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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跨學科考察 (23-30/4/2019)活動報告  

 

 

1. 活動目的： 

本考察團期望透過參觀陝西省、甘肅省的歷史景點，讓同學親身體驗西北的特色文化、了

解社會民心動向及現況，並開拓學生國際視野，追求美好人生價值觀。本考察團參觀的景

點包括河西走廊：西安、蘭州、武威、張掖、嘉峪關及敦煌。學生以跨學科角度認識當地

發展——當地的經濟發展、歷史文化及荒漠化情況，亦明白當地居民如何適應氣候極端的

環境。期望是次考察能讓同學擴闊眼界，培養共通能力。 

 

2. 活動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至 4 月 30 日(星期二) (8 日 7 夜) 

 

      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第一天  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由旅行

社協助辦理有關登機手續。乘

坐客機飛往世界歷史名城、著

名的古絲綢之路的起點、我國

八大古都之一的十三朝古都–

西安。夜乘高鐵動車前往甘肅

省省會蘭州。  

認識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從而增

加對中國傳統的人文活動的認

識。  

第二天  乘車前往武威市。前往武威文

廟參觀，文廟也是武威市博物

館的所在地，這座文廟修建于

明朝，規模很大，歷史上地位很

高，被稱爲「隴右學宮之冠」。

廟內有崇聖祠、尊經閣、狀元

橋、山門等衆多古老的建築，除

了建築、院落外，文廟也是武威

市博物館的所在地，這裏有關

於武威歷史的展覽，可以來此

參觀，瞭解古涼州在歷史上的

鼎盛輝煌。  

認識塞外文化如何與中國本土文

化整合。  



第三天  乘車前往張掖，參觀丹霞國家

地質公園景區兼有敦煌「魔鬼

城」、新疆「五彩灣」的神奇，

堪稱丹霞景觀中的精品、極品，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令人歎

爲觀止，七彩丹霞集自然和獨

特的人文景觀於一體，體現了

西部特有的風韻和氣勢。  

認識丹霞地貌的特點及其如何塑

造當地的人文活動。  

第四天  乘車前往參觀嘉峪關關城、敦

煌市及沙洲。  

認識今日中國的城市發展；了解

盛唐詩人的氣魄。  

第五天  乘車前往參觀莫高窟、鳴沙山、

月牙泉。其中莫高窟開鑿於四

世紀，十四世紀結束，前後延續

約 1000年，現存有從北魏到元

代 492個洞窟，塑像 2415尊，壁

畫 45000平方米，是我國現存石

窟藝術寶庫中規模最大、內容

最豐富的一座，享有「世界藝術

寶庫」、「世界現存佛教藝術最

偉大寶庫」的雙重桂冠。敦煌石

窟所藏圖書文物和石窟藝術，

引起中外學者的極大興趣，形

成了敦煌學。  

認識塞外文化如何與中國本土文

化整合；了解唐朝社會開放的特

質。  

第六天  前往蘭州參觀甘肅省博物館，

甘肅省博物館內珍藏了衆多珍

貴的文物珍寶，精彩和豐富程

度 在 全 國 的 博 物 館 中 排 名 前

列，由於甘肅地處絲綢之路，同

時又是漢藏地域的交界地，所

以能反映西域、中原、藏區文化

的文物都有大量的出土展示，

使博物館中的文物豐富多彩又

別具風格，非常值得參觀。  

認識塞外文化如何與中國本土文

化整合。  



第七天  參觀秦兵馬俑遺址坑 (秦始皇兵

馬俑博物館 -含一、二、三號坑，

銅車馬展廳，含電瓶車 --安排導

賞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麗山園

(含電瓶車 )。前往著名的北院門

回坊文化風情街遊覽，北院門

回坊文化風情街，俗稱「回民

街」，街區內為仿古明清建築風

格，步入其中，地鑲青石、鋪懸

金匾、老街繁錦、美味飄香，作

為飲食集中的街區而出名。  

認識塞外文化如何與中國本土文

化整合及今日中國的城市發展。  

第八天  前往陝西歷史博物館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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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謂琳琅滿目、精品薈萃。無論

