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勵進教育中心  

同齡同心學歷史 

總結報告 

 

學校名稱：華英中學  

計劃名稱：澳門歷史城區散策 — 尋覓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足跡  

推行日期：2018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 

受惠學生人數：41 人 

活動時間：早上 7 時 30 分至下午約 7 時 

集合及解散地點：尖沙咀中港碼頭 

  

  



一．考察活動行程安排 (另見附件一澳門文化考察簡報 pdf 檔) 

時間 程序 地點 /考察重點 備註 

07:30-08:30  集合拍團體照(1)  中港城(1/F) 麥當

勞餐廳  

小組點名  

Google Form  

通知學校人數  

08:30-09:30  航程(香港至澳門外港碼 

頭)  

  聯絡澳門導遊，確

認旅遊車牌  

09:30-09:50  入境澳門    小組收身分證  

聯絡導遊，開始行

程  

09:50-10:10  往白鴿巢公園拍團體照

(2)  

白鴿巢公園  確認上車時地  

10:10-10:50  考察一  

拍團體照(2)  

馬禮遜教堂基督教

墳場東方基金會  

  

10:50-11:10  白鴿巢公園往大三巴牌

坊  

包公廟哪叱廟    

11:10-11:30  考察二(大三巴) 拍團體

照(3)  

大三巴牌坊  

(聖保羅大教堂)  

天主教藝術博物館  

確認上車時地  

11:30-12:30  考察三(澳門博物館)  澳門博物館    

12:30-13:00  考察四(大炮台/澳門天文 

台)  

拍團體照(3)  

炮台天文台    

13:00-13:20  往議事亭前  葡國建築風格  確認上車時地  

13:20-14:30  午膳      

14:30-15:30  考察五(民政總署大樓)  文獻、圖書館等    

15:30-15:50  往十月初五街  澳門傳統文化  確認上車時地  

15:50-16:30  十月初五街  參訪歷史 / 手信    

16:30-17:00  往澳門外港碼頭  外港碼頭    

17: 25-18:30  回程香港      

18:30  入境香港 / 解散  中港城    



二．活動相片 

 

 



 

 

 

 



 

 

 

 





 



  



三．考察後反思文章 

 

１. 林軍 

     六月二十七日，一個令我難以忘記的日子，這日是我們期待了整年的日子。

今天不但是簡單的一個旅程，更象徵了我們特色班──從古蹟出發正式畢業。 

     在這次的旅程當中，我們頂著炎熱的天氣，在澳門的街頭走來走去。高溫的

太陽彷彿要為我們在澳門的大地上刻上印章，要我們銘記這一天。雖說沒人願意

在酷暑中汗流浹背的走著，但是卻沒有人有任何怨言，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一次

難得的機會，有如此優秀和有心的老師帶我們到處遊覽，不斷吸取新知識，能有

如此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是我們的榮幸。 

    在澳門的街頭，我看見了許多專屬於澳門的獨有文化和風俗，例如葡式的建

築文化，當地的風土人情，這些都是在澳門看到的獨特文化。在整趟旅程當中，

令我驚訝的是澳門中西合璧的文化。人們常說香港是個中西合璧的城市，但也許

生活在香港的時間長了，對身邊的事物也隨之變得麻木，就算香港有一些獨特的

中西合璧文化也看不出來了。而在這次澳門之旅中，我終於看明白了中西合璧是

怎麼一回事。例如澳門的街道上充滿著異國風情，但仔細一看，卻又會發現許多

中國元素隱藏在裡面。有好似雖然澳門的建築物都根據歐式風格來興建，但在這

些建築物裡卻保存著中國傳統物品、服飾，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這就是澳

門帶給我的第一印象。 

    可惜這次的旅程短暫，許多景點都來不及細看，若有機會，一定要再來一躺

澳門，把這次的遺憾好好彌補。最後，要感謝勞苦功高的老師們，全靠他們的努

力和用心良苦，才令到此次的旅程變得圓滿和充滿意義。謝謝你們! 

