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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從香港出發到

西安咸陽機場

參觀鐘樓

及鼓樓

參觀

高家大院

夜逛

回民一條街

第二天
參觀漢城湖遺

趾公園

參觀陝西

歷史博物館

考察大慈恩寺
及大雁塔

考察唐文化廣場及

西安中軸景觀大道

第三天
參觀秦始皇

兵馬俑

參觀兵馬俑

仿製工場

參觀

古城牆

參觀

當地書城

夜遊大唐西市

絲路風情街

第四天
參訪西北大學及參與
一帶一路的發展講座

考察

小雁塔

考察

西安博物館

考察

碑林博物館

考察書院門仿
一條街

第五天
參觀飛機科普基地──

西安閻良航空城

從西安咸陽機場

返程回港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TWGHs Mr & Mrs Kwong Sik Kwan College 
 

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 
 

2018年 7月 6日至 7月 10日 

帶隊老師﹕區少銓老師、鍾東梅老師、

彭瓊慧老師、盛荻芹老師 

 

嗚謝：「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活動資助計

劃」、「赤子情、中國心」及「促進香港與內地姊

妹學校交流計劃」撥款資助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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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文物保育 

 
  

秦始皇陵兵馬俑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一統多個

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皇帝，而秦始皇陵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陵園，在公元前 246

年至 208年完成營建，位於陜西省西安市以

東 35公里的臨潼區境內。 

 

  兵馬俑是中國古代墳中陪葬用的偶人，

象徵殉葬奴隸的模擬品。古代實行人殉，奴

隸是奴隸主生前的附屬品，所以在主人去世

後，奴隸要為主人陪葬，是殉葬品之一，這

同時象徵著奴隸制的社會。 

兵馬俑仿製工場 
這些仿製兵馬俑都產自兵馬俑博物館附近

的村莊中。工廠老闆表示，隨着人工和原料

成本的增長，做這樣一個「兵馬俑」工藝品

所得報酬遠沒有以前豐厚，但她說只要有人

喜歡這個仿製兵馬俑，她會一直堅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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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文物保育 

 

   

古城牆 

  西安城牆位於西安市中心區，是明代初年在唐長安城

的皇城基礎上建築起來的，呈長方形，牆高 12米，底寬 18

米，頂寬 15米，東牆長 2590米，西牆長 2631.2米，南牆

長 3441.6米，北牆長 3241米，總周長 11.9公里。主城門

共分為四座：東長樂門，西安定門，南永寧門，北安遠門，

每道城門都由箭樓和城樓組成。現存城牆建於明洪武七年

到十一年(1374-1378)，至今已有 600多年歷史，是中世紀

後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是中國現存最完

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 

鐘鼓樓 
  西安鐘樓位於西安東、南、西、北四條大街的交匯處，鼓樓則位於旁邊

的鐘鼓樓廣場，兩者皆位於明代西安城的中心位置，是今天西安城區的地標

之一。 

 

  西安鐘樓始建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 17 年(公元 1384年)，初建時與

鼓樓對望，明神宗萬曆 10 年(公元 1582 年)鐘樓整座搬至今天所在。鐘

樓上每天皆有編鐘表演，亦展出一些陝西文化文物。 

 

  西安鼓樓始建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 13 年(1380)，比鐘樓早 4 年，清

康熙 38 年(1699)和乾隆 5 年(1740)先後兩次重修。樓上原有一巨鼓，傍

晚擊鼓報時，可惜這巨鼓如今早已不復存在。跟鐘樓一樣，鼓樓每天皆有鼓

樂表演。鼓樓內亦展出一些中國各地的鼓和相關圖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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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文物保育篇 
 

我在西安學會了很多歷史，我去之前是

有一種很好奇的感覺，因為我覺得西安好像

北京,，同樣有很多很古舊的建築物，我最難

忘的就是去參觀兵馬俑，因為是秦始皇的陪

葬物品。兵馬俑有 1500 米，西向東，三坑呈

品字形排列，非常壯觀。另外西安市民的服務

真的很好，他們既親切又有善。總括而言，我

認為西安是一個具有很大發展空間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歷史文物，我希望有更多人認識