在博物館的建築、內部設施或

陳列的展品面都是高水準的，

堪稱我國博物館之最。  

認識塞外文化如何與中國本土文

化整合。  

 

3. 活動留影 

 



 
(攝於西安碑林櫺星門)



 

(攝於嘉峪關) 

  



4. 學生反思 

A. 羅盈欣 

絲綢之路之旅終於完美落幕，八日的行程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當中有較為辛苦的地方，

亦同樣有值得懷念、感恩的地方。 

 

在敦煌莫高窟，武威雷台中我們可以透過參觀不同時期的當地文物，從中認識到古時

的文化歷史、遺跡。但除去這些外，最重要的是我們收穫了回憶。 

 

在是次的路程中，我發現到紀律其實對整個團隊都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有一

個人遲到，言行舉止。其實與團體是息息相關的。 

 

當然，過多的歷史景點自然會令人感到沈悶，而回民一條街就是讓你放鬆自己，這個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景點。有人曾說要瞭解當地文化，要瞭解的不是最出名的景點，

而是民間的大街小巷。而我對此感到十分認同，在眾多店鋪中找出自己喜愛的，難道

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嗎？ 

 

起初，我並不認為是次旅程的過程是會享受的，相反地，我是保持負面態度去看待。

而現在我是享受投入的。如果再有一次機會參加這次交流團，我想我還是會報名參加。 

 

這次交流團帶給我的東西是數之不盡的，我開始不捨這裡的一切，這裡的天氣，這裡

的飯菜。盼望日後我還有機會參加類似活動。 

 

 

B. 張曉蓉  

在這八天的旅程中，我發現投入十分重要。因為這一個八天團是一個遊學團，而不是

一個只是來玩樂的團。如果我要去學習新的事物或改進自己的缺點，就要投入去學習。

因為如果我不投入去學習，學習的效率不但會減低，還會浪費了這段學習的時間，還

會浪費老師用心計劃活動的心血，時間和精神。 

 

我為了自己可以來到這個絲綢之路的交流團而感到喜悦。因為在這個交流團中，我嘗

試做很多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例如乘坐高鐵，乘三至四小時的旅遊巴，晚上睡在

火車。 

 

我發現自己原來十分喜歡到不同的地方旅遊及參觀。我享受着不同城市的美麗景色，

例如鳴沙山及月牙泉、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等等。我也享受着到不同歷史古蹟及博

物館參觀及了解歷史，例如雷台漢墓、甘肅省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等等。 

 

我認為在這次旅程中，紀律十分重要。因為在旅程中去了一個地方之後就會緊接着下



一個。如果有人不聽老師及導遊的指示，留在某個地方的時候，就需要老師及導遊去

尋找。這會十分浪費時間，有機會令下一個活動延遲，也會浪費同學的時間。 

 

C. 廖安彤 

經過這次八天七夜的絲綢之路之旅，我學習到很多不同方面的東西，例如是中史方面

和地理方面。在這個旅程中，各個景點都有自己的優勝之處，各有特色。 

  

Discover(發現)：當我發現沙洲夜市是可以講價，對此感到期待，我鼓起勇氣去跟其中

一個攤擋講價，本來明信片是 10 元，最終降成 6 元！雖然有點爭執，但是最終成功

了！ 

 

Delight(喜悅)：當我可以親眼看見兵馬俑時，心情十分喜悦，興奮，因為我已經慕名

很久，得悉這個旅程會參觀，期待了很久，心情十分開心！ 

 

Discipline(紀律)：20 名同學都很留心聆聽何銘謙老師，王珊白老師，權哥，小封和小

劉，乖巧地跟著他們，跟著他們的指示，尤其是較多人的地方，例如是兵馬俑，莫高

窟等地方，十分有紀律！ 

 

