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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3/6) 香港國際機場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中國鐵道博物館 

抗日戰爭紀念館盧溝橋欣賞京劇演出 

第二天（24/6） 故宮天壇北京什剎海四合院和胡同天安門觀降旗 

北京古老大柵欄古文化街 

第三天（25/6） 高碑店學習臉譜製作居民家包餃子首都師範大學 

王府井 

第四天（26/6） 居庸關長城中國航空博物館鳥巢和水立方外觀 

三里屯分享會 

第五天（27/6）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通過考察，

可以讓本校學生拓寬視野。從北京的歷史、

文化景點，到風土人情，都可以加強學生對

國情及國家發展的認識。同時，在考察中讓 

學生加深了解領袖須具備的素質。 

 

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活動資助

計劃」、「赤子情、中國心」、「促進香

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校本

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及東

華三院「國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2018年 6月 23至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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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道博物館 

中國鐵道博物館是中國鐵路唯一的國家級專業博 

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國鐵道博物館主要負責鐵路文物、

科研成果等展品的收藏、保管、陳列、展示及編輯研究工  

作，促進鐵路科技現代化，作為愛國主義宣傳教育和科學                  

普及教育的基地。中國鐵道博物館有三個館：正陽 

門館、東郊館、詹天佑紀念館。 

抗日戰爭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位於盧溝橋東側的宛平 

城內，是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大型 

綜合性紀念館。該館的主要分為三部分：主館、資料中心、

南北四合院。主館為一座牌坊式建築，包括 6個展廳、一個半 

景畫館、一個多功能廳、兩個文物庫房。位於東西兩側的南北

四合院與資料中心，都是仿明清建築。該館推出各種 

專題展覽，對青少年開展宣傳教育，如學術研討 

會、座談會和論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9%B9%E5%A4%A9%E4%BD%91%E7%BA%AA%E5%BF%B5%E9%A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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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宮，即紫禁城，是明清兩朝的皇宮。故宮 

於明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年）落成；位於北京中軸線 

的中心，占地面積 72萬平方米，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

築。北京故宮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國家 5A級旅遊景

區，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故宮博物院，藏品主要為明、清      

兩代宮廷收藏；是國家一級博物館，與法國羅浮宮、俄羅斯 

埃米塔什博物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大英博 

物館並稱為世界五大博物館。 

北京天壇 

北京天壇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是明清兩朝帝王祭天、 

祈穀和祈雨的場所。是現存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倫理等級

最高的祭祀建築群。1961年，天壇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8年，「北京皇家祭壇—

天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現時天壇不再進行任何祭祀

活動。1918年起闢為公園，正式對民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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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什剎海四合院和胡同 

北京的四合院現在已經和北京胡同一起，成為北京傳統 

文化和民俗的代表。北京四合院的基本結構也是四面住房 

包圍中央的庭院，但在很多細節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北京的

胡同大多為東西走向，因而四合院多為南北向，這一特點在北

京內城尤為明顯。四合院大門通常開在四合院的東南方向，而  

不與正房相對。如果四合院位於胡同南側，院南邊不臨街 

開不了院門，則在北房西邊開門。 

 

天安門 

天安門坐落在中國北京市中心，故宮的南端， 

與天安門廣場隔長安街相望，是明清兩代北京皇城的正門。

天安門始建於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時稱為承天門。

清朝順治八年（1651年）更名為天安門。1949年 10月 1

日，在這裡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天安門為第 

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場北端設有國旗杆，每天 

都會隨日出、日落進行升旗、降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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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 

