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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姐妹學校交流計劃
A. 活動計劃名稱︰

：1、香港仁濟羅中/浙江紹興市第一中學雙向互訪計劃

2、香港仁濟羅中/浙江杭州虎山路初中雙向互訪計劃

B. 主題內容及目標：

本校擬於 2018 至 2019 年度和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初中繼續進行雙向
交流互訪活動，其主題分為學術交流、人文考察和感受及生活體驗等幾部分，具體如下：

浙江省紹興市第一中學及
杭州虎山路初中
到訪香港
學術方面
主
題
內 人文考察和
容 感受
生活體驗方
面

香港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出訪浙江

體驗香港學生課堂教學模式、學 體驗國內學生課堂教學模式、
校生活、課外活動以及參觀香港 學校生活、課外活動、學校夜自
中文大學等
修以及參觀浙江大學等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及
香港殖民色彩的建築等

瞻仰大禹陵、王羲之的蘭亭及魯
迅故居、岳王廟、西湖等

住宿到香港學生家庭，體驗香港 住宿到紹興/杭州學生家庭，體驗
普通市民的家庭氛圍和生活，以 紹興普通市民的家庭氛圍和生
便更深層次地感受香港人情。
活，更深層次地感受兩地一家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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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幾千年來大禹治水的精神激勵著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中
華兒女，讓我們堅毅不屈，努力勤懇，無論在這中國大陸還是香港正是本
著這種大禹遺風，才有今天的繁榮昌盛。這次本著通過瞻仰大禹陵讓香港
學生增強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認同感。
中華的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綿綿流長，其中儒雅為修身的重要一部分，當
然少不得書畫，書聖王羲之更是其中楚翹，他的代表作便是被譽為天下第
一行書的《蘭亭序》，是次交流通過對蘭亭的瞻仰和遊覽，在那如詩如畫
的意境中感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書畫世界的深邃無窮。
『天堂杭州，最美西湖』 ，通過遊覽和感受初春時節的西湖，讓同學體
會柳永筆下這『三吳都會』的『煙柳畫橋，風簾翠幕』是何等的境景，在
贊嘆祖國大好河山的同時激發對大自然的敬畏和珍惜之情。
通過瞻仰岳王廟培養學生『忠孝兩全』的儒家優秀傳統思想，樹立人生目
標及正確的價值觀 ；通過參觀考察浙江大學感受內地大學的渾厚底蘊和
先進齊全的設施，促進學生思考和拓展將來的求學之路。
通過走訪浙江紹興，隨班就讀和入住當地學生的家庭，讓香港學生感受到
內地一流學子勤奮、刻苦、堅毅的學習態度及對自身學業的高要求；也讓
同學體會兩地居民雖然有著不同語言和生活方式，但充滿著兩地一家的親
情。
增加學生親身接觸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的機會。香港雖然已經回歸祖國
近二十年，但畢竟整個社會架構相對大陸而言有著獨立性。因此，有必要
讓香港學生瞭解到大陸社會狀況。希望借此交流中做到窺一斑而見全豹，
瞭解祖國在在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滄桑巨變，促進多元文化交流，互相借鑒
發展經驗。
通過與大陸學生的交流，提高溝通的能力，學習和使用普通話。溝通能力
是一個人走向社會取得成功的重要能力之一。當代香港學生不利的客觀條
件就是局限於香港這個比較狹小的空間，不能與外界進行充分的交流。通
過走向浙江，讓他們與大陸的學生相互認識和瞭解，無形中通過不同角度
提高他們與人交往的能力，豐富他們的人生閱曆。同時，也使他們能夠融
入普通話語境，提高應用普通話的能力，也從側面加深大陸文化瞭解。
通過出訪見證祖國的巨大的變化，從而反思我們香港將來如何利用我
們的優勢，背靠祖國，開拓更美好的將來！通過國內同學的到訪，讓
他們感受香港這座大都會的寬容、平等和民主以及香港同學的熱情，
通過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帶有殖民色彩的建築等，瞭解香港的發展
變遷，回顧中國曾有的屈辱歷史，藉以警示年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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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具體內容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1.
2.
3.

兩校互相隨班上課，由兩地學生接待住宿，讓每個學生深入對方的學校、家庭。
瞻仰大禹陵、蘭亭、岳王廟等歷史古跡等。
考察杭州仿宋建築、欣賞宋代文化、西湖、浙江大學和香港歷史博物館、殖民建築
等歷史遺跡及香港部分大學。

(以下的雙向交流活動將分三部份介紹：
準備部分 – 雙方學校洽談、商定環節
第一部份 - 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初中到訪香港

及

第二部份 - 本校出訪浙江紹興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初中)
準備部分 – 本校老師已於 2018 年 7 月至 8 月之間前赴浙江紹興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
初中，與對方學校洽談 2018/19 學年學生互訪交流事宜，並商定一切相關
細節，為來年交流做好鋪墊。
第一部份 - (浙江紹興市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初中到訪香港)：

1.