Devotion(投入)：20 名同學都投入於各個景點，專心聆聽導遊的說話，講解文物的歷

史，在每個景點上所注意的東西，事項亦會投入，尊注聆聽，記住導遊的一言一語，

投入此旅程。 

 

D. 劉穎 

發現，喜悅，紀律，投入 

發現：在這 8 天的絲綢之路之旅，我在第一天是一直坐車，而且很不習慣西安的天氣，

所以一到酒店洗澡後便睡了。第二天我們去了武威市，參觀了雷台漢墓和武威文廟，

那個雷台漢墓的門一個比一個小，但是卻踏到幾多年前的遺物，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

將士的墓，但還是很有重量的。第三天我們去了張掖大佛寺和張掖丹霞國家地質公園。

發現到古前僧侶的佛經和雕刻，比我們現代更有一番神韻，還有那個臥下來的法師佛

像，過了那麼多年還留到現在，太神奇。第四天，我們去了嘉峪關關城，發現了古前

的宮留下的城關，那時武官和文官是多麼的無聊，然後便去了敦煌市和沙洲夜市。第

五天，去了莫高窟和嗚沙山，看到了很多的洞都有很多彩繪，十分美麗，然後剩下的

幾天的重點就是兵馬俑，看到了兵馬俑讓我的心很震撼，因為實在太龐大了。 

 

喜悅：這 8 天的絲綢之路旅程，認識到了很多人，包括：權哥這個領隊，永遠也不能

忘記他的 1，2，sh3m，羅盈欣，張曉蓉，陳小慧，陳喚如，吳兆臻，黃俊熊，張文

澤和廖安彤。雖然是在最後的兩天才認識他們，但也很好了。這幾天相處得很快樂，

還有王珊白老師和何銘謙老師。 



 

紀律：這 8 天的絲綢之路旅程，我們一直都聽老師和領隊的話，雖然經常遲到，但他

們說馬路靠右或靠左我們都有乖乖的聽。而且都有跟著導遊參觀兵馬俑、莫高窟等等，

乖乖的跟著。而且說拍照就拍照，很有紀律。 

 

投入：在這 8 天的絲綢之路旅程，我一直很投入的在旅遊車上聽導遊說話，介紹地方

的背景或要參觀的那個地方的背景資料。還有去那個地方有甚麼要注意的，也都記住

了。還有很細心的記住導遊所說的每一份文物的來源。 

 

E. 李維臻 

經過了 8 天的絲綢之路的旅行，發現自己非常喜歡看唐代的佛像，在每個佛像裡面都

有自己的故事而且都是非常的生動和有趣，例如未來佛，現在佛和將來佛的故事都非

常有趣。而且我發現我喜歡他們唐代的畫，因也是非常的有趣(反手琵琶都是現實做

不得到，認為唐代的思想非常的開放大家都可以腦洞大開)。 

 

(莫高窟內三世佛–即前世佛，現在佛和將來佛) 

 

我發現投入去參加這個活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你不投入的話，你根本就不清楚

在這裡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等等，都需要導遊或者是老師給你慢慢去講解才能讓你有

更好的認識，否則的話你就會什麼都不知道。 

 



同時紀律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們只顧自己一個人的玩耍，不聽導遊的指示。不但

會讓到整個團隊都需要時間去等，自己也會發生一些的意外，例如走失，受傷等等。

有可能會也吃了整個隊伍的參觀時間，讓到所有人都忘了當他回來我們才可以繼續。

所以沒有紀律的話不但會浪費所有人的時間還會讓自己受到了影響。 

 

我非常的喜悅可以去到絲綢之路參觀，不同的歷史經驗例如陝西歷史博物館，大佛寺

等等可以讓我學到不同的知識讓我獲益良多。而且這些我都可以親眼去看到，不只是

在書裡面，而是真實的到了文物的面前這才是讓我最開心的事情。 

 

