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天開平、廣州考察團中華
文化歷

史追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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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的

27-4-2016

第一天
香港 →開平

佛山 →廣州 →東莞 →深圳 →香港

佛山← 廣州← 開平

學校集合 乘香港旅遊車往深圳灣口岸 轉乘國內旅遊車出發前往江門

午餐 參觀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乘車前往開平 參觀自力村碉樓群

晚餐 入住酒店

住宿：

佛山
早餐 乘車前往廣州 參觀廣東省博物館

午餐 參觀廣東科學中心 乘車前往佛山

晚餐 入住酒店

早餐 乘車前往廣州 參觀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乘車前往
東莞

午餐 參觀威遠炮台及鴉片戰爭博物館 乘車往深圳灣關口 
過關 乘車返回學校解散

行程
表

加強學生對我國近代史的認識。

加強學生對東華核心價值：華僑歷史及原籍歸葬的認識。

讓學生認識碉樓的歷史及建築的特色。

認識科技發展對經濟及環境保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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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開平

第二天
28-4-2016

29-4-2016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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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樓一帶的優美景致碉樓內的陳設，叫人大開眼界

行程日誌

    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是一所綜

合博物館。主要展示與五邑華僑華

人相關的文物與資料，館內的文物

達三萬多件，其中三成為國家級文

物。展館利用現代科技手法，採取

聲、光、電等技術，配上恰當的場

景製作，把華僑文物與歷史故事生

動地展示於參觀者面前。

      本校於2016年4月27日至29日為五年級學生舉辦了為期三日兩夜的廣州及開平考察

活動。

    這次考察不單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培養

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更讓他們進一步認識東

華核心價值。行程中，學生表現自律、學習

積極、具自理能力，能與同學相處融

洽、互相照顧。這些體會是不

能從課本中獲取的。

    這三天，我們參觀了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自力村碉樓群、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科

學中心、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威遠炮台、鴉片戰爭博物館。

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參觀昔日藥材舖的面貌

同學們留心聆聽領隊介紹昔日的火車路軌

一百年前的大鐘，現在
仍準確地行走

自力村碉樓群
    自力村碉樓群位於開平市塘口鎮，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該村自然環境

優美，水塘、荷塘、稻田、草地散落其間，與眾多的碉樓、居廬形成一幅田

園詩意般的農耕水墨畫，獨具嶺南鄉村氣息的洋式城堡村落。 

    自力村有15座風格各異、造型精美、內涵豐富的碉樓，是開平碉樓興盛

時期的傑出代表。碉樓多建於1910-1930，是僑胞為保護家鄉親人的生命財產

安全而興建的。

27-4-2016

第一天

 3



讓我親身體驗

多變的靜電球

    廣東省博物館於1957年開始籌建，1959年10月1日，正

式對外開放。展館舉辦各種形式和題材的陳列展覽，向社會

提供豐富的文化服務，在藏品收藏保管與科技保護、陳列展

示、科學研究和教育推廣等方面，都取得了發展和成果。

2003 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興建廣東省博物館新館，並將

其作為廣東省重點文化建設項目和建設文

化大省三大標誌性文化設施之一。

新館展館分為歷史館、自然

館、藝術館和臨展館四

大部分。

    廣東科學中心位於廣州市大學城（番禺區小穀圍島西

端），佔地面積45萬平方米，館內設有兒童天地、實驗與發

現、數碼世界、交通世界、綠色家園、飛天之夢、人與健康、

感知與思維8個常設主題展區。展品採用多種高新技術，將科

學、知識、趣味融合，讓參觀者在動手參與、親身體驗中獲得

科技知識。

28-4-2016

第二天

廣東科學中心

廣東省博物館

我們與恐龍，誰更叫人震懾

細味一下昔日農耕社會的生活

走進歷史文化的「寶盒」

 4 4



吳銘暉老師與我們都活力十足

大元帥軍服，果然
不同凡響！

顯赫一時的大炮，為我們看守著虎門這海防重地
三千多公斤的大炮，你很有氣勢啊！

林則徐及虎門人民抗英群像 鴉片為害，大家要三思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是國家二級博物館。

館內設有《帥府百年》復原陳列、《孫中山在廣

州三次建立政權》基本陳列、《帥府名人》、

《民國廣州》、《帕內在廣州建築史跡》和《帕

內眼中的嶺南》等長期展覽。2001年修葺後的

「大元帥府」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對外

開放，每年慕名而來的海內外

遊客絡繹不絕。

    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是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館內收藏的文物主要有：銷煙池木樁、木板、鴉

片煙具、林則徐手跡等。該館基本陳列《林則徐禁煙》分三部分：鴉片戰

爭前的形勢、罪惡的鴉片輸入、林則徐與廣東禁煙。通過講解宣傳、錄影

放映，推展愛國教育。

    威遠炮台是鴉片戰爭遺址、虎門海口

防務的主要陣地，也是中國保留得最完

整、最有規模的古炮台之一。炮台雄偉壯

觀，平面呈月牙形，全長360米，高6.2

米，寬7.6米底層均用花崗岩壘砌，頂層

用三合土建成，非常堅固。全台有暗炮位

40個，露天炮位4個，是鴉片戰爭時期虎

門炮台中規模最大、配炮最多的一座指揮

台。

29-4-2016

第三天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威遠炮台

鴉片戰爭博物館

謝謝導賞員細心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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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底，我們五年級舉行了中華行    開平、廣州。那天陽光普照，我們興高采

烈地出發，到達開平後，我們仍是精力充沛！第一個景點    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

