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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教聯會促放寬姊妹學校津貼限制 

提供網上交流活動建議方案示例 
 

       教聯會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學校均有參與姊妹學校締結，惟受疫情影響，今年只有 4 成學

校舉行交流活動。逾 6 成半受訪學校分別反映兩地學校停課及未能進行互訪，影響今年與姊妹學

校交流，面對疫情下的新常態，逾 8 成學校認為教育局應該延長今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及放寬使

用彈性；同時 6 成學校期望當局提供更多疫情下兩地交流分享活動的示例。 

 

        是次調查採用混合研究方法，教聯會分別於 11 月 6 日及 11 月 10 日舉行兩場焦點小組座談會

(中、小學各一場)及於 11 月初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收到逾 200 份回應。調查發現，7 成學校表

示現正與來自廣東省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與北京市學校締結的有 3 成。逾 1 成學校分別表示與

上海市及浙江省學校締結。根據焦點小組訪談，受訪學校期望能與廣東省以外的學校進行締結，

以豐富學生的交流經歷。至於締結姊妹學校的得著，逾 8 成半受訪學校分別表示能夠加深對內地

的了解及擴闊學生視野。 

 

受疫情影響，今年只有 4 成學校舉行交流活動。逾 6 成半受訪學校分別反映兩地學校停課及

未能進行互訪，影響今年與姊妹學校的交流。焦點小組訪談的意見同時指出，由於較早前的社會

運動及疫情持續，令學校的教學進度大幅落後於預期，急需追回進度，暫時不會舉行姊妹學校交

流活動。以上反映受訪學校縱然有與姊妹學校交流的意願及計劃，惟現實環境使今年活動無法正

常舉行。 

 

        教聯會認為，姊妹學校計劃對促進兩地教育交流、增進國民身份認同等方面具有一定成效。

近年，參與姊妹學校計劃的學校不斷增加，反映計劃受到業界認同。今年受疫情影響，兩地學校

交流受到不少限制，正值一個契機思考姊妹學校計劃的路向。故此，教聯會建議當局延長今年姊

妹學校津貼期限、放寬學校使用姊妹學校津貼的彈性、加強推動香港學校與廣東省以外學校進行

締結、提供疫情下兩地學校交流分享活動的示例，以及舉辦工作坊及分享會，供香港學校參考，

提升交流的成效。 

2020 年 11 月 17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聞聯絡：教聯會主席黃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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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姊妹學校的情況」問卷調查 

(2020 年 11 月 17 日) 
 

 

姊妹學校計劃自推出以來，一直受到兩地學校歡迎，惟今年雙方的交流因疫情而受到限

制。面對疫情持續，探討新常態下如何推動姊妹學校交流有其必要。 

 

為了解學校締結姊妹學校的情況及所需支援，教聯會於 11 月初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兩

周內收到 202 份回應，當中有 62 間中學、128 間小學，以及 12 份未能顯示學校類別的問卷。此

外，本會先後於 11 月 6 日及 11 月 10 日先後舉行兩場焦點小組座談會(中、小學各一場)，邀請

負責老師分享對締結姊妹學校的看法。問卷結果及焦點小組分析如下： 

 

 

1. 在 202 間受訪學校中，逾 7 成學校表示現正與來自廣東省的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73%)，與

北京市學校締結的有 3 成。逾 1 成學校分別表示與上海市(15%)及浙江省(13%)學校締結。

其餘姊妹學校來自四川省、貴州省、甘肅省等。在參與締結的學校中，平均與 2 間內地學

校締結為姊妹學校。 

 

與此同時，近 1 成學校曾參與締結，惟本學年未有締結；另有 5%學校從未參與締結。至於

沒有締結姊妹學校的原因，主要是沒有締結需要、不是學校發展重點、受疫情及社會事件

影響，以及與姊妹學校失去聯繫等。 

 

在焦點小組訪談中，受訪者期望能夠與廣東省以外的內地學校進行締結。他們認為學生對

廣東省各城市的交流缺乏興趣及好奇心，主要在於兩地文化風俗相對接近。若然能安排其

他省市，例如與湖北省及西藏等地區的學校締結姊妹學校，能夠豐富學生的交流體驗，拓

闊視野。受訪教師亦表示，若能到其他省市交流，教師亦有更大的帶隊意欲。 

 