 

2. 何彥希 

在這次澳門旅遊中， 我學會了澳門的一些建築的特徵和歷史。我們去基督教

墳場， 東方基金會會址、 大三巴、天主教藝術博物館、澳門博物館、民政總署

大樓， 玫瑰堂和仁慈堂。這次旅程讓我發現原來澳門不論在飲食、 建築、語言

上都大量結合了西方文化的特色， 尤其是那裏的建築， 中西合璧， 十分特別和

吸引。在這次旅遊前， 我一直都很期待着這天到來。除了這次交流， 我只去過

澳門一次， 而那時我大部分時間都只留在酒店裏， 不像這次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機會， 更了解澳門的歷史和文化。這次交流， 我去的地方印象最深刻的就澳門

博物館和民政總署大樓。在民政總署大樓裹的圖書館， 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

個圖書館不但有西方文化的特色， 它同時令我立即想起小說哈利波特。身為一個

哈利波特粉絲， 那個圖書館當然十分吸引我注意。在澳門博物館， 我學了很多

澳門的歷史，知道更多有關澳門市民的生活。它的展品十分豐富深刻的歷史和文

化內涵，展示數百年來澳門的歷史變遷。我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在澳門一日遊，一

日裡還可以去這麼多有意思的景點。 

 



3. 蕭曜暉 

 

這一次旅程實在是獲益良多，加深我對澳門的認識。同時，能與摯友們一起

遊歷更是讓我十分享受，寓娛樂於學習果然能事半功倍。 

這次的行程編配得宜，遊歷過程十分流暢。澳門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城市，在

不同方面都融合了中西文化。基督教墳場呈現以前澳門的宗教背景；東方基金會

的葡式豪宅建築風格和裡面的藝術作品都讓我嘆為觀止。澳門博物館的展覽內容

充實，讓參觀者可以多角度去認識澳門，增廣見聞，更令我比對香港歷史博物館

在鋪陳香港故事的異同。澳門大炮台又是一個風光明媚之處，有鳥瞰澳門全景的

視野，又不失昔日軍事要地的威風。大三巴更是中西文化合壁的代表，正好可以

體現出中西文化匯聚濠江。民政總署大樓則是見證澳門歷史的瑰寶，裡面的一事

一物都充滿古典氣息。而在穿梭澳門大街小巷之時，兩旁映入眼簾的都是富有不

同特色的建築。短短的旅程都讓我感嘆澳門歷年來的變遷。 

這一天的時間過得很快，是因為我們都樂在其中，甚至可說是流連忘返。一

次難得離開香港的學習機會，在汗水和笑聲交織下圓滿結束，我衷心希望不論是

香港或是澳門，在日後發展的同時，能夠多加留意歷史文化和加以保育古蹟，讓

美好的事物長存在當地人的心裡。在最後，容許我在這裡感謝一直默默付出的老

師們。 

 

4. 梁仲衡 

其實我選擇這個特色斑的主要原因都是因為這一次的旅程。我們這次旅程的

主要目的是尋覓中西文化的足跡。 這一次的行程十分緊密。一抵達，我們便到了

一個基督教的墳場，裏面有很多偉人的墓碑，如馬禮遜、邱吉爾曾祖父等。然後

我們便到了東方基金會址，了解當時外國人和他們在澳門的生活。 

   接著，我們便到了澳門博物館，裡面展覽了許多關於澳門歷史、文化等資料、

令我們獲益良多，增進了我們對澳門的認識。 然後，我們便到了大三巴。大三巴

原來是一座教堂，但是後來卻被一場大火燒毀。現在只剩下大三巴牌坊。 後來，

我們亦到了不同地方，例如民政總署、十月初五街等，都非常有特色，令我們認

識到澳門民生的一面。這一次的旅程雖然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完美，不過亦能增進

了我們的知識，令我們了解到更多澳門的歷史。真是不枉此行！ 

  



5. 陳卓琳 

在試後活動期間，我們一班去了澳門一趟。既然是學術性質的澳門之旅，就

當然是看歷史、文化了。 

"澳門的文化"，我其實都覺得自己頗知道它的;有道"衣食住行"，對於我來說，

簡單知道澳門人的衣食住行，就能懂當地文化，而飲食節目介紹的葡撻、葡國菜

我看過，其他也該與本地相同。"澳門的文化"，我應該是知道的。電視劇有<<巨

輪>>，從前我集集都有追看。不是"從小看大"嗎？"澳門的歷史"，我知道的。 

澳門，感覺就是異國風情、熱鬧、風平浪靜，再加上一點傳奇。 

記得從小說中看過一句對白: "你知道有時候，知道小部分的比完全不知道

壞嗎？" 

