地會「家中的最佳拍檔」 優異獎
徵文比賽
「認識憲法、《基本法》
— 與法治同行」全港中學
其他 校際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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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優異獎

F.2C
F.6A 方詩琳
F.6B 林姝妍
F.3C 林琳、彭心悅、鄧倩玲
F.4A 陳靖宜、趙承禧、
馮雅婷、高 倩、 郭可欣、
梁韻藝、劉彥瑩

本校於十二月八日(星期六)為區內居民舉辦「STEAM
愛心嘉年華」，讓學生有機會發揮協作解難能力，培養創新精
神，而區內家庭也可藉此加深了解本校。嘉年華內容豐富，有工
作坊、學生才藝表演、攤位遊戲，並設有家庭照拍攝區等。當日
本校邀請香港教育大學英語教育學系講師 Dr Anisa CHEUNG 蒞臨主持
「升中英語面試工作坊」，為升中學生提供面試技巧，增加考取心儀
學校的機會。而家長和子女一起參與「親子LEGO工作坊」、「親子編
程遊樂工作坊」、「親子創藝工
作坊」等，既建立溫馨的親子關
係，又可透過編寫電腦程式，引發子女對科技的興
趣。不同學科的攤位遊戲由學生主導，向各位來
賓介紹或示範所學到的知識。現場舞蹈組載歌載舞的表演、機械
人車對對碰比賽，均吸引了大批圍觀者，獎品換領處更是人頭
湧湧。當天超過一百個家庭舉家齊來，場面熱鬧。

梁校長與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合照

當日晚上七時，禮堂則大排筵席，準備了十多圍既豐富又美味的
「盆菜宴」，校友、家長、老師及學生樂聚一堂，席間還有大抽獎，
大家盡興而歸。本年的校友日亦在滿載笑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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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蘇浙公學第三十五屆畢業典禮
葵涌蘇浙公學第三十五屆畢業典禮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假
本校邵逸夫堂舉行，承蒙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教授蒞臨主禮、頒發畢業證書及賜
訓詞。范仁鶴校監、張浩然會長、楊洪鈞秘書長、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寶明
校長、程雲青校董、朱家源校董、陶振南會董、楊明倫獨立校董、李紫媚校友
校董、石珈而家長校董、何慧儀替代家長校董、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黃婉怡
女士、陳漢齡榮休校長、陳雅麗校長、校友會主席朱堅發先生、多位嘉賓、校友
及家長撥冗光臨，濟濟一堂，令典禮倍添光彩。
典禮開始前，先由校監、校董、校長及教師陪同各位嘉賓移步到禮堂外走廊
主持G4及G5室啟用儀式。下午三時三十分，在步操樂團的悠揚樂韻中，嘉賓徐徐
步入禮堂，為典禮揭開序幕。首先由范仁鶴校監致辭。范校監以「金牌運動員」
李慧詩的經歷提醒同學社會不斷轉變，我們需要跟隨社會的改變裝備自身的條

一眾嘉賓及老師為新教員室剪綵

件，要有堅持不放棄的精神，才能追得上時代的步伐。范校監又以大
儒荀子在《勸學》中曾提到「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
不舍」勉勵同學成功的關鍵不在天資，而在於努力堅持不懈，就算天
資較差的人，只要不放棄，向目標前進，最終也可獲得成就。
隨後，由梁健文校長報告校務。在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本
校14個科目的及格率高於全港水平。至於增值方面，9個科目之增值表
現達6級或以上，主要四科增值達7級，連續三年四大主科增值位列區
內最佳學校之一。本年畢業生升讀大學或大專的升學率為87%，共有

畢業生致謝辭

校監陪同主禮嘉賓參觀新教員室

28位畢業生獲得「聯招(JUPAS)」大學學位課程取錄，當中包括香港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著名學府。最佳文憑試考生6科共取得31分，入讀
香港大學中醫學院。此外，梁校長感謝香港蘇浙滬同鄉會、歷屆會長、副會長、會董、
范校監及各位校董慷慨解囊，支持學校發展，包括：資助學校增聘兩位
外籍英語老師、加拿大英語學習團獎學金、購買平板電腦和機械人教
材、翻新四個教員室等。這些支援令教學工作更具效能。
主禮嘉賓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教授在致辭中以農夫的故事說
明植物的生長，風霜蟲害是過程的一部分，離開了風霜蟲害的挑
戰，麥子就不能完整地成長。同樣地，挑戰與磨難亦是人成長的一

