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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8/19 學年 
 

學校名稱： 香島道官立小學  姊妹學校名稱： 從化區流溪小學、   
佛山鹽步中心小學 

 締結日期： 30-06-2018 
09-05-2019 

 

第一部份：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計劃進行情況 反思及跟進 

1. 學校層面    

1.1 聘請半職文書助理處理相關
行政工作如：兩校溝通聯絡、
交流團報價、文書往來及交流
活動學習物資、活動後的展示
工作、製作刋物及短片等。 

—完成交流團及刋物報價工作 
—安排交流活動物資及學習冊 
—收集及統整交流團文件、証件等 
—交流活動後壁佈及短片展示 

—本學年未有聘請半職文書助理處理行
政工作，由負責老師完成相關工作。 

—來年仍需因應撥款聘請半職文書
助理分擔教師的文書工作。 

1.2 學校姊妹計劃核心小組成員
到姊妹學校進行工作會議。 

—規劃 1819 學年交流活動 
—確定交流活動日期及內容 

—校長及行政主任於 10 月到從化流溪小
學與校長及副校長進行會議，就本學年
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共同訂定行事曆
及商討有關視像交流問題的解決方案。 

—有效就兩校的校曆共同訂定活動
日期及形式。建議來年可於訂立計
劃後再作書面確認。 

—就視像系統問題作出解決方案，安
排特定時間讓兩校資訊科技人員
一同就系統聯繫進行測試。 

1.3 添置境外交流設備： 
—購買具視像功能電話 2 部 
—購置中港兩地均能通訊電

話卡及上網數據卡 
—購買具上網功能的數碼相

機 2 部 
—購買具視像功能可上網的

i-pad 2 部，並安裝「微訊」
等可與姊妹學校通訊的國
內常用通訊軟件，供交流使
用。 

—更新本校境外交流的設備，以便
進行境外交流時與學校保持緊
密聯絡。 

—透過境外交流設置可即時发放
學生活動情況及資訊。 

—80%教師同意境外交流設置能
有效共與境內外各右關單位保
持緊密的聯繫。 

—本學年已購買了 1 部視像功能電話及
兩部具上網功能的相機。同時亦購置了
數據卡供交流團時使用。 

—交流期間，帶隊老師不時將交流情況傳
送回學校，校方收到訊息便上載相片於
學校網頁，讓家長能知道子女的學習情
況。 

—約 100%教師認同意境外交流設備能有
效與境內外各有關單位及學生家長保
持緊密聯繫。 

—1 部電話未能迅速讓全部學生與家
長聯繫，在分組活動時，教師亦未
能互相聯繫，建議來年多購置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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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計劃進行情況 反思及跟進 

2 教師層面 
   

 2.1 教師探訪姊妹學校，進行學
術交流。 

—80%教師同意透過兩地教學人
員的交流加強對內地教育的認
識，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校長、行政主任及教師於 5 月到鹽步中
心小學交流並舉行結盟儀式。本校外籍
老師進行示範課，並與姊妹學校的英文
老師進行交流。 

—約 85%教師同意透過兩地教學人員的
交流加強對內地教育的認識，促進兩地
文化交流。 

—來年就個別合適主題安排教師交
流活動。 

 2.2 邀請姊妹學校教師到本校參
加畢業禮及才藝匯演，分享
活動心得。 

—與本校老師交流籌組活動心得。 —因流溪小學的考試日期與本校畢業禮
演出的日期相撞，故本年姊妹學校未能
到本校交流。 

—來年可於開學初期先以電郵就三
校的校曆擬定交流日期。 

 2.3 與姊妹學校分享學校刋物或
活動花絮。 

—全年最少分享兩本學校刋物 —本校製作的校訊、香島家書及學習成果
篇已送到流溪小學及鹽步中心小學。 

—本學年的第一期《同根心》，，將於 6
月中旬印製。 

—來年繼續分享三校刋物及活動短
片。 

3. 學生層面    

 3.1 配對學生 —安排三、四年級同學配對成筆友 
—配對學生以心意咭卡介紹 

—於 9 月揀選 12 位三、四年級同學成配
對筆友，並製作開學心意卡與筆友分享
學習心得及新學年的學習目標，同時亦
作自我介紹。 

—於 10 月行政交流時將學生心意卡送給
姊妹學校。 

—配對學生於 5 月到流溪小學交流時親
自送上小小紀念品。 

—所有配對同學全學年有超過 2 次以不
同形式的方法溝通，包括心意卡、微
信、兩校互訪交流。 

—安排新一批同學與姊妹學校配對
成筆友。 

 3.2 於節日或學校活動時以書
信、賀咭、電郵或視像通訊
等互表心意及分享生活體
驗。 

—80%同學曾以不同形式與配對
同意分享交流。 

—約 50%學生曾以心意卡或電郵交流表
心意。 

 

