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中學 

2018-19學年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 

第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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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及跟進 

1 ․「香江暖流‧筲官順義」互訪計劃 

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師生於27-5-2019到

訪本校進行交流活動 

本校學生：187位中二至中五級學生 

本校去年度參加香港教育局「促進香港與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獲教育局

協調本校與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締結為

合作學習交流伙伴學校，於2018年3月21日

共同簽訂兩校《教育交流合作意願書》，

建立教育合作關係—「京港携手共教育•

兄弟情深譜新章」。 

本校本年度參加香港教育局「促進香港與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繼續與該校維

持伙伴學校關係。去年12月先與順義三中

進行視頻交流，兩校初中同學互相分享學

習英語的經歷及個人心得。 

2019年5月27日北京順義區第三中學李成文

藉安排北京市順義區第

三中學師生到訪本校進

行交流活動，加強本校

師生對北京學生的了

解、促進兩地文化學習

交流，以及擴闊學生視

野。 

採錄本校及姊妹學校參與交

流及學習活動師生的回應及

評價。 

․於學校通訊及網頁展現互

訪計劃學習交流點滴及兩校

學生感受心聲。 

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李握主任

交流心聲： 

「我代表本校李校长及老师同学

们，十分感谢殷校长及贵校领导

师生们热情周到的接待。深深感

到贵校治校有方，育人水平卓

著。丰富的实践课程，师生们的

标准流利的英文表达，以及同学

们极具风度的举止谈吐，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待着与

贵校师生再共聚，再交流。谢谢

您，同时热切欢迎您及贵校师生

们来京交流！」 

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同學交流

心聲： 

張嘉琛 初二 

「通過這次交流，學習到了很

多，也了解到英語的重要性，希

望再有機會。」 

王奕閑 初一 

「很高興可以和高二的姐姐們在

女童軍的社團裏活動，可以做許

多手工。」 

姜潤曦 初一 

「我覺得香港是很美的地方，這

裡的人都很友好。學校的環境超



校長率領李握主任、陳煦老師及20名初中

同學到訪本校，與師生交流。 

當天上午本校童軍、女童軍、紅十字會、

航空青年團四組制服團隊先作步操表演。

繼而由殷見歡校長致歡迎辭及介紹本校教

學理念、課程特色與學生成就，再由順義

三中李成文校長簡介順義三中特色。 於

「校園社團展示」活動兩校均有精彩之樂

曲演奏及舞蹈表演，順義三中表演包括：

鋼琴、琵琶及二胡獨奏及民族舞蹈。本校

同學則作柳琴演奏、KPOP舞蹈表演及英語

話劇，兩校同學精彩演出，皆獲好評。而

本校資優教育組及四組制服團隊分別作展

板展覽及交流活動。下午交流時段先安排

校園遊，製作環保驅蚊磚，並分組安排

「北京師生走進課堂」—英語課節觀課活

動，學與教之學習氣氛得以互動提升。最

後講解西方餐桌禮儀及香港特色茶點共

聚。兩校師生藉此寶貴學習交流考察機

會，促進兩校學術文化交流，加強本校師

生對國家教育的了解、提升教師專業水

平，以及擴闊學生視野，獲益良多。 

級棒，希望以後可以常來。」 

許嘉瑜 初一 

「我覺得這所學校的環境特別

好，同學們都很熱情。」 

李熙然 初一 

「希望我們以後能多多的交流聯

繫，很高興認識你們，以後要來

北京玩啊！」 

胡韵夢 初二 

「很榮幸可以來到香港筲箕灣官

立中學與同學交流，希望以後能

有更多機會參加這種活動！」 

張欣怡 初二 

「很榮幸可以來此與香港的同學

交流，來此學習到了各種航空、

急救等知識，也祝京港友誼地久

天長。」 

盧雅君 初二 

「我對航空很感興趣，在這裡我

學習到了我在北京學不到我知

識。我感受到在這裡學習體驗的

快樂，也感受到在這裡學習的苦

與收收穫，我很喜歡這裡！」 

梁源 初一 

「很榮幸能來到筲箕灣，在這裡

讓我感受到了濃厚的熱情，也讓

我學到了許多不知道的知識，真

的非常棒！I Love Hong 

Kong！」 

寧慧羽 初一 

「很開心來到這裡，認識了許多

的朋友，這裡的老師同學都很熱

情。」 

本校同學交流心聲分享： 



 徐庄紅 3D 

「在本次的交流中，最令我高興

的是結交了一群熱情的新朋友。

同時，從我們的談話中，了解了

不少內地的學習環境、方式等資

料，獲益匪淺。」 

黃彩蔚 4E 

「順義三中的學生令我對中國的

學習制度和環境有更深的認識，

他們開朗大方，才藝出色，希望

他們能順利升讀心儀高中，希望

日後還有交流機會。」 

張馨怡 3D 

「這次與北京學生的交流活動實

在難得，我也感觸很深。在與學

生交談過程中，我不但了解到了

北京的教學模式。而且從他們的

表演中，發現他們真是多才多藝

啊，尤其是感受到了中國的傳統

藝術，例如二胡、中國舞表演

等。」 

兩校師生感受心聲引証加強本校

師生對北京學生的了解、促進兩

地文化學習交流，明年度宜延續

兩校互訪交流學習。 

2 

 