所有地方，都不是那麼簡單就下好結論。 

首先來說基督教墳場，那兒葬下了名人、士兵和小孩。曾經發生了葡荷戰爭，

打破澳門的平靜。馬禮遜乘坐過東印度公司的船，來澳門傳教。玫瑰堂、大三巴

並非憑空出現。 

澳門博物館再說明了早期外國人前來澳門貿易的境況、華人和外國人的生活。

大部分的資料存在筆記中，有空會再看的。過大海的距離其實是很遠的，遠離了

香港，眼見既不是高樓大廈，又不是古代建築，是彩色牆白磚地，就以為去了另

一個地方！所以說：所有地方，都不是那麼簡單就下好結論。 

在旅程中我們還去過玫瑰堂、市政署大樓、大三巴、東方基金會。走得很累，

看到很多，並非假情假意，我實在要說聲值得、充實！。 

多謝李老師、江老師、黃老師和游太同行。還有，我刷新了對楊副校長的認

知。最後，看到相片中的一位同學:"逆光中，我自以為拍下陽光下的大三巴，誰

知道，是拍下陽光下笑得很陽光的你。" 

  



6. 陳卓詩 

你望見歷史了嗎？ 

         三四年前全家也到過澳門來一日遊，那時候不過圖個溫馨、快活，整趟旅程

不外乎飲飲食食、買手信。這次不同，帶着學術研究、文化考察的嚴肅目的、踏

着急促的節奏，在半日內遊覽了五處景點，整天下來，我沒有甚麼對歷史的感悟，

反而是對當下的澳門感到扼腕。 

        明明藴含耐人尋味故事的古蹟就在身旁，但遊人旅客卻往往忽視，直衝手信

鋪去，更甚者，參觀她們卻不帶尊重。 

        大三巴牌坊、玫瑰堂，這兩處曾經的宗教要地，如今卻淪為「打卡熱點」。

遊人在大三巴前拍照，我能夠理解:在這座華麗而代表性的建築面前，忘卻她曾是

教堂、被燒毀過的唏噓事實，確實無可口非。但在玫瑰堂內，竟有旅客背對耶穌

像擺姿勢自拍的他們不過圖個社交平台上的存在感、讚好罷了。「韓式心心其實

和耶穌有什麼關係？」真想反問他們。 

        大三巴下延伸的大街，幾乎都是手信舖、飲品店這些迎合遊客心意的店鋪。

來澳門一定要買手信似乎已成遊客的共識，寬敞的街道竟被他們和一些招徠客人

的店員擠得肩摩接踵。 

        我想:正因葡式風格的建築成群，反而令人沒有好奇或欣賞的興致。或者，比

起歷史，手信和賭場才是更鏗鏘的宣傳代表。以旅遊業為主要行業的地區，包括

香港，地道文化被忽視往往都是常有的悲歌。 

        但幸而，亦是有人對澳門歷史感興趣的。參觀澳門博物館期間，我發現一直

有個青年安靜地跟着我們聽導賞員的分享，實在是難能可貴。而且，我們整個遊

學團，不也因為學習歷史文化而來的嗎？ 

       照本宣科地讀歷史，卻不如親身往當地探索有趣，也能夠感受「歷史」將來

的發展動向。 

 

7. 黎俊暉 

考試過後，老師安排我們班去澳門考察。我們乘搭了八點半開的噴射船，一

小時左右便到達澳門外港碼頭。在下船的那一刻，我感受到陣陣熱風迎面而來，

真令人難受。雖然如此，但我仍非常期待能盡快開始這次極具意義的考察活動。

過關後，我們首先前往馬禮遜教堂裡的基督教墳場參觀。安葬在墳場裡的先人都

是前來中國的基督教教徒，他們的去世年齡大多數都是少於 40。基於當時政局

的種種原因，他們被迫要在這裡設置基督教墳場。 

緊接著，我們參觀了在旁的東方基金會會址。那個建築物的建築風格融合了

中式及西式，十分獨特。另外，這也反映了當時在澳門生活的外國人想融入中國

的社會。 

 



下一站，我們參觀了在大三巴旁的澳門博物館。澳門博物館於回歸前一年，

即 1998 年落成啟用。該博物館的構思由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提出，顯示了葡萄牙