整個展館分為四個部分，全面展現華僑華人在海外的艱辛創業以及回報家鄉的感人故

事。第二個景點    自力村碉樓群，外觀雄偉，四周田野山光水色環繞，美輪美奐！碉樓有居

住、防盜，還有抵禦洪水的功用。晚上，我們回到酒店，吃完晚飯後，每個人都要睡覺了，第

一天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天，我們吃完早餐後，又出發了。第一個景點    廣東省博物館。第二個景點    廣

東科學中心，我最喜歡的是360度旋轉汽車，真的十分刺激。館裡面還有很多有趣的科學遊

戲，令我大開眼界！

    第三天，我們參觀了大元帥府、威遠炮臺和鴉片戰爭博物館，十分精彩！

    我覺得這次中華行，令我獲益良多，也多了機會和同學相處。同學們都覺得意猶未盡，如

果下次有機會，我們還要再住多幾晚呢！

    這次到國內學習，令我學會很多不是書本中可以學到的東西，例如碉樓

的特點。碉樓是中西文化結合的建築，它的主要用途是防洪水和防劫匪。由

於它比較高，洪水不會淹到樓上。它的牆身上有一個個砲孔，可以透過它，用槍支射

向來侵襲的劫匪。這次旅程也令我學會獨立，不用父母照顧，還讓我明白學習時要認

真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如有機會，我還想再來。

    我今年參加了學校舉辦的「中華行」。我們參觀了很多景點。當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景點是廣東科學中心。它的外形像一隻眼睛，象徵著

科學之眼。中心內有八個展區，每個展區有不同的遊戲，令我們明白不同的科學原

理，例如：「反車」、「人力發電機」、「鏡子迷宮」、「越轉越快」等。我最喜

歡「反車」這個設計，雖然它的轉速很慢，但也叫我有一點點恐懼。除了廣東科學

中心，自力村碉樓群也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令我明白到當時越洋打工的華人

回來後想建碉樓保護家人的感受。我很開心可以參加「中華行」，令我學習到很多

知識。

簡善珩  5A

文鶴樺  5A

黃曉瑩  5A

學 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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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中華行只有短短三日兩夜，在這期間，我卻學到了很多知識，獲益良多，同

時，也留下了深刻的回憶。

    第一天，我們來到了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這裏記載了當年華工在海外工作的血

淚史。其中一個展覽品模擬當時華工在美國興建鐵路的辛酸情形，令我想起這樣的一

句話：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葬著一個華工。這一句話正反映了那

時的情況，我真要向當時的華工致敬。

    然後，我們來到了自力村碉樓群，這裏有很多座碉樓，它的作用是防洪、防盜和

居住。它周圍綠樹環繞，旁邊還有油菜花田互相映襯，像一對很要好的朋友。但這華

麗的背後，卻是華工辛苦打工掙來的血汗錢。

    其實，現在的生活已經比從前安逸得多，但有時我們還說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們真的要珍惜現在的生活。

周智敏  5B

    這次中華行活動，令我大開眼界，廣東科學中心是一個我最感

興趣的景點。當中，「翻車」這組展品對我來說便是最有趣的了。

這個設計，參加者必須有一米四以上才可以參與，坐進車廂後，車身會

三百六十度旋轉，參加者可以親身體驗到「翻車」的刺激滋味。這次中

華行，也令我深刻地體會到中華歷史和華人不屈不撓的精神，擴闊了我

的視野。

王樂雯  5A

    參加了這次旅行，我除了學會了很多歷史知識外，也學

會了如何和同學愉快地相處。最重要的是讓我學到獨立，晚

上要和同學同睡在一個房間，早上要分工合作拍製中華行的

視頻和照片，真是十分有趣，但也叫人十分疲憊。我覺得這

是一次難得的旅程，我很珍惜這一次學習機會。

蕭惠欣  5A

    這幾天到開平和廣州去學習，我們參觀了一些歷史景點，包括

開平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碉樓、廣東省博物館、虎門威遠炮台、

廣東科學中心、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以及林則徐博物館。而讓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孫中山大元帥府和林則徐博物館。先說孫中山大元

帥府，在那裡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辦公的地方，還有他怎樣一步步

登上大元帥的記錄，也讓我明白到如果沒有孫中山先生就沒有今天

的中國。林則徐博物館，我們可以在那裡看到鴉片怎樣毒害中國，

還可以看到林則徐銷毀鴉片的場所和場景。林則徐銷毀鴉片的舉

動，反映了前人防止外國侵略中國的決心。經過這次中華行，我以

後都要以他們為榜樣，努力學習，服務社會。

翁淳鉅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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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5A 黃曉瑩

5A 陳子銳

5A 何松悅

5A 孔德軒

5A 李俊健

5A 梁領軒

5A 林志銘

5A 牛少明

5A 彭康平

班別 姓名

5A 簡善珩

5A 彭聖偉

5A 成維維

5A 文鶴樺

5A 黃彩玉

5A 黃君熙

5A 王樂雯

5A 蕭惠欣

5A 徐靖斐

班別 姓名

5B 翁淳鉅

5B 蔡嘉寶

5B 陳嘉慧

5B 周智敏

5B 李佩恩

5B 羅雪瑩

5B 黃琬榆

5B 鄔竣日

5B 袁天恆

整裝待發
駐開平特派
東海小記者

李妙芝主任與5A班學生 吳銘暉老師與5A班學生

王倩筠老師與5B班學生 反思會

參加者名單

編輯顧問：羅婉儀校長      編輯：李妙芝主任

領隊老師：李妙芝主任    王倩筠老師  吳銘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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