 

 

․製作介紹學校的影片 

 

 

․拍攝及製作本校師生與姊妹學校師生交

流及學習的影片 

․ 燒錄成高清光碟發放

給北京市順義區第三

中學，藉以介紹本校

的辦學宗旨、歷史背

景、課程發展及校園

活動特色等，令姊妹

․ 採錄姊妹學校師生的回

應及評價。 

 

․ 採錄本校及姊妹學校師

生的回應及評價。 

拍攝及製作本校師生與姊妹學校

師生交流及學習的影片，令北京

市順義區第三中學師生對本校的

特色有更深入的了解，提升交流

的成效，延展「京港攜手共教

育．兄弟情深譜新章」的精神。 



學校對本校有更深的

了解。 

․ 燒錄成高清光碟發放

給北京市順義區第三

中學，藉以回饋本計

劃的成果。 

․ 採錄本校及姊妹學校

師生的回應及評價，

燒錄成高清光碟發放

給北京市順義區第三

中學，令姊妹學校對

本校有更深的了解。

並將片段輯錄於介紹

學校的影片向本校及

其他友校師生展現交

流及學習的影片，藉

以 回 饋 本 計 劃 的 成

果。 

 

 

 

․ 已將師生與姊妹學校師

生交流及學習的影片展

現，令姊妹學校對本校

有更深的了解。 



3 ․遠程交流活動 

12/12/2018 本校與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學

習交流及會議 

順義區第三中學師生：王素敏黨委副書記

（校級）、孫海燕副校長、李握、雷米新

主任 

學生：5名初二年級學生 

筲箕灣官立中學師生： 

殷見歡校長、葉榮昌副校長、高永泰副校

長 

負責老師：何悅華老師、林玉真老師 

學生：10 位中三及中五級學生 

互相介紹師生； 

林玉真老師負責介紹本校師生代表。 

學生分享學習英語的經歷及英詩朗誦： 

學生分組分享初中學習英語的個人心得； 

分享由內地來港後，克服以英語學習的困

難及經歷；學生示範英詩朗誦的技巧。 

兩校學生交流提問： 

以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為主題作專題研

․ 讓本校負責此計劃的

相關工作小組策劃與

姊妹學校作視像交流

及會議； 

․ 讓本校學生與姊妹學

校學生作視像交流及

學習。 

•讓本校負責此計劃的

相關工作小組與姊妹學

校作視像交流及會議； 

•讓本校學生與姊妹學

校學生作視像交流及

學習。 

․ 採錄本校及姊妹學校師

生的回應及評價。 

․ 已添置器材配合使用實

時交流系統讓本校負責

此計劃的相關工作小組

與姊妹學校於 2018 年 12

月作視像交流及會議。 

2018年12月初已經順利與北京市

順義區第三中學負責此計劃的雷

老師聯繫，利用添置實時交流系

統開展中港兩所學校師生作視像

交流及會議。 

 
本校初中學生參加由教育局舉辦

之「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研習獎

勵計劃」，更籍此次遠程交流活

動，採用訪談法進進行專題研

習，搜集原手資料。 

第一組專題研習題目為「翻天覆

地—九十年代至今青少年在社交

模式上的轉變對青少年生活上的

影響。」 

提問順義三中同學有關近年青少

年教育問題： 

1.你覺得中考或高考對你有甚麼

壓力? 

2.你認為全國高考統一後對你在

升學上有什麼優勢? 

3.你有否考慮到外省升學? 

另一組專題研習題目為「探討改



習探究： 

分組提問順義三中同學有關近年青少年教

育問題； 

分組提問順義三中同學有關近年青少年社

交模式問題。 

 

革開放後高等教育的轉變對中學

生的影響」，則提問順義三中同

學有關近年青少年社交模式問

題： 

1我們在香港學生大多通過

instagram、WhatsApp等社交軟件

通訊，也有部分人會通過網路遊

戲進行社交。我想瞭解一下你們

現在的社交模式是怎樣？ 

2.試舉一個社交模式的例子並說

明其令你在社交上有何得益？

（例如：WeChat微信既能與人通

訊，還能通過朋友圈功能，分享

生活點滴） 

3.你們有否去過香港或外地旅

遊？是怎樣查詢當地資訊，例如

當地美食、購物地點等？ 

由此可見，本校學生與姊妹學校

學生作視像交流及學習之成果。

明年度與順義三中同學之視像交

流及學習將更具體於學與教範

疇。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筲箕灣官立中學「姊妹學校交流」 

2018-19學年 交流財政報告書 

 

學校名稱： 筲箕灣官立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 北京市順義區第三中學 締結日期： 1-2017 
 

2018-19學年津貼：$150,000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1 本地合辦姊妹學校活動的費用 

「香江暖流‧筲官順義」互訪

計劃 

學習交流活動物資： 

1 e-banner                       $309.00 

2製作環保驅蚊磚物資  $853.80 

3文件夾                         $500.00 

交流活動茶點費： 

製作西方餐桌禮儀及香港特色茶點  $2,910.00 

 

$4,572.80  

  總計： $4,572.80  
  津貼年度結餘： $145,4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