政府十分希望能透過該博物館令大眾了解澳門的傳統文化。澳門博物館的成功令

香港政府有意興建類似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在參觀過程中，我認知到澳門早期的

建築物風格、早期澳門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真令我大開眼界。 

離開澳門博物館後，我們下了山，到大三巴牌坊參觀。每當提起它，人們便

會聯想起澳門，可見它在澳門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那裡本來是一間教堂，名為

聖保祿大教堂。儘管聖保祿大教堂在一場大火中被燒毀，但牌坊卻意外地得以保

留。從牌坊可見，聖保祿大教堂的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式和西式，單單從牌坊上的

英文及中文便可得知。 

參觀大三巴牌坊後，我們去了附近的餐廳用膳。用膳後，我們前往民政總署

大樓參觀。大樓歷史悠久，於 1784 年落成，建築風格為新古典主義風格，令四

周的高樓大廈顯得格格不入。 

時光飛逝，又到了要離開的時分，這時我們依依不捨地離去了。 

 

8. 危志樂 

 

這次澳門之旅行程豐富，多姿多彩。我個人感受最深的地方是澳門博物館。

澳門博物館是一座宏偉、富歷史價值的建築！當年萄葡牙的統治結束，他們向澳

門政府提出方案，建議在澳門興建歷史博物館。後來，博物館亦隨時代發展，融

合新科技，變得更具價值，更多元化。剛踏進大門已經被富藝術感的扶手電梯 吸

引，電梯速度雖快，但我卻沒走馬看花之意，反而欣然地細嚼澳門當代藝術，確

為陶醉。別過電梯，接踵而來的是一道長長的展覽走廊，當中描述了有關中國古

代的發明，又有著名思想家的生平，使我目不暇給。展覽分享當地發現原始人的

遺物，說明了當地的歷史價值。接下來，我陸續在博物館尋得不同的知識，例如:

當代葡萄牙人的生活情況，又有當時澳門人婚嫁的裝束及他們童年玩意，又得知

他們的飲食習慣和民族特色，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這次旅程不但令我近距離接觸到澳門人的生活，更令我對先人的努力和知識

產生認同，從而對國家抱有更大的歸屬感！ 

  



9. 蔡汶琪 

 

在這次的旅程中，我有種跟之前去考察不同的感受。因為我們今次終於走出

課室，走出香港，去到澳門這個曾經被葡萄牙人管治的地方，當中留下了很多有

着特色風格的歷史建築物，很值得及適合我們古蹟班去考察。 

當中在建築物中的藍色和白色主調，配以中文和葡萄牙文的街道名稱，是澳

門的地方特色之一。其次，在很多建築物的設計中也可以體會到中西文化薈萃， 

例如大三巴牌坊周圍以牡丹和莫邪菊陪襯，象徵來自中國和葡國，而柱間側以天

使淺浮雕點綴，象徵着西方。而當中我最深刻的是到十月初五街參觀，因為可以

親身到我熟悉的劇集拍攝場景感覺十分神奇，回憶起我小時侯看電視的美好時光。 

最後，美中不足的是時間太過倉促，無法慢慢體會當地氣息，加上天氣炎熱

更為辛苦。不過，在這次旅程要我的確獲益良多呢! 

 

