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錦泰小學                                     

                                    2018-2019年度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雲南昆明市盤龍區金康園小學  (2)昆明市五華區春城小學  (3)北京東城區和平里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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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昆明市盤龍區金康

園小學及五華區春城小

學  交流(18/19) 

一. 目的: 

1.讓學生了解中國國

情、發展和成就。 

2.透過參觀學校及與內

地學生接觸，使學生

親身體現內地城市學

習條件及學生求學態

度。 

3.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讓兩校教師互相學習

及交流。 

 

1. 學生通過與國內學生交

流活動促進雙方文化學

術交流。 

2. 學生能認識中國歷史、

文化、中國國情及教育 

3. 學生能運用普通話作日

常溝通語言，提升運用

普通話的能力。 

4. 提高學生對國家的歸屬

感。 

 

實體交流: 

1. 觀察學生在出發前上專題課的校內訓練，

參與姊妹學校早會、上課、觀賞表演及在

交流時表現均主動投入。 

2. 從學生反思表、日誌中觀察所得，學生能

達到預期學習成果，反思自己的學習態度

及所擁有的優勢等。 

3. 訪問學校的學生及老師對交流活動的意見

時，大部份學生認同體驗課活動能加強認

識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國情及教育。 

4. 學生在老師帶領下進行專題報告時十分認

真，由訪問、收集資料、分析討論及撰寫

報告，學生都表現投入，過程順暢。分享

會上，學生亦能把所見所聞透過文字、相

片及講解與全校學生分享。學生表現令人

滿意。 

1. 於昆明市盤龍區金康園小

學交流時，兩校老師均分

別有授課，本校學生亦與

國內學生一起上英語課及

科學探研課堂。授課後均

有研討會，商討教學理念

及教學心得，課堂均順利

進行。 

建議﹕ 

將來進行有關活動前可多向

對方收集有關學生基本資

料，例如水平、班別人數

等，以便有效調節教學內容

及安排活動。 

2. 於五華區春城小學參觀防

止毒品展覽教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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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訪問老師對觀課方面意見時，老師表示

通過在金康園小學參與其英語及科學課

後，老師表示值得參考學習，並對個人專

業發展有所提升。 

6. 本校老師在英語示範課上亦獲對方認同及

讚許，並表示會參考編排類似英語課堂

(英文口語課)。是次交流有助提升兩校的

學與教水平。 

7. 師生通過參觀五華區春城小學特色教室

時，令師生都大開眼界，例如其毒品預防

教學互動室、電腦室、學生榮譽室等均讓

師生感覺新穎，設備先進，能提升學習興

趣。 

8. 金康園小學及春城小學的大課間也令師生

能體驗集體做體操的樂趣。 

生通過互動遊戲學習防治

吸食毒品的重要，讓學生

提高對毒品的認識及防

範，更見當地政府投放於

防止吸毒教育資源上教育

下一代的努力。 

3. 通過學生反思表、日誌中

觀察，得見學生能自我反

思及比較兩地學校學生學

習文化及環境等，能達到

預期的學習成果。 

建議﹕ 

可沿用每天晚上與學生開檢

討會教導及反思有關當日活

動，時間雖然短促，但短短

半小時的檢討會的確對提升

學生的學習有效。 

4. 學生學習、交流及參觀時

的態度認真，在禮貌及積

極性上均有所提升。 

5. 學生訪問姊妹學校的學生

及老師時，讓他們能更親

身了解及認識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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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國情及教育，並加深印

