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9/20 學年)
學校名稱：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 廣州市花都區圓玄中學
姊妹學校名稱： 蘇州外國語學校

締結日期： 2014年4月25日
締結日期： 2017年12月7日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1.

2.

3.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爭取締結新一所姊妹中學】

1.能够爭取一所國內中學進行結盟。
預計積極聯絡國內的中學，物色包 2.前往當地作領導探訪及簽署合作書。
括廣東省及湖北省的友好學校，期
望 2019 年 12 月完成締結姊妹學校。
【與內地姊妹中學商討各項交流計
劃】
四所圓玄學院會屬中學校長及廣州
市花都區圓玄中學校長於2020年1
月6日至7日期間在花都會面，進行
兩天會議。會上介紹最新的領導，
並商討往後的交流活動和計劃。
【九寨溝自然及民族探索之旅】

1.就兩地新的領導進行互相認識，並為國
內校長介紹香港教育局的姊妹中學交流
計劃。
2.商討19-20年度的交流活動及計劃。

1.透過觀察當地地貌的特徵，讓同學了解
預計考察團於 2020 年 6 月 29 至 7 風化及侵蝕的影響，加強地理上的知識。
2.了解當地旅遊業的營運，讓修讀旅款科
月 3 日在四川九寨溝及其附近進
行。5 所中學各派出 14 名學生及 2 的同學作實地考察。
3.體驗藏民家庭生活，了解羌寨的建築，
名老師，前往參觀都江堰熊猫樂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因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香港與國內停止互
訪。結盟的工作難以進
行，未能按計劃與國內
學校結盟。
1.透過會面及座談會
互相介紹及認識，交換
聯絡方法及活動負責
人資料。
2.初步商量19-20年度
的姊妹學校交流計
劃，並商討考察團的預
算及地點。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香港與國內的交通
停止，教育局亦不鼓勵
國內考察團，旅行社停
止安排出團，有關招標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斷
兩地交流，對物色及聯
繫新姊妹中學帶來影
響。現階段應暫停尋找
新姊妹中學。
1.對於兩地新領導人互
相認識是一次難得的機
會，大大增進彼此的友
誼。
2.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停
辦了所有交流團，原先
商討19-20年度的交流
活動及計劃均告取消。
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導致
本港與國內的交通停
止，境外旅行預計仍有
一段相當長時間會暫
停。建議兩地姊妹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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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黃龍風景區及九寨溝自然景
加強對民族融和的認同。
程序終止，活動正式取 的交流改以網上進行。
區，並到訪白石羌寨及藏民家庭， 4.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享，加深兩地師 消。
了解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及習俗。 生的了解，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4.

【開設遠程教室】
在校內選址開設「遠程教室」，購
置網上交流器材及平台，藉此與國
內兩所姊妹中學進行教學及活動，
提升兩地交流的機會。

1. 【與內地姊妹中學商討各項交流計劃】

1.利用遠程教室讓兩地教師交流，提升彼
此的教學成效。
2.通過遠程教學讓同學們與國內的姊妹
學校學生一同上課，提升學習的興趣。
3.通過視像的交流，兩地學生進行比賽及
活動，建立同學間的情誼。

4. 【開設遠程教室】

因疫情問題，原定的計
劃多被迫取消，唯有轉
向網上交流。經多月的
招標及揀選，最終在
2020年7月成功招聘
「南鵬科技公司」，鋪
蓋有關網絡，增購視聽
器材等，於9月初才大
致完成硬件，現正進入
硬件測試階段。

完成將三樓演講室擴建
成「遠程教室」。老師
曾利用進行在港視像教
學。現正聯絡國內姊妹
學校，進行領導層的視
像對話。預計在10-11月
開始正式的視像會議及
網上師生交流活動。

4. 【開設遠程教室】

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學生：共 0 人次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編號
交流項目
2
【與內地姊妹中學商討各項交
流計劃】
4
【開設遠程教室】

老師：共 0 人次

校長：共

支出項目
跨境車票一套連酒店租金一晚

1

人次

家長：共 0 人次

費用
HKD$ 880

建成遙距學習中心，購置視像器材、音響設施、控制設施、安 HKD$ 139575
裝及設定的到校服務、視像鏡頭等
總計 HKD$ 140,455
津貼年度結餘 HKD$ 35,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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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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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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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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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提供支出證明，作審核之用。
校監簽署：
學校
印章

校監姓名：

趙耀年

日

/ 11 / 2020

期：

備註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
2020-2021 學年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1):
(2):
項目
編號
1.

