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有111位中六學生應考DSE。其中至少將會有17位畢業生考入八大院校的學位課程（20分或以上）。另外，

至少將有15位畢業生考入SSSDP資助或私立大學學位課程。

本年DSE科目共17科，所有17科(包括：中、英、數、通)的及格率均高於全港平均及格率。大部份科目的成績

都比去年進步。其中，中文、物理、經濟、地理、健社、視藝科的及格率和優良率均同樣高於全港平均水平。

恭喜各位畢業同學，祝你們鵬程萬里。

F.6A   劉彥瑩        中文 5*       歷史5*       英文4      通識4      中史4

年輪更替，輻輳流轉，轉眼之間我已從母校畢業。回頭細想，感觸良多，這五根手指頭數不完

的年歲裡貯存了我滿滿的回憶。

我從來不是一個會自系枷鎖的人，自然也不願讓「學習」束縛我。相比起「勤」學習，我認

為「愛」學習更為重要，並寓娛樂於學習。以自身作為例子，因我修讀歷史，對於不被世人所知的

野史頗有興趣，故常自發翻閱典籍、瀏覽文章及參考名家的見解。「愛」學習使我能夠「玩轉」歷

史，對課本內容有了額外的認識，助我將文字轉化為畫面，刻劃在腦海中，提升學習效能。

母校的主樓環繞著操場，當我們站在操場上時，彷彿能感受到她的溫暖懷抱。時光荏苒，歲月

的痕跡悄悄爬上了母校的牆體，滑落的是母校育人時辛勤的汗水，吹不走的是母校數十年來不變的

校訓精神—「整齊嚴肅」，四個字深深地刻在了每個葵涌蘇浙學子的心中。

各位親愛的師弟妹們，今年是極具挑戰的一年，我們參與其中，都成為了歷史的見證者，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前行。來路不知尚有多少