10. 方宇妍 

這次的澳門之旅，我只想用一個字來形容：熱！！！在天氣酷熱，加上烈日

當空的情況下，遊走於澳門的小街上，的確很辛苦，不過我也“熬“過來了。雖

然真的很熱，但與香港相比，已經好多了，澳門的熱並不如香港的悶熱，這也讓

我找回一點安慰。其實這一次來澳門，跟以往來澳門，是有不同的感覺，因為這

一次我們是帶著任務來學習的，而不是來遊玩的。總的來說，這一次，我是有收

穫的。 

在旅途中，我學會了互相尊重和包容。為什麼呢？可以從兩方面來說。第一，

同學們一起出來學習，也有自己一點點的自由時間。在午飯的時候，同學們會爭

吵著要去哪裡吃這樣的問題，深知拋離小伙伴，獨自去找美食，分歧就這樣產生

了。其實同學們心平氣和地靜下來商討不會更好嗎？第二，澳門是一個中西合璧

的地方，由於以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回歸之後成為中國的特區，很多不同的中

西文化都並存在澳門，而這些文化也和平地在澳門這小小的地方進行下去。 

本來澳門對我來說，印象並不深刻。經歷這次的旅程之後，倒是加深了我對

她的認識。澳門也如香港一般，是一個旅遊業發展迅速的地方。有著以前留下來

的建築，也有現在的博彩業和旅業，這就是澳門的魅力。天主教教堂的宏偉令我

覺得，以前的澳門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虔誠。這精神令我敬佩。 

我倒是希望澳門能發展得越來越好，憑自己獨特的魅力打動人們的心。如再

有機會去到澳門，我希望我會細心地走遍澳門的每個街頭，尋找更多的故事。 

 

 

 

 

 

 



11. 周麗明 

這次的旅途，由於天氣炎熱，行程因而有多番改動。陽光普照，且帶熱風，

讓本來就感到很熱的我們如同火上加油。但澳門的酷熱比香港的悶熱好多了，起

碼有一點風。在這個天氣的幫助下，整個旅程都是在冰與火之間流轉著，冰火兩

重天。結合整個流暢的旅程，澳門的中外結合風氣，澳門之旅，沒白走一趟，這

一次，獲益良多，走出教室，回歸歷史與城市的見證，學到的不限於書本知識，

而是類似於一場學習的境外旅行，感覺與平時去旅行的不太一樣，大概是因為與

朋友一起去吧，比較像交流團。澳門從古時澳門的貿易轉口港，再到殖民地時，

天主教奢華的形象，與新教的糾紛，中西合壁的建築特色，再過渡到今時今日的

旅遊業為主，可見其有輝煌的前世今生，期待它能夠發展得越來越好，變化的不

要是古聞古物，否則可能下次再會已經認不出來。澳門與香港在政治地理有不少

相似之處，可以互相借鑑，以解決不同形式的問題，為互相的未來發展前景變得

更好，而作為香港一分子的我們，也應該為香港盡一分力，建造一個更文明、更

安全更舒適、更具特色、更多元化的香港，建造需要勞動力，你和我都不例外。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澳門，有緣再見！ 

 

12. 許玲瓏 

在此次旅程中，我印象較深刻的有 2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大三巴。它原是一座天主教堂，但因一場大火而留下其前壁遺址，

想想都覺得可惜，倘若沒有那場大火，那麼我參觀的是一座大教堂。不過，不幸

之中的大幸，就是大三巴牌坊被當時的政府保育了下來，我才能欣賞到中西合璧

的獨特建築，例如牆面上的滴水獸十分特別，像是中國的石獅子。我亦發現上面

也有七頭龍的浮雕，它的上面是聖母，一旁有聖母踏龍頭的字樣。此外，大三巴

上的每個細節都有其特別的意思，如最上層的銅鴿象徵聖靈。看完整個建築，我

覺得即使只能看到教堂的前壁，但也不難想像以前完整教堂時的宏偉。 

第二個就是澳門博物館。透過各式各樣的展品，我認識了澳門的歷史變遷、

傳統文化和現今的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特色。其次，我還參觀了南海一號考古文

物展，從南海一號的水下遺珍以及當時船員所用的物品，令我增加對其的認識，

亦引證了在中史科學到的宋代繁華的狀況。但可惜因時間關係無法參與「密室逃

脫」遊戲。 

今次澳門之旅真是令我獲益良多，不但能欣賞到別具特色的建築，還深入了

解和認識了澳門的歷史和文化，真是不枉此行，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時間

太緊逼和行程大緊密，無法慢慢仔細欣賞建築物和展品。此外，我認為這次考察

正體驗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站在一座座宏偉的建築面前，所感

受到的與看照片時截然不同，而且學到的知識更是不限於書本，增加了我對親身

考察的興趣。 

  



