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言中學 

南京歷史文化五天考察團 

行程示例 

 

第一天 香港機場  > 南京碌口國際機場  > 夫子廟建築群  > 秦淮河  

膳食﹕午餐於航機上、晚餐 

住宿﹕維也納國際酒店(南京南站東麒路店) 

第二天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分館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

館  >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中

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 (總統府 )   

膳食﹕早餐、午餐、晚餐 

住宿﹕維也納國際酒店(南京南站東麒路店) 

第三天 中山陵  > 南京博物院  >先鋒書店 (五臺山店 ) 

膳食﹕早餐、午餐(吉林風味)、晚餐 

住宿﹕維也納國際酒店(南京南站東麒路店) 

第四天 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拉貝故居 ) >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金陵女子大學 )

舊址  > 明孝陵  >台城 (南京古城牆 ) > 玄武湖  

膳食﹕早餐、午餐、晚餐 

住宿﹕維也納國際酒店(南京南站東麒路店) 

第五天 南京靜海寺紀念館 (南京條約史料紀念館 ) > 閱江樓 (遠眺南京長江大橋 ) > 

機埸  > 香港  

膳食﹕早餐、午餐於航班上 

 

 

 

 

 

 

 

 















學生文章分享 

4A      江貴浩 

很多人都說歷史是一本活字典，通過前人的

事蹟我們可以從中借鑑，從而避免自己發生

同樣錯誤。 

        在我一開始修讀中史科時，眼光並沒有

這般寬廣，只不過是以為中史科只要背誦得

宜便能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但當我參加了

這次考察團後，我卻有了截然不同的想法。

在當地資深的導遊帶領之下，我和其他同學一起在南京各處遊覽不同景點，例如作為國民

政府時重要的行政機關~總統府、混合了中西建築特色的中山陵以及記載了日軍暴行、充

滿着廣大中國同胞悲痛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我們親身實地看了很多很多不同時期的古

蹟文物。眼前的每一件事物彷彿都在向我們訴說當時那動盪不安的歷史，眼前的每一吋土

壤彷彿都濺滿了當年人民為保衞國土所流的鮮血，眼前的每一棵樹木彷彿都滲透着當年人

們因戰亂所流的淚水。這些事都令我心頭湧起了異樣的感覺。特別在我看到南京大屠殺紀

念館內的骸骨時，明白到生與死只是一線之差，原來歷史距離我們這麼的近，是這麽的貼

近我們的生活，而不只是書本上那古板沉悶的文字。這無異為我的人生帶來了衝擊，亦使

我有了更多人生的感悟。 

        日本植樹訪華團團長岡崎嘉平太曾說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這次考察中看

見平民的骸骨、牆上的子彈孔、家國的衰落，這些都令我明白到戰爭的殘酷，無人能逃得

過戰火的摧殘。作為後人，我們不可以再讓歷史重演多次，不可以再讓無辜的百姓作出不

必要的犧牲，因此從今天起我們應當積極阻止國際之間的衝突，多些去包容不同人士，為

世界和平出一分力，這才能使前人的鮮血不會因而白流！ 

 

4A     何民熙 

         雖然中國是我的袓國，但我在這次南京遊學之旅前並未去過廣東省以外的中國。一



向以來我認為南京不是大城市，並沒有什麼特色可言。但經過這次旅程後，南京令我大開

眼界。  

         首先，南京有十分多的歷史遺址，例如城牆、玄武門、明朝皇帝的陵墓、以及南京

大屠殺中守護百姓的拉貝舊居。這些遺址讓我親身地感受到當時人民建築技巧的高超，以

及從遺址中得知當時人民危難時的景象。在眾多遺址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南京城牆，

它環繞着整個南京城，城牆上還有許多炮台以及城門，最具特色就是玄武門之變中的玄武

門，我想不到可以親身踏足唐太宗弒兄弟的地方。此外，孫中山和朱元璋的陵墓外形獨特，

非常壯觀。我還從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慰安婦遺址中看到了當時百姓和婦女的慘

況。因此南京的歷史遺址讓我見識到不少書籍中看不到的知識和資料。 

         第二，我認為南京的人民很親切，我從他們當中感受到人情味。我在南京買東西的

時候，店員卻沒有多餘的零錢找给我，他問我有沒有一塊，讓他可以找錢给我，但我卻沒

有。正當我苦惱着的時候，一位叔叔拿了一塊送給我，讓我可以付款。我從這事中感到人

情味。 

         總括來說，我喜歡這次旅程，導遊的講解讓我對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更擴闊了我

的視野，親身接觸歷史是與別不同的。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讓我到各國遊歷，接觸不同的

