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學生莊曉琳及黃泳蕎，擊敗其餘百多名參賽者，在

「Saildrone的新衣」設計比賽中突圍而出；8月初獲邀前往美國三藩市，觀看全

新船帆塗裝Saildrone無人航探儀的揭幕禮。

「即將升讀中五的莊曉琳，目前正選修視覺藝術科，她直言對創作有濃厚

興趣，自小立志成為一名設計師，亦成為她參加是次設計比賽的其中一個原因。

「老師曾經教過我，設計作品時要獨一無二。」莊曉琳秉持這項理念，先到網上

搜集與南極及Saildrone的資料，從而獲得靈感：利用企鵝及冰川代表南極；一

名女孩子坐在舢舨上舉起望遠鏡

觀察，代表無人航探儀孤身探索

南極。

莊曉琳不諱言，當時十分希望贏得比賽，但從沒奢望獲

獎，對於自己的設計作品第一次套用於實物上，感到喜出望

外及十分開心。（節錄自2019年8月19日《香港01》）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嘉誠人」設計揚威美國 「新衣」伴無人科研船遊海洋

交流團學習        享

莊曉琳及黃泳蕎

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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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學年，在時任東華三院主席兼名

譽校監王賢誌先生帶領下，28位來自本院屬下18

所中學的學生大使開展了八天溫哥華之旅，通過

與當地華人及各界見面，認識溫哥華社會，及探

討華人在溫哥華的生活狀況。學生大使以「鑒往

知來─可持續發展：溫哥華」為主題，先後參

觀了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使館、香港駐溫哥華經濟

貿易辦事處、卑詩省議會、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等機構及單位，全面

認識溫哥華在政治、教育及文化方面的發展。

東華三院學生大使
溫哥華參訪團
活動日期：2018年10月9日至17日

活動地點：加拿大溫哥華

中華會館

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

拜訪中國駐溫哥華領事館

▲到訪卑詩省議會旁聽會議，及與華裔省議員屈潔冰會面以
   了解當地華裔參政現況

到素里南瓜田了解溫哥華的
農業發展在南瓜田參與團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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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劉展銘

在溫哥華的參訪旅程中，我深入認識到華人遠赴海外工作的艱

辛。我在中山公園聆聽周小姐講述加拿大華人歷史，原來歷史可追溯

到19世紀，當時美國發現金礦，不少華人懷着「發財夢」到美國淘

金，之後再徒步北上到加拿大。當時華人從事低下的勞力工作，不

但收入微薄，更受到當地人的歧視。當地政府更有不少歧視華人的政

策，包括人頭稅，以限制華人親戚移民到加拿大；亦禁止華人從事專

業工作，例如教師，醫生等。縱使生活環境堪憂，但是華人仍然自強

不息，逆境求存，加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華人於當地的貢獻，贏得

當地政府的認同，換來了合理的對待，可見，現在海外華人的權益可以說是前人用血汗

換來的。

除了學習到歷史之外，我亦認識了其他東華三院中學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過程中我

們攜手面對不同的挑戰與困難，亦在晚宴合作進行演出，從中建立深厚的友誼。我很慶

幸能夠成為東華三院學生大使一員，讓我有機會到訪溫哥華，擴闊自己的眼界，寓學習

於實踐。感謝東華三院給予我這次機會，亦感謝

在旅程中給予我幫助及鼓勵的朋友及老師。

北溫參觀卡比蘭奴吊橋公園

海天纜車 (Sea to Sky Gondola in Squamish)溫市中華文化中心

喬治亞灣罐頭廠
(Gulf of Georgia Cannery）未出發先興奮

格蘭護島(Granville Island)維多利亞唐人街
華僑僑領向學生大使講解海外

華人的生活 餐桌禮儀課

學生感想

5D劉展銘與王賢誌主席合照

才藝表演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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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重要文物—清華日晷合照。

