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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2018-2019年度 

姊妹學校計劃檢討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1) 廣州客村小學                                                             預計撥款﹕$150,000.00 

                  (2) 北京市門頭區溝育園小學                                                   實際開支﹕$118,4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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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結新姊妹學校 

與北京市門頭溝區育園小學締結

為姊妹學校 

 

 擴闊姊妹學校網絡。 

 於 2018年 11月順利簽約，

結盟為姊妹學校。 

 兩校之間初步認識，建立互

信。 

 已於 13/11/2018 成功與北京市

門頭區溝育園小學完成有關的

簽約手續，兩校締結為姊妹學

校。 

 北京市門頭溝區育園小學副校

長於 14/11/2018及 15/11/2018

到本校參觀，在本校進行觀課、

評課、參觀本校校舍及設施、欣

賞本校學生表演及與本校部分

教職員及學生面談，以了解本校

的校情。 

 本校與北京市門頭區

溝育園小學結成姊妹

學校。本年度，北京

市門頭區溝育園小學

副校長已到訪本校，

對本校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建議下學年安

排本校老師及學生探

訪北京市門頭區溝育

園小學，增加兩校交

流的機會。 

2. 加強兩地三校溝通、交流和聯繫：    

 2.1 利用校園電視台系統進行穩

定性的即時直播，分享活動

成果 

 

 加強與姊妹學校的聯繫 

 為校內大型活動進行校內及

網上實時直播及錄播，讓姊

妹學校師生可以參與本校活

動。 

 

 學校已按依據政府採購程序完

成優化校園電視台系統的採

購、安裝及測試工作。 

 成功為校內大型活動，如中華文

化日及探究學習周進行錄影，並

於與客村小學的老師及同學進

行視像分享，讓姊妹學校師生可

以了解本校情況。 

 由於三地的學校活動

時間有所不同，因此進

行大型活動之即時直

播未能配合。唯本校已

透過優化後的校園電

視台系統進行穩定的

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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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2.2 利用校園電視台系統讓學生

作視像交流，增加兩地三校

的互動 

 增加本校學生使用普通話的

機會。 

 提升有份參與學生的自信心

和成就感。  

 

 100%參與校園電視台姊妹學校

交流活動的本校學生認為直播

活動能讓他們發揮活用普通話

的機會。 

 100%參與校園電視台姊妹學校

交流活動的本校學生認為，有關

的即時視像活動，可提升他們的

自信心和成就感。 

 可透過互動直播讓更

多學生參與交流。 

 2.3 適時利用校園電視台系統，

安排視像會議，與姊妹學校

共同商討合辦學生交流活動

的詳情 

 

 與姊妹學校共同訂定合辦學

生交流活動的詳情。 

 本校姊妹學校計劃核心組成

員，包括校長、副校長、吳洛賦

老師成功透過視像系統與廣州

客村小學的老師進行視像溝

通，並跟進日後兩校的發展方

向。 

 學校適時與姊妹學校

的老師進行會議。 

3. 教與學共分享    
 3.1 進行課堂教學交流活動  促進兩地教師互相觀摩學

習，提升教師專業水平。 

 北京市門頭溝區育園小學副校

長於 14/11/2019到本校觀課。 
 100%本校參與的老師認同教學

觀課有助提升教師水平。 

 安排姊妹學校老師到

本校進行觀課及評課
活動，提升教師專業
水平。 

 3.2 邀請姊妹學校親臨本校，與

本校學生、教師交流學學心

得、欣賞本校學生的演出、

參與課堂活動或工作坊 

 促進兩地學校、師生及家長
交流。 

 100%本校參與的老師認同活動
能促進兩地的溝通。 

 87%本校參與的學生認同活動能

促進兩地的溝通。 

 繼續安排老師及學生

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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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藝發展互欣賞    

 4.1 透過視像會議及直播系統
與姊妹學校作體藝交流 

 促進兩地學生體藝發展，提
升本港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
歸屬感。 

 促進兩地學生體藝交流，互
相觀摩學習。 

 體會內地校園的教學設施和

教學發展，增廣見聞、擴闊
視野。 

 本校欖球、板球隊及 STEM隊的
代表完成與廣州客村小學學生
進行視像交流，並向對方學校的
師生簡介我校的學校活動。 

 本校的欖球、板球隊校隊(合並
7位師生)於 2019年 4月 26-27

日到廣州客村小學進行體藝交
流學習。 

 100%參與體藝交流活動的學生
認為有關活動能讓他們更了解
內地校園的教學環境及設施。 

 我校展示板球及欖球的活動，客
村小學的學生則展示花式籃球
及棒球的活動，雙方同學互相進
行球藝切磋及觀摩。100%參與體

藝交流活動的學生同意有關的
球類交流活動能增廣他們的見
聞。 

 100%參與體藝交流活動的學生
認為是次活動玟能認識廣州的
城市、歷史及發展，能擴闊學生
的視野。 

  

 繼續安排學生參與姊

妹學校的交流活動，且

增加參與有關活動的

學生數目。 

 

 

 4.2 帶領體藝校隊到姊妹學校
探訪及交流 

5. 分享姊妹學校計劃成果 
 於姊妹學校計劃完成後，設

計及印製刊物，內容有關交

流活動的花絮及學生作品共

賞 

 

 展示兩地三校教師的交流情

況及學生的學習成果。 

 

 

 本學年，學校製作 1819境外交流

及姊妹學校交流計劃特刊，展示

了本校與兩間姊妹學校的交流

 

 為增加三校間的聯繫

及分享三校的學習成

果，建議繼續製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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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活動。 

 

 於 2019 年 7 月把學校出版的 1819

境外交流及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特刊及學習成果篇送予姊妹學

校，分享學生學習成果。 

 

刊，詳錄活動的過程及

成效外，透過書刊增加

三地學生學術交流的

機會。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1. 締結新姊妹學校 

與北京市門頭溝區育園小學締結為姊妹學

校 

學生作品捲紙畫畫服務(活動用品) 

活動茶點 

$1,100.00 

$250.70 

 

2. 加強兩地三校溝通、交流和聯繫 

利用校園電視台系統進行穩定性的即時直

播，分享活動成果；利用校園電視台系統

讓學生作視像交流，增加兩地三校的互動 

優化校園電視台系統 $65,200.00  

4. 體藝發展互欣賞 

帶領體藝校隊到姊妹學校探訪及交流 

教師及學生旅行團費用 

板球套裝 

40,230.00 

550.00 

 

 

5. 教與學共分享 

印製刊物 

刊物印製費用 11,100.00  

  總計 $118,430.70  

  津貼年度結餘 $31,56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