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剛推出「優化高中核心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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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本校視藝科、中史科及歷史科師
生參觀了疫後重開的香港藝術館首個大型展
覽，是次參觀分三部分。

   第一是陶瓷、書畫、青銅、玉器、漆竹
木雕、家具、織品，以至外銷藝術等，還有歷代傳
承的皇室用品及器具。最具特色的有薄如紙的「甜

白釉刻花龍紋盤」，藝術館特意做了漸變的燈光效果，五條暗龍紋會於燈光下展現在薄如紙的
白釉碟上，隨着燈光可慢慢看到紋式的變化。此外，元代的青花魚藻紋大罐；存世不出百件的
北宋汝窰青釉筆洗；沈周、文徵明、王時敏和董其昌等的書畫，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是龍袍。展館展出未製成龍袍前的布料：清乾隆年間的「醬色綢繡十二章紋吉服袍
料」。講解員細心介紹辨別龍袍的方法，以及龍袍不同顏色及圖案的意義。

第三部分是「聚道傳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展覽。「敏
求精舍」是由一群對藝術有興趣的社會名人組成，他們每五年借出珍藏給香港
藝術館公開展覽。是次展出不少近代新中國名家畫作和香港早期水墨畫，
例如：張大千六屏通景《荷花》、吳冠中《華山旭日圖》等。感謝范仁鶴
校監的接待，范校監親身介紹了其父范甲先生收藏的「萬梅堂」畫作。四
幅畫分別出自吳冠中、張大千、傅抱石及趙少昂四位近代名畫家手筆。四
人各以范甲先生和夫人的堂名「萬梅堂」為主題，作畫贈予范甲先生。鮮
有收藏家能夠擁有四大名家的畫作，每張畫各有千秋，技法迥然不同，既
是一個藝術時代的見證，也是文人間友情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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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部分大學

課程視為相等於考獲一科選修科5*的水平。

中四科目 (新學年開始) 上課時間

核心科目
(必修) 中國語文 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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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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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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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趣加選日語或第三個選修科目。課程以學

生為本，按能力修讀3個選修科。

梁健文校長

本校課程特色

葵涌蘇浙公學  以學生為本的高中課程設計

參觀香港藝術館
「聚道傳承─敏求精舍六十周年」

校長、老師感謝范仁鶴校監親自接待，並一同合照

大合照

「汝窰青釉筆洗」為重點推
介展品。存世汝窰不出一百
件，而宋徽宗以『雨過天青
雲破處』來形容其色澤

青花釉瓷

范校監親身介紹其父范甲先生收藏的「萬梅堂」
畫作

1

2015年開始增設中一英語科學及英語數學課程



「卓育菁莪」
生涯規劃講座

為協助學生了解各行業及籌劃未來，本校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於5月17日舉辦生涯規劃講座。承蒙香港專業及資

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支持

及協助，是次講座共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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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嘉賓包括有朱展泰先生、李芷筠

女士、李勝榮先生、汪國成教授、周詠賢女士、區耀勳先生、梁嘉妍女士、葉頌文先

生、鄔晉昇先生及鄧翠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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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嘉賓、梁校長及兩位副校大合照

專資會負責人鍾先生

李勝榮先生

區耀勳先生

李芷筠女士

梁嘉妍女士

汪國成教授

葉頌文先生

鄔晉昇先生

鄧翠莎女士

周詠賢女士 朱展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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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升輔組於4月14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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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校友先透過#主題標籤(Hashtag)自我介紹，包括高中選修科

目、畢業後升讀的院校及課程，以及他們的經歷等等。中五同學根據興

趣分組坐在相應的主題標籤圈內，進一步諮詢校友的讀書生涯、升學路

途，以及就讀院校特色和課程內容等。第一節分享完畢後，同學轉換座

位，參與另一位校友的分享環節。

是次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為提升互動交流，每位校友每次只與

約5位同學分享。中五同學積極參

與，爭取與校友交流的機會，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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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校友繼續

