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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良局的慷慨資助及支持下，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中二

級全體學生和19名老師，有幸能參與本年度的聯校北京交流考察

團。我校師生能親身感受和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和科技上的最

新成就，實是難能可貴。這次北京交流之旅，不單能拓闊視野、

啟發思考，而且亦有助加深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認識。

	 在此衷心感謝北京市青年聯合會的細意安排，讓我校能與

北京房山區昊天學校進行了半天的交流。昊天學校校園環境的優

美、老師們授課的風采，以及學生們上課時的投入和積極，都讓

我們度過了一個豐盛的早上。同時，透過京港兩地學生的互動，

亦讓我們能更深入了解內地文化、學習及生活的情況。

	 最後，我希望藉此機會感

謝保良局及教育事務部的悉心

安排、馬清楠主席兼屬校總校

監、劉陳小寶校監和唐乃勤

先生對我校學生的眷顧，給

予我們一個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我亦衷心

感謝隨團老師對同學們無微不致的照顧，讓是次交流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

副校長的話

蕭佩賢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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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上午：離港

下午：參觀798藝術中心

上午：參加中學升旗禮及課堂體驗

下午：參觀長城居庸關

晚上：參觀鳥巢及水立方

上午：遊覽故宮博物院			下午：國情講座	

晚上：遊覽王府井步行街

上午：參觀國家博物館

下午：京港兩地中學生伙伴行動

交流會（花博宴會中心）

上午：參觀汽車博物館

下午：回港

Day 1
19/05/2018

(日)

Day 2
20/05/2018

(一)

Day 5
23/05/2018

(四)

Day 4
22/05/2018

(三)

Day 3
21/05/201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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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至廿三日，我校全級中二同

學與十九名老師有幸參與保良局北京遊學團。難得能一起

在北京經歷五日四夜，各人都熱切期待著這趟旅程。

	 旅程中令我最為難忘的是「京港兩地中學生伙伴行動交流會」。我校學生在出發前已落力綵排、費

盡心思，希望給予觀眾難忘的一刻。交流會上，各校學生都施展渾身解數，有話劇、舞蹈、太極表演及銀

樂演奏等。我校同學則預備了現代舞及藝術體操，盡顯唐中同學的多才多藝。韓風舞步的合拍及魅力，

令現場氣氛推至高峰；而藝術體操的動感及優美，更令全場觀眾都屏息欣賞。同學們的表演實在令我十分

感動！

	 最後，謹此衷心感謝保良局主席及校監的大力支持，亦有勞局方及北京青聯會的細心安排，讓整個北

京之旅得以順利舉行，各校老師及同學們亦獲益良多！	

老師活動感想

蕭佩賢副校長

	 得到保良局的支持，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期間，我們保

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全級中二學生及十九位老師，浩浩蕩蕩前往首都北京進

行交流考察活動。五天行程包括遊覽北京名勝古蹟，如故宮、長城、歷史博

物館等，亦會到北京昊天中學作文化及課堂交流。同學們有機會參與課堂，

與昊天中學同學一起上課，進行深入的交流，而我亦參與了他們的法文課，

老師教學生動有趣，可謂獲益不少。

黃東明老師

	 有幸能與一聚學生及老師共同在北京經歷了約一百二十小時的時光，我們一起遊覽、進餐、交流、

會議、應變。感覺短短五天中，我們共同經歷了很多，有難忘的事，也有開心的事。經過今次考察，師

生之間、同學之間、同事之間，彼此有了更深的認識。

	 同學們，希望你們能牢牢記著今次的所見所聞；老師們，相信經過今次考察，我們成為了一支更專

業更強的團隊。最後藉此向校長、副校長及同事們說聲：「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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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三次到北京，也是我第一次在夏天到北京。