13. 黃煒茵 

這次雖然是短短一天的旅程，但卻為我帶來了與我認知不一樣的澳門面貌和

感受到了那風土人情味，都讓我感受深刻。 

    首先在此行中，我們不斷穿梭在各式各樣的歷史建築物當中，大多都留有葡

式的異國風情和痕跡，不論是西式教堂、博物館或是公共建築物等等，可見澳門

在接受葡萄牙殖民統治因而受西方文化影響深遠之餘，亦保留了不少中國文化傳

統。種種反映的中西文化會萃、共融和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都不禁令我對建築師

的巧思嘆為觀止。其中最教我嘖嘖稱奇的是澳門最具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大三

巴牌坊。我本以為大三巴只是一座歐式建築，但這都是它的表面。只要細心一看

和好好探究一番，就會發現整個建築物除了整體是歐式的巴洛克風格，雕有栩栩

如生的人物雕像，如耶穌、天使等等以外，亦同時蘊含了東方的色彩風味，例如

一些中文字句雕刻、中國傳統的石獅子雕像和代表日本的菊花圖樣等等，把中西

合壁的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點綴了莊嚴的教堂前壁。大三巴好比幾百年來中西

文化互相交流的象徵，訴說著兩方歷史長河的故事，印證著這個前人為我們完成

的壯舉，好讓後人逐一前來膜拜，學會互相尊重、欣賞彼此的文化，我想這可能

是大三巴作為澳門的熱門旅遊拍照景點以外另一層更深的意義了吧。我再翻看那

天所拍的照片，大三巴比起給人神聖懾人的感覺，反而是顯得和藹可親。 

    另外我們亦到訪了昔日重要的軍事用地—炮台。炮台花園一片遼闊，多支大

炮環繞，不難想像作戰時雄偉壯奮的場面。在台上眺望下方，整個澳門都映入眼

簾，配合清澈明朗的晴空，營造的畫面美不勝收。彷彿這些大炮雖然已完成自身

的任務，但仍然堅守崗位，風雨不改地默默守護著一代又一代澳門的居民。另外

有趣的是炮台上留有舊日氣象局用作測量颱風的儀器，雖然它並不及現時的設備

先進，卻反映出當時人們儘管只有簡陋的資源，但亦能好好運用，而不斷經過改

良成就了今日的昌明。  

    我們參觀了中西合璧的建築物和炮台之後，亦是時候來趟洗滌心靈的旅程。

只見玫瑰堂漆著柔和的黃色，優雅堂皇。我們帶著好奇，小心的步履步入這神聖

的教堂，便看見了那明亮的聖母像和下方的祭壇。現時教堂已經開放給公眾參觀，

兩側設有捐款箱和蠟燭，好讓各位在拜訪之餘亦能夠誠心禱告，免除一切的雜念，

投入主的聖殿當中。教堂旁的聖物寶庫收藏了過百件天主教的藝術珍品，做工精

美絕倫，不禁令人驚嘆當時宗教對人們的影響力，以致現今基督福音仍然一直宣

揚到世界各地。可以見到澳門保留著較多的宗教建築物，注重於宗教文化傳統的

保留，因此我們常常在那能感受到濃郁的宗教氣息，看見幾百年來屬於澳門的宗

教信仰河流的流動，而其中不變的是那人們已洗淨的心靈。雖然我並非基督徒，

但我亦依然深感動容。 

    最後，我覺得才初次踏進這陌生的土地，但卻莫名地產生出一種熟悉的感覺。

它並不像大多數香港人對澳門的印象—一個奢侈豪華的城市，賭場、旅遊熱點隨

處可見，高樓大廈如香港般高聳入雲，可惜它並不是。每每在街上遊走或是在旅

遊巴上觀看，可見澳門處處都保留著昔日生活片段的痕迹。舊時的石板街、藍白



色的路牌、密集式的小型屋邨設計等等都令我耳目一新，道路上除了有大型的車

輛或私家車，更多的是人們駕著電單車，路上行人不多，街坊都聚在聊天，度過

靜謐的時光，四周散發著純樸的昔日氣息。這些看似平凡的街景，卻是見證著澳

門一直以來的變遷發展，但在澳門不斷越趨繁華的時候，亦不忘根本，保留著昔

日的韻味。這簡單樸素的生活剪影比起香港紙醉金迷般的生活點滴更令我嚮往和

居民緬懷，因而這獨有澳門特色的街道和人們愜意生活的景象在我腦海裏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 

    在這短短的旅程中圓滿完成了諸多奇妙際遇的累積，在出遊中體驗學習，有

所得著，實在不枉此行。我相信澳門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仍會延續下去，等待我

再次尋找。 

  



四．學生將旅程於社交媒體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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