這次的絲綢之路真的是讓我流連忘返，我看了不同的國寶級的文物還見識了不同嘗試

的美食。例如肉夾饃，蘭州拉麵，羊肉泡饃，掰面等等。讓我垂延三尺。 

 

F. 陳小慧 

到了第八日，今天去了陝西歷史博物館。裏面有許多的展示品，一一展現了中國的歷

史。欣賞完後，便去吃在西安最後一天的午餐，我們會好好品嚐，最後便坐車去西安

飛機場。沒錯，是最後一天的第八日，八天的絲綢之路結束了。我非常不捨，這幾日

玩得非常高興，也不知還有沒有機會再和朋友一起來。也正因為這麽投入這個旅程中，

所以才會如此不捨。 

 

我發現絲綢之旅開頭幾日，雖然並不是很適應當地的乾燥的天氣，但以我們青少年的

強壯的身體很快習慣起來，我們更是喜歡這種涼爽的天氣，讓人非常舒服。還未離開

西安，便開始想念西安了。於這次遊學團，我大大見證中國的歷史，增加了中國歷史

的知識；除了歷史，也見識了當地的地理認知，就這樣八日之旅結束了。在導遊的帶

領下，大家整整齊齊、非常配合著導遊。無論是去洗手間，購物，吃飯，大家都非常

有秩序。 

 

最後非常感謝為我們講解和帶領我們，讓我們見識到中國歷史的導遊小峰和劉哥；也

感謝處處為我們著想的權哥；更感謝常常體諒，細心照顧我們的何老師和王老師。 

 

G. 戴桐樂 

在是次短短的旅行，許多事我都未曾嘗試過，也未曾見過，我發現我對自己國家的了

解僅僅只是冰山一角，甚至連冰山一角都不是。 

 

泱泱華夏，千年的歷史，豈是在短短八日中了解得透徹，我只是在這八日裏看過西安

的景點，並非在了解這些沉澱已久的歷史，可想而知，我的見識只是稍微拓展，也許

在很久很久之後，我會了解更多、拓展更多。 

 

但我亦開心於我能接觸到西安的各類歷史，這些歷史、知識並非坐在課堂之上，依靠



着寥寥數語就能理解到這種宏大，而是要靠自己去親身去看、去理解、去聆聽，所以

我真的很開心我能有幸參與其中，去嘗試着各類事物。 

 

而我更開心的是，能騎駱駝，這種交通是我這 16 年都未曾做過的，只聞其聲，未嘗

過，所以能在這次旅行嘗試，我覺得是一種很難忘的經歷。 

 

 

 

老實説，這種遊學團，其性質都很看重參與者的得著和紀律，因為遊學團的核心就是

要讓參與者能帶走一些東西，或者能改善某些方面，所以在這種情况下，我都得著頗

多。 

 

首先，就是早起，因為八日行程，都要早起很多，基本都要六七點就要起床，不然會

遲到，所以這是我第一個紀律。 

 

然後，就是要對自己負責任，因為旅遊從來都是獨立體，你的行李必須要有你所要的

物品，不然只會拖累其他人，所以對自己負責任就是我第二個紀律。 

 

最後，就是不要麻煩別人，別人不是有這種責任幫你，有句話就是這麼說「幫你是情

義，不幫你是義務」旅遊在外，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善心，也不應覺得讓別人的付出

顯得理所當然，這是我第三個紀律。 

 

最後，我很享受是次的旅程，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這麼遠，建基於遊學團上，我只

參加過北京那個交流團，以前的我只覺得遊學團很無趣，因為我覺得遊學團是一種麻

煩，但我改觀了，因為這次遊學團很精彩，但同樣也很累。 



 

基於這種累，我愈發投入於其中，因為我不想付出與取得不成比例，不然很虧本，所

以我愈來愈投入於其中。 

 