李焯芬教授向
畢業生賜訓辭

部分。一個成功和完美的人生，需要磨難與挑戰。長期生活在一帆風

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順，無憂無慮的環境中，人類就不會進化，社會也不會進步。李教授隨即
頒發畢業證書予中六畢業生代表。接著，各校董及會董頒發多項獎學金及獎品給在不同
領域表現優異的同學。最後，范校監頒發長期服務獎予在校服務十年之教職員。緊隨便
是畢業生代表致謝辭，內容精簡又能帶出同學的心聲，在場嘉賓及同學均以掌聲鼓勵。
頒獎儀式結束後，接著是原創英語話劇表演(The Champions)，由本校不同級別的同學
參與演出，故事講述一個學生想透過參加學會發掘自己的潛能，最終在機械人學會中發
現自己有敏銳的科學觸覺，他提出的改良方案，令他與組員在「組裝合成」建築法中學
生機械人大賽中取得全場總冠軍。劇中的同學載歌載舞，加上豐富的燈光效果，以及多
變的投影佈景，贏得台下嘉賓熱烈的掌聲及場內師生的歡呼，表演在掌聲中圓滿結束。

校監頒獎予獲獎學生

最後，校長聯同嘉賓移步到圖書館享用茶點。眾嘉賓、家長及師生聚首一堂，各人
品嚐美食之餘，又拍照留念。茶聚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

學生投入演出英語歌劇

英語歌劇台前幕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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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學生會

「WOLF」舉辦活動一覽
名人訪問

． 聖誕節抽獎活動
． 文具展銷(2次)
．「銘」記在心3.0書籤設計比賽
(與視藝科及德育組合辦)
． 旅行日代訂燒烤炭
． 心意瓶
． 揮春慶新春
． 中六級惜別會(為德育組協辦)
． 訂中六級DSE用收音機
． 慈善便服日暨貧富宴(師生綜藝籌款表演)
． 誠信小角(與德育組合辦)

「我們不一樣」才藝表演

． 蘇浙UNO王
．「我們不一樣」活動(才藝表演)
． 蘇浙之最
． 名人訪問
． 借用風筒、雨傘、球類、康樂用品
． 售賣暖包、口罩、白襪、衛生用品及紙巾等
． 熱水供應

揮春慶新春

惜別會
WOLF主席 卸任感言 F.6A 陳家俊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亦是我卸下學生
會主席一職的時候了。在卸任前的一個月，我
想起一個很多人問我的問題：「是甚麼驅使你
去做學生會主席？」回想最初，其實我並沒有
做學生會幹事的想法，在機緣巧合下，有人邀
請我做學生會的幹事；亦因一位資深幹事的離
任，成為了我加入學生會的契機。我記得第一
次跟幹事們見面時，大家都不太熟悉，但隨著
日後的相處，彼此的隔膜漸減，關係亦變得親
密起來。一年的相處，見證著大家的成長。
在這裡，我很感激過去一年大家對我們的
支持。雖然我不知道同學對我們內閣「WOLF」
的印象如何，但我很享受和大家這一年來的相
處，願我們這一群「狼」能在同學心裡留下一

心意瓶

蘇浙之最

WOLF副主席 卸任感言

F.6A 張嘉怡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過: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 。」這句話也是我們14位成員
參加學生會的初心。參加學生會的我們，並不是為了任何名利，要人景仰，而是真心希望為同學謀
取更多的福利，提供優質的服務，從而改善大家的校園生活。
在過去ㄧ年，我們不論在爭取學生福利、舉辦康樂活動或改善學校設施方面都有所成就。每一次
的會議，每位成員都謹守自己的崗位，努力的去構思活動和尋找解決辦法，有時從下午四時半開會
到晚上七時多，即使疲倦也沒有怨言。因為當我們得知自己籌劃的活動深受同學歡迎時，便知道所
付出的努力是沒有白費。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同學的回應是我們的動力。
時光荏苒，我們即將卸任學生會的職務，我衷心希望下一屆學生會能將這份服務精神延續下去。