	 第一次到北京，是在嚴冬。那時的北京冰天雪地，冷得人們大白天也

在瑟縮顫抖；第二次到北京，是在冬之始。那時的北京晴空萬里，地面上

卻只有1、2度，寒氣迫人。

	 第三次到北京，就是在五月天。抵埗後，看到日光滿照，人們都紛

紛戴上太陽眼鏡，可是，交通工具外的樹木，卻被風吹得東歪西倒！這

是什麼回事？

	 甫下車，就真真正正體會到北方地區颳風的情況！讀書時金兆梓

先生《風雪中的北平》內描寫北平颳風的情形，印象尤深；雖然今次我們到北

京去，並不是冬天，但北京初夏颳風，那風勢亦一點不小！乾燥的北方，加上狂風和風裏的細末，使得

我每個晚上回到酒店，也要塗乳抹膏；而我們青春年少的學生，也紛紛因天氣乾燥而流下第一滴血——

鼻血。

	 不過，乾燥的天氣及流鼻血這些小挫折，並不會影響我們登長城、訪故宮之心。我們一干人等踏

上居庸關長城、探訪明清皇宮……同學感受到的，是偉大建築的氣魄、也是古人抵抗外敵的氣慨。這些

感受，不是閱讀歷史書、文學作品，或是閱讀圖片，就可以體會到的。我想，這也是局方及校方大費周

章，讓全體中二學生遠赴千里探訪祖國首都的原因。願同學有所思、有所感！

黃曉彤助理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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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我們能在課堂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

這次更能走進首都，親身感受濃厚的傳統文

化，以及欣賞那裡宏偉壯觀的歷史建築，對首

次到北京的我和學生而言，確實是一個千載難

逢的機會。這五天，我們登過長城，當上好

漢；走進故宮，欣賞古代精緻的建築設計，體

驗古代中國之美；又走過王府井大街、水立方和鳥巢，感受現代中國的繁華和進步。

	 現在回想，最深刻的無疑是與學生一起努力地登上長城的最高點。長城的路很長、梯

級很高，而且天氣炎熱，走了一會已汗流浹背，令人有想放棄的念頭。可是，我們難得到

這裡來，總不能就這樣結束吧！我和學生互相鼓勵，一邊說著孟姜女的故事，紓緩疲累，

一邊一步步慢慢走。雖然最後因時間關係，我和走得較慢的學生差一點才到達最高點，但

是我內心仍然十分感動，畢竟我們曾一起堅持不放棄，最終比其他人走得更高、更遠，亦

突破了自己，這是最難能可貴的。

	 		整個旅程最難忘的事情莫過於與北京同學們一起上法文課。起

初兩地同學們都顯得很拘謹，後來經過破冰遊戲後，同學們馬上變

得熟絡起來，還用剛學到的法文簡單向對方介紹自己。在簡單的

交流中，他們分享了自己的興趣，最後更交換了心意卡和禮物。

此外，兩地師生間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交換了聯繫方式。

我希望大家都把這次體驗銘記於心，有緣的話，相信在不久的

將來會再見。

張姜敏錦老師

鄭旭老師

	 五日的北京之旅圓滿完成！感謝保良局為我們籌辦了是次活動，這寶貴的經歷使同學獲益良多，

賦予他們認識祖國的機會、加深對北京文化、歷史以及經濟發展的了解，亦為他們的初中生涯增添不少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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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這個城市，當我還是個11歲的小學生，獨自來比賽遊玩後，

便沒有再來過了。想不到第二次重臨便是帶著我的學生了，這亦是我第

一次帶學生出外遊學，我感到有些緊張和興奮。

	 來到國家的首都，這個傳統與現代結合

的城市，幾天的遊學，我們遊覽了宏偉的萬

里長城——居庸關、中國古代宮廷建築之精

華——故宮、還途經了鳥巢和水立方。

	 另外，我們還聆聽了來自國際關係學

院教授的關於「詩詞」的國學演講，不

禁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

劉嘉文老師

	 是次校方安排的北京文化交流之旅十分有意義，使我對北京景點及

文化加深了認識。當中印象最深的是參觀藝術博物館，我見識到北京市

藝術的普及，處處洋溢濃厚的藝術氣息。有見及此，我特意買了一頂

塗彩帽子，配上五彩繽紛的衣服，變身成為「文藝青年」，同學們皆

十分欣賞，紛紛要求跟我合影，可謂歡樂處處。

 