到這些歷史，更加多人欣賞這個地方。 

中四級 趙智文 

在五天的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中，透過

欣賞不同的歷史文物，我也能夠估計他們的

生活習慣和文化特色。不過，可惜的是這個

漢城湖由於經歷長時間的城市污染，湖內水

源都出現一定程度的污染，長期下去，估計

會影響周圍環境和群眾的生活。希望下次有

機會再到這個公園的時候，其污染程度可以

有所改善，吸引更多遊客來欣賞美景。事實

上，五天的交流團實在不足夠了解更多期望

下一次交流團能夠充足的時間去了解不同

地方的一事一物。 

中五級 鍾惠喬 

在這次西安交流團，我學會了不少中國歷史

的文化，當中篇幅佔最大的是漢朝和唐朝的文

化，因為畢竟西安在漢唐時期，都為中原地區奠

下了發展的根基。在是次交流團，我第一次接觸

到漢服的文化，更得到珍貴的機會，去穿上漢服，

並且能夠與朋友拍照留念。除此之外，我們更有

幸能夠到兵馬俑參觀，遊覽後，我了解兵馬俑的

製作過程。當我還沒有參觀之前，我還以為製作

兵馬俑是非常簡單的，但經過導賞及講解後，我

發現製作兵馬俑是相當複雜和繁複，而且會花上

相當多的時間，光只是風乾這個過程，已經要花

上好多天。交流團的尾聲部份是航空城，在這地

方可以看到航空產業的佈局，真的令我眼界大

開，希望能夠在日後能夠到當地重遊。 

  中六級 周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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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教育 

 
 

  

西北大學--《一帶一路發展》講座 
  西北大學肇始於 1902 年的陝西大學堂和京師大

學堂速成科仕學館。 1912 年始稱 西北大學。1937

年西遷來陝的國立北平大學、北平師範 大學、北洋

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國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 

年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9 年復稱國立西北大

學。1978 年被確定為全國重點大學。現為首批國家

「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國家「211 工程」建設

院校、教育部與陝西省共建高校。  

 

  學校十分重視對外科技文化交流，已與美、英、

法、德、日等 20 餘個國家及地區的 100 餘所大學、

科研機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 

書院門 
  西安人通常所說的「書院門」，指的是從碑林

到關中書院門口的一條步行街，書院門的地名起源

於在它裡面的關中書院。 

 

  書院門位於南門內東側，東至安居巷接三學

街。明萬曆二十年間(1592)，學者馮從吾，今長安

縣人，因與閹黨鬥爭失利，辭官歸里，在寶慶寺講

學。後闢新址，在街北側建立關中書院，學生常至

千人,為著名學府。後為閹黨所迫，書院毀馮從吾

在此坐兩百日而死。明末清初又作了大規模修建。

現為西安師範學校，遺址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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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西安之行，我學會了很多有關中國歷史