個好印象。
我想特別鳴謝兩位副主席，她們協助我做
了不少決定，彌補了我性格上的不足；其次是
文書，她經常鞭策我和提醒我；還有三位顧問

蘇浙UNO王

老師，他們在我們籌辦活動時給予很多意見，
並且帶領我們成長。
最後，我希望下一屆學生會能做得更好，
繼續為同學們服務。

貧富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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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與辰CLUB全體師生大會照

第十二屆學生會
本校2018-2019年度第十二屆學生會政綱發佈暨
答問大會已於10月2日的週會順利舉行。
當日，新一屆的候任學生會內閣「辰CLUB」經過
自我介紹、政綱發佈、回應提問、甚至面對同學的即
時質詢後，在

同學即場發問

2018-2019學生會名單
內閣名稱：辰CLUB

全校師生的見證下自動當選。
當日更由文副校長主持簡單而
隆重的交接會旗儀式，在莊嚴

班別

姓名

5A
5B
5B
5A
5A
4B
4B
4B
4A
3B
4A
5B
5A
5B

馮雅婷
呂嘉銘
陳嘉君
陳靖宜
梁韻藝
曾澤恒
鄧倩玲
蘇彥銘
林文迪
李彥東
馮芷薇
張永森
葉紫蓉
楊芷晴

副主席 (二人)

的氣氛下，「辰CLUB」接棒成
幹事也來介紹政綱

職位
主席 (一人)

為本校第十二屆學生會。

文書 (一人)
財政 (二人)

期望新幹事們可以在未來的一年裏，盡力成為學校及同學間的溝通橋
樑，並為同學們帶來更豐富、更多采的校園生活。

辰CLUB主席 就任感言

幹事也來
介紹政綱

F.5A 馮雅婷

學生會 ―― 一個為學生服務及舉辦活動的團體，這是我最初的認
知。後來，隨著年級的上升，身邊的朋友成了學生會成員，每天
在我耳邊討論著活動，聽著倒是很新穎，也很羨慕。有一天，朋
友問我：「有沒有考慮過下年參加學生會？」我頓了頓，心裏開
始有點蠢蠢欲動。實不相瞞，一開始的我並沒有偉大志向，也沒
有特別想法，有的只是滿腔熱血。即使成為學生會會長是一項挑
戰，但我很樂意接受挑戰，自然也敢於冒險。想令一個團隊表現
出色，徒有一時的熱情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如何與「戰友」並
肩作戰，這是我這幾個月來最深切的體會。改正和進步，更是我
必須要學的東西。參與學生會，不僅是學習，更是一種磨礪，磨
煉成擁有良好的組織能力、處變不驚的魅力的人。這是擔起這份
責任該具備的，也是我需要努力的目標。

康樂

福利

宣傳
幹事即時回應提問

會旗交接代
表薪火相傳

團結一心喊口號

「創客學會」簡介

本校創客學會讓學生學習不同的軟
件編寫程式，如 micro:bit、Mind-

storms EV3 及 Lego Wedo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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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引起學生對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讓學生親
同學利用micro:bit內置
的感應器移動遊戲角色，
製作經典「食鬼」遊戲。

身體驗應用資訊科技的樂趣。
2019
Bottle sumo
機械相撲比賽

課後活動 LEGO WEDO

2017/18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經過反覆的
試驗，同學
終於完成參
賽的作品。

透過編寫程式，學生能夠把自己親手製作的機械人
控制自如，看見成果大家都展露滿足的笑容。
比賽期間同學們積極投入，合力解決問題。

同學於賽前練習亦非常
認真，一絲不苟。

日
常
課
後
活
動

Micro:bit

讓同學親手製作不同
的模型，提升他們的
創造力和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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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正在學習利用micro:bit
軟件編寫程式。

一 生 一 體 藝
本校推行「一
生一體藝計劃」，
每名初中學生均須
參加最少一項運
全港中學校際觸式欖球賽男乙冠軍2017

動、音樂或視藝活

動，我們希望學生能透過多元活動充實自己，不單使學生擁有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也能學習與人溝通和分工合作，以及有更多
機會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全港學界舞蹈節2016優等獎隊伍

本校周年陸運會於十月五日及八日假葵涌運動場順利舉行。
男童軍、女童軍、交通安全隊及各社運動員代表精神抖擻進場
後，梁校長於開幕致辭中勉勵大家好好迎接各項賽事，刷新大會
紀錄。他希望同學向今屆亞運奪金的李慧詩學習，發揮應有的體
育精神，並以隨遇而安及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失敗。本校今年邀
請的主禮嘉賓是博愛醫院一級中醫師周韋遜校友。周校友在學時曾任社長，他坦言運
動場熾熱的氣氛勾起許多中學生活的回憶。他欣賞同學的付出與努力，又指出旁人的