	 此外，我亦難得有機會跟學生一登萬里長城。路在腳下，拉

近了本班師生心與心的距離。當我聽到了同學發出「第一次真正

認識	Fan	Sir	！」的心聲，真的感到很高興！

范基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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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曾到北京旅遊。

	 今天重遊舊地，雖然是工作性質，但竟然

有新的經歷、新的感受。聽學生在朗誦有關年

輕人和祖國的詩，泛起莫名的感動；有教授吟

唱古詞，增進了國學知識；走上大街，以為不

會比香港好，結果，我又錯了。

<<追憶>>

	 五日四夜的交流團像是昨天的事。

	 青年人應該是快樂無憂的，青年人應該是活在當下的。五日四

夜的交流團結束，我竟然有一絲不捨，常常回味交流團中發生過的

點點滴滴。和你們一起的五日四夜，印象深刻的是一頓和一頓的

午餐和晚餐，離開一個景點後，乘旅遊巴前往的下一站總是餐廳。連同上學期 的

陽江交流團，不經不覺我和你們已經共享過十四頓飯，彷彿「吃」是我們最深刻的回憶。

	 你們一天一天的成長，由最初不懂使用中式餐桌上的轉盤，到最後懂得餐桌禮儀；由最初你們

互相埋怨，到最後學懂體諒別人的難處和感受；由最初大家陌生疏離，到最後你們在機場對我說的那

句話。我知道，你們體會了很多。

	 五日四夜的交流團像是昨天的事。

林偉健老師

林進傑老師

	 在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裡，用盡我在內地電視劇僅有的所學所得，竟

然能和當地人興致勃勃的談天說地。

	 真沒想到，我也和同學們一樣，感受到北京城帶給我嶄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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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北京之行，除了同學能學習到當地的文化，連自己也是獲益

良多。

	 我是第一次來北京的，我所帶領的同學大多也是第一次來到這

裏。我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登上萬里長城。我自小已在教科書、旅遊

書及其他資訊認識到長城這個偉大建築，更聽聞在遠遠的太空遙望地

球，都可以清楚看到它，可見它是非常的壯觀宏偉。如果它是在現今

繁榮社會中建成並不出奇，但這個偉大的建築卻是在古代由我國祖先

徒手建成，就絕對不容易。

	 今天有幸一登長城，實在有點感動。踏在

那些高高低低的石級上，令自己更覺得自己是

一個切切實實的中國人。

李淑芬老師

	 在這五天的旅程中，我們走進了現代化的北京，她有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建築，例如奧運場館

水立方和鳥巢。雖然在今次的旅程中，我們沒有機會入內參觀，但從外觀已能感受到鳥巢建築時所

遇到的困難、水立方在設計時所遇上的挑戰，以及在這華麗的背後的

付出。

	 此行有幸拜訪的昊天學校，是一所制度非常良好的學校。他們

的熱情令我感受到中國人濃烈的人情味。所謂「不到長城非好漢」，

到了長城，便決心攀登上長城的高處。雖然階梯凹凸不平、天氣非常

炎熱，卻沒有減退我們「做好漢」的決心。終於我們也能登上數百米

高的烽火台，那種成功感不是由金錢所能堆砌的，這一次的成功我定

必銘記於心。此外，我們也參觀了古代權力核心——故宮。現在雖然

已沒有人在故宮居住，也不難感受到當時的帝皇氣派，並使我聯想起

眾大臣與皇帝在商議政事的情況。	

	 五天的旅程中，我們參觀了不同的景點，導遊亦很用心的跟我們講解中國歷史文化，所學所得

實不能盡錄，當中的歡樂也成為我跟學生不能取代的回憶。

劉建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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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偉老師