與學校保持聯繫，發揮沿途「友」你的精神，抽空與師

弟師妹分享升學及就業經驗，回饋母校。

學	 生：請問若我們想成為牙醫，需具備甚麼條件？

李醫生：我認為成績好固然重要，還需具備手藝及性格條件。在成績方面，要成為

一名牙醫，DSE的最佳6科成績至少要有36分，競爭頗大。在手藝方面，

學生需要手眼協調，有一雙「穩陣的手」，因為牙醫不僅要為病人看病，還要為病人修

補牙齒。在性格方面，要成為一名牙科醫生，必須沉着冷靜，定下心神為病人治療，同

時還需要有同理心、愛心、誠實以及專注，最重要的是有團隊精神，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需要與工作上的夥伴合作尋找解決方案。

學	 生：對於想加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妳有甚麼建議？

李醫生：牙科課程要求以小組討論形式研習，一個人不能成事，需與同伴合作，互相發揮所長。

現今年輕人大多數是獨生子女，與別人溝通機會較少，想法也比較自我，不夠主動，而

且不少是「大孩子」型，太需要別人的照顧，所以應多參與課外活動，多與別人溝通，

學懂自強自立，努力讀書，能改善上述情況及做到以上各項，便能成為一名牙科醫生。

專題訪問
嘉賓：李芷筠牙科醫生

訪問學生：葉靖柔(F4A)、戴子敏(F5A)

「人生攻略沿途『友』你」分享會

專心聆聽校友分享

分享圈

分享心得

熱切求問
用心解答 聆聽師弟師妹的疑難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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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3月分別為各級的學生舉辦其他學習經歷活動日(OLE Day)，

拓展學生在藝術文化、社會時事和生涯規劃多方面的見聞。

中一學生參與由聲輝粵劇推廣協會和本校校友組織的粵劇和舞蹈

體驗。學生除了欣賞精采的專業示範外，更能在教練的指導下嘗試

一展拳腳，突破自我；中二學生透過小組遊戲和講座，探討可可豆

和橙農的處境，認識公平貿易和護眼的重要性；中三學生則參與

SOCI GAME 生涯規劃體驗活動，以導師分享和伸展運動的形

式，啟發學生訂立個人目標和發展方向。

高中活動則是參觀各大專院校，讓

學生一覽大學的學習環境、各校設施及

了解收生要求，有助訂立學習目標，規

劃人生方向。粵 劇 和 舞 蹈 體 驗 

公平貿易/健康教育 大學參觀

─ 公平貿易工作坊及護眼講座 ─ 香港大學、香港珠海學院、香港公開大學中二

中一

中四

中三
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 SOCI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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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大學參觀 ─ 明愛專上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珠海學院、香港恒生大學

歌唱比賽是我校音樂科

一年一度的活動，比賽評

判由以往獲獎的多位舊生擔

任，希望能加強同學的歸屬

感及比賽的公平性。參

賽同學水準很高，十分

投入。受疫情影響，比賽

由原定12月初延期至3月3

日舉行，因應社交距離措施，不能安排全校師生齊集欣賞決賽。因

此，我們善用網上資源及科技，在週會時段於各班播放當時的精華

片段，讓全校同學一同欣賞是次精彩的比賽。

2020-2021歌唱比賽

「有我在」打氣日活動
在疫情影響下，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似乎阻礙了大家

的交流。但在葵涌蘇浙公學的大家庭之中，老師對同學的

關愛從不間斷。

為了此項有意義的活動，藝術發展

組連同音樂科舉辦了中六同學打氣歌曲

錄製活動，由本校樂器班丶青少年眾樂樂

隊、音樂劇成員、學生會幹事及初中同學演

唱「Try	Everything」。當中，大部份同學第

一次接觸錄音製作，感到新鮮有趣。錄製完

成後，將打氣歌曲的影片放上學校YouTube

頻道，陪伴中六同學度過一段溫習時光，為他們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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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

6月30日開始實施。本校配合教

育局的學習活動建議，於4月15

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在校

內舉行莊嚴的升旗禮儀式，培養學

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共同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香港副校長會於5月15日假

本校禮堂舉辦「如何在學校推

動國民及國安教育」研討會，

大約七百名中、小學校長、副

校長和老師出席，希望透過政

府、學校、教師、家庭及社會協力合作，培

養學生守法愛國。當日大會邀請到立法會前

主席曾鈺成先生及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李浩然博士作

演講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為大會致辭。多位專家

及友校校長蒞臨，令本校增色不少。本校亦派出多位同

事參加講座，獲益良多。

親子書展

本校「家長日」於3月7日(星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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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學期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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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講述中四分班機