文化。 

 

 



4A     何啟業 

2019年 6月 29日至 7月 3日為本校的南京歷史五天考察團，這次的考察團行程十分豐富，

分別到了：夫子廟、江南貢院、秦淮河、中山陵、總統府、南京博物院、拉貝故居，金陵

女子大學、明孝陵、台城等等。每天平均到達三至四個地點，整個旅程可謂極度充實有趣，

少點體力也難以應付！ 

在第一天，我們到了總統府，國父孫中山在此就任成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這裡亦同

樣成為總統辦公室及會議室，當中有著大量當時國民黨的歷史資料使我對於民國初期的政

府和黨派有更深入的認識。 

        （總統府）                                                           （孫文：天下為公） 

 

 

 

 

 

 

翌日，我們一行人到了中山陵參觀，中山陵是為國父孫中山的陵墓，位於南京東郊紫金山，

由呂彥直設計，其建築特色揉合中西建築風格 ，如採用中國古典宮殿式建築的大屋頂造

型、又應用西方建築的設計和建造技術，並設神  道、陵門、石階 、牌坊。。。。。。十

分宏偉壯觀壯麗。 

（牌坊：博愛）                                                    （碑亭） 

 



最後一天，我們到了閱江樓和南京靜海寺紀念館（南京條例簽訂的地點）。閱江樓，是我

在這段路程中最喜歡的一個地點。我們先乘搭三條方便快捷的扶手電梯登頂，然後便到達

了閱江樓和靜海寺，那裡的風景十分優美、登高望遠，空氣清新、綠樹成蔭，微風吹過來

十分涼爽舒服。 

（登頂扶手電梯）                       （閱江樓石頭）                             （閱江樓）           

 

最後送上我們老師同學到不同景點時的大合照。  

（中山陵）            （機場） 

 
 
 

 
 
 

（南京博物院） 

 
 
 
 



4A     何嘉熙 

五日四夜的南京考察團，一個很愉快的考

察團，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而且亦令我

深深感受到歷史的重要之處。從古代的歷

史，到近代的歷史。從古代的建築，到現

代的建築。甚至關於南京的日常生活習

慣，都能了解到。導遊的講解非常充分、

有趣和豐富。而且，跟同學也度過了一段

難忘、愉快的時光。 

今次的考察團，很多景點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最令我難忘的，莫過於是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戰爭中受影響的百姓，一個都嫌多，更何況是三十萬個手無寸

鐵、無辜、只求和平、有一個完整家庭的百姓。在館中，看著每一張相片、每一件展品、

每一個名字…心情非常沉重，想做點事幫助他們但又沒事可做，很無助，惟一可做的只有

緊記這段歷史，讓更多知道這段歷史，還當時受害者一個公道。 

反觀現在，大家都知道香港近期發生了一些令人

不愉快的事，《逃犯條例》的示威行動，有人支

持修訂條例，抗拒示威行動，原因是他們緊記歷

史，不希望有人在衝突中流血，都不想香港因此

而撕裂，希望得到和平，還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

公道。亦有人不支持，發起示威，爭取公義。在

這裡我想說的是，大家都熟悉歷史，知道南京大

屠殺事件，知道和平的重要，但我們亦知道公義的重要。那在這事中，到底是哪樣重要點

呢？為甚麼，大家不能平心靜氣的坐下來，從中找到平衡呢？ 



生於這和平的年代，生於這沒有戰火的地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但若因某些事件而引起流血事件，我們對得起那些用血肉為我們換取

教訓的無辜百姓嗎？歷史，很

多人都覺得非常沉悶，但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了解過去

的事。歷史，是我們的根，是

我們祖先用血汗為我們得來的

教訓，不可忘記。我們亦要善

用歷史，以古，鑑今。 

今次的考察團，整體來說不錯，令人獲益良多。但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參觀景點人數過

多，令人無法投入。而且參觀時間不足，無法好好

的仔細參觀。還有行程過於緊密，使人難以吸收新

知識。建議學校於下年再舉辦考察團時，延長考察

團日數。 

 
 

 
 
 
 
 
 
 
 
 
 
 