	 午門之外，人聲鼎沸，遊人摩摩肩接踵，揮袖成雲。導遊說：「中間的

城門，從前只有三人能過，一是皇帝，一是皇后，一是狀元爺。」

	 遙想古時，不少讀書人懸樑刺股，一生勤苦書千卷，為的就是瓊林宴

上一角席次。奈何，榜紙有限，永遠容不下所有人。有人說，十年寒窗無人

問，也許這是現實，卻不代表那十年是白過的時光。但願同學往後跌倒時，

能記住那一次落魄，記住當日的初衷，更要記住逆風最適合飛翔。

	 首次踏足中國首都北京，親身感受到其文化底蘊之博大精深，這裡既

有宏偉壯觀的古代遺跡，也有與時俱進的人文景觀。雖然北京缺少了香港

的濕潤空氣，卻無阻師生們遊學的雅興。

	 此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故宮博物館，眼前那些美倫美奐的宮

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坤寧宮等，儼然一件件豐富多彩的藝術

作品，師生們皆讚嘆不已，實在眼界大開。因此，我非常感謝保良局能給

予我校師生經歷了一次文化及藝術之旅，也讓我們更認識自己的祖國。

潘斯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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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的北京交流團，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踏足長城。聞說此關已是

輕鬆的一關，然而真正踏上後，委實不易。那階級時高時低，陡斜非常；

望那群山中婉延不斷的長城，不禁驚嘆古人一磚一石徒手攀之、搬之的

堅毅。時光轉逝，國人的血汗雖不再是灑在宏偉壯麗的建築上，但同樣

也為現今的科技，未來的發展拼搏著；反觀一直養尊處優的香港，我們

面對中國的大躍進時，我們會是並肩而上，還是坐以待斃？

	 這次旅程印象最深的，莫過於登長城。

	 那天，我和學生雄心壯志，打算登上長城的最

高點。最初，各人健步如飛。不過，大家很快便放

慢腳步，汗流浹背。長城階級的高度，幾乎到我的

膝蓋，令人舉步維艱。那刻，我不禁對古人心生敬

意，他們居然能以人力築起長城！

	 其實，人生也有很多挑戰，我們應該持之以恆，百折不撓。正如今天，我和學生休息一會，互相

鼓勵後，便繼續我們的征途。	

蕭永顏老師

鄧焯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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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踏進機場，心情有期待，也有忐忑。

	 這次是我第一次踏足北京，心生期待；擔任一群「未教過」男生的導師卻讓

我心生忐忑。是次能跟學生們一同去北京交流全賴有保良局悉心的安排，局方大

力支持下，學生們可以有機會親身感受北京具傳統歷史文化背景的一面，同時也

能體驗北京現代化與繁榮的一面。

	 這次交流之旅中，最深刻的是參觀昊天學校。我們能跟友校學生一起上課。北京的教學模式跟香港

的不同，實有不少值得借鏡之處。此外，我們有機會參觀故宮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及參與高玉昆教授的演

講，讓我們更加體會到祖國對傳統文化和歷史保育及承傳的重視。而參觀首都圖書館及汽車博物館，則能

讓學生感受到北京強勁的經濟實力。

	 我相信學生能在這次交流中能跳出書本，親身去領略中國歷史文化及經濟實力。在此我再次感謝保良

局，令我們師生增進對祖國的認識。

譚昕浩老師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北京交流

團出發前，我向學生詢問哪一位同學曾到北京，哪一位同學

未曾嘗試過乘搭飛機。意外地獲知二甲班學生當中，至少有

5位學生沒有乘搭飛機的經驗。感謝保良局及學校的安排，

讓我和學生們一起經歷不少「人生的第一次」，包括第一

次踏上宏偉的長城、第一次吃北京填鴨、第一次與北京中

學生交流。同時，我很欣賞二甲班同學們的互相幫助、互

相照顧。我的組員有兩位外籍同學，我能看得出其他組

員對她們的照顧，也欣賞這兩位組員用心的學習。

王麗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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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時聽到朋友到北京遊歷後的分享，但第一次親身到訪還是讓我感覺

新奇。

	 在798藝術中心，我們參觀了北京現代的藝術

創作。在北京市房山區昊天學校，我們體驗了北

京學生的課堂。當地的學生們上課都專注投入，

表現令人讚賞。此外，在故宮之行中，我們學習

到相關歷史與當時的文化和建築風格。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踏足了萬里長城的居庸關。因體