4A熊巧晴跟組員在分享會中分享自己所學及轉變。

4A葉嘉珈及4D鄧雅名正在講解粵語字詞及一些潮語。

曾慶輝總理跟曾慶芸女士跟得獎學生拍照。

陳偉明老師正進行示範課，講解肌肉及關節的構造。

穿著宋服參觀清明上河園

開封市第五中學的校舍及操場。

「甫智方舟」中學生拓新
技術實踐課程及支教活動
活動日期：2019年7月5日至14日

活動地點：河南省開封市

在第一部份，東華三院學生先到河南開封市第五中學進行

支援教學，並跟當地學生交流。同學亦遊覽當地名勝，如清明

上河園，龍亭公園，以認識當地的歷史及風土人情。

在第二部份，同學們在清華大學上有關設計思維的工作

坊，藉此機會認識內地大學上課的模式及文化。此外，他們有

機會參觀北京科學中心以及其他北京著名景點，了解國內尖端

科技發展以及體驗北京繁華生活的面貌。

此交流團旨在讓同學反思自已，學懂珍惜所有以及訂立目

標，好好裝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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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張卓羚

這次交流團不是普通的交流團，不是只有觀光和玩

耍，而是有更多的體驗和學習。我們主要到訪開封市第五

中學進行支教，使我了解到內地學生在校園生活、文化等

與香港有什麼不同。我與李家君同學到課室支教，題目是

「香港電影與文化」。起初，我們擔心這個題目會否太沉

悶，但原來他們對香港電影十分感興趣。他們既熟悉周

星馳的電影，也看過劉德華的電影。當我們播出「逃學威龍」的片段時，他們更熱烈討論，課堂氣氛輕鬆快樂。可

是，經互相交流後，我們發現他們的學習壓力比香港學生大許多。他們要早晚自習，夜晚十時才能下課，暑假只有

十天等等。當我知道了他們的校園生活後，我學會了知足常樂，更榮幸可以在他們刻苦學習中帶給他們一點快樂。

4A嚴楚喬及4D葉愷申正在分享東華三院的歷史以及文化。

4D李家君與開封五中學生以及清華學生交流。

東華學生跟主席以及總理合照

學生感想

4D鄧雅名及4A葉嘉珈 
正在發揮創意使棉花糖
固定在最高的位置。

4A 熊巧晴

一直以來我希望長大後可以成為一名老師，所以我很感謝東華三院和曾憲備慈善基金會舉辦是次活動，給予我

機會去體驗一下當老師的感覺。從決定講課的題目、內容、製作簡報、到真正去跟開封五中的同學們講課、交流。

過程中遇到不同的波折，讓我明白到做事要靈活變通，並提升隨機應變的能力。我亦體驗到老師上課時所遇到的問

題及處理方法，正因知

道了做老師的困難但我

沒有放棄的想法，令我

更加確定自己的目標，

這是我日後成為老師的

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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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想

於中國駐杜拜總領事館留影

杜拜衝沙之旅開始了 參觀杜拜香料市場師生與東華三院王賢誌主席合照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
「一帶一路」杜拜參訪團
活動日期：2019年3月16至20日

活動地點：杜拜

是次參訪團安排了

本院十八所中學的學生

代表，參觀棕櫚島、黃

金市場、香料市場、清

真寺、法拉利樂園及華

納兄弟樂園等杜拜最著

名的地方；還拜會龍城、中國駐杜拜領事館、香港

駐杜拜貿易發展局、中國銀行駐中東有限公司及古

珀行珠寶行有限公司等。藉著不同的拜會活動，學

生可以深入探索華人在杜拜不同方面的發展，以及

「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新機遇，藉此提升學習動機

及拓寬視野。

師生於杜拜沙漠留影

5D 郭采琳

'To see the unseen, to hear the unheard.' 杜拜確實是一

個十分富裕的國家，但卻非體現在奢侈品方面，而是利用自

己的優勢，不斷達成一個又一個世界之最的目標，利用優勢

去發展一些科技項目，例如正在建設的未來博物館，令人聽

了就不禁眼前一亮，亦令人對2020的世博會抱有期待。

5A 歐子謙

「六人同心協力，五天杜拜之旅，四處遨遊闖蕩，三

語兩文交流，一生終能受用。」這就是我五天在杜拜交流的

概括。我在杜拜之旅當中有三大得著：一、全力以赴，凡事

力求完美，二、克服自我，凡事勇於嘗試，以及三、把握機

會，凡事主動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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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拜最大清真寺參觀

