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交流報告書
〔學校須於每一學年完結復兩個月內向教育局呈交〕
(20 18/19 學年）
學校名稱：南屯門官立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深圳市龍崗區東升學校

締結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1

.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學校頜導可以互 兩地校長透過拜訪和回訪的方式，商討及舉
學校管理層面：
學校頜導專業交流，促進持續發 相交流、觀摩學 辦 20 18/19 年度的交流學習活動，為日後持
習、達致持續發 續發展奠下基礎。
展及對外聯繫。
以電郵、微信、探訪及回訪 展
香港迪士尼樂園，科技環保通識跨科考察交
保持專業交流。
流活動（12-4-2019):
本校陳梁少卿校長聯同兩位老師，帶頜
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姊妹
中二及中四級同學與束升學校校長及師
學校陳貴榮主任及葉金梅人
生一起進行跨科考察交流。
事專任到校參與本校建校三
兩校的校長均認同交流活動能促進兩校
十週年校慶開放日活動，並
的管理及教學文化，達致互相學習的目
在學校行政層面作專業交

流。

標“
兩地校長直接商討來年的交流目標和內
容，為持續發展作準備。

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本校的
伍副校長帶頜本校師生訪問
姊妹學校，並與姊妹學校呈
勁松校長討論學校行政管理
事宜。

學術及文化交流之旅（22-3-20 19):
本校的副校長聯同四位老師，帶頜 34
位同學到訪位於深圳龍崗區的姊妹學

於 2019 年 4 月 12 日王勁松
校長帶頜姊妹學校師生回訪

校。
透過親身觀摩及交流，能進一步交流兩
地的管理文化。

反思及跟進
兩地校長親自面談及協商，
促進全方位的學習管理，建
立更優質的高層溝通平台，
對未來發展具承先敔後的效
果。
兩校負責老師繼續使用微
訊、電郵溝通聯繫，快捷有
效。

本校，兩校校長親自帶頜兩
校師生訪問香港迪士尼樂
旦，進行科技環保通識學習
之旅以了解及交流兩地管理
文化的異同 O

2，

教學層面：

學校教師可以互 透過并訪和回訪，讓兩地老師互相協商，共
· 安排拜訪和回訪交流活動需要
拜訪姊妹學校，內地師生回訪本 相交流協作、達 同探討學習元素。兩地師生直接討論交流，
兩地校長和老師互相協商，活
校，讓兩校教師進行專業觀摩， 致持續專業發展
互相學習，持續發展。
動的成功實有賴兩地的真誠聯
就規劃大型交流活動、教學策略
絡和合作，為恆常化的交流奠
和評估技巧作交流。
開放日交流活動（16-11-2018):
下基礎。
透過校園參觀及參與各個科組的攤位活
11 月 16 日陳貴榮主任及鹽
動，能促進兩校交流跨科協作的安排， · 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除核心負
責的組別老師外，也與校內不
金梅人事專任參與本校建校
擴大教學和多元活動設計的效能，回績
同科組合作，兩地老師也能總
二十週年校慶開放日活動，
正面。
觀看學生表演，參與各個科
組的攤位活動，並在學校教
學層面及學生活動設計方面
作專業交流。

3 月 22 日本校五位老師訪問
東升學校，分組進行中文
科，數學科，電腦科和物理
科觀課，並到深圳文博宮和
深圳市機械人城進行學習體
驗活動。

結統籌及聯擊校內不同科組的

校園電視台製作和中樂團的表演節目讓
內地老師了解本校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設

經驗，促進跨科交流和課程改

計可以發揮學生不同的才藝，得到座圭

革。

佳和葉專任的高度評價。
學術及文化科技交流丸*(22-3-201 9):
東升學校老師進行中文科，數學科，電
腦科和物理科示範教學，促進兩地的專
業交流，課堂氣氛活躍。
透過觀摩內地課堂教學，能體驗姊妹學
校的校園學習氣圍和探討內地教學模
式，並了解內地教育的發展。