能所限，本人只能走上一小段，但已能深深感

受到古人的智慧與建造長城時的辛勞。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若大家

有空，我推薦你們去北京感受一下古今中

國的變遷與繁華。

黃安妮老師

	 是次北京之旅，能讓本人及學生們更深入了解我國的歷史及現今發展，尤其是遊

萬里長城的行程，我跟同學一起走上長城的最高點，有如置身祖國歷史洪流中，感慨之

餘，也同時體驗我國文化遺產保育的全面、古人的智慧、昔日建築長城者的辛勞，及中

國人的默默耕耘的精神。

	 其實，是次遊學團最大的收穫

是能與2C一組的男同學相處，有不

少時間跟他們聊天，並從點滴共處

中，提點他們改善陋習之餘，發掘

各人的優點。我相信，參與遊學團

不但讓學生學習到知識，也讓他們

重新了解自己、改善自己。

關兆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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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劉宇彤

2E
簡卓希

	 這次旅程讓我最難忘的景點是萬里長城。萬里長城是古時為

抵抗塞北遊牧部落聯盟的侵襲而建的。由於長城東西綿延萬里，因

此稱作「萬里長城」。當天的天氣十分熱，走了一半我已經覺得很

累，不過班主任叫我們要堅持。去到終點，有些同學去買手信，有

些同學拍照留念。我十分開心，因為我們成功抵達萬里長城的最高

點，然後休息了一陣子便回程了。走完萬里長城後，我發現團結合作、堅持下去才可以成功。

	 北京，是我首次踏足的地方。這次學校舉辦的北京交流考察

團使我獲益良多，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和知識，更令我加深了解中

國的歷史故事和傳統文化。

	 今次的交流團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探訪昊天學校。這個活動使我更了解北京和香港中學

的分別，他們學校的科目相對香港比較多，例如有心理科、書法科等等。在我心目中，這些都

是較特別的地方！另外，北京學校的國民教育與我校國民教育真是有很多不同之處。他們對祖

國十分尊敬熱愛，在唱國歌的時候甚至會舉起右手，這表示他們對國家尊敬的態度，而且他們

尊敬師長的表現，更令我們大開眼界。這些行動和表現都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各班學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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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馮奧螢

2E
李子謙

	 這次旅程，我認識到北京的特色和文化，也參觀了很多不同

的地方，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參觀昊天學校。進入學校時，昊天的

學生很熱情地拿着玫瑰花歡迎我們，之後學生導遊帶我們去上心理

課。那裏的同學很親切和善良，老師也教得很好。參觀時，我們參

觀了不同的課室，而我最記得的是地理課室。一入到去時，看到天

花板有星星，也有星座，每張枱上都有一個地球儀。地理的學習材料也放得很整齊。我覺得這

次參觀令我體驗到北京學校的校園生活，十分難得。

	 這次北京團，最深刻就是最後兩天的交流活動。保良局三所

屬校共聚一堂，並和北京的團體交流表演，大家都為了這次的表演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我雖非表演團一員，但能看到很多精彩的表

演，非常難得。其實，每人都各有長處，每一個人的興趣或長處都

不一樣，但是他們都找到自己的長處，然後發展下去，讓他們可以

站上這個舞台，表演給大家看，我不禁心生羨慕。我覺得這次的交流活動，令三所學校、保良

局和北京團體的關係更緊密，也為未來的交流合作踏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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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何安琪

2A
梁傑雋

2A
林澤瑜

	 首先，我很感恩能擁有這次寶貴的機會去境外交流。老師與

同學為這次的交流團也付出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同時，我也很感

謝保良局舉辦這次北京學習交流團，為我們創造了更多課本外的

天地；感謝在北京的導遊以及他們清晰的講解介紹，令我從各個

景點更加瞭若指掌。我更感謝所有老師對我們的悉心照顧，還有

感謝攝影師記錄下我們每一刻的心情。

	 在這幾天的旅程中，我們有幸參觀了北京的一所學校，以及萬里長城、故宮、國家博物

館等不同著名景點，欣賞到這些建築悠久的歷史，為此我感到難以忘懷，也擴闊了我的知識

圈。我們和其他保良局屬校還一同進行交流分享，感觸頗深。五天四夜，我們切實地感受到

來自北京人的熱情款待和風土人情，也見識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風采，可謂滿載而歸。