歐子謙同學於中國駐杜拜總領事館提問 同學與邱副校長於董事局晚宴留影 參觀杜拜黃金市場

5A 吳嘉雪

最讓我驚喜的是能夠拜訪中國駐杜拜總領事館，能夠踏入國家的領

事館，並與工作人員交流，真的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國家領事館是我國

與他國良好外交關係的一個象征，能夠在他國面見自己國家的人，看見

自己國家的建築，真的十分有親切感，亦十分榮幸。杜拜政府為招攬人

才，在全球各地錄取大學畢業生，到杜拜的不同的政府部門去實習、去

工作、去體驗。對於全球各地的青年而言，確為千載難逢，亦是特別珍

貴的機會。我認為年青人不應拘泥於自己眼前的路障，人生是一場馬拉

松，想要漂亮地完成這個長跑，便要為自己尋找更高、更大、更遼闊的

發展空間，奠定自己的角色。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機會在等著年青人，

而年青人應將目光放遠，爭取每一個寶貴的發展機會。

參觀杜拜水族館及水底動物園同學披上阿拉伯頭巾

師生與東華三院董事局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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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中學聯校
「一帶一路」哈薩克斯坦參訪團
活動日期：2019年5月13至17日

活動地點：哈薩克斯坦

是 次 參 訪 團 安 排 了 本 院 中 學 的

學生代表拜會中國駐哈薩克斯坦領事

館、KIMEP大學及不同華資機構等。

期望透過不同的拜會，讓學生深入探

索 華 人 在 哈 薩 克 斯 坦 不 同 方 面 的 發

展，以及「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新機

遇，藉此提升拓寬學生們的視野及學

習動機。

4A 熊巧晴

在這次交流學習當中曾到訪不同的大學、中資機構、華

人組織和歷史建築，以加深同學們對當地的教育制度、經濟發

展、歷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中國商人在此的發展現況和經營手

法的了解。當中令我最深刻的便是參訪哈薩克斯坦中華商會時

會長談及對於營商以及創業的困難。他曾經說過，創業一年以

後能維持營運不倒閉的中小企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令我明白到

營商的艱辛。但會長同時亦勉勵我們要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要

因為容易失敗就從一開始就放棄，使我深受感觸。

學生感想

參觀東正教教堂享用當地特色午膳

到訪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阿拉木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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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3B班的四位同學獲得由教育局主辦的「智慧城市專題研

習計劃」的「初中組傑出智慧城市專題研習獎」，與其餘四所獲

獎學校於2/7/2019-6/7/2019前往韓國參加為期五天的「首爾學習

團」。是次行程同學除了可以瞭解韓國的環保建設、科技發展及

智慧城市外，也加深同學對韓國的歷史及保育文化的認識，實在

獲益良多。

首爾學習團
活動日期：2019年7月2日至7月6日

活動地點：韓國首爾

我們在看電燈泡的歷史

首爾國立大學留影

3B 梁宛琪

整個旅程中，我也瞭解到韓國在智慧城市的發

展，他們在環境、智能及科技都有值得讓我們去學習

的地方。韓國對環保方面也十分重視，他們會在晚上

指定的時間把街道廣告牌的燈光調暗，在一些觀光遊

覽的景點使用可再生能源。

松島新城遊客中心

學生感想

松島新城展覽館

氫能源汽車的講解

這個屏幕很好玩 從遊戲中學習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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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創新科技博物館 這個風扇很涼快

Samsung D Light

仁川國際機場

參觀水道博物館

德壽宮美術館

3B 吳天穎

我們參觀了「阿利水淨水廠」和「水道博物館」，

「阿利水」是高麗時期漢江的古稱，而最早的淨水廠建

設於纛島，那裡過濾的水符合衛生要求，從淨水廠直接

送往市民家中，如果水管的潔淨程度符合標準，並有政

府的監察員測定家裏的水質，市民可直接開水龍頭飲用

「阿利水」。這令我知道香港在食水這方面有很多不足

的地方，如果可以改善這種情況，市民就能節省更多時

間及更方便地飲用水。

3B 吳小園

在能源中心內，我了解到韓國的垃圾分類也大有講

究，比香港的分類模式更加仔細，若分類錯誤更要罰款。

除了令我了解到韓國當地的文化外，這次更加深了我對智

慧城市的認識。

德壽宮

3B 龔婉盈

我們參觀了松島新城，雖然人煙烯少，但建築物

很有特色，還有一個旅遊中心和太陽能洗手間，屋頂的

太陽能板可供電給洗手間的照明系統及附近部份設施使

用，香港也可以學習韓國的環保並善用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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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排球交流集訓
活動日期：25-30/6/2019