王府井大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長安東街北側和 

紫禁城東邊，是具有百年歷史的著名商業區，由南向北 

全長大約 810 公尺，聚集著 700 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是北

京少數的步行商業街，享有「金街」的美譽；王府井大街經過

多次的更名，在元代稱為丁字街，明代因在此共建有十幾座

王府而改名為王府大街，清宣統年間北段叫王府大街、中 

段為丁字街，南段街上有一口井因此稱為「王府 

井大街」，名稱便沿用至今日。 

 居庸關長城 

居庸關長城是長城其中一座出名的關城，與附近的 

八 達嶺長城同為北京西北方的重要屏障。與倒馬關和 

紫荊關合稱「內三關」。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部，距北京約 60

公里。居庸關設於太行山餘脈之軍都山峽穀之間，兩側均有高

山聳立，縱深約 20公里，地勢險要。早於春秋戰國時期，呂 

氏春秋就有關居庸的記載，道「天下九塞，居庸其一」。 

並建設成長城上其中一座重要的關口，成為北京西 

北方的軍事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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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空博物館 

中國航空博物館以一架殲-12超音速超輕型戰鬥機作 

為博物館的館標。館區佔地 70餘萬平方米，主要分為 

洞庫展廳，面積約 2萬多平方米；露天展區，面積約 18萬平

方米。博物館主要展出以飛機文物為主，目前已收存 100 多

種型號近 300 多架飛機，還有地空導彈、雷達、航空炸彈、

航空照相機、飛行服裝、航空傘具、航空輪胎等大型武器裝備 

樣品及航空文物，中外航空圖書資料 2萬餘冊，重 

要友好往來禮品上千件。 

 

鳥巢 

鳥巢是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主場館，由於 

獨特造型又俗稱「鳥巢」。體育場在奧運會期間設

有 10 萬個座位，承辦該屆奧運會的開、閉幕式，

以及田徑及足球等比賽項目。奧運會后座位數將減

至 8萬個。除 2008年夏奧外，此場館亦將會於 2022             

冬季奧運會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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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鍾俊豪 

這五天交流團印象最深刻是參觀王井府，因為長安東街北側和紫禁城東邊，都是擁

有百年歷史的著名商業區，而且我覺得小食街都非常有特色並有許多著名食物，例

如：炸蝗蟲、炸螳螂和炸蠍子等都是北京當地的「重口味」而有特色的食品。此

外，我最難忘和深刻的是早上參觀居庸關長城、水立方和鳥巢等地方，因為這些地

方都是北京的著名景點。首先，我認為長城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地標，雖然

在參觀長城的時候要走許多的路，但我認為辛苦爬上長城後可以飽覽長城下的俊美

景色，走再多的路也是值得的。再者，參觀鳥巢及水立方亦使我十分難忘。鳥巢及

水立方為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主場館，當年的田徑項目及游泳項目就是在這兩個地

方舉行。那時的場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許多精彩的比賽都在這兩個場館舉行，並

吸引大批觀眾觀賞比賽。時至今日，我能親自到訪這兩個場館並能拍照留念，令我

十分難忘。最後，我認為北京市民都十分熱情開放，這個地方保留了許多傳統文化

和傳統習俗，例如：四合院等傳統建築。此次，交流團使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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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黎嘉淳 

今次的活動讓我有機會體驗北京的生活文化，例如﹕北京市民十分遵守交通規則、

不會胡亂丟垃圾等，從而，使我認為北京這個地方與中國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分別，

還記得有本團的同學在參觀的過程中遺失了錢包，然而幸得當地人路不拾遺並打電

話聯絡該名同學，才沒有財物損失。在這件事件中令我覺得北京的社會風氣良好，

北京的文化素質比起中國其他的地區高出很多。再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中國

歷史規模最浩大的軍事工程長城。過往，我曾在中史課上學習長城建造的歷史背

景，然而當我身在其中的時候，令我驚嘆中國古人的智慧及知識，當我身歷其境

時，我感受中國從古到今的發展以及長城的宏偉。最後，在登上長城的過程中能一

覽長城的風景，還能拿到了一張登上長城的證書，真是不枉此行﹗ 

 
中六級 周德志 

總結今次交流團的感受，我在交流團中學會了堅持及永不放棄的精神。當我在行萬

里長城的時候，因為路程遙遠的緣故，覺得十分艱辛。但是，當我想到古代的時

候，人們為了生存而每天被勞役地興建長城，更甚有部份人因此身亡，由此不再感

到自己的艱辛，而是敬佩修築長城的人們，並感受到長城歷史意義的重大。然而，

在過往我對中國的印象並不是很好，因為受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等的負面新聞所

影響，但經過是次的交流團，我能有機會與北京當地居民交流以及製作餃子，能感

受到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溫暖和善良純樸，使我對中國及內地有不一樣的觀感。透過