制、選科策略、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介紹

高中核心科目和選修科目內容等，讓家長及

同學多了解，亦舉行了海外升學講座，有助同

學放眼世界。

本校於2021年5月14日晚舉

行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晚會」。

家長們與班主任面談及派發下學

期統一測驗成績，了解學生在

各方面的表現，同心協力培育

學生成材。當天下午四時三十

分，本校先於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家長也敬師」頒獎禮，由家長教師會主席石珈而女士及副

主席黃振權先生頒發「家長也敬師」感謝狀予熱心教學、表現

卓越的老師，包括林小慧老師、吳絲玲老師、Ms Linda Chen

老師、陳繼全老師及莊兆良老師。為協助家長

了解子女之升學途徑及選科，當晚亦舉行了

講座：《子女將來升學計劃》及《中四選

科》，由梁校長及傅昭明老師主講。

海外升學講座

家長日

家長分享會

家長晚會

學生齊向國旗行注目禮國旗緩緩升起

童軍準備升旗儀式

國家安全日升旗禮

國民國安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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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第 三 次 教 師 發 展 日

於3月18日順利舉行。因應疫

情，師生使用遙距的線上學與

教模式，壓力不言而喻，故學校邀

請心理學家何堃嘉博士主講「教師和學生

的情緒管理」講座，舒緩老師壓力。何博

士透過分享，讓大家了解情緒成因、情緒如何影響

學校運作；並即場指導老師進行「靜觀」呼吸及身體掃

描練習，藉以提升覺察力和專注力，學會讓心神安頓，

從容處事。講座後，老師繼續前往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新界會所)參加歷奇活動。導師向老師介紹歷奇訓練

歷史，又安排傳繩與猜卡片等分組活動，強化老師之間

的溝通與合作，建立互信及團隊精神。

為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可取得均衡發展，本校於本年3月正式

參與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創立葵涌蘇浙公

學混合見習支隊。聖約翰救傷隊救護主任楊

仲賢先生定期到校主持訓練，並向學生教授急救、

步操及其他技能等知識。活動不乏體能訓練及群體

協作，同學們除了能從中學到實用的急救技巧外，

更學會如何處理危急情況。

為使學生在未來升學選科與規劃

人生時有更多選擇，本校於本年5月與

培正專業書院合作舉辦了第一期日文興趣班。同學除了學習基礎日語，還有機會認識

日本的人情世故及文化知識，師生相處樂也融融。基於名額有限，是次活動取錄了中

三級35位同學。校方計劃於試後再開辦日語興趣班，供其他級別的同學報名，對學習

日語有興趣的同學請密切留意報名時間了。

教師發展日

臨牀心理學家何堃嘉博士分享

致送紀念旗

校長致詞

活動示範 導師講解歷奇訓練歷史

全情投入

圍圈聆聽
是哪一張呢？

開始競猜

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日語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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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蘇浙公學  2020-2021年度 獲獎紀錄

第七屆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與通識教育科相關的大型比賽。

參加培訓的時候，在網上會議室中有數百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和老師，我才意識到這個比賽原來甚具

規模，吸引了很多學校參加。起初我抱著「儘管一試」的態度參加，直到收到主辦單位的入選電郵通知，我

才臨急抱佛腳，上網「惡補」有關知識，當中也明白到要完成一個實地考察報告，不是想像中的容易，只是

要選擇一個「具探究性」的題目，我已經思考良久，之後還需制定詳細的實地考察計劃，例如地點、探究方

法、探究工具，還需要反思探究工具和方法的限制，並再作出補救建議，實是一大挑戰。

最難忘的是諮詢會當日，一向腼腆的我們要面對攝像鏡頭，令我們非常緊張，主辦單位老師不斷提出

問題，我們緊張地輪流回答。在老師的提問中，我們以為完美的報告，原來存在許多不足。這令我領略到學

習的本意，就是要好好裝備自己，汲取廣博的知識，才能洞察本身的不足，並加以改善，這才會更勝一籌。

接到入圍電郵通知到比賽當日僅短短8天，我們在限期內完成簡報、排版、匯報綵排等，可謂一次深刻

的經歷。雖然我們的成績並不是最優越，但在過程中的一切經歷、所學習的知識，確是並非一個頭銜所能概

括的。 (F.5A 羅仲恩撰文)