4 月 12 日木丑師生回訪，聯

在深圳文博宮，王勁松校長親自擔當導

同本校師生進行迪士尼樂園

賞員，講解文物起源，加深文化交流。

科技環保通識跨科學習之
旅，了解迪士尼樂園如何推

深圳市機械人城的體驗活動，能了解上
竺呈在人工智能行業的潛能和發展，促

· 兩地實地交流，由於中港地域
不同，交流安排需要靈活調
動，以便配合過關及交通的時
間，日後安排行程時也要注意
交流時問的應變方案。

進科技交流。

動環保通識教育。

科技環保通識跨科學習之旅（12-4-20 19)
兩地師生跳出校園，了解迪士尼樂園在
商業運作之餘如何回績社會，一方面推
行環保教育活動， 另一方面介紹物理
原理在機動遊器上的應用，提升同學們
對科學研究的興趣。

3.

學生層面：
探訪姊妹學校，內地學校回訪本
校，讓本校學生與姊妹學校學生
加深認識、並作學術及文化科技
交流。

11 月 16 日陳主任及葉專任
參與本校三十週年校慶開放
日活動，訓練學生以普通話
簡介攤位活動及介紹校園各
項設施，以提升學生的應對
能力和溝通技巧。

3 月 22 日到達束升學校進行
參訪體驗活動，本校中二學
生與內地初二學生一起上數
學科和電腦科。下午先到迅
圳文博宮參觀，再到深圳市
機械人城進行學習體驗活
動，並與東升學校的同學一
起分享聆聽有關人工智能的
發展曆史和如何投入應用。

踏出校園，
擴闊視野，
增廣見閘

從學生的反思和觀察，學生在交流活動中獲
益良多。
學術及文化交流之旅 (22-3-2019):

提升應對能
力和溝通技
巧，增強自
信

1' 解中國的
國情及國家
在人工智能
等科技的最
新發展和應
用
配合學校關
注事項二，
深化STEM 教
育及探索內
地學術及科
技應用的發
展

· 兩次互訪以及陳主任及葉專任
的到訪，本校老師分工合作，
並訓練學生擔當導賞員、講解
員等工作，事前工作雖然繁
重，但活動得到兩地師生的認

透過參與內地課堂，同學能成受到內地
同，同時提升學生的自信和溝
課堂的熱烈討論和認真投入。同時，亦
通能力，使投放的資源得到有
透過與內地同學交流，加深認識內地教
效的回報。
育情況和國家的最新發展，建立友誼和
· 內地的課程和特色與香港不
夥伴關係。
同，同學到訪東升學校能體驗
參觀深圳文博宮加深同學對中國文物起
兩地文化差異，兩地語言的不
源和發展的了解
同反而深化彼此的交流，使兩
深圳市機械人城的參觀和體驗，能提升
文兩語在生活中得到有效的應
學生對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
用。
用的興趣。本校師生即場進行與智能機
器人的互動體驗活動，親自操作無人
機，學生獲益良多，充滿滿足成。
迪士尼樂園跨科考察交流活動（12-4-

2019):
透過活動，一方面能加深兩地學生對通
識教育和環境保護的認識，另一方面深
化對科學原理的理解。最後，兩地學生
1

港，訓練本校學生作迪士尼
樂園學習活動的翻譯員和導
賞員。兩地學生一起學習如
何雄動環保教育的工程，了
解科技原理在日常常生活中
的應用以深化 STEM 教育，
提升同學們對科學研究的興
趣“

關 ，校 學兩與
保道 健。
校 一學 相立 誼 係學 的， 發
學 項妹互 建友 關同境
任格
合事 姊生 ，的伴 化環 責人
配 注 與學 習地 夥強 護 德全