艱辛，盼望你們能夠秉持初心，不畏艱險，勇敢前進！

F.6B   戚詩婷        中文 5      數學5      生物5      化學5      英文4

在葵蘇就讀的三年中，母校提供給我的不僅是輕鬆活潑的校園氛圍和學習風氣，還有豐富的學習和課外活動機

會，令我對知識和社會的認知不再停留在書本的白紙黑字，而是變得立體。這些在我中學生活甚至到人生簡歷中增

添了繽紛色彩的經歷，都不能離開母校的給予和關懷，才能令我的中學生活熠熠生輝。至於學習，最基礎卻是最重

要的就是學習課本。無論試題如何瞬息萬變，本固枝榮，只有真正理解基本原理才能加以進階運用。再者便是將知

識生活化，從生活中一條新聞一杯飲品一部劇集中聯想到學習過的知識，記憶會更加牢固。希望各位同學能隨心且

盡力地在蘇浙學習，不留遺憾，往後回顧中學生活都能夠感到不枉此行。

F.6A   高倩        中文 5**      數學5      通識5      中史4      歷史4

我帶著對未知生活的迷茫和恐懼，踏入蘇

浙。同學的熱情和老師的親切漸漸打動了我，讓

我開始適應新的校園生活。

在蘇浙學習的時光無疑是愉快的，有老師的

傾囊相授，有同學的樂於助人，即使你有學習上

的困惑，也很快能得到解決。此外，校內校外的

課外活動也十分豐富，有助拓寬知識層面。

校園生活中，最讓我慶幸的事情便是交到了

知心朋友。人的成長總免不了有絕望和失意的時

刻，他們或許會站在你身後給予了你前行的力量，或許會以

身試法告訴你世界終究美好，值得你伸手冒險去抱一抱，或許

會和你同仇敵愾、攜手並進……無可否認，你也會在蘇浙遇到

這樣的一群人，拉你走出深淵，陪你砥礪前行，成為相交一生

的朋友。

若你選擇了蘇浙，請放心，你一定和我一樣，會找到合適

自己的路，未來一定會很好。

F.6B   鄧伊芸        中文 5*      數學5      通識5      化學5      物理5

夏天悄然而至，又是一年畢業季，明明是火熱

的季節，卻要承受盛大的離別。

初踏入葵涌蘇浙公學的校門，我也未曾想到將

會在這個地方收穫那麼多美好。初來乍到的我因為

不熟悉環境的轉變而變得較為內向。在一段時間的

相處下，這個大家庭的溫暖融化了我內向的心。在

我面對困難或者疑惑的時候，老師和同學都會盡力

幫助我，讓我盡快適應環境和融入大家，也讓迷茫

的我漸漸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校園生活步入了正軌，我便開始專注於學習，以裝備自己好好應對文憑試的

挑戰。在課前，我經常都會進行預習工作，以便課堂中能理解老師的講解。課堂

上遇到的問題我也會向老師提問，這樣才能真正吸收知識重點，然後在小測和考

試中貫通和運用。

經歷了至今最重要的一次考試，我明白過程中的艱辛與壓力。現在的我們正

值歷練的階段，努力才是對未來最好的交代。希望師弟師妹們都能不負現在珍貴

的中學時光，努力地繪畫屬於自己的精彩！

高倩同學(左)、鄧伊芸同學(右)

劉彥瑩同學(左下)

戚詩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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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開始增設中一英語科學及英語數學課程



本校「家長日」於六月十二

日(星期五)下午一時半至六時正舉

行。當天由各班主任派發第一學期成

績表，並跟進疫情期間學生網上學習的情況，讓家長了解子女在

學校的學業、品行等各方面的表現，從而及早督促子女溫習，應對

期終考試。當日社工、各科任老師、級導師及升學就業輔導組老師

亦與有需要的家長會面，提供相關的支援。

由於中三選科對

同學未來的升學及就業影響甚

大，故校方特別在家長日當天

為中三同學安排選科講座，介

紹高中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內

容，讓家長及同學多了解，有

助同學盡早策劃升學路向。

家長及同學專注聆聽選科資訊

傅昭明老師主持講座
等候講座開始

家長校董選舉
本校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結束，衷心恭賀何慧儀女士、

石珈而女士分別當選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兩位之任期由二零

二零年九月一日開始，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投票一刻

點票會

點票中

投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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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課程設計的信念是「以生為本」，按學生特質而定，旨在提升學生之學業水平。本校的課程設計不會拔苗助

長，亦不會捨難取易，犧牲學生的進步機會。

本校為發揮學生的潛質，為學生編排將來升學之路，特別為學生安排中、英並重的課程，除了中文、中史及普通話

科以外，其他科目可選擇全中文、全英文或中英兼備的教學課程，各適其適。

中文授課 英文授課

中文、普通話 英文

生活與社會 綜合科學

數學(普通班) 數學(精英班)

中史 中三生物 (精英班)

歷史 中三化學 (精英班)

地理 中三物理(由2021年開始)

設計與科技 生活與科技(家政)

電腦

音樂

體育

初中

大部份小學的課程都是以中文授課，為了讓

升中學生容易適應，本校中一至中三課程的

教學語言以中文為主，各個科目的教學語言

如下：

高中

由於大學課程多用英語修讀，而大部份專業考試亦只設有英文卷，學

生要及早適應以英語學習該課程。而且，部份科目(例如：數理)的英

文參考書比中文參考書多，英語教學有助學生將來的升學及就業。

(1)如果學生的英文水平不高，可選擇全部科目用中文授課。

(2)如果學生的英文水平高，可選擇大部份科目用英文授課。例如：

(3)學生亦可按個人情況，修讀一個英文及一個中文選修科目。例如：

例子 核心科目 選修科

1
中文 + 英文 + 通識 + 

數學(英) + 數學延伸 2 (英)

生物(英) + 化學(英)

2 生物(英) + 企業會計財務(英)

3 化學(英) + 企業會計財務(英)