第七屆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2020-2021 「蘇浙B隊」獲得優異獎

蘇浙B隊在比賽中獲得優異獎。
(左起)評審鍾智遠校長、隊長羅仲恩、隊員
曾誠烜、劉俊豪、伍錦恩、領隊林麗華老師

範疇 獲獎日期 活動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學

術

2021-03-30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中學校長會
第三十一屆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學生獎 F.5B 謝漢宇

2020-10-19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19-2020

Diamond F.5B 伍珮昕
F.6B 曾澤恒、葉欣桐、鄧倩玲、鄭晉鏗 

Gold F.6B 吳圳澎、蘇彥銘 
Platinum F.5B 謝漢宇、魏嘉祺 
Silver F.5B 文樂兒、王柳蓉   F.6B 林振楠、陳逸昕 

2020-11-30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中學三、四年級
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獎狀 F.4A 張雄柯 

良好獎狀 F.4A 林俊凱 

2020-12-06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0 優異獎 F.6B 孫嘉詠

2021-03-01 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 ─ 第四期比賽 優勝獎 F.5B 陶慧娜 

2021-03-22 家長教師會獎項 中六級積極學習獎

F.6A 陳冠宇、陳瑋琦、陳思穎、張文昕、
董柏宏、樊詠希、馮芷薇、何倩儀、何采珊、
何元章、許鎮南、劉敏聰、梁靜如、吳江楓、
吳蕊柔、王梓盈、黃乙羚、張藝耀、朱影妮
F.6B 陳逸昕、張凱琳、馮金稀、黃雅琳、
梁錦欣、梁泳欣、林 琳、孫嘉詠、鄧倩玲、
曾浩泓  F.6C 林婉琦、劉興明   F.6D 陳詠敏 

2020-2021年度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上學期 學校優秀學員獎 F.3A 鄭慧芳 

2021 2021年加拿大英文寫作大賽「雅卓盃」 Bronze Award F.1C 區浩迅

其

他

2020-11-20 2018-2020 SD School Award Programme
Community Project Award 
Devotion of Promotion of 
SD Honours Award

全校

2020-11-30 保持清潔Instagram攝影比賽 優異獎 F.5A 劉嘉欣 

2020-12-01 米青年精神健康大使
Mental Health Youth Ambassador 一星 F.5B 魏嘉祺、陶慧娜、余汶蔚

F.5C 陳綺華、吳嘉諭   F.5D 謝文傑 

2020-03-01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五級－銀獎 F.1A 陳思穎

2021-03-15 線上行進樂器音樂比賽 獨奏組銅獎 F.4B 龎嘉儀

2021-03-15 理財數碼「講」網上理財問答活動
二等獎 F.5A 陳雅妍

三等獎 F.5B 黃駿熙

2021-03-29 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第七期比賽 優異獎
F.1B 何佩欣  F.1D 翟雪婷、許晴心
F.5B 羅鎵浠、史京鑫、黃曉琳、吳詠茵、
謝漢宇  F.5C 陳綺華 

2021-03-26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關愛校園」榮譽 全校學生

2021-04-13 閱讀約章獎勵計劃 2020/21 (第一期) 傑出表現學生獎 F.3D 郭恩美

2021-04-21 全港理財爭霸戰 最踴躍參與獎 全校學生

2021-04-23 女童軍Teen Girls Project消毒機械人設計比賽 三等獎 F.3C 劉芷僡、吳君琦  F.3D 鍾媚婷、鍾珮琪

2021-04-24 第七屆全港中學生實地考察報告比賽2020-2021 優異獎 F.5A 羅仲恩、劉俊豪、曾誠烜、伍錦恩

2021-04-26 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第九期比賽 優異獎
F.1D 翟雪婷、許晴心  F.2C 何思穎
F.3D 張穎思  F.5B 鄧伊美、羅鎵浠、吳以奇、
史京鑫、陶慧娜、黃曉琳  F.5C 陳綺華 

2021-05-28 第八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流行樂隊中學組  一等獎
F.1C 李映彤  F.2C 梁汶謙、余天慧  F.2D 伍心悅、
萬君瑜   F.3B 梁嘉琪  F.3C 張琬婕  F.4A 林嘉蔚
F.4B 陳芷桐、黃祖慧   F.5C 陳綺華   F.5D 李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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