訪港考察日期︰2019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19 日

2.

考察的學生人數：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及杭州虎山路初中，共 48 位學生

3.

接待單位：

4.

其他隨團工作人員人數︰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 5 位老師及杭州虎山路初中 3 位老師

本校及 48 個本校學生對子的家庭

隨隊
5.

接待學生數目﹕本校學生對子 48 人

6.

住宿安排：

國內學生居住於將於 4 月出訪浙江的本校學生（對子）家庭、
隨行老師居住於本校安排的住處(八樓或者酒店)

7. 交通安排： 7.1
7.2

出發 — 從杭州乘機至香港機場，再乘包車到本校
回程 — 乘包車到香港機場，再乘飛機返回浙江杭州及紹興

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
該校前身爲 1897 年創建的紹郡中西學堂，1898 年，蔡元培先生出任該校總理（校長），在
其主事的近兩年時間裏，已成為清末國內新式學堂的佼佼者之一。近代名人如：徐錫麟、魯迅等
均在該校擔任過教職。香港樹仁大學的創始人胡鴻烈博士亦是該校的畢業生。即使在抗戰淪陷期
間，亦輾轉各地，在顛沛流離間負笈苦讀，從未間斷，為一時學校之楷模。1954 年已經被確立為
浙江省重點中學，1956 年，該校改名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在一百多年的辦學歷程中，學校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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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位北京大學校長，十八名兩院院士，學校學生共累計獲國際數學、物理、生物等獎牌 31 枚。
其中 2003 年至 2014 年，學校有 100 多名考上清華和北大，每年更有多名畢業生進入國外著名大
學和哈佛、劍橋、耶魯、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深造。實為浙江乃至全國傳統名校之一。目前該校
共有 48 個班級，開設高一至高三（中四－中六）課程,學生 2700 人。
學校地址：紹興市站前大道 1898 號
網址：http://www.sxyz.net/

8.

行程詳細內容：
日期
14/2/2019
(星期四)

時間
8:00am–2:00pm

內容



(第一天)

由杭州乘國內航機至深圳機場
於深圳機場乘跨境直通車到港鐵九龍站，轉
乘包車到本校（或直飛香港機場）

4:00pm-6:00pm

 舉行接待儀式






本校接待學生於學校接待到訪國內學生
遊覽本校及介紹本校的上課運作
熟悉本校附近環境
介紹行程及活動安排
兩地學生自我介紹

6:00pm –

 到訪學生返本校學生家休息
 到訪學校老師於本校住宿

15 及 18/2/2019

8:00am-8:10am

 依本校規則集隊

(星期五及一)
(第二及
第五天)

8:10am-6:00pm

 依據本校的時間表隨班上課
 隨隊老師被安排觀課以瞭解香港的教育情況

1:10p.m.-2:10p.m.

 於本校與學生一起吃午餐飯盒
 兩校學生分享會

6:00pm

 到訪學生返本校學生家晚膳及休息
 到訪學校老師於本校住宿

16/2/2019

7:30a.m.

 到訪學生由本校學生帶領返校集合，
 到訪學生開始遊覽考察本港

(星期六)
(第三天)

8:00am–11:30am

 登上太平山頂，俯瞰香港景色
 遊覽中環商業區，立法會一帶

11:30am – 1:00
pm

 午膳

1:00pm–6:00pm

 香港歷史博物館、本港大學等

6:00pm

 到訪學生返本校學生家晚膳及休息
 到訪學校老師於本校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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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a.m.

 到訪學生由本校學生帶領返校

8:00am-1:30pm

 參觀香港本地大學


1:30pm-2:30pm

午膳

2:30pm-6:00pm

 遊覽香港迪士尼樂園

6:00pm

 到訪學生返本校學生家晚餐及休息
 到訪學校老師於本校住宿

.



8:00a.m.-9:00a.m

 到訪學生由本校學生帶領返校
 兩校師生參加送別聚會，寫紀念咭，交流心
得

(星期二)
(第六天)

9:00p.m.

乘包車到港鐵九龍站，轉中跨境直通車到深 圳
機場，再乘飛機返回浙江（或直飛杭州）


9.

