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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聿修紀念中學 

姊妹學校交流報告書  
2018/2019 學年 

 
學校名稱: 趙聿修紀念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 1) 深圳市富源學校    1) 締結日期：15-12-2015 

2) 寧波市鎮海蛟川書院   2) 締結日期:  3.11.2016 
第一部分: 交流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交流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1 學生交流大使小組計劃  

 為讓參與交流活動的同學明白與

姊妹學校交流的意義，本校為同

學提供社交禮儀訓練，讓他們認

識交流大使的責任，以便順利接

待。 

在交流分享活動裡，交流大使能 

 跟國內老師及同學介紹香港

的生活及學習文化，並懂得

待人接物的禮儀及態度。 

 

 對內地教育及生活文化有基

礎了解，認識祖國，擴闊視

野。 

交流大使小組培訓目標基本達到。

 

 36 位到寧波市鎮海蛟川書院

交流的初中同學，能以普通話

跟國內的同學分享兩地的學

習文化，並列席課堂及參與棋

藝活動，有效體驗及認識內地

的教育及課外活動文化。 
 
 11 位負責接待深圳市富源學

校的中三同學，帶領國內師生

一同參加本校的開放日及沙

田文化博物館的展覽，讓姊妹

學校代表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促進兩校情誼。 
 

 交流大使小組可

繼續招募更多成

員，讓更多同學了

解參加交流團的

意義及得著。 

 

 交流大使小組會

在試後舉行分享

會，跟初中同學匯

報姊妹交流團的

感受，讓更多同學

報名參加交流活

動。  

項目 交流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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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寧波杭州姊妹學校交流團 

 25.4.2019 至 29.4.2019 本校江奕

昌校長與 4名老師率領了 36位初

中同學到訪寧波市及杭州市，考

察及參觀當地的歷史文化遺址及

城市地標，並拜訪姊妹學校寧波

市鎮海蛟川書院，校長老師與該

校的校長老師就教師專業發展進

行交流，學生參與觀課及文娛康

樂等活動，交流切磋，互相砥礪。

 
 為讓交流代表與國內同學有更多

接觸及交流機會，蛟川書院的 12
名師生代表更與我們同遊寧波的

鼓樓、博物館及杭州西湖、岳王

廟等歷史文化景點，讓大家一同

走出課室、學習傳統國粹及文物

保育的重要性。 

 通過專業交流，讓參與交流

活動的學校領導及老師，認

識兩地在教師專業發展、協

作教學及同儕觀課等方面的

經驗，改善教與學的成效。 

 
 透過分組列席外語、音樂、

美術及科學等課堂，學習及

參與不同棋藝比賽，讓本校

同學體驗國內的學習文化，

促進兩校的學術及校園文化

交流。 

 
 通過到訪寧波市及杭州市的

歷史文化地標，加強參加者

對中國歷史文化的認識，了

解承傳、保育及活化的重大

意義。 

 寧波杭州姊妹學校交流團順

利舉行，參加師生都認同交流

目標成功達到。 
 
 首先，兩校老師在專業交流座

談會，分別介紹了兩校為提升

教學成效的不同策略，彼此借

鑑，互補長短。 
 
 參加同學提交的交流感想，一

致欣賞國內同學勤奮好學、力

爭上游的學習文化，並以他們

為學習對象，完善自我。 
 
 參加師生對寧波市及杭州市

有更全面的認識，其中他們認

為《最憶是杭州》的文藝表

演，更揉合了傳統文化與現代

科技，生動有趣地介紹杭州的

過去及變遷，讓參加者除實地

考察外，多了一個途徑了解兩

個都會的發展概況。 
 
 

 兩校的交流活動

可更多元化，如增

加不同主題的專

業交流及學生交

流，如創科教育、

體藝比賽等，促進

兩校經驗分享，提

升教與學效能。 
 
 本校已把參加同

學對是次交流活

動的感想，刊載在

學校的校訊。 
 

 除了到訪寧波姊

妹學校外，可考慮

到訪及考察其他

城市如蘇州、上海

等去增加同學對

江蘇省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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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交流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3. 深圳市富源學校開放日到訪暨沙田文

化博物館參觀 
 
 為慶賀本校 40 周年校慶，

22.3.2019 年姊妹學校富源學校的

校長及師生一行 26 人出席了本

校開放日的開幕禮，其後交流大

使向他們介紹本校 STEM 教育

的發展及不同單位的攤位遊戲，

增加姊妹學校對本校其他學習經

歷的成就。 
 
 為增加富源學校師生對藝術文化

的認識，交流團到沙田文化博物

館參觀，讓參加者了解中華書

晝、粵劇、金庸作品及李小龍武

術的精粹。 

 通過參與本校開放日活動，

讓兩校可互相分享舉辦大型

活動的經驗，並增進兩校同

學的情誼。 
 
 透過參觀沙田文化博物館的

展品，增加參加者對中華藝

術的認識，欣賞中國文化的

成就。 

深圳市富源學校到訪活動順行舉

行，兩校參加師生均有所領會。 
 
 由於負責接待的交流大使同

為初中同學，因此兩校同學把

握機會，互相交流校園生活點

滴。參觀者對 STEM 展區較

有興趣，主動了解設計理念。

 
 不少參加者都是首訪沙田文

化博物館，對金庸展館的互動

展品介紹尤感興趣，同學除景

仰二十世紀最具影響力的武俠

小說作家外，亦明到金庸的武

俠小說對香港過去數十年流

行文化發展的重大貢獻。 

 兩校的交流活動

已漸見多元化，在

構思活動主題上

可加入體藝交流

等元素，讓兩校同

學比拼才藝。 
 

 戶外參觀方面，參

加者可參訪深圳

市有關改革開放

或城市規劃的展

館，促進本校同學

對深圳市迅速崛

起及發展的認識。 

 
 
本學年參加交流活動的總人次如下: 
學生:共 47 人次 老師：共 13 人次 校長：共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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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財務報告 
項目

編號 
交流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學生交流大使小組計劃 尼龍環保袋(1000 個) $9,850.00 方便交流大使存放交流活動物

資，如同學自備送贈給姊妹學校

的紀念品或交流團活動手冊等。 
2 寧波杭州姊妹學校交流團 

舉行日期:  
25.4.2019-29.4.2019 

寧波杭州姊妹學校交流團團費 
 (本校參加人數合共 41 人) 

$65,846.00  

3 深圳市富源學校開放日到訪

暨沙田文化博物館參觀 
舉行日期:  
22.3.2019 

姊妹學校交流活動暨沙田文化博物參觀  
(富源學校及本校參觀人數合共 40 人) 

$13,680.00  

4 寧波杭州姊妹學校交流團 
籌備及跟進工作 

教學助理薪酬及強積金供款 
(2019 年 4 月及 2019 年 5 月) 

$34,114.50  

  總計 $150,000  

  津貼年度結餘 $26,509.50  

 

第三部份: 資料修訂 

項目

編號 

修訂內容 備註 

4 深圳市富源學校因要處理校務問題，不能如期在 14.5.2019 讓本校師生回訪及到

深圳市改革開放博物館參觀。因此交流計劃書內的項目 4「深圳姊妹學校交流團」

的活動沒有進行。兩校協議交流活動將在下學年再行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