	 總括而言，這是一次精彩而難忘的旅程，我們也希望以後的學習生涯裡有更多的機會和

時間去更多的地方進行交流學習。

	 這次的北京交流團讓我學到很多的知識，也去了很多自己

之前就已經很想去的地方，以下我會介紹一些我在這次交流團中

較難忘的地方。第一，我去了萬里長城，那裡非常大，而且非常

長。但最令我震驚的是那裏雖然建了這麽久，但是依然保存得很

完整。第二，我們聽了一個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講座，那個講解

者說話十分清晰，而且介紹了很多有關中國詩篇的知識。第三，我們去了故官，雖然當天天

氣十分炎熱，但風景依然十分漂亮，我也在那裏買了很多的紀念品。

	 總括而言，我覺得十分滿意的，沿途老師亦對我們非常關照，我希望下次依然是林老師

帶領我們。

	 短短五天的交流團，讓我在過程中獲益良多，很多東西都

令我刻骨銘心。北京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但仍然保存着中國傳

統的文化氣息。而令我最深刻的景點是萬里長城，如今仍歷歷在

目。登萬里長城時，雖然我們需要爬上數百級崎嶇不平的梯級，

但在登上長城的高峰後，風景一望無際，賞心悅目，同時令我感

受到中國古代建造技術的高超。經過這次交流團後，我真正感受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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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五日四夜的北京交流團中，我們遊覽了著名的名勝古蹟，

包括有居庸關長城、故宮博物館、鳥巢和水立方，還去了798藝術

中心、汽車博物館，王府井大街、國家博物館和首都圖書館。

	 有云：「不到長城非好漢」，我竟踏足了宏偉的長城，果然名

不虛傳！還見識到昔日的紫禁城，參觀不同的宮殿，最興奮的當然是買手信的時刻，能買到很

多故宮獨有的產品。每位同學和老師在這幾天都大開眼界，滿載而歸！

2B
顧卓旻

2B
許倩雯

	 五月天最適合旅遊，天氣乾爽，不燥不熱。

	 北京似乎一年四季都是那般多人，特別是故宮、天安門等最著

名的景點。但神奇的是即使人山人海，現場的秩序卻是絲毫不亂，

甚至可以說是井井有條。不得不稱讚國都的管理能力。

 

	 每日遊玩得累了，最希望的便是有安穩的地方落腳歇息。原以為這麼大規模的遊學團的住

宿未必能完全稱心如意。可到了住所便暗怪自己多心：如回到家般舒服享受。

 

	 短短百餘字無法盡情傾訴這次北京之旅，但在此也想再歎一句行程之樂，幾何復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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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日交流，我最喜歡的景點就是北京的798藝術中心。可

能因為香港地方較小，人煙稠密，加上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因

此，很少人會把藝術作為職業，或將欣賞藝術作品變成生活上的娛

樂。與北京相比，香港的藝術館也太少，文化氣息也欠濃厚，很希

望將來香港的藝術能發展得更成熟。

	 我一直以為，香港教育是以學生為中心，崇尚學術自由和開

放式教育，學生的獨立性和組織能力很強，同時更適應社會；內地

教育主要是應試教育，以老師教、學生聽為主。但當我到了北京昊

天學校後，我改變了昔日的看法。那裡的學生在上課時都是比較活

躍和投入課堂。在活動當中，可以看出香港學生比較靦腆，沒有那

麼踴躍，相反北京學生顯得較為積極，是我認為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我最羨慕的是北京學校

的課外活動較香港多，這也有利於學生們將來的發展。

2B
鄧芷穎

2B
陳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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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北京五天交流團之旅，令我獲益良多！遊玩北京之餘，