工作計劃及進度表 (包括互訪活動的宣傳方法)
月份

工作內容

2018 年 6－8 月 

與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例行進行聯絡、商討年活動具體安排



舉行早會向同學宣傳本活動




收集家長回條,統計參加人數
編排隨隊老師

2018 年 11 月



由學習交流組老師進行面試，甄選出大概 30 名本校的學生參加
者，會依據學生日常學習表現、面試時表現、普通話能力及班主任
意見等為參考選出參加者

2018 年 11 月






本校聯絡紹興一中取到訪師生名單，再配對學生,同步進行
收集學生團費、學生身份證、旅遊證件副本
聯絡本港旅行社安排紹興一中遊覽本港行程
委託紹興一中聯繫旅行社，編排本校在內地的遊覽考察行程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2 月及 

本校安排兩次接待學生聚會，講解活動詳情及接待要求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2 月 14 
日
至 2 月 19 日
2019 年 2 月底



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到訪香港

本校接待學生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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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推行活動的工作人數及分工：
所有工作均由本校的學習交流組老師負責。
11. 保險、緊急事故應變：
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會自行為其學生購買旅遊保險（協議已申明）
，而於旅遊本港時
將由本港的旅行社承保。若有任何緊急情況，本校會盡力協助。
12. 接待到訪學校的學習準備
12.1 第一次聚會：暫定於 2018 年 12 月份舉行
 向本校參加者講解目標及責任
 要本校求參加者自訂目標


鼓勵參加者以任何方式預先與國內的同學取得溝通

12.2 第二次聚會：暫定於 2019 年 1 月份舉行
 講解成為接待家庭的注意事項(參考<接待同學注意事項>(附件 1)
 要求學生屆時完成<接待工作活動感受>(附件 2)，紀錄心得，隨後作報告。
13

評估及檢討方法
13.1 訂定<到訪學校老師評估表>(附件 3)、<到訪學生評估表>(附件 4)可從該校老
師、學生兩方面瞭解本校學生的表現及本次交流考察的安排不足處。
13.2 本校的學生亦會完成<自評表>(附件 5)，檢討自己的表現。
13.3 於到訪的第五天及最後一天上午，安排一個聚會，兩校的學生可以彼此分享交
流心得。
13.4 學習交流組老師會安排聚會與本校接待學生參加者溝通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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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本校出訪浙江：
1.

考察日期(由出發至回到香港）：2019 年 4 月 14 日至 19 日(共 6 天)。

2.

對象：本校學生共 48 人。本校將會派出 6 位老師隨隊照顧。

3.

接待單位：
浙江省紹興第一中學及該校學生的 28 個家庭
杭州虎山路初中及該校學生的 20 個家庭

4.

住宿安排：
第一至三晚--本校學生居住於早前(二月)到訪本校的學生對子家庭，而隨行老師居住
於學校附近酒店；第四－五晚--師生住宿於杭州的酒店。

5.

6.

交通安排：
5.1 出發 — 於香港直飛杭州機場再轉乘包車前往紹興一中及虎山路初中
5.2 回程 —於杭州機場直飛香港機場後解散
行程詳細內容：
日期

時間

14-4-2019

8am – 4pm



於香港直飛杭州後前往紹興一中

(星期日)
(第一天)

4pm – 6:00pm




到達學校，舉行歡迎儀式
結隊同學互相認識、溝通及交流

6:00pm



結隊同學帶回家中吃飯及休息

6:45am-7:00am



由結對學生帶本校學生到達學校上課

7:00am-7:20am



早自修

15-4-2019
(星期一)
(第二天)

內容

7:20am–12:00pm 

隨班上課及午餐

1:00pm-5:00pm



前往瞻仰大禹陵，之後返校晚餐

6:20pm--8:40pm



和結對學生一起參加夜自修後各自帶囘家休息

16-4-2019

6:45am-7:00am



由結對學生帶本校學生到達學校上課

(星期二)
(第三天)

7:00am-7:20am



早自修

7:20am–12:00pm 

隨班上課

1:00pm-5:00pm



前往參觀魯迅故里、蘭亭等之後返校

6:00pm--8:40pm




晚餐歡送會，拍照留念
總結交流的感受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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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對學生各自帶囘家休息

7:00am-7:30am



早餐

8:00am



學校集中拍攝大合照，與對方師生告別



從學校集合出發，遊覽當地人文及自然景點，傍晚前往
杭州景區，晚上遊覽仿宋河坊街，入住杭州酒店。

18-4-2019
(星期四)
(第五天)

7:00am-7:30am



早餐後集中

8:00am--6:00pm



餐後，前往杭州西湖景區，自由遊覽,中餐後，在下

午 2：00 集合前往【宋城景區】，欣賞【宋城千古情演出】
及西湖印象等，晚上入住酒店。

19-4-2019
(星期五)
(第六天)