參觀不同名勝古蹟，我認為內地可以有機會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寶藏，藉此創造發展

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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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梁禈悅 

 今次是我第一次到訪北京這個地方。在參觀中國鐵路博物館展出的火車和鐵路時，

好像在看巨型模型一樣，十分有趣。此外，抗日戰爭紀念館和盧溝橋兩個地

方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就我在課堂所學，盧溝橋事變是抗日戰爭的開端， 

日軍借盧溝橋事變挑起與中國的軍事衝突，繼而借機挑起戰爭，為抵抗日軍的進

擊，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其後日軍炮轟宛平城，隨後發生了平津作戰。

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在之後的平津作戰中打輸，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區被日本佔領，

八年抗戰正式開始。再者，在日落的時候全體老師及同學一起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欣

賞及參與降旗儀式，看著國旗在軍人的手中緩緩地降下，不禁衍生一種對國家尊敬

的感覺。此外，我還記得每位同學和老師一起去製作了自己喜歡的面譜塑 

模帶回家留念，使我體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最後，來到了北京一定 

要到訪長城，長城的宏偉讓我生出一種敬意，感謝老師選拔我，讓我能參與北京的 

交流團，讓我透過到訪不同的地方學習了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非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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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李秋魁    

    五天的北京交流團轉眼間便結束了。在這次的行程中，有不少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的事情，例如我們欣賞了京劇、參觀了故宮、萬里長城、盧溝橋和四合院等等。這幾

個旅遊景點其實都充滿著歷史及體現出中國的傳統文化，我一直很想親身到達當地考

察，而這次學校舉辦的北京交流團則助我夢想成真，讓我能夠親自去參 

觀，我十分雀躍。當中最讓我難忘的地方就是萬里長城，這個地方是中 

國最著名的景點，亦是最具有中國代表性的名勝之一。當我在遊覽萬里長城期間，雖

然路途十分吃力，但當我能夠攀登這個壯觀的名勝古蹟時，我依然感到十分興奮。另        

外，我在交流期間遇到的北京人在款待旅客時十分親切有禮，讓我感到 

十分親切和舒適。 

     最後，北京是一個最能夠體現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及最具有中國歷史價值的地方，

我認為中央政府應該探討更多的政策和措施去 

保護這些景點，同時可以嘗試讓遊客利用現代化 

的科技去觀賞和體驗歷史古蹟和中國的傳統文化。 

 

 

  

 

 

  



 

 

11 

中五級 鄭子謙   

     是次的交流團給予我一次千載難逢的北京遊歷機會。在旅程期 

間我認識了一些獨有且珍貴的文化及傳統習俗，例如，四合院的傳統 

建築風格、家庭觀念、種植植物都體現著當地人民獨有的見解、京劇 

中的臉譜色彩代表著不同的角色形象等等，這些我們難以在香港體會

和看到的，反而透過交流團，讓我們了解了北京多元化的一面。 

    在北京市內，我看見當地有著不少現代化的零售商店，例如王府井 

及三里屯。這些商業街雖有著不少跨國企業及國家企業的店舖，但仍然 

有部分保留著具有懷舊風味的小店，例如王府井及大柵欄古文化街。 

在王府井，位於眾多現代化商店及商場之間，有不少店鋪依然賣著北 

京獨有的小吃。在文化街，不少商店售賣著具有獨特及歷史價值的手作品，包括茶

葉、畫具、紡織品等等，這些種種都反映出即使北京的現代化發展迅速，但一些獨

特的傳統文化依然得以保留。 

     是次的北京交流團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我成功登上萬里長城最高點

的一刻。當我與好友一同登上這個 666米的高處時， 

我忽然想起毛澤東先生曾經說過的一句，「不到 

長城非好漢」，相信在這一刻，我已經成為一 

位「真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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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胡承昌    