活動地點：泰國曼谷FIVB 排球訓練基地

活動目的：提升排球校隊水平，擴闊隊員眼界。

學生感想
4D 陳彥希

今年是我第二次到泰國集訓，這次的集訓非常辛苦，我們的生活只有練球、打友誼賽、拉筋放鬆肌肉、食飯和睡

覺。你認為如此單一的生活會令我們感到苦悶？事實其實相反，雖然每日的生活比較乏味，但是隊友之間的支持和鼓

勵，為行程增添了不少色彩，我亦從中感受到隊友之間的連繫。在短短的六日，我對排球校隊的歸屬感大增，我決定無

論如何也要堅持下去，與隊友一起創造屬於我們的歷史和美好的回憶。

5A 羅詠歐

情緒控制欠佳一直是我們球隊的老毛病，但在泰國的集訓後，我不敢說這個毛病能完完全全的解決，但是我們在練

習時為大家加油打氣，在面對強勁球隊時亦互相提點，從一堆只是「打自己」球技的球員，我們嘉誠女子排球隊終於變

成真真正正的一家人。有時候我在想，或者驅使我打排球的並不是排球本身，而是喜歡和隊友一起共同進退，一起享受

那種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奮鬥的過程。今年亦是我在中學排球隊中的最後一年，我希望我們能在排球場上—在精英

賽中能走多遠就走多遠，為我們的中學排球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也實現了在兩年前就一起定下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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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shelter in Boshack Outback Feeding Kangaroo in Perth Zoo

Public Art Walk in Elizabeth Quay

We work together!

2A Jian Kai Hin
I think the people in Australia are helpful 
and kind. My host family was very kind 
to me. They prepared us delicious din-
ner and took care of us. They told me 
a lot about Australia culture. Also, they  
celebrated my birthday. They bought me 
a birthday cake and hold a birthday party. 
I feel so happy that I stayed with them. I 
hope to see them again.

2A Ou Yan Hang
We went to the city center. My friend and I 
were sitting on a bench and waiting for the 
others to return. There was an old woman 
next to us. She was writing something on her 
notebook. I was curious about what she was 
writing. She told me that she was writing a 
story. We talked about her story and many 
other things. Before we left, she bought us a 
koala bear and said ‘welcome to Australia’.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my most memorable 
memory in Perth. 

English Study Tour to Perth
Date : 21/7-5/8/2019
Venue: Perth, Australia 

Indoor rockclimbing

Graduation ceremony at the 
Phoenix Academy Didgeridoo workshop

Paddling in Boshack Out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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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姊妹學校航天科技交流團」
   活動日期︰2019年4月14至18日

   活動地點：北京

本校20名學生於2019年4月14至18日參加由學校與

北京姊妹學校—北京市房山區房山中學合辦的「北京

姊妹學校航天科技交流團」。交流團旨在加深學生與內

地姊妹學校的聯繫，同時亦讓一班對航天科技有興趣之

同學了解國內航天科技之發展。

一眾師生在房山中學的百年槐樹下拍照留念

學生感想
4B 卓伊熙

在五日四夜之旅，我認識到姊妹學校的同學，大家互相交流和學習，更了解兩地學校文化，更增添了一份友

誼。此外，參觀歷史名勝古蹟，天文、航天，令我們對歷史文化，科技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這幾天過得

十分充實十分難忘，令我們大開眼界，同時亦增加我們對文化和科技的興趣，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參加。

同學到訪航天航空
博物館參觀

本校學生與房山中學師生暢遊石花洞
3D許藝丹和4B卓伊熙向房山中學

師生分享本校在STEM範疇上的發展同學深入洞內探索不同岩溶地貌

同學與房山中學學生交流

兩校老師互相交換禮物，並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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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專心聆聽有關中國現代農業化的
發展及該公司最新研發的太空種子