現與深圳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不過很多跨境學童本身來自深圳，沒有起到太大的文化交
流作用。(小學 2) 
 
教育局及教聯會應該擴大姊妹學校的地域範圍，不只局限於廣東省。我們有很多新移民學
生，他們表示不會參與相關活動，因為沒有再認識的空間。加上內地各省市有不同的風俗
文化，同學對廣東省以外地區有好奇心，會多主動了解。我認為開拓內地二、三線城市也
沒有問題，對此持開放的態度。(中學 3) 
 
過去多年，教育局主要推動與廣東省學校締結，較少與其他省市合作推動締結。根據局方

最新指引，姊妹學校津貼沒有指定必須用於廣東省地區，但不少受訪學校似乎不太清晰有

關安排。當局宜加強宣傳，鼓勵學校除了與廣東省學校締結外，亦可與各省市的學校締

結，促進姊妹學校計劃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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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締結姊妹學校的情況 

  百分比(%) 

廣東省 73% 

   北京市 30% 

   上海市 15% 

   浙江省 13% 

   四川省 4% 

   曾參與締結 9% 

   未參與締結 5% 

 

 

2. 至於締結姊妹學校的得著，逾8成半受訪學校表示能加深對內地的了解(88%)及擴闊學生視

野(86%)。超過7成學校分別指締結姊妹學校能夠促進兩地學生文化交流(76%)，以及促進教

師專業交流(72%)。逾6成學校分別表示計劃有助兩地學生建立友誼(67%)及擴闊學校網絡

(63%)。其餘得著包括提升國民身份認同(51%)及提升學校行政管理能力(27%)等。 

 

在焦點小組訪談中，受訪教師普遍認同，姊妹學校計劃能夠讓學生了解內地民情，提升師

生對內地文化及經濟發展的理解。然而，由於受到資源及地理上的限制，兩地學校暫未能

深入合作，故目前只能維持表層交流。 

 

表 2   締結姊妹學校的得著 

  百分比(%) 

   加深對內地的了解 88% 

   擴闊學生視野 86% 

   促進兩地學生文化交流 76% 

   促進教師專業交流 72% 

   兩地學生建立友誼 67% 

   擴闊學校網絡 63% 

   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51% 

   提升學校行政管理能力 27% 

 

 

3. 受疫情影響，6 成受訪學校在 2019/20 學年沒有舉行交流活動。有舉行交流活動的 4 成學校

中，舉行的交流活動主要是探訪/考察(59%)、視像交流(43%)、遠程教室(16%)、網上專業交

流分享(11%)等。 

 

在焦點小組訪談中，受訪學校表示由於社會運動及疫情，學校的教學進度大幅落後預期，

急需追回進度，故暫時不會舉行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他們表示，現時先應付校內學生所

需，暫不考慮舉行交流活動。再者，疫情下舉辦交流活動存在風險，不少教師不太願意投

入時間規劃相關活動。故此，本學年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預期會比過去有所減少。 

 

校內工作量太多，要先專注校內工作；加上網上活動效果一般，故沒有打算於疫情下進行
相關活動。(中學 2) 

 
打算舉行學生線上交流活動，但成效不大，只有溝通效果，未能達到交流的目的。短期內
不會規劃行程，因為疫情期間，教師沒有帶交流活動的意願。(中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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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20 學年所舉行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百分比(%) 

   探訪/考察 59% 

   視像交流 43% 

   遠程教室 16% 

   網上專業交流分享 11% 

   網上聯校學生比賽 5% 

   學生書信交流 3% 

   網上觀課/評課 3% 

 

 

4. 學校在疫情下舉行交流活動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當中超過 6 成半受訪學分別表示

未能進行互訪交流(69%)及兩地學校停課(65%)。此外，逾 1 成學生分別表示上課時間未能

配合(15%)及視像網絡訊號不穩定(13%)，其餘困難包括兩地學校人事變動、未能與締結學

校簽約等。以上反映受訪學校縱然有與姊妹學校交流的意願及計劃，惟現實環境使活動無

法正常舉行。 

 

表 4   學校進行姊妹學校交流時遇到的困難 

  百分比(%) 