本 校 課 程

核心科目 選修科一 選修科二

按個
人興
趣及
能力
選擇

中文 + 英文 + 通識 +

數學(英/中)

+ 數學延伸 2 (英) /

數學延伸 1 (中)

生物(中/英)、

物理(中)、

經濟(中)、

中史(中)、

視藝(中)、

中國文學(中)

化學(中/英)、

企業會計財務(英)

健康及社關(中)、

資通(電腦)(中)、

地理(中)、

歷史(中)

旅行活動豐富，學生各有所好。有的圍

爐燒烤和野餐，笑容滿臉，促膝長談，

彷彿有說不盡的話題。有的全情投

入地進行各種集體遊戲和運動，

儘管汗流浹背，天真爛漫的笑

容仍長掛嘴邊。亦有不少熱愛大

自然的學生，細心觀察樹木和海洋

的奇妙之處。果然學習從來不限於

地點，而是學習的心。學生離開前收

拾好雜物，盡守公民責任。最後，旅行在

一片歡樂中圓滿結束。

共聚總是最快樂

笑容滿面
品嚐美味的成果進行集體遊戲

誰是烹飪天才呢？

本校旅行於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舉行。能離開課

室，親近大自然，與師長和

同學共聚同歡，學生顯得

份外雀躍。

同行校長與老師樂在其中

圍聚閒談

學生享受野餐之樂

中一 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中二 新娘潭涌背燒烤場

中三 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

中四 西貢大網仔抗日烈士碑園

中五 鶴藪水塘燒烤區六號場

中六 大帽山郊野公園

中一 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中二 新娘潭涌背燒烤場

中三 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

中四 西貢大網仔抗日烈士碑園

中五 鶴藪水塘燒烤區六號場

中六 大帽山郊野公園

*每屆的選修科組合會視乎應屆學生意願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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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獲獎日期 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學
術

2019-10-11 新地會「家傳瑰寶」大募集比賽 優異獎 F.6A 何思琪

2019-12-0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三、四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F.3C 張雄柯

2019-12-04 中學一、二級普通話詩詞集誦  冠軍 F.2C

2019-11-18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English

Mixed Voice Choral Speaking (F1)

- First runner-up
F.1C

2019-11-30 F.5 Girl Solo Verse - Champion F.5B 馮金稀

2019-12-05
Mixed Voice Choral Speaking(F3) -

First runner-up
F.3C

2020-06-08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計劃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F.5A 陳思穎

F.5B 陳逸昕

體
育

2019-09-20 全港武術分齡公開賽 長拳季軍、劍術季軍、拳術及兵器全能季軍 F.4B 曾芷瀅

2019-10-15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女甲200米個人四式、女甲50米背泳殿軍 F.5C 林婉琦

女乙100米背泳殿軍、50米蝶泳第六名 F.4D 梁凱喬

女乙50米蝶泳季軍、100米自由泳第五名 F.4A 戴子敏

男乙100米自由泳、50米 背泳亞軍 F.4D 劉澤晨

2019-11-27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決賽 女甲跳高亞軍 F.5B 李思慧

2019-12-15 2019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中學女子組優異獎 F.1D 廖天藍

中學女子組全場第九名 F.1D 黃曉瑩

中學男子組優異獎
F.2A 黃植濤

F.2B 黃庭剛

2019-12-15 2019沙灘欖球錦標賽
中學男子奪標賽冠軍 F.4D 麥智仁

中學男子奪標賽亞軍 F.4C 李彥東

公
民
教
育

2020-04-17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十優大使 F.4B 黃曉琳

嘉許證書
F.4B 陳瑤、岑潔心、

 王柳蓉、余汶蔚

葵 蘇 學 生  文 武 皆 精  發 掘 興 趣  全 人 發 展

2 0 1 9 - 2 0 2 0 年 度  獲 獎 紀 錄  ( 更 新 至 2 0 2 0 - 0 6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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