在國家體育場（鳥巢）外拍照留念

導賞員的講解加深同學對中國航天
事業的歷史和未來發展的認識

4C 湯健誠

4月14至18日這五天的北京科技文化交

流之旅可謂是令我獲益良多，我們不但到訪

了很多名勝古蹟，也參觀了有關航天科技的

大學及博物館，使我接觸到了中國航空航天

的技術和歷史，也學習到了這方面相關的知

識。另外，北京姊妹學校的同學對我們的探

訪也表現的十分熱情，他們向我介紹了他們

的校園生活，我也能夠親身體驗他們的教學

方式，比如跟他們一起上視藝和京劇課，讓

我了解到了一些我們沒有的課程，真是大開

眼界過程真的是新奇又有趣。

到訪萬里長城（居庸關）

同學在溫室內親自種植經太空
種子培植的幼苗 學生在房山中學體驗3D立體繪畫

同學在展品前留下倩影
同學穿起傳統京劇服裝、

擺出經典姿勢

準備享用片皮鴨

同學認真參觀展品
14



「 省 外 行─ 香 港 中 學 生 內 地 交 流 計

劃」（2018/19）─四川的歷史文化及生態

探索之旅」計劃旨在配合課程，讓學生認識四

川的豐富歷史和文化遺產。

第一天，學生由香港乘飛機抵成都後，隨即便前往金沙遺址博物館，觀賞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重大考

古遺跡，了解成都平原的古代文明起源及歷史。接著，前往寬窄巷子了解及欣賞中國傳統建築及其活化的成

效。晚上觀賞川劇變臉表演，演員於短時間內變出多款面譜，令在場人士嘆為觀止。

第二天，一行人由成都前往自貢市，上午到訪自貢恐龍博物館，觀賞世界三大恐龍遺址博物館之一的恐

龍遺址與化石，認識有關恐龍的知識及歷史。下午到訪鹽業歷史博物館，認識中國鹽業發展歷史及對社會發

展的影響；燊海井，認識中國古代鑽井技術發展的水平。

第三天，上午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認識有關熊貓的知識及了解保育熊貓的重要性。下午則

到成都市樹德實驗中學，認識成都學校的設施、重點學科和學生的校園生活；並了解年青人在內地的發展空

間。晚上，在老師帶領下，學生進行了全體分享會，讓學生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以鞏固所學。

第四天，上午前往是次行程最後一個學習點─杜甫草堂博物館，認識詩聖杜甫的生平事蹟及文學地位

與成就。用過午餐後，大伙兒便由成都乘飛機往香港。

金沙遺址博物館

四川的歷史文化
及生態探索之旅
活動日期︰2019年4月13日至16日

活動地點：中國四川

5C 王琬彤

最令我讚嘆的是自貢的恐龍博物館展出多種恐龍物種

化石，仿佛牠們就正在我們面前活動著，何其壯觀；很欣

賞工作人員花了不少心思及時間去研究修整，令我們能夠

了解更多絕了種的恐龍特性以及絕種原因。

學生感想

自貢恐龍博物館

杜甫草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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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博物館

新會學宮

華僑歷史與文化—
開平考察之旅 2019
活動日期：2019年6月24日至25日

活動地點：廣東省開平市

為了配合校本需要，讓學生結合交流經驗與課程內

容，加深學生對國家歷史（特別是華人出洋方面）、文

化和發展現況的認識，本校通識教育科及德育及公民科

合作籌辦華僑歷史與文化—開平考察之旅2019。

行程第一天大夥兒在學校操場集齊後，便乘坐跨境

旅遊巴經由港珠澳大橋前往開平。第一站到達「江門五

邑華僑華人博物館」，透過導賞員的詳細講解及參觀不

同的展覽物品，同學們能夠更具體地認識到五邑籍華僑華人在

海外的艱辛創業以及回報家鄉的感人故事。

行程的第二天，我們先到達金牛山義塚，認識東華三院原

藉安葬服務與華僑出洋的歷史的關係，以及認識金牛山義塚的

保育工作；接著到訪開平自力村碉樓群，實地考察這些由華僑

斥資興建的碉堡的活化成效，同時，亦體會到華僑即使身在海

外，仍然心懷家鄉的鄉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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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陳慧怡 