就好像導遊説過盜墓賊一事，心底便泛起一片憤慨，我很難理解這種職業的衍生，它

是一種小偷的職業，不同於一般的小偷，他們偷的是我們珍重的東西，是文物，是一

段歷史！他們一旦得手，就會轉手販賣給他國之人，想至此，心底就愈痛恨這種人，

因為自己國家的東西，轉眼間就成了他國的收藏品，甚至終其一生都難以取回，更甚

至是要租借來作展品，何其地諷刺，又何其地令人痛心啊！ 

 

又好像之前在窖中看到的佛像及其壁畫，不由得感嘆着古人的智慧，他們的雕刻如此

地出神入化、栩栩如生，讓人一觸目，就滿是莊重之念想，不敢有其他的心思。 

 

這些雕刻是神品，如今又有哪個匠人可以如此地雕刻呢，恐怕這種雕功已經難以仿效

了，就如我一位朋友所言「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已經沒有誰可以複

製。」如同以前的雕功那麼令人佩嘆，以前的女紅這麼精致而又令人驚艷，但如今早

已不復以前了，因為這些工藝慢慢地消失在長河般的歷史之中。 

 

因為愈投入在其中，我就愈珍愛這種文物，因為這些文物不只在訴説歷史，也在告訴

世人，以前的工藝多麼地美麗。 

 

H. 黃俊熊 

今天是本次遊學團的最後一天，我今天的心情與第一天出發時是截然不同。我一開始

是期待，用着去旅行的心情，但是到達每一個不同的地方，聽着導遊及領隊的一步步

解釋着當地不同的文化來由、歷史等等。開始慢慢變成學習的態度。而且我一開始並

沒有太認真聽導遊的講述，但是也慢慢明白他們所講述的原因，開始認真。 

 

這個遊學團是我去過最長而且最好玩的遊學團，當中我不但認識了其他級的新朋友，

而且和自己級的朋友友誼的更加堅定了。我十分榮幸可以去到這次的交流團，這個交

流團不但可以吃到當地獨特的食物，而且可以一嚐當地的文化。所以這個交流團帶給

我無盡的歡樂。 

 

我在每一個交流團中的活動都盡了全力投入，當自己投入當中後才發現每個活動投入

後才能學到更多的知識。因此在本次交流團的活動我也盡了全力投入其中。 

 

  



I. 張文澤 

經過這次的交流團，我更愛中史了，雖然我在選科時放棄了地理，但我中三時對地理

的熱愛程度不下於中史，這個交流團到了嗚沙山，月牙泉等地方，看到美麗的丹霞地

貌，令我重新愛上地理。 

 

我很高興自己能夠認識到一群投契的朋友，在這短短的幾天內，能夠走遍西安武威等

地，看到古人雕刻彩繪的技術，簡直就是鬼斧神工。 

 

同時，在這個交流團，我們依照領隊的指示，每日準時下樓吃早餐，每日準時交日誌，

互相包容對方，減少爭執的機會，令這次的交流團可以順利完成。 

 

最後，我第一次去交流團去到不想回港，不僅僅只是享受西安一帶的美食和乾爽的天

氣，更享受與朋友的互動，即使回港後，仍不捨得大家，不捨得西安的一切，特別不

捨得西安的美食﹗ 

 

 

J. 廖倩怡 

這八天真的過得很快，跟各位說再見的那一刻真的很捨不得。在這八天裏，我發現到

絲綢之路對當時進行貿易的重要性，將貨物由中國運送到中東甚至歐洲等地。另外我

發現到原來西安是一個充滿歷史價值的城市，例如有秦朝的兵馬俑，它的規模十分的

大，而且反映秦始皇的地位，這個遺址即使連外國人也認識。可見中國的歷史是十分



吸引和有價值的。 

 