2.

廣州市花都區圓玄中學

締結日期： 2014年4月25日

蘇州外國語學校

締結日期： 2017年12月7日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與蘇州外國語學校進行視
像交流及活動】
透過本校「遠程教室」的設
備，與蘇州外國語學校進行

1.加深兩校領導層的認識，
制定20-21年度的交流計
劃，增進彼此的溝通。
2.加強兩地教師在教學上的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1.兩地領導層互相認識，成功 網上活動並無支出（預算開支0）
議決20-21年度的交流計劃，進
行會議期間氣氛良好。
2.兩校成功安排一至兩次的視
像課堂及課後分享會，讓兩地
一年三次的網上交流活動， 分享，透過觀課及會議，提 老師就教學成效提出評價。
重點分別為「領導交流及工 升教學效能。
3.成功舉辦一至兩次學生網上
作會議」、「教師教學交流 3.透過比賽和分享，讓兩地 才藝比賽及青年人真情對
及課堂分享」、「學生才藝 年青人互相了解，建立彼此 話，觀察同學的表現，提問同
比賽及生活分享」（詳情有 的情誼。
學的感受。
待兩校議決）
【與廣州市花都區圓玄中學 1.加深兩校領導層的認識， 1.兩地領導層互相認識，成功 網上活動並無支出（預算開支0）
議決20-21年度的交流計劃，進
進行視像交流及活動】
制定20-21年度的交流計
行會議期間氣氛良好。
透過本校「遠程教室」的設 劃，增進彼此的溝通。
2.兩校成功安排一至兩次的視
備，與廣州市花都區圓玄中 2.加強兩地教師在教學上的
像課堂及課後分享會，讓兩地
學進行一年三次的網上交流 分享，透過觀課及會議，提 老師就教學成效提出評價。
活動，重點分別為「領導交 升教學效能。
3.成功舉辦一至兩次學生網上

項目
編號

3.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流及工作會議」、「教師教
學交流及課堂分享」、「學
生才藝比賽及生活分享」
（詳
情有待兩校議決）
【張家界自然及文化探索之
旅】
視乎疫情發展，期望考察團
於 2021 年 6 月 26 至 30 日在
湖南長沙、張家界及其附近
進行。5 所中學各派出 14 名
學生及 2 名老師，前往參觀
鳳凰古城、張家界國家森林
公園、馬王堆漢墓、長沙大
學等。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3.透過比賽和分享，讓兩地 才藝比賽及青年人真情對
年青人互相了解，建立彼此 話，觀察同學的表現，提問同
的情誼。
學的感受。
1.透過觀察當地地貌的特
徵，讓同學了解風化及侵蝕
的影響，加強地理上的知
識。
2.從景點的建設，了解當地
旅遊業的營運，讓修讀旅款
科的同學作實地考察。
3.參觀古城及博物館，認識
湖南風俗及楚國文化。
4.藉著師生間的交流及分
享，加深兩地師生的了解，
建立更深厚的友誼。

1.在行程中進行體會分享，同
學作口頭滙報及即場抒發個
人感受，觀察同學的表現及其
他人的反應。
2.回港後須交回個人感想及活
動相片，製成網上資料並發
表，向外間推介，紀錄瀏覽人
數。
3.各校製作展板及早會分享，
讓其他同學對當地景點及風
俗文化有所了解，觀察在場同
學的反應。

（以上各行程安排會按實際情況作出調動及修訂）
本計劃書已獲本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批核。

由旅行社協助安排行程、交通及食宿：
1.來回香港西九龍站至長沙南站高鐵
2.酒店四晚
3.五日膳食
4.景點門券
5.旅遊車費
6.領隊及導遊費
7.保險費
（預算開支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