又可以進一步了解中國歷史文化。這次旅程參觀了許多北京的名勝

古蹟：我們登上了宏偉壯觀的萬里長城，感受前所未有的體驗，很

難相信那裡的一沙一石全是人手興建的，前人的偉績令人不得不佩

服！還有富麗堂皇的故宮，金碧輝煌的宮殿令人嘆為觀止！我們還

遠觀了鳥巢和水立方，它們的外型設計很特別。

	 此外，我們與北京昊天學校的學生進行交流。我覺得當地學生很友善，很高興認識了他

們。這次旅程讓我深深體會到什麼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十分感謝保良局給予我們

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要談談踏足長城後的感想。一開始落車看到城門的時候，

我覺得很壯觀。同時我也覺得很驚訝，因為古人在沒有科技的幫助

下能建到這麼偉大的城牆，並流傳至今，實在令人佩服。走了不久

便看到一塊石碑刻着「不到長城非好漢」。當到第一個休息口時，

不少同學已累得走不動，但其實當天並不熱，我反而覺得天氣很

好，有太陽照着同時又有大風吹着，很涼快，只要休息一會兒便能

恢復體力繼續往上走。當然也有感到路很斜的時候，向下看時感到自己身處高地，很刺激。但

當我們向下走的時候，因為路很斜，走起來有點困難，感覺自己隨時會掉下去，幸好還是有驚

無險地下坡。這次經歷我將畢生難忘！

	 在這五天的北京交流團內，我對祖國有更多的認識。在旅程

中，我最喜歡故宮這個景點，因為我們可以從故宮建築物中認識不

同的古代人物，例如：皇帝、皇后等，也給我們見識到古人沒有靠

任何科技下也能建造出那麼雄偉的建築物。

	 參觀故宮，讓我深深感受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

話的含義。能夠親眼見到那麼歷史悠久的建築物，真的讓我嘆為觀止，因在香港很少機會可以

接觸到那麼歷史悠久和雄偉的建築物。

2C
蘇美兒

2C
梁頌恩

2C
黃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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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馬若婷

2D
湯禮行

2D
張惠玲

 這次北京交流團，我知道了很多北京的歷史和文化。旅程

中，遊長城最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可以體驗古人如何在長城抵抗外

侮。此外，在故宮博物館中，我也得知了很多古代建築物的特徵和

含意。第二天，我們參觀了一所北京學校，體驗到北京學生的校園

生活。最後，非常感謝照顧我們的老師和講解的導遊，也感謝保良

局給我這次交流活動的機會。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間五天四夜的北京之旅就這

樣結束了。在這次旅程中，我增長了很多關於北京文化的知識，結

交了不少新朋友。

	 旅程中有兩個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地方——故宮和萬里長

城。故宮給我的感覺是與別不同的，和都市裡的高樓大廈不一樣，我想假若居住在故宮應是十

分寧靜、不被世俗打擾的。遊萬里長城時，大家每行走一步都加倍小心，免得受傷；我卻認為

能夠在這一片曾經保衛國家的建築上行走，是一種幸福。

	 這次的旅程我收穫了滿滿的知識，假若有一次機會再去北京，我會再次拜訪這兩個地方，

收穫知識。

	 這次北京旅行我獲益良多。我學到不同的文化，感受到內地

讀書風氣之盛。我們有機會一遊萬里長城和故宮——這兩座宏大的

中國古代建築，令身為中國人的我感到自豪。在參觀當中，我學到

不少中國歷史知識，促進我對祖國發展的認識。此外，我們亦參觀

了昊天小學，跟北京的學生交流，	了解他們的上課狀況。

	 總括而言，我覺得這次北京之旅學到非常多，感到非常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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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
李科恩

2K
吳健偉

	 這一次北京交流團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參觀萬里長城。親

眼目睹這個宏偉的建築，比起在書本上看到的圖片更加雄偉壯觀。

這一刻我終於明白「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此外，我

感嘆這座雄偉的萬里長城，其實是建築在無數中國人的心血上，

他們用生命把長城建起來，可見成功除了要經過無數的失敗和挑戰

外，更要付上無限的堅忍和毅力，也要付出和有所犧牲。

	 這次北京交流團活動，令我收穫豐富。在昊天學校的交流

中，當地師生的熱情招待，令我深深感動。萬里長城的宏偉亦令我

震撼非常，它的一石一磚都印證著中華文化歷史的長久。國家博物

館也是令人大開眼界，各種瓷器和陶器放在你的眼前，叫人目不暇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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