第二，這次的交流團是我去過全部交流團中最好玩的。雖然基本上每天都需要轉酒店

而且要搭很久的車才到達目的地，但是不但導遊，領隊，同學老師，司機等等都十分

之友善。行程是十分之趕急，但能夠與一眾同學玩已經十分足夠和開心。當然學習十

分之重要，但對於交流團而言，邊學邊玩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後，我認為大家都很投入今次的交流團。雖然有時對某些景點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但大家仍然會安靜地聆聽導遊的解說，可能有些人會在發夢，但並不會搗亂，破壞秩

序。不過大家最投入的仍然是跟朋友一起玩耍。對於我而言，這次的交流團是最後的

一個機會給一班朋友一起玩的機會。所以我真的很捨不得。 

 

K. 林汶姿 

在今次的西安旅程中，我發現了不少關於中國歷史的知識，其中包括了中國如何演變

成現今的文明，還有不少的歷史文物，例如秦朝的兵馬俑建築，這個旅程雖然是與朋

友一起去，但是我發現了很多傳統文化，彷彿身處在古代中國，進一步充實我歷史的

知識。 

 

當中令我喜悅的是同學們同心探究知識，積極求學，主動了解當地的文化。而且我們

與導遊的關係融洽，時不時便會進行交流，加上我更看到了中國不同的面貌，例如中

國的習俗文化，地貌等，令我驚喜不已。在紀律方面，我們這個團隊守時，使得旅程

可以順利進行，當導遊在說話時，我都會認真聽講，亦會拍下當時的歷史文物，鞏固

我所學的知識，在團隊行進的時候，我亦會跟緊團隊，以免走失。 

 

在西安的旅程中，我很多時候都用普通話與人交流，把自己代入在中國的社會中，享

受着學習中國歷史的喜悅，他在導遊的講解中，還會上網搜索當地的美食，使得吃到

更多西安著名小食。 

 

L. 楊馨頤 

在經過八天的旅程，在當中收獲良多，當中除了是考察文物古跡，得到很多寶貴的知

識，對學習有極大的幫助，最重要的是在個人成長方面，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從而

可以修補缺點，使自己可以更加認識自己。 

 

而在喜悅方面，能夠參加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件難得的事情，已經足以使我開心難忘，

然而在旅程中可以學習更多的知識，不愧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更為精彩。同時可

以參觀不同地方的文化遺產，真是各有特色。對於喜歡歷史的人來說，簡直是完成其

中一項人生目標，更有自豪感。 

 



在紀律方面，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順利結束，都是有賴於同學的努力和秩序，大家遵

守規則，並且實行指示，所以在旅程當中可以順利進行，說明了秩序的重要性。否則

當中可能會出現意外，而影響大家的行程，打亂行程。 

 

在投入方面，由於是和同學一起參與，而彼此互相幫助，可以交流趣事。而絲路本身

便是刺激的旅程，因此在當中便是盡情參與，積極投入。享受旅程的樂趣，並且擴闊

視野，增加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 

 

M. 陳茵熙 

本次的旅途十分有趣，雖然時間不長但得到和學到的都十分多。例如在莫高窟，感受

到佛教的盛大和神奇，以及古人的強大。又或是在古城牆，當中體驗了古人的智慧。

是一個對中國歷史的新發現和新的體驗。 

 

其中又有不少的趣事，例如有名組長不小心離了隊，然後他沒有找在西安的同學而是

找澳門的同學，令我們又疑惑又好笑。又有不少的金句，如阿權的夏，又如組長的「這

是相對，不是絕對」。這此都十分的搞笑。 

 

雖然這是一個交流團但是仍十分有紀律的團。雖然因為參觀的時間少而經常有遲到的

情況，但大家都會聽從老師和導遊的指示和提醒，令到整個旅途都十分的順利和愉快。 

 

至於投入，這個交流團基本上無人是不投入在其中。大家都十分專注去聽導遊和講解

員的介紹。例如是在莫高窟中，全程聽講解員介紹中國以前是如何傳入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