象。因此學生回校後能向全校

同學分享，展示有關結果。 

建議﹕ 

將來再進行有關活動時，可讓

學生預先學習課本內相關的知

識，再親身驗証，學習成果應

更好。 

2 
參觀及認識昆明文化及

名勝古蹟 

學生能認識中國歷史、文 

化、當地名勝古蹟及中國 

國情 

1.帶領學生參觀及認識昆明文化及景點 

a. 參觀大觀樓、西山風景區，翠湖公

園，認識中國四方工重簷木結構，

琉璃翼角尖頂建築。 

b. 參觀展館及名勝古蹟 

i. 參觀雲南省博物館 

ii.參觀石林風景區 

iii.雲南民族村 

iv. 科學技術新館 

v. 陸軍講武學堂歷史博物館 

1.參觀大觀樓、西山風景區，師生

可認識中國建築---簷木結構，

培養學生觀賞如大觀樓的琉璃翼

角尖頂建築之美，也親身體驗遊

山賞景及欣賞古蹟之樂。 

在大觀樓觀賞全國最長對聯，使

學生學習欣賞中國文學之高深及

所用文字之美。 

2.參觀雲南民族村，現場觀看大型

民族歌舞表演，讓學生大開眼

界，加深對雲南少數民族的生活

習慣、服飾、習俗、舞蹈、住屋

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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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 參觀 101報案指揮中心(臨時取

消) 

3.科學技術新館場地方雖然不大，

但學生通過參觀及親身動手做，

感受到學習的樂趣，特別是展覽

館所展出的物品，與常識科課程

有密切的關連，更能增加學生的

印象及學習的興趣。 

4.參觀陸軍講武學堂歷史博物館，

可讓學生了解中國近代軍校、軍

事發展，更可學習有關歷史，了

解近代中國國情。 

反思﹕ 

1. 與姐妹學校交流時，如能安排一

起學習或活動，有助學生互相建

立友誼，更可讓本港學生對當地

學生的學習情況、當地文化可有

更深入的了解。 

2. 計畫本與姊妹學校學生一起參觀

101報案指揮中心，但遇該中心

公安有事需出外執勤，因此臨時

取消行程，否則學生定可大開眼

界，目睹國內報案指揮中心運

作，將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學習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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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持續與北京和平里第一

小學交流 

學生可通過遠程教室與姊妹

學校交流及聯繫，並通過主

題學習讓學生擴闊眼光。 

1.通過遠程教室與北京和平里第一小

學交流，可保持與姊妹學校更深入的

交流及聯繫。 

1.6月 21日，我校通過遠程教室與北

京和平里第一小學及內蒙古烏蘭察

市第三小學作視像交流，以「神奇

的中草藥」為主題。和小老師教授

有關中草藥的知識，接着同學介紹

了他們親手用中藥龍眼做成的布丁

等食物，三小同學詳細介紹了車前

草、蒲公英等草藥的功效。可見中

藥不僅可作入藥之用，還可作食

療，深受人們喜愛。 

而本校同學首先通過朗誦有關中草

藥的詩歌，再介紹廣東涼茶的功用

及故事。 

2.三校學生通過資料搜集、專題匯

報、有趣及生動的活動，進行了一

個愉快又有意義的中藥文化課。 

3.通過使用遠程教室，可保持與姊妹

學校的聯繫及交流，更可擴闊學生

的眼界，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預算開支表 
項目 
編號 

支 出 項 目 費 用 學生支付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津貼 

1 1. 學生團費(六日五夜) 

 

@$5350 x36   
=$192,600  

 @$3022.2 X 36 
= $1108,799.2 
($108,800) 

 
 

2. 教師團費(六日五夜) 

 

@$5580 x 7   
= $39,060 

 

 

3. 校長團費(三日兩夜) 

 

 @$3860 x 1 

=$3,860 

 

 

4. 備用金、雜項及其他費用 

(如視像通訊器材等) 

$901  

  
(1+2+3+4)項              總計: 

 
$108,800 + $39,060 + $3,860 
 + $901 
= $236,421 

 

 

扣除學生支付總計支出﹕ $236,421.00 - $108,800 
 
= $ 127,621 

 

       申請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津貼﹕ $ 127,621 $ 150,000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津貼結餘:  $ 22,379 

 

                                                                                           

mailto:學生實際支付@$3022.2X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