經過兩日一夜的開平之旅，我認識到華工在海外刻苦工作，為當地完成了不少建設，作出了偉大貢獻，卻受到了很多不

平等對待，一些更因惡劣的生活環境不幸病逝，但當地人只是隨意埋葬，甚至任由其暴屍荒野，幸有東華三院的原籍安葬服

務，令他們不用客死異鄉，死後能回到故鄉和家人身邊。華工在海外艱苦的生活，令我體會到自己的生活豐衣足食，感恩自

己能擁有現在安逸無憂的生活。

東華三院不求金錢、利益的回報，加上當時人們十分迷信，但東華三院仍望能給予華工最後的慰藉，這也令我學會了要

持有一顆樂於助人的心。

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自力村碉樓

學生感想

2A 賴信文

在這次的開平之旅，我瞭解到開平的歷史和發展，當中不

乏華工在外國努力打拼的成果。華工到外國工作的原因也離不

開希望家人和同鄉可以過上好日子，但是他們在外國卻受到不

公平的對待。我十分敬佩他們堅毅的精神，即使他們的工作十

分艱苦，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也堅持勤奮地工作，為其他國

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幸運的華工賺到錢之後，就會將

錢寄回家鄉，興建了碉樓、學校等建築，提高了家鄉同胞的生

活素質。不幸運的華工如果客死異鄉，東華三院會提供原籍安

葬的服務，完成在外華工落葉歸根的最後願望，東華三院的這

種熱心助人的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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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黃凱琪

在當地的學校中，我認識了哪裡的學生，也

更了解內地的教育方式。從他們在學校的日常生活

中，我發現自己身處的地方十分輕鬆。在內地，他

們不但要早早到學校進行早自習，還要晚自習到

十一點，但我們在下午三點半就已經放學了，卻還

在抱怨自己有多麼辛苦，簡直是羞愧至極。而在民

族村中，我明白了各個民族的歷史來源，節日，飲

食，傳統服飾，宗教習俗和文化藝術等特色。他們

熱情待客，真誠的品格令我記憶深刻，難以忘記。

同學分享旅程得著學習雲南歷史 觀看恐龍化石

「薪火相傳」平台系列 : 
雲南的歷史、民族文化及地質遺蹟探索之旅
活動日期：2019年6月24至28日

活動地點：中國雲南

本校一共二十名分別來自中一及中

三的學生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薪火

相傳」平台系：雲南的歷史、民族文化

及地質遺蹟探索之旅。是次交流團安排

學生與其他八間香港中學學生一同前往

雲南民族村探索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與

現今文化的融合，亦參觀了祿豐恐龍谷

及石林等歷史文化遺蹟以了解雲南的地

質及歷史。更參訪了昆明第三中學（呈

貢校區）作兩地學生之交流，藉此提升

拓寬學生們對雲南的認識以及和內地學

生的進一步交流。

學生感想

3A 蔡慧瑩

雲南是個多民族文化彙集的城市。在這裡，我們體會到了不同少數民族的文化

風俗特色，也意識到文化傳承的重要性。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路費陸豐恐龍谷。博物

館裡的恐龍化石數量讓我為之震驚，雲南地方雖小，恐龍化石卻如此之多，且保育完

善，不愧為恐龍之鄉的美名。雲南之旅讓我們瞭解到了保護民族習俗要從現在開始。

同學與內地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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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月25日至30日，本校六