4 月 12 日東升學生到訪查

互相分享當天交流的體臉和得著，增強
自信。
兩次交流互訪活動均能促進兩地師生交流互
動，粵港兩地師生均認為活動具意義，並期
待下一年的進一步交流。

附件 2（續）

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
學生：共 150 人次
老師：共＿ 25

人次

校長和副校長：共 4

人次

項編

目.
號
2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

備註

2018-2019 年度津貼：
$150000. 00
瀆• A

束升學校主任及領導探訪南屯門官
立中學一慶祝南屯門官立中學建

茶點

659. 60

校三十週年閉放日
到訪束升學校一一學術及科技交
流活動

3

學術及科技交流活動（一天團）（中文、數學、
生物、電腦 及物理科交流，參觀人工智能機
械人城和深圳文博宮）

19890.00

鏡頭

6, 500. 0

學校旗仔

1,980. 0

束升學校探訪南屯門官立中學

亞加力膠片18 塊

37980. 0
740. 00

整理及紀錄交流資料

迪士尼科技環保通識學習之旅
1
位教學助理薪金（3 月份）

17057.25

84806.85

津貼年度結餘

65193. 15

卜

總計

第三部分：資料修訂（如適用）
修訂內容

備註

沒有修訂內容

第四部分：聲明
茲證明一

1． 本報告書已獲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批核；
2.

所有支出項目已具備單據證明，並妥善存放本校；

3.
4.
5.

所有開支均符合運用「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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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會在每學年完結後的規定期限內，向教育局呈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報告，
以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確，亦知悉教育局有權要求學校提供支出證明，作審核之用。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簽署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庇
日期

鄭銘強

20 一6 一2019

E8
南屯門官立中學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活動及財政預算 20 19-2020
學校名稱：南屯門官立中學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項目

締結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姊妹學校名稱：深圳市龍崗區東升學校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津貼分配

編號
1.

學校管理層面：

學校頜導可以互相交

觀察

學校頜導專業交流，促進持續發展及對外聯繫。

流、觀摩、達致持續發

回積

探訪姊妹學校及交流

展

以書信、電郵、微信等形式保持專業交流

交流團費（到訪內地）:
預算 3人，$1000. 00
交流團費（回訪香港）:
預算 3人，$1000.00

其他互訪交流活動

教學層面：
拜訪姊妹學校，內地師生回訪本校，讓兩校教
師進行專業觀摩，就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和評
估技巧作交流。
往內地觀課：人文學科／數理科／體藝科
在香港觀課：人文學科／數理科／體藝科
評課
教研活動
教職員會議分享

學校教師可以互相觀摩
學習、達致持續發展

巷
問
課課察 鎖師
教
觀評觀回

2.

教學材料：$400. 00
交流團費（到訪內地）:
預算 3人，$1000.00
交流團費（回訪香港）:
預算 5 人，$2000. 00

3.

學生層面：
探訪姊妹學校，內地學校回訪本校，讓本校學
生與姊妹學校學生加深認識、並作學術及文化
交流。
中港兩地學生共同聽課
參觀內地學校／其他學習活動
姊妹學校學生優秀中英文作品集
普通話辯論比賽
才藝表演
參觀屯門 T· PARK/ 海洋公園
STEM 教育活動：三D 打印／鐳射切割
兩地學生團隊／解難等訓練活動

聘請一名教學助理（一個月）

擴闊眼界
與姊妹學校學生建
立兩地間的友誼與
學習夥伴關係
了解中國的國情及
最新的科技發展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使學生德智體
潭美全面發展
配合學校關汪事項
深化科技教育
和探索內地學術及
其他方面的發展，
協助處理姊妹學校
交流計劃的文件及
行政事宜

學生問卷調查
教師觀察
學生的反績
學生分享交流
威受
檢視兩校學生
共同完成的科－
技作品／文章

統計行政工作
考績表現

交流團費（到訪內地）:
預算 45 人，$20000. 00
交流團費（回訪香港）:
預算 100 人，$50000. 00
學生作品集印刷費：

$45000. 00
三D 打印／鐳射切割課程
牙口材料： $30000
L匕賽獎品：$500. 00

約＄18500.

00

$169400.00

總 計
備註：

1．參加計劃的學校每年獲發＄150000.00 定額津貼
2. 2018-2019 年度餘額：$65193. 15
3. 2019-2020 年度可用津貼：$150000. 00 + $65193. 15= $215193. 15

_／叮‘'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簽署
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姓著
日期

寺f矣P 堡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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