文化的知識。而令我最感受深刻的是參選兵馬俑。

因為我們可以在當地嘗試製作兵馬俑。雖然過程不

算太順利，但我也不會放棄，不斷自己嘗試，最後

成功製作。我在西安的旅程，學會了如何與組員相

處，我們在小組討論的過程，都會踴躍地給予意見。

此外，我們到了西北大學聽教授講座，講座除了教

授不少西安的歷史，還把過去的中國歷史連結至今

天，學會了一帶一路的相關知識，使我獲益良多。

原來西安在唐代起，已經為中原當地的發展起了重

要的作用。而西安這個地方仍然保留著一些古色古

香的建築物，相信是濃縮了當年絲綢之路沿線的風

土人情、歷史風貌和文化景觀。總括而言，親身到

西安走一回，所獲得的知識及經歷，是在教科書上

體會不到的。 

中三級 洪嘉媚     

  我在西安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回憶，尤其

是西安這個城市承載著悠久的歷史變遷，代

表著中國多個朝代的歷史價值。 

西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同時亦是

連接著通往其他國家的大門。絲綢之路就好

比水管一般，把不同國家的文化傳遞到世界

各地，同時亦為中國帶來了正面的經濟發展。

除此之外，「一帶一路」亦順著絲綢之路的

路線應運而生，拉近了多個國家的聯繫，令

中國與世界各地接軌。中央政府推動了「一

帶一路」政策，除了可以推動中國自身的經

濟發展，同時亦可以帶動周邊東南亞國家的

經濟發展，成就一個「互助互利」的合作模

式。 

中三級 陳煒博   
經過這五天的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我

認為西安這個城市是一個文化深厚的城市，

西安這個地方見證了多個朝代的興盛，當中

最成功的就是絲綢之路，同時亦演變成對現

今國家發展影響深遠的「一帶一路」。除此之

外，我們更有機會在會議室內參與一帶一路

的講座，了解這個策略為西安帶來的發展前

景和方向。經歷五天密密麻麻的行程後，我

覺得自己對西安的認識加深了，期望有機會

再來認識更多。我認為西安這個地方的確比

不上北京的經濟發展，西安人們的生活節奏

亦沒有北京人們的急促。相反，西安當地人

民給予我一種濃厚的親切感。 

中五級 林維謙      

 

學生感想-教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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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文化旅遊宣傳 
 

  

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始建於 648 年(唐朝) ，是唐高宗作太子時為追

念其母文德皇后在原隋代無漏寺廢址上所建,更名為「慈恩」。亦為唐代玄奘法師主持

的佛教經典譯場所在地,建有著名的大雁塔。 652 年,玄奘為珍藏從印度帶回的大量

梵本佛典，仿西域建築形式修建五層方塔安放梵本,此即大雁塔。今日的慈恩寺是明

代的規模，而寺內的殿堂則是清代末年的建築。 

 

  近年修復了大雁塔，新建成玄奘三藏院。玄奘曾在這裡主持寺務，領管佛經譯場,

創立佛教宗派，寺內的大雁塔又是他親自督造的，所以大慈恩寺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

十分突出，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重視。大慈恩寺是唐代規模最大的寺院，佔當時進昌坊

半坊之地，共有十餘座院落，現存寺院面積僅是當時的一個西塔院。 

大雁塔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年) ，玄奘法師欲於大慈恩寺端門

之陽造一座高 30丈的石塔，一是供安置、保存従西域請回來

的經像，以避免年久散失，兼防火患；二是藉之以顯大國威風；

三是作為釋迦牟尼佛的故跡垂世，供人瞻仰。高宗聞訊，遂向

玄奘提出三條意見:一、用石造塔,工程大，恐難速成，宜改用

磚造；二、不用法師辛苦、破費，一切用度皆以大內、東宮、

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折錢支付；三、建塔地點改就寺之西院。   

 

雁塔建好後，方形塔基，面寬各 140 尺；塔形仿西域(印

度)制度，不循中土舊式；塔分五級，包括相輪、露盤在內，

總高 180 尺；層層中心皆有捨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

最上層以石為室，藏經像；塔下層南外壁有兩碑，左為太宗皇

帝所撰《大唐三藏聖教序》，右為高宗皇帝在東宮時所撰《述

三藏聖教序記》，皆為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書。初建塔奠

基之日，玄奘法師曾自述誠願，略述自己皈依佛門經過、赴印

求法原因、太宗父子護法功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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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文化旅遊宣傳篇 
 

 

 

  

在是次西安交流團中，我學會了尊重當地文化。

因為走出自己熟悉的文化圈子，到訪了西安這個地

方，能接觸當地的文化，包括：生活文化、傳統文化

等，使我能學會尊重及接納不同地方的文化。在交流

團中使我感覺最深刻的是到訪回民街，回民街是西安

著名的美食文化街區，有許多西安當地的傳統美食。

我認為西安的居民非常幸福，因為他們有很多特色美

食。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西安有着濃厚的歷史文化，西

安的歷史文化是其豐富的資產及價值，正正因為西安

的歷史文化濃厚能帶動當地的旅遊業發展，讓西安的

經濟發展得更迅速，加上我們在西北大學上了一課有

關一帶一路的講座，才發現原來中國的發展一日千

里，交流團加深了我對祖國的認識。 

中五級 周彤潼    

 