位教師連同培苗基金工作人員帶

領40位同學前往雲南進行服務學

習交流活動。是次活動讓同學有

機會與雲南的學生在學習及生活

文化上作交流，互相認識。

我們安排了一天與騰衝縣第

一中學學生以音樂及手工藝為題

材作出分組交流；再安排一天時

間跟騰衝縣第一中學的學生進行

嘉年華會活動。本校同學為是次

嘉年華會預備了介紹香港特色的

十個攤位遊戲，例如：介紹香港特色小食、扭汽球、吹牧童笛和編織手繩等等。嘉年華會招待了約300名騰衝縣第一中學

的高中學生。我們希望透過嘉年華會，讓更多當地學生初步認識香港的衣、食、住及行。同學於出發前分成不同小組為兩

天的交流活動作預備，從構思攤位活動內容、才藝表演，以及嘉年華會等，參與的同學均表現得主動及投入，亦顯示了學

生的自信和責任感，同學於帶領當地學進行互動時亦充份發揮了他們的領導才能及良好的溝通技巧。

4D 莊曉琳

跟騰衝同學交流，讓我可以了解到他們的生活，縱使家庭經濟狀況

未如理想，但亦可以有盼望和充實地過每一天。我也會去鼓勵自己應常

存感恩之心，並多去關懷身旁有需要之人。

5A 陳家羚

是次交流活動中最令我深刻的是騰沖一中學生的熱情。最令我意想

不到的是與他們交流後，發現他們的中學生涯大多集中在學習，沒有其

他的娛樂，甚至不得使用手機，只能放假外出時才能使用，看到他們對

學業十分著緊，壓力也很大，所以希望我們的到訪能有助舒緩他們的學

習壓力。最後，很感謝老師們對我的信任，讓我能參與籌劃的工作，令

我在高中生活中留下難忘的一頁。

兩地同學專注活動 扭汽球攤位十分受歡迎編織手繩 製作地道小食

遊覽石林

騰衝同學專注學習 騰衝同學試飲港式奶茶

學生感想

服務雲南

雲南服務學習

遊覽西山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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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宮內的丹鳯門遺址博物館

誰最威武？

西安古都歷史文化交流團 2019
活動日期︰2019年6月26日至6月30日

活動地點：西安

大明宮─仿如重返唐代長安城

3D  連愷熙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校的歷史遊學團，真的學到了新

的知識，親眼看到了平時只有在歷史書上能看到的遺址。

那種感覺很奇妙，我這隻「井底之蛙」終於衝出廣東去擁

抱更大的世界了！

學生感想

同學們留意聆聽導賞員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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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DIY 小小考古學家─模擬考古體驗

拓印體驗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穿越古今─漢服體驗

4A 董佩婷

當我走在來自千年前的青磚上，看著

眼前古色古香的閣樓，便讓我頓時感到心

曠神怡，好像瞬間回到了千年前，感受歷

史的變遷。古往今來，是不是只有古老的

城墻，才能在時間飛逝下屹立不倒，沉默

地在歷史上留下獨特的痕跡？

3D 鄧慧思

這次的西安之旅今我有很難忘

的經歷，亦令我對唐代有更加深的

認識，並從不同的唐代建築物中看

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旅程中

我們邊走邊看邊學，正所謂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次西安之旅令

我獲益良多，不枉此行。

穿上漢服走在古代長安的街頭

行程最後一天，各組同學分享
西安之旅的得著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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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廈門一帶一路歷史文化交流
日期：2019年7月22至26日

地點：泉州廈門

目的：泉州廈門交流團旨在帶領學生聆聽大學教授授課，深入探討當地的歷史文化

        及掌握「一帶一路」的機遇。

學生感想
3D 葉芷如

在泉州和廈門的這幾天，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天就是第四天。那一天我們去了劉五店中學，而我們需要表演一個

節目以作交流，對於要表演這件事，其實在前一晚上我和另一個組長—連愷熙是十分頭痛的，因為我們吃飯時問組員

們有沒有背歌詞，他們紛紛表示沒有背，所以我們臨時決定唱《紅日》，不單單是因為這首歌是經典的粵語歌曲，而是

因為這首歌是每一個同學都聽過，一定會唱的。

那天晚上回程的時候，幽默的老師們邀請了我們學校的幾個男孩子在車上唱歌，我們幾個組長因而發現男孩子的唱

功也是不錯的，由於二十八個人在沒練習過的情況下很難合唱，所以我們在聽過他們的歌聲後，決定派陳家礎、賴樞暻

和李程去唱歌，而這首經典歌曲亦點燃了全場的氣氛，大家聽後都意猶未盡地喊「安可！安可！」。

這次的遊學團使不但增廣見聞，我更因此結識到更多朋友，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再次參加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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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賀州一帶一路歷史文化交流
活動日期：2019年7月15至19日

活動地點：廣西賀州

目的：廣西賀州流團目的是帶領學生聆

聽大學教授授課、深入探討當地的歷史

文化，及掌握「一帶一路」的機遇。賀

州位於廣西、湖南、廣賀州極具考察價

值，是絲綢之路的一個分支，也是古代

交通、經濟、政治、軍事的重鎮，值得

讓同學親身接觸，深入瞭解。

3B 李穎兒、3B 彭卓藍、2B 莫藝霖

這廣西賀州交流團中，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全球化的影響對

少數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威脅，少數民族文化受到

內地漢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民族文化被慢慢蠶食，有可能出

現被同化的問題。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尊重少數

民族和漢人一樣擁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減少紛爭。其次，可以

建立民族博物館，一來可以保護民族文化，二來可以讓漢人深入

了解認識少數民族，學會尊重他們。

學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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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網址：http://www.twghlks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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