   未能進行互訪交流 69% 

   兩地學校停課 65% 

   上課時間未能配合 15% 

   視像網絡訊號不穩定 13% 

   其他 9% 

   兩地學校人事變動 8% 

   沒有遇到困難 5% 

   未能與締結學校簽約 3% 

 

 

5. 面對疫情下的新常態，大部分學術及文化交流活動無法成行，或需要以網上形式進行。調

查發現逾 8 成受訪學校認為教育局應該延長今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84%)及放寬姊妹學校津

貼彈性(80%)，讓學校能夠以網上交流及其他形式繼續進行相關交流活動。其次，約 6 成受

訪學校表示教育局應該提供交流分享活動示例 (61%)。約 4 成半學校分別期望局方能夠搭建

網上專業交流平台(44%)，以及提供活動建議方案及資料(45%)。 

 

在焦點小組訪談中，部分學校表示，感到難以在疫情下舉行相關交流活動。由於缺乏可供

參考的成功例子，減低了學校舉行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意欲。受訪教師希望教育局及教聯

會舉辦分享會，邀請疫情下成功舉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學校作分享，供參考借鏡。 

 

希望教育局及教聯會能舉行疫情下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分享會，讓其他同工了解成功經
驗，並參考相關活動模式。 (小學 4 及中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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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疫情新常態下的推動姊姊學校交流的建議 

  百分比(%) 

延長今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 84% 

放寬學校使用姊妹學校津貼的彈性 80% 

提供疫情下兩地學校交流分享活動的示例 61% 

提供策劃交流活動建議方案及報價資料 45% 

搭建網上專業交流平台 44% 

協助聯絡內地學校及各地教育部門 33% 

舉辦工作坊提升教師策劃姊妹學校活動的能力 32% 

舉辦網上聯校學生比賽 27% 

舉辦聯校交流分享會 24% 

 

 

6. 不少受訪者期望政府在推動姊妹學校計劃發展方面提供支援，摘要如下： 

 深化「姊妹學校計劃」，擴大計劃規模。 

 放寬「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使用限制，以便學校能夠更靈活舉辦相關活動。 

 協助學校建立統一平台，以便疫情新常態下舉行網上交流活動。 

 兩地學校日後可多進行藝術、體育類的交流活動。 

 

7. 總結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學校均有參與姊妹學校締結，大多與位於廣東省的學校結為姊妹學校。

為了加強交流的成效，不少學校表示希望與其他省市締結，讓學生了解不同風俗文化。至於交流得

著，受訪學校主要認為能夠加深對內地的了解(88%)及擴闊學生視野(86%)。 

 

受疫情影響，今年只有 4 成學校舉行交流活動，當中大多在疫情爆發前進行探訪及考察活動，或在

疫情期間進行視像交流。逾 6 成受訪學校分別反映兩地學校停課，以及未能進行互訪，導致與內地

姊妹學校締結時出現困難。面對疫情下的新常態，逾 8 成受訪學校認為教育局應該延長今年姊妹學

校津貼期限，以及放寬使用津貼的彈性。6 成學校表示教育局應該提供交流分享活動示例，表示局

方需提供活動建議方案及搭建網上專業交流平台的各有 4 成半。 

 

教聯會認為，姊妹學校計劃對促進兩地教育交流、增進國民身份認同等方面具有一定成效。近年，

參與姊妹學校計劃的學校不斷增加，反映計劃受到業界認同。今年受疫情影響，兩地學校交流受到

不少限制，正值一個契機思考姊妹學校計劃的路向。本會對此有以下建議： 

 

 疫情關係，今年不少學校未能開展交流活動，本會建議當局延長今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 

 放寬學校使用姊妹學校津貼的彈性，例如運用津貼聘請代課教師以填補帶隊老師的空缺、購買軟

硬件器材支援網上交流等。 

 長遠而言，應考慮增加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特別是小學生前往內地交流，學校需要投放更多資源

照顧，當局須相應增加撥款。 

 加強推動香港學校與廣東省以外學校進行締結，豐富學生的交流經歷，拓闊視野。 

 提供疫情下兩地學校交流分享活動的示例，供香港學校參考，提升交流的成效。 

 舉辦工作坊及分享會，讓負責老師更能掌握如何推動姊妹學校交流，過程中提供交流活動建議方

案及報價資料。 

 搭建網上平台，讓兩地教師跨越地域限制，定期進行專業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