愛社榮獲社際全場團體總冠軍

鼓勵協助也是我們邁向成功的重要因素。周校友勸勉師弟師妹做好個人的角
色，努力向目標奮鬥，並祝願中六的同學在文憑試中考獲佳績。兩天的比
賽緊張刺激，運動員悉力以赴。而「社導師及家長混合接力賽」及「校友
會盃接力賽」，讓大家可以一展身手，藉運動建立良好關係。而中六同學
依本校傳統，陣容鼎盛地繞場一圈，接受老師及師弟師妹的祝福。最後，
主禮嘉賓致辭

銀樂隊進場

愛社勇奪社際全場團體總冠軍，禮社則取得「最佳團隊精神」獎項。

社導師及家長混合接力賽隊伍

緊張接棒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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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社榮獲最佳團隊精神獎

衝線一刻

學生感言
本校為協助學生提升英語技巧、建立自信及發揮領導才能，
於暑假期間推薦同學參加「夏橋英語營」，鼓勵他們多說英語及

F.4B 曾澤恆
「夏橋 英語營 」
是全英 語教育 的暑期

發揮潛能，實現自己的目標。

訓練營 ，實施 多元化
教育，並且培養學
生的責 任心和 創造力
等。在 那裏我 度過了
一個充滿美好回憶的炎炎暑假。
在那段 難忘的 時間， 我認識 了來自 本地不 同
學校的 學生和 從不同 國家來 到香港 教學的 老師。
起
初，對 於我來 說他們 都是陌 生的面 孔，但 經過一
連
串的表 演、練 習、討 論等活 動及課 堂上的 相處，
我
們之間的距離漸漸拉近，成為了無所不談的好朋

友。

上課期 間，我 學到了 許多教 科書以 外的知 識，
例如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著名城市(例如倫敦
、紐
約)的發展歷史和當地文化習俗。除此之外，我
們還
可以用 繪畫、 製作手 工藝品 和話劇 等形式 去學習
，
寓學習於娛樂。
最後， 很感謝 學校給 予我這 個學習 機會， 使我
能夠提 升自己 的能力 ，並改 善不足 之處。 這段經
歷
促使我成長亦鼓勵我繼續走更遠的路，面對未來
的
挑戰。

英文科聯校小組口語溝通練習活動
為提升中六學生在口語溝通方面的自信心，本校特意與四所不同地區中學的
學生進行英語小組討論及個人回應，學生除了學懂應試技巧及運用英語詞彙外，
亦掌握與他人應對的溝通策略，為公開試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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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組活動

公民教育組於9月及10月分別舉辦了
「聯合國兒童機金會主辦《青年心聲》」、
「UNESCO HK 和平大使青年領袖訓練
營」及「國情問答比賽」，讓同學多
了解社會時事、增進同學們對中國
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
等方面的知識。

聯合國兒童機金會

主辦 － 青年心聲

國情問答比賽

UNESCO HK 和平大使青年領袖訓練營

本校中四新 (中/英兼備) 課程
由於學生的英語水平提升，本校在
2018/19起增設兩科選修科以英語授課，以
便同學順利銜接大學及海外課程，本年的
中四選修科如下：

今年起以英語學習數學和化學科，我認為學習效果比我預期中
好。由於坊間不少參考書都是英文版，課堂以英文學習，這使我更
容易掌握學科的內容。此外，讓我們有更多機會處於英語環境，這
有助提升我們的英語能力。

選修一

選修二

生物 (英)

化學 (英)

生物 (中)

化學 (中)

物理

地理

中史

歷史

經濟

健社

資訊科技

視藝

F4B 葉欣桐
以英語學習數學和化學科後，讓我接觸英文的機會大
增，相信對於英文閱讀理解的能力會有所提升。為了更有
效地掌握課堂內容，我們必須於課前做好預習，掌握基本
內容，令學習事半功倍。
F4B 鄧倩玲

將來升讀大學，大部分學科都是以英語授課，故我們現在開始以英
文學習數理科目，能為將來打好基礎，亦能間接提升我們的英語水平。
F4B 梁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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