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賽馬會毅智書院 

「姊妹學校計劃」交流報告書 

2018-2019 學年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 江門市杜阮鎮樓山初級中學 締結日期：23/4/2010 

(2)： 北京工業大學實驗學校 締結日期：12/7/2018 

(3)： 北京日壇中學 締結日期：25/12/2018 

(4)：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第二分校 締結日期：25/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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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結果 反思及改進 

1 「姊妹學校計劃 2018」 

北京交流團 

 

舉辦日期：23-27/12/2018 

人數： 

本校行政及教師 13 人、 

學生 30 人 

(其中 8 位行政及教師由

其他津貼資助) 

1.1 通過交流增加學生對國家、對首

都北京的認識，同時增強國民意
識，開拓學生視野，豐富學習經
歷，為日後規劃未來做準備。 
 
 
 
 

 
 

1.2 通過交流，讓兩校學生進行深度
學習，達致學校推行 6Cs 的目標。 

 
 
1.3 通過交流，學校行政可以汲取對

方的管理經驗，作為優化學校機

制的參考。 

1.1 學生積極報名參加，報名參加人

數達 133 人，老師通過面試，甄
選 30 位學生參加。學生珍惜是次
交流活動，表現積極投入。 
 
 
 
 

 
 
1.2 兩地學校師生建立情誼，為日後

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1.3 交流活動後已透過問卷調查及口

頭回饋，收集師生的意見。 

1.1 本次北京五天四夜的姊妹學校交流很

成功，本校正式簽訂了 3 間姊妹學校。
教師交流方面，由校長帶領的 13 位行
政及教師與姊妹學校交流了學校理念
與管理經驗，有助於提高兩校的管理水
平。學生方面，學生們很投入，透過交
流參觀，加深了學生對內地教育的瞭
解，促進了與內地學生的交流，增強了

學生的溝通能力與自信心。 
 

1.2 此次活動正值北京冬天，天氣寒冷，根
據師生意見，以後交流可考慮在 4 月復
活節期間更適宜舉辦。 

 
1.3 交流形式可多元化，可考慮以科組的形

式，讓更多的老師參與教學交流，從而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2 中港兩地體育訓練及 

文化交流考察團 

舉辦日期：25-27/4/2019 

人數： 

本校行政及教師 16 人、 

學生 22 人 

 

姊妹校校長及教師 

10 人、學生 30 人 

 

（師生交流活動費用由

本校其他津貼資助） 

 

 

 

 

 

2.1 中港兩地體育訓練及文化交流

考察團活動 - 本校主任及老師

帶領學生到姊妹校交流訪問， 

學生進入班級上課，同時與該 

校學生進行田徑訓練和籃球友

誼賽，並一起參觀當地名勝，了

解當地文化。通過田徑及球類比

賽能增進兩地學生的友誼。 

 

總括來說，多項活動增進老師及

學生對彼此文化、教育和經濟方

面的認識和了解，擴展了他們的

視野，同時提升學生的研習興

趣、解難及溝通能力。 

 

2.2 出席江門樓山初中區沃滄、區沃

雲教學大樓落成暨第十一屆區

文波教學獎勵金頒獎典禮 

 

2.3 通過購置設備提高我校與姊妹

學校的交流效果。通過使用體育

器材，向姊妹校引進本校訓練田

徑選手的方法。 

 

2.1 活動能促進兩地學生體育交流，

兩地學生投入當中，為學生建立

了良好的學習平台。 

總括來說，多項活動增進老師及

學生對彼此文化、教育和經濟方

面的認識和了解，擴展了他們的

視野，同時提升學生的研習興

趣、解難及溝通能力。 

 

全部學生認同透過與當地學生進

行運動交流，豐富了自己運動的

經驗。 另外，學生認同透過考察

新會及江門市，了解環境資源、

自然風貌等知識。 

 

2.2 參與活動的老師和學生交流體育

方面的心得促進兩校學生繼續維

持緊密的聯繫 

 

2.3 老師觀察學生表現、收集參與的

老師和學生的意見 

2.1 活動能促進兩地學生體育交流，兩地學

生投入當中，增強友誼協作，新學年會

再繼續舉辦。 

 