 我在這次西安交流團中學會了如何與組員們相處

以及學習當組長的角色，帶領組員們投入參與不同的

活動。在過去的交流團中，我都是擔任組員的角色，但

今次的交流團老師揀選了我擔當組長的角色，在當中

使我學會了如何與組員相處及溝通，培養了我的領導

能力以及交際技巧。此外，在是次的交流團中我能夠有

機會嘗試不同的新事物，開拓了我的眼界以及體驗，例

如我們有機會試穿漢服，這些經歷讓我感到非常新奇

及有趣。然後，這次交流團令我最深刻的是到訪兵馬

俑，秦始皇陵兵馬俑十分兵馬俑宏偉，我們更有機會到

兵馬俑仿製工場親身體驗製作兵馬俑掛飾，令我意想

不到的是我製作的兵馬俑掛飾竟被認為是做得最漂亮

的，還額外贈送了一個兵馬俑裝飾物給我，真是令我喜

出望外。最後，我認為西安這一個城市有着良好的風土

文情，當地居民非常友善以及充滿人情味，我很高興能

夠參與是次的西安交流團。 

中六級 周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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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漢民族 
   

漢城牆遺址 
唐代長安城的南城牆所在地。東西全長 3600 米，

寬 100 米，佔地 540 畝，由建築大師張錦秋擔綱設

計。 

 

在遺址公園的修建中，重點表現了隋唐長安城的

規劃框架，通過工程技術手段再現了城牆、城壕、城

門、裡坊、坊牆、城市街道等要素。公園以城牆遺址

為界，充分利用現有樹種，通過不同的綠化、鋪砌等

技術手法將公園劃分為「城內」和「城外」不同區域，

從外至內，層次明地表現了護城河、城牆、順城路和

里坊等空間要素。 

 

是在古唐城牆外郭遺址之上，以書法雕塑、園林

景觀為表現手段，以唐詩人物和唐詩意境展示為主

題，為市民、遊客提供一處集藝術享受、文化鑑賞、

活動休憩的高品位場所。 

漢城湖公園 
  原為團結水庫(古漕運明渠)，水面最寬處為 80 

米，最窄處 30米，水深 4至 6米，湖面 850 畝，

是集防洪保安、園林景觀、水域生態、文物保護和

都市農業灌溉為一體的特色生態公園。 

 

  2011景區開放範圍為北到封禪天下片區，沿霸

城溢彩、漢橋水鎮、角樓疊翠等片區，南到崇威橋，

以及入水口的安門盛世廣場。在 3公里長的湖面兩

岸遊覽封禪天下廣場、大漢疆土地雕、漢武大帝銅

像、漢城湖展廳、音樂噴泉、水車水磨、景觀橋樑、

天漢雄風浮雕、神明台、安門主入口廣場、入水口

等 42處水文化、漢文化主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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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漢民族篇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西岸歷史文化

交流團，經歷這五天的旅程，我對西安這

個地方的了解漸漸加深。西安又稱為長安，

從漢代開始歷史深遠的城市。旅行團中，

我也參與一帶一路的講座，了解到這個計

劃對西安帶來的正面影響。另外，令我最

印象深刻的是到漢城湖公園，這是一個具

特色的生態公園，環境優美，令我樂而忘

返。除此之外，我還記得我能夠在某個景

點穿上漢服與老師和同學合照，這些都成

為我第一次到西安的最美好的回憶。 

中五級 周柏賢   

 

 

這次西安交流團，我們是乘坐國泰港龍航

空公司，行程還未開始我已經感到非常期待這

次旅程，因為飛機餐十分美味。這次旅程我們

去了很多地方，當中包括陝西歷史博物館觀賞

各個朝代的文物，了解不同文物背後的歷史事

件和意義。接着，我們還到了漢城和公園，在

公園內我們有機會試漢服到不同的景點拍照

留念。還有一天，我們更有機會參觀兵馬俑，

我們足足在這裏逗留了 3小時，期間有同學走

失，幸好老師最後能夠把他找尋回來。這次經

歷真的十分難忘和驚險。 

中三級 何宗寶    

 