   在這次的交流團中，我去了很多我曾經憧憬著，卻未能親身到訪的地方。北京的

水立方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從少熱愛游泳，一直夢想著自己可以有朝一日能夠參

與大型的游泳賽事。儘管我只能夠在水立方的外圍觀賞，但這也讓我更加期望自己

終有一天能夠進入水立方參與比賽。此外，當我親身到達北京時，這個地方給予我

一個完全不同於課本上看到的印象。當我到北京的時候，我發現這個地方依然有著

很多傳統的風味，也有著人與人之間的人情味。最後，我仍記得我們到訪過萬里長

城，雖然我們站在起點的時候遠遠看不見盡頭，但我一鼓作氣之下跑上去居庸關的

高點，我高興地大聲叫到「我做到了！」，在那一刻，我認為自己不但克服了萬里長

城，同時也明白到「凡事皆有可能」的道理。 

 
中四級 鍾穎  

經過了這次的交流團，我了解到當地獨有的文化和傳統。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們

到訪航空博物館。我從小對航空抱持著好奇心，這次到訪的機會讓我認識更多有關

於航空的知識及參觀到更多書本上未有提及的事物。此外，我們亦到訪了「三里

屯」，哪裏有著大大小小的書店，我最喜歡就是去看書及買書，讓我能夠好好享受

這個寧靜的環境。另外，北京市是一個給我很多驚喜的城市，這個地方有著激烈的

市場競爭，但同時亦提供了很多的機會給不少北漂的年青人。這個地方現代化發展

十分迅速，但同時也保留著獨有的傳統文化特色以及難能可貴的人情味。從交流團

回到香港後，我一定會將北京的文化特色分享給我的家人與朋友 

，讓更多人認識到這個美麗而繁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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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 吳卓禮 

   這次的北京交流團讓我有幸到訪不少多姿多彩的地方，包括了古老的小市集、

小吃街，還有各式各樣的博物館，讓我透過參觀，親身去體驗及學 

習當地的文化風俗，同時也能夠認識更多課本以外的知識。這不同 

於平日在課堂上透過書本及影片的學習模式，而是讓我們自己去親身感受及發掘更

多的知識，這是一個十分令人難忘的學習機會。 

    在我們到訪不同的古老小市集的時候，我們能夠充分的體驗到北京與眾不同的

地方。北京是個世界著名的大都市，這個地方的發展十分迅速，在世界 

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但這個地方卻能夠保留著很多舊時北京的風俗 

特色，很多手工藝、傳統小吃、傳統習俗等等都能夠在這個繁榮的大城 

市中找到，不被社會所淘汰，當地政府能夠一邊推動社會發展，一邊保 

留本土的傳統文化實屬不易，令人佩服。 

    很感謝學校舉辦了這次的北京交流團，讓我能夠到訪很多只曾聽說過的地方，

同時也是一個很寶貴的學習機會，讓我體驗及學習了很多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些經

歷都讓我十分難忘。 

 

 

 

 

  



 

 

14 

中四級 鄧卓桓 

     北京是中國的首都，這個地方有著很多很吸引的景點，我一直很想去呢﹗而

這次交流團則讓我能夠真正地親臨其境。經過這次的交流團，我對北京 

的印象改變了很多，一直以來，我都只認為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應該 

是一個很發達的城市，人山人海的地方。然而，當我到訪北京，我才發

現它是一個十分寧靜，很有文化底蘊的城市。這個地方雖然人流不算多 

，但依然讓我能夠感受到當地人之間的人情味及親切感，這些都是很難以在大城市

中看見的。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觀賞天安門的降旗禮，降旗禮的步兵們日復 

一日的進行著同樣的動作，但依然保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響亮的腳 

步聲反映出他們的專業及敬業，讓人十分敬佩。 

透過這短短幾天的北京交流團，我了解了更多北京不同於過往刻板印象的一

面，學習了更多元化的歷史及傳統文化特色，使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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