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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道官立小學 

2020-2021運用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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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交流報告書 

2020/201 學年 

學校名稱：         廣東道官立小學               姊妹學校名稱 ：    1) 棠澍小學                     

:     2) 陝西科技大學咸陽強華學校     

締結日期：  30-6-2016  (棠澍小學) 

         :  16-4-2019  (陝西科技大學咸陽強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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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探究  促進兩地學生友誼，認識國情 

 

 

 

 

 

1.1 廣小同學透過姊妹學校交流

專題初步認識廣州 

 利用特色課時段，安排四

年級至六年級同學作有

關廣州和棠澍小學的專

題報告，讓同學多了解廣

州和棠澍小學的情況 

 老師帶領學生 50 人，於
交流結束後在校內向其
他同學匯報，讓其他同
學受惠。 
 

 四至六年級同學能對廣州

和棠澍小學有初步的認識 

 同學能在專題匯報中提升

自學和合作溝通能力 

 

 由於本年度疫情的問題，學生
多使用網上學習，復課後也需
要兼顧教學進度，未能利用特
色課進行有關專題研習。 

 因應疫情，校方改為與棠澍小
學運用錄影及微信通訊的方
式，一起參加了「2020 粵港姊
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香港區)」。本校由陳嘉雯老師
和普通話科科主任合作訓練和
帶領 8 位同學與棠澍小學的同
學一起拍攝參賽影片。 

 在本校與棠澍小學共同努力
下，結果榮獲「金獎」(小學

組) ，成績優異。 

 來年與特色課負責主任協
調，安排時間進行有關的
專題研習。 

 如將來因疫情或其他原因
影響未能親身到境外交
流，也可藉著校內的專題
研習，讓同學了解姊妹學
校所在區域的文化和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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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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廣小與棠澍小學書信結友誼 

 於上學期下旬利用書信
讓兩地交流學生先作初
步認識，建立友誼 

 學生能運用平日所學的書
信格式和寫作技巧，與內
地同學好好溝通 

 因疫情學生上課受影響和考
慮個人衞生問題，未能進行有
關活動。 

 如因疫情未能進行實體的
書信往來，可利用電子賀
卡、影片或視像系統來解
決問題，例如在學期初利
用以上方法向內地同學問
好或在新年期間向姊妹學
校「拜年」等。 

 1.3 本校小四至六學生(50 人)與

棠澍小學組成聯合隊伍，於廣

州進行交流考察活動(3 天)  

 參觀廣州著名風景名勝  

 兩地學生共同進行歷史

文化探究活動 

 參觀棠澍小學，學生參與

課堂，老師觀課 

 兩校學生均能認識雙方的

風土人情，擴闊視野 

 交流活動有助參與學生對

中國歷史文化及內地學習

模式的了解  

 交流活動能提升參與學生
的溝通及自理能力 

 受到本港和內地疫情影響，本
年的姊妹學校交流未能順利
開展。 

 如來年疫情好轉，校方初
步計劃在復活節期間帶領
同學到廣州花都與棠澍小
學一起進行交流。 

 在 2021-2022 學年先透過
視像系統及資訊科技系統
與姊妹學校進行學生及老
師問好或作第一次認識，
也可在校內繼續進行相關
的專題研習認識姊妹學校
所在地方的歷史、文化和
風土人情。 

2. 深度聯繫 促進友誼 

 2.1 利用資訊科技讓同學及老師

作網上交流，促進兩地師生了

解 

 進一步改善學校硬件配

套，以提供更有效的溝通

渠道，方便兩校師生交流 

 

 利用視像通訊系統，作不少

於 2 次的交流活動 

 交流形式包括管理層會
議、共同備課、學生活動
等，促進認識兩地的學 習
文化，互相分享、互相欣
賞 

 原定於 6 月 2 日與棠澍小學英
文老師及同學進行英文課示範
課和交流。是次交流由陳嘉雯
老師帶領英文科老師和外籍老
師與棠澍小學英文老師透過教
學影片、視像系統進行即時備

課和教學，並於課後交流心得。 
 

 5 月 31 日與棠澍小學馮麗玲校

 視像系統能提供一個另類
的平台，令兩地同學的距
離拉近，來年仍可善用用
此經驗來進行交流活動。 

 計劃會在下學年繼續進行
視像教學交流，上、下學
期各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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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視像通訊系統及拍

攝器材  

 安排配對學生與國內同

學以視像會議系統交流 

 利用視像系統，與廣州
棠澍小學及陝西科技大
學咸陽強華學校保持緊
密關係，為 2021-2022
年度的姊妹交流作出準
備 

長及熊主任進行視像系統測
試，確定雙方系統均運作正
常，並討論兩校交流的細節。 

 及後由於廣州的疫情出現爆發
情況，為了避免廣州方面的同
學在校聚集，經雙方討論，是
次視像交流需要延期。 

 本校負責老師一直利用手機
「微信」軟件與內地姊妹學校
保持緊縮的溝通。 

 本年度已按需要優化拍攝及視
像系統，與姊妹學校交流時能
有更良好的資訊科技支援，提
升果效。 

3 分享成果 集思廣益 

 3.1  製作刊物，與姊妹學校
分享學校刊物及學習活
動成果 

 製作交流特刊，與校內及
外界人士分享成果 

 因未能進行境外交流，故未有
製作特刊。 

 會把與棠澍小學師生進行的比
賽佳績安排在下學年第一期
「廣苗」報導。 

 可考慮把活動內容加入
「廣苗」及以拍攝交流分
享片段代替交流特刊。 

 
 
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 備註 

1. 
溝通探究  促進兩地學生友

誼，認識國情 
         / 

因疫情影響，未能舉辦活動，本年度未有任

何境外探訪支出。 

2. 深度聯繫 促進友誼 

1. LCD Projector    $3,700  

2. 手提電話 $5,694  

3. 電話卡及充值 $464  

4. 購買及更新拍攝及視像會議系統     $29,450  

5. 郵寄刊物到姊妹學校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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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加「2020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

文誦讀比賽(香港區)」戲服及物資 
$3,140  

3. 分享成果 集思廣益         / 
因疫情影響，未能舉辦活動，本年未有活動
刊物製作。有關其餘活動會留在下學年第一
期廣苗報導 

 

2019-2020 年度盈餘 (1) $154,850  

2020-2021 年度撥款 (2) $156,035  

2020-2021 年度款項 (1) +(2) = (3) $310,885  

2020-2021 年度支出 (4) $43,014  

2020-2021 年度總盈餘 (3) - (4) $26,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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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