 

 

 

 

 

 

 

 

 

 

 

 

 

 

 

2.3 透過使用體育器材，將本校訓練田徑運

動員的方法與姊妹學校交流分享，更有

效的促進了兩校的體育交流。 

3 出版「姊妹學校交流計

劃」特刊 

將師生交流期間的相片

和學生的心得體驗結集

成冊 

 

 通過特刊記錄師生與內地姊妹 

校交流和學習的經歷，與姊妹 

校及區內學校分享。 

 作為本校 20 週年校慶的紀念冊  

之一 

 

 特刊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師生 

    分享真摯。 

 學生的文章能充分表達學習體 

    驗和收穫(見特刊) 

 特刊的出版展示了我校近年與內地姊 

妹學校交流的歷程與精華，有利於推

廣並宣傳我校的辦學理念，加強我校

與其他姊妹學校的溝通。 



4 

姊妹學校到訪 

舉辦日期： 

 

18/05/2019  

江門姊妹校主任：2 人 

 

 

 

31/05/2019 

 

本校行政及教師 6 人、 

學生 32 人 

 

北京姊妹校教師 3 人、 

學生 30 人 

 

 

 

 邀請姊妹校出席本校 20 年校慶 

周活動，分享本校教學成果， 

加強彼此聯繫。 

 收集姊妹學校老師和學生的意 

見兩校師生積極參與本校活動 

，給予意見及回饋。 

 本校校慶周的經驗能令姊妹校  

師生獲益 

 江門市樓山初中的兩位主任參與了本 

校校慶周的活動並給與了很高的評價 

。透過觀摩校慶活動，增加了兩校之 

間的友誼。 

 因時間安排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 

 中學第二分校未能在本校校慶週期間

到訪。5 月底，人大附中二分校師生

一行 33 人到訪我校，參與了我校全人

教育時段的辯論比賽和好書推薦短片

比賽。學生需即時進行普通話傳譯，

提昇學生的語言溝通能力。活動後，

他們與我校的普通話大使進行了深入

的交流活動。活動加深了兩校的友誼 

，使兩校學生對彼此有更深的認識。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姊妹學校計劃 2018」北京交流團 
活動日期：23-27/12/2018 
本校行政及教師 13 人、 

學生 30 人 
(其中 8 位行政及教師由其他津貼 
資助) 

北京交流團-老師團費 
 
 
 
北京交流團-學生團費津貼 
 

$25,120.00 
 
 
 
$91,500.00 
 

 本校校長帶領行政老師及學生共 43 
人赴北京參與姊妹學校交流，包括
簽訂姊妹校協議、探訪學校、師生
交流、參觀等活動。 

2.  中港兩地體育訓練工具 
本校行政及教師 16 人、 

學生 22 人 

（師生交流活動費用由本校其他

津貼資助） 

體育器材-反應燈連叉電器 $ 20,000.00  體育器材的購置與使用優化了本校    
與姊妹學校之間體育的交流，特別
是田徑訓練方面。 

3.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特刊 印刷中港兩地姊妹學校交流特刊 200 本 
 

$9,600.00  特刊共印刷了200本，收集了本校與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的照片和文章。
除了本校學生的分享文章，還包括
了姊妹學校學生的文章。 

4.  姊妹學校到訪 
舉辦日期：31/5/2019 

 

本校行政及教師 6 人、 

學生 32 人 

內地教師 3 人、 

學生 30 人 

招待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第二分校 
師生茶點 

$1,336.30 
 

 來自北京的姊妹學校一行33人到本 
校進行了交流，本校選出的32位普
通話大使進行了一對一的接待工
作。兩校學生積極溝通，相互交流，
促進了兩校之間的友誼。 

  總計： $ 147 , 556 . 30   

  1 8 -19 年 度 撥 款 ：  $ 150 , 000 . 00   

  1 8 -19 年 度 支 出 ：  $ 147 , 556 . 30   

  津 貼 年 度 結 餘 ：  $ 2 , 443 .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