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7.1

趙聿修紀念中學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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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寧波市鎮海蛟川書院
3) 西安市閻良區西飛第一中學

1) 締結日期：15-12-2015
2) 締結日期：03-11-2016
3) (有待確認締結日期)

項目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編號
1a)
深圳市富源學校交流暨深圳改革開放博物館導賞  透過出席課堂活動及才藝 上述交流項目沒有舉行。
 本校 25 名師生擬於 2020 年 2 月中前赴深圳市
分享 讓兩校同學體會不同 本學年開始時，香港的社會氣氛已見沉重，本
富源學校進行觀課及綜藝表演等交流活動，讓
的學習文化，擴闊學習領 校遂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以微信通知了富源學
兩地同學可互相學習觀摩，了解不同地區的課
域，促進個人成長。
校的劉炎平副校長，本年度的活動將會暫停，
程特點及課外活動取向。
 通過戶外參觀，讓兩校同學 並在同日得到劉副校長的回覆，同意上述安
 下午交流團隊會聯合富源學校的代表，參觀深
i) 了解深圳市如何把握改革 排，兩校下學年的交流合作計劃將會容後商討。
圳市改革開放博物館，了解深圳市過去 40 年
開放的勢頭，奠定今天的
來的發展歷程。
經貿科研地位。
1b)
ii) 認識香港的活化政策，反 由於現時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兩地仍有檢
深圳市富源學校回訪本校暨大館導賞活動
思如何可促進社會的可持 疫安排，故下學年的交流活動可能要在 2021 年
深圳市富源學校的 25 名師生擬在 2019-2020 年下
續發展。
學年回訪本校。早上交流代表會於本校進行觀課，
4 月至 7 月才進行。
下午將聯同本校的交流大使到中環大館進行教育
另外，富源學校的劉炎平副校長通知，張希懷
活動，了解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歷史及保育工作。
校長已離任，並由楊宗彬校長接任。
2.

寧波市鎮海蛟川書院交流

寧波市鎮海蛟川書院的 25 名師生擬在 2019-2020
年下學年回訪本校。早上交流代表會於本校進行觀
課，下午將聯同本校的交流大使到中環大館進行教
育活動，了解中區警署建築群的歷史及保育工作。 

透過出席課堂活動及才藝
分享讓兩校同學體會不同
的學習文化，擴闊學習領
域，促進個人成長。
通過戶外參觀，讓兩校同學
認識香港的活化政策，反思
如何可促進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

1

上述交流項目沒有舉行。
本校最初有構思兩校 2019-2020 年度的交流訪
問安排，並擬跟蛟川書院商量，但有鑑本學年
開始時，香港的社會氣氛沉重，本校已在 9 月
19 日以微信通知了蛟川書院的練永林主任，暫
停本學年兩校的交流合作計劃，並在同日得到
練主任的回覆，同意上述安排。兩校下學年的
交流合作計劃將會容後商討。
由於現時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兩地仍有檢
疫安排，故下學年的交流活動可能要在 2021 年
4 月至 7 月才進行。

反思及跟進
本學年建議
的參觀及交
流計劃，可
按來年的安
排情況，調
適主題及活
動日期。

本學年建議
的參觀及交
流計劃，可
按來年的安
排情況，調
適主題及活
動日期。

To be Endorsed by the SMC on 30.06.2020

項目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編號
3.
西安姊妹學校交流團

 本校約 20-24 名師生擬於 2019-2020 年上學年
到訪西安市，與西安市閻良區西飛第一中學的
領導舉行簽約儀式，締結為姊妹學校。
 兩校領導及老師會進行專業交流，介紹兩校校
情、辦學理念及教與學等情況。

 本校師生列席西飛第一中學課堂，了解他們的
學習情況，特別是航空科技教育的課程，認識
中國科研教育的目標。
 兩校同學分享兩地學習及生活經驗，促進彼此 
了解，欣賞不同的生活文化。
 兩校師生考察及到訪西安的歷史文化景點，展
開為期 5 天的西安姊妹學校交流團。

4.

預期目標
透過兩校同工分享交流，促
進專業發展，認識如何善用
不同的教學策略，應對學生
的學習問題，發展他們的多
元能力。
通過參與課堂活動，深化本
校同學對國內學制及學習
文化的認識，培養彼此砥礪
切磋的精神。
透過到訪西安的歷史文化
景點，增加同學對六朝古都
的了解，培養愛護文物，保
育城區的情懷

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教學助理行政工作開支
 交流團隊制服及相關交流物品

2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上述交流項目沒有舉行。
本校原定在 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籌辦西
安交流團，並在本年 6 月跟西飛一中的周玉明
副校長商議兩校締結事宜，擬定在 11 月 14 日
及 15 日，本校代表團到西飛一中進行姊妹學校
簽約儀式、觀課及師生交流活動。本校亦得到
香港教育局口頭答允，可動用「姊妹學校交流
計劃」的撥款，支付西安交流活動所需的費用。
然而有鑑開學時香港的社會氣氛沉重，本校校
長及負責交流計劃的老師經商議後，決定暫停
2019 年 11 月中到西飛一中交流及締結姊妹學校
的簽約安排。本校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以微信
通知了周玉明副校長，並提議待香港社會狀況
緩和後才正式開始，周副校長同日以微信回
覆，同意有關安排。為方便統籌及規劃，本校
建議 2020-2021 學年才開展互訪及交流活動，相
關籌備工作將在 2020 年 4 月左右商討。但由於
2020 年 1 月開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學校停
課，兩校的締結及交流安排，仍待落實。
由於上述 3 個交流活動延期至下學年，因此沒
有相關的開支。

本學年建議
的參觀及交
流計劃，可
按來年的安
排情況，調
適主題及活
動日期。

To be Endorsed by the SMC on 30.06.2020

第二部分：財務報告
項目
交流項目
編號
1a) 深圳市富源學校交流暨深圳改革開放博物館
導賞
1b) 深圳市富源學校回訪本校暨大館導賞活動
2.
寧波市鎮海蛟川書院交流
3.
西安姊妹學校交流團
4.
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教學助理行政工作開支
 交流團隊制服及相關交流物品

支出項目

費用

由於沒有進行
交流活動，所以
沒有相關支出
項目。

$0

2018-2019 年度
津貼結餘
2019-2020 年度
撥款
2019-2020 年度
津貼結餘

$26,455.50

備註

$154,950.00
$181,4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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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Endorsed by the SMC on 30.06.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