 
透過參與這五天的西安歷史文化交流團後，我學會了當地的歷

史知識和文化。這次活動我最深刻是去了鐘樓和古樓，最難忘的是

遊覽漢城湖公園以及秦始皇兵馬俑，以上這些景點都令我大開眼

界。除此之外這個交流團也給了我很多寶貴的經歷和體驗，就例如

我可以見識到當地人的生活模式，有機會嘗試穿着漢服。這些一切

一切，是我在未出發前無法估計到的，故此這個交流團令我明白到

走出課室班房，到不同的地方探索知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

有意義。我認為這次交流團的行程非常豐富，使我每一天都能大開

眼界。第一天，可以到回民街，這裏聚集了西安特色小食吃，我也

品嚐了不少當地美食，從而亦感受到當地的風土人情。第二天，到

了漢城湖公園，公園內有不同美輪美奐的設施，例如音樂噴泉、水

車水磨、景觀橋樑、大浮雕等等。這些景點都令我們目不暇給。第

三天到了西安博物院，館內被稱為具有博物館、明勝古蹟、以及城

市公園的三大功能的設施。我們參觀後，能夠感受到當地文化氣氛

十分濃厚，希望能夠多了解西安歷史文化。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

航空城，了解航空業的運作模式。總括這短短的五天，雖然時間不

多，但是令我獲益良多。  

中四級 鍾承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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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介紹-繁體字與書法 
 

碑林博物館 
陝西創建最早的博物館，它以收藏、陳

列和研究歷代碑刻、墓誌及石刻為主，成為

在中國獨樹一幟的藝術博物館。 

 

現有館藏文物 11000 餘件，其中國寶一

級文物有 535 件。著名的「昭陵六駿」就有

四駿藏於本館。陳列由碑林、石刻藝術和其

它文物展覽三部分組成，共 12個展室。現有

7 座碑室、8座碑廊、8座碑亭，加上石刻藝

術室和 4 座文物陳列，陳列面積達到 4900

平米。 

陝西歷史博物館 
 這座館舍為「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唐

風建築群，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錯落有致，

氣勢雄渾莊重，融民族傳統、地方特色和時

代精神於一體。 

 

館藏文物多達 370000 餘件，上起遠古人類

初始階段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 1840 年前

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器物，時間跨度長達一百

多萬年。文物不僅數量多、種類全，而且品

位高、價值廣，其中的商周青銅器精美絕倫，

歷代陶俑千姿百態，漢唐金銀器獨步全國，

唐墓壁畫舉世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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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繁體字與書法篇 

 
  

 
 

如欲獲取更多學校跨境交流團資訊可瀏覽

http://www.twghsksk.edu.hk/ （交流團）， 

即可了解更多詳情。 

感想

-

kfhg

hfbg

hghf

h 

uky

m 

yb 

當我知道我能有幸參與這次交流團時，我對這次西安之

旅十分期盼。西安，是一個具備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從西

周定都於此，秦、漢、隋、唐都在此定都，成為古時政治、

文化、經濟中心之一，因此具有很大的考察價值。西安市在

古時已經發展得有條有序，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秦始

皇的兵馬俑。兵馬俑是古時中國的一大傑作，出土之後更成

為了「世界八大奇跡」之一。而每一個兵馬俑的面容都不同、

各具獨特之處，兵馬俑所排列的陣容亦令我嘆為觀止。是次

活動的行程非常豐富，參觀景點亦多不勝數，令我能深深感

受到西安的文明。西安市是一帶一路的起點，也是古代絲綢

之路的起點，國家大力發展西安，又能保留西安的古色古香，

令我認為這個地方十分有趣。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中，有一項

教育活動是關於繁體字，這個活動令我知道繁體字的來源，

以及當中的博大精深，參與活動後，我更加欣賞繁體字，還

會主動了解字體結構的意思。 

中五級 鄭傲翔     

 

透過這次交流團，我學會了西安的歷史、文

化、教育和團體合作。在是次交流團我擔任了組

長的角色，身為組長需要聚集及留意我的組員，

以免他們走失。因此，我學會了團隊精神及培養

了我的領導能力。在整個交流團中，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參觀碑林博物館，因為我終於能親身到西

安親眼看見歷代碑刻、墓誌及石刻，帶給我的震

撼是在教科書上不能體會的。總結是次交流團的

體驗，我認為西安這個地方有豐富的歷史文化，

西安亦十分重視對文物的保育，使得我們能親眼

看見幾千年前的歷史遺物。 

中四級 陳仲嫻 

 

http://www.twghsks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