—因新配對同學未有國內同學之電
郵，故建議來年配對同學加入電郵
聯絡資料，以便學生可多作聯繫通
信。 

 3.3 視像交流及網上交流 —安排學生進行視像交流 
—學生自行與配對同學網上交流 
—90%參與學生全學年最少兩次

與姊妹學校學生聯繫。 

—未能作視像交流。 
 

—經兩校資訊人員了解測試，仍未能
解決兩地不同網絡系統的連線問
題，建議來年安排學生於特定時間
作網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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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計劃進行情況 反思及跟進 

 3.4 學習體驗交流活動 
—本校小六學生到姊妹學校

進行 3 日 2 夜的交流，一
同參加學習活動。 

—參觀國內科技及文化景
點，加強學生認識國內歷
史文化及科技發展。 

—全體同學完成活動學習冊 
—90%參加同學同意學習體驗交

流活動能提升對國內歷史、文化
及科技發展的認識。 

—90%參加同學同意活動能提升
自我管理能力。 

—5 月上旬本校舞龍隊、醒獅隊及配對同
學共 32 人進行 4 日 3 夜的交流。 

—先到佛山鹽步中心小學結盟及作國術
文化交流；接著與從化流溪小學同學一
同參觀香港賽馬會從化馬場，體驗模擬
策騎、了解馬匹的生活及訓練情況。 

—是次交流亦包括陶瓷製作體驗，參觀國
術文化演出，讓學生認識國家歷史及國
學文化。 

—全體交流同學均完成學習冊，約 85%
同學同意學習體驗交流活動能提升對
國內歷史、文化及科技發展的認識；
96%參與同學認同交流活動能提升溝
通及自理能力。 

 

 3.5 邀請姊妹學校六年級同學到
本校出席畢業禮及才藝匯
演，同時參加升中適應活
動。 

—出席畢業禮及才藝匯演。 
—與本校畢業生分享升中準備。 
 

—畢業禮正值流溪小學考試，故未能到本
校交流。 

—來年可因應學校其他特色活動邀
請姊妹學校到訪，避免與考試撞
期。 

4 家長層面 
   

 4.1 製作「香島家書」，分享家 
長活動及親子溝通技巧。 

—製作兩期「香島家書」 
 

—香島家書已送到流溪小學及鹽步中心
小學。 

—下學期香島家書印製完畢後會安排送
到兩間姊妹學校。 

—香島家書能讓姊妹學校家長對香
港的教育模式加深了解，同時亦能
分享家校合作經驗。 

 
 4.2 邀請家長參加學習體驗交流

活動 
 

—90%參加家長同意學習體驗交
流活動能提升對國內歷史、文化
及科技發展的認識。 

—90%參加家長同意活動能提升
子女自我管理能力。 

—本年未有家長參與姊妹學校交流。 —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透過微信與
配對學生家長一同分享交流。 

 

 

 

 

 

 

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 

學生：共  88 人次 

老師：共  14 人次 

校長：共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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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 備註 

1. 學校層面 1.2 行政交流 5,040.00  

 

 1.3 電話 1 部 4,178.00  

 
1.3 數碼相機 2 部 8,690.00  

1.3 數據卡 80.00  

2. 教師層面 2.3 號外《同根心》印刷及設計 1,336.00  

3. 學生層面 3.4 大灣區四天國術文化交流團團費 116,220.00  

  3.4 團服 2,836.00  

  3.4 舞龍教練費 8,800.00  

   總計： 147,180.00  

津貼年度結餘： 2,820.00  

 

第三部分：聲明 

茲證明－ 

1. 本報告書已獲本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批核； 

2. 所有支出項目已具備單據證明：並妥善存放本校； 

3. 所有開支均符合運用「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津貼的準則和要求，以及教育局發出有關採購程序的通告及指引； 

4. 本校會在每學年完結後的規定期限內，向教育局呈交審核的周年帳目報告，報告內會分項列出使用津貼的收支；及 

5. 以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確，亦知悉教育局有權要求提供支出證明，作審核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