8:00am
8:00am-12:30pm

早餐

早餐後，初中赴浙江省博物館參觀之後遊覽【岳王廟】、高
中參觀浙江大學校史館，科技館、體育館等，在校園食堂
內午餐，之後集合送蕭山機場。

晚上 6:00pm



抵達香港機場後解散。

7. 工作計劃及進度表 (包括互訪活動的宣傳方法、挑選參加者的方法及準則。)
2019 年 2 月份





出發前第一次聚會
講解活動的目標
自訂學習目標

2019 年 3 月份







出發前第二次聚會
講解活動要求及安排
講解出發須知
分組安排
派發《交流日誌》

2019 年 4 月 14-19 日 
2019 年 5 月份





出訪浙江紹興一中市及杭州
本校學生返港後作檢討
做展板報告活動情況
準備本校下一年的交流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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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姐妹學校交流計劃 1819」

推行活動的工作人數及分工：
所有工作均由本校的學習交流組老師負責。

9.

保險、緊急事故應變：
9.1 本校將會為出訪師生購買「教安心」團體活動海外保險，由聯誠保險
代理有限公司提供。
9.2 浙江省紹興市第一中學為接待單位，承諾協助本校解決緊急事情。

10. 出發前學習準備
10.1 第一次聚會：暫定於 2019 年 2 月份舉行
10.1.1
向參加者講解目標及責任
10.1.2
要求參加者自訂目標
10.1.3

同學分組，每組因應報告題目找尋資料，以備交流後作匯報之用 (暫
定的內容為主要圍繞「紹興的人文風情」、「兩地學校生活的異同」、

「蔡元培與香港」、「兩地生活方式異同」等)
10.2 第二次聚會：暫定於 2019 年 3 月份舉行
10.2.1
於出發前兩星期舉行營前集會，派發及講解<出發前須知>(附件 8)，
說明須知及需攜帶用品，務求令同學們有充分的準備。
10.2.2
講解出外交流的安全守則。
10.2.3
講解到接待家庭作客的禮儀。
10.2.4
要求學生完成<活動日誌>，每日晚上，學生須填寫日誌，紀錄心得，
隨後作分組報告。而老師亦會給予指導及鼓勵。

11. 學生在旅程中的學習要求
每一位學生都應該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學習之旅”的機會，都應該將其視為自己
學習生涯中一次不可多得的開闊自己視野、提升自身知識的良好實踐教材。因此，
在這次學習過程中都會用以下的要求來勉勵和規範自己，以便取得最佳的學習交流
效果。
11.1 熱愛祖國，尊重內地老師、同學及家庭，見面時主動禮貌問好，在任何場合都
應該使用普通話以加強自身的歸屬感和國家榮譽感。
11.2 嚴格遵守內地的生活風俗習慣、學習及生活的作息時間，在生活中學會忍耐、
通融、理解和接納，為自己一生有一個良好的待人接物態度打下良好的基礎。
11.3 要遵從導遊和帶隊老師的安排，一切以集體為中心，守時守規，待人處事具強
烈的責任心，處處體現一個香港文明學生的風範。
11.4 交流過程中，同學之間應友好協助；參觀各景點時，要切實注意自身及他人的
安全，絕對不允許擅自離隊，任何情況應及時向帶隊老師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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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香港與內地姐妹學校交流計劃 1819」

11.5 明確此次交流目的，用心體驗國內學生學習生活的 現況。
11.6 認真完成日誌，將自己的點滴體驗化作文字，將美好的事物主動與他人分享，
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感染周圍的更多人去認識祖國，擴闊此次交流的意義。

12. 評估及檢討方法
12.1 本校的學生將完成<自評表>(附件 6) 及 <交流心得>檢討和記錄自己的表現。
12.2 分別訂定<國內學校老師評估表>(附件 7)，可從該校老師瞭解本校學生的表現
及本次旅程的不足處。
12.3 於出訪的第三天，安排一個聚會，兩校的學生可以互相分享交流心得。
12.4 學習交流組老師會安排聚會與本校接待學生參加者溝通跟進。

E. 計劃完成後與社會人士，尤其是青少年分享及推廣方法
a.

b.

製作展板及週會匯報
在完成整個活動後，同學需要將旅程中的所見、所學及所感受的經驗製作成展
板，分別在週會及校內向各級同學分享學習成果。這樣，一方面能鞏固曾受訓
同學的學習經驗，另一方面更讓其他級別同學學習新知識，達到全校共同學習
的理念，強化學習成效。
學校校網發佈
同學亦會將活動情況，上載於本校的校網，以便公眾知道他們的學習成果。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學習交流組
2018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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