4A     李京 

南京曾是十朝古都，是個歷史十分悠久的城市，

遊覧南京能從中認識到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以及

其文化，更重要以及最有意義的是親身去接觸及

目睹課本上的文物。今次南京之旅真是不枉此

行。 

其中我認為最宏偉而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中山

陵。中山陵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墓，是極具中



西合璧建築風格的民國建築。運用了藍色的屋瓦、

牌坊、神道、盡顯中國建築風格， 而拱門、西方

形態的石獅子、石磚、木門、亳無違和地表達西式

的風格，其中中山陵從下看盡是階級，由頂處腑視

全是平台的設計，實在令人嘆為觀止。背後更意味

着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之路看似崎嶇艱難，但當國家

政制邁進了一大步，之前的付出並不枉然，平坦自

然，極具意思別出心裁。 

從頂處腑視全是平台的設計。 

 
 
李穎卓 

在今年六七月交界我們學校舉辦了一次南京考察團，參觀了不少南京具有巨大歷史價值的

建築及博物院。是次考察團醒我大開眼界，讓我知道更多歷史事件之餘亦將南京大屠殺悲

慘的故事，永記於心以及抗日戰爭列使門英勇的事蹟名留青史，讓這些使人家破人亡的事

件不要在未來再次發生。 

這次去南京最有得著的莫過於在南京博物院裏參觀的各個館。南京博物院非常巨大，有六

個館，分成六個考察區域，內有逾 100 個展區，在那裏參觀約三小時仍未能完全參觀完畢，

且資料齊全齊備，根本無法精雕細讀，只可拍下照片待會酒店再欣賞。其中我最喜歡的市

民國館，那裏不但重組了民國時的樣貌，例如街道，建築，火車站等等，像民國時期一樣， 

感受當時人們的生活。那裏也有不少商店，我亦非常喜歡收集錢幣，碰巧哪裏有一間店舖

是在賣民國時期的銀幣，我便走進了那間店，看見了不少具有歷史價值而且甚為美觀的硬

幣。中山陵對我的感受非常之深，無論是從低處望上去中山陵，或是上去俯視，景色依舊

宏偉。 

 
 

5A     周世駿  

這張照片中的是拉貝故居。我起初對這個

景點並沒有甚麼太大的興趣，在乘搭旅遊

巴士去這個景點時，還心想着這個景點到

底有甚麼歷史價值，這個景點那麼小，基

本上我們四十個同學一同進入，便快要擠

滿了。在到達了拉貝故居後，透過導遊的

講述，我得知了當時日本侵華時期，有六

百多人在這裏受拉貝先生的保護，免於遭



殘酷的日軍摧殘。我當時感到十分驚訝，因為一個如此小的院子竟然可以擠下六百人。我

當時頓感拉貝先生的偉大，他在當時的時勢中，他完全可以仗着自己的身份獨善其身，但

他卻選擇冒險去保護其他南京的市民，一旦他被日軍發現了他私藏中國居民，他有可能會

被當作間碟被日軍無情虐待；而且他還記錄了日軍的殘暴事跡在日記上，寄給自己的親友，

為戰後揭發日軍殘暴事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對拉貝先生表示萬分的感激和佩服，感激

的是他對南京作出的巨大奉獻，佩服的是他不管自身安危，都要保護一群實際與他毫無關

係的民眾，這種無私的精神實在太值得我們去學習。 

 

 

4A     林星彤 

在這次的南京遊學，可以說真的是獲益良多。在參觀不同擁有非

凡歷史價值的那刻，感受到在以圖片與文字見證著這些歷史的同

時，不時會發現到這些歷史大人物，正帶著本人漫遊其中，讓我

內裡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總之就是受益無窮。 

其中一個讓我難忘的不期遇見，就是在中山陵最接近天際的一層上

的巧遇。 

在這裡，我遇見了一位老人，他正在向孫中山先生祈福。這個畫面

讓我見識到孫先生在國人眼中的偉大，老人的誠心讓他能夠在我

離開的那刻仍在祈禱。令我不禁在離開之前亦向孫先生祈了福。 

此外，在參觀歷史文物時，讓我能夠近距離見到那些建築物的特

色。  

這些建築能讓我更了解中國古代在這方面的奧妙，只用木與

木的接駁就能建成一座築成物，真是很厲害。所以這次的南

京遊學除了學到學術方面的知識，還讓我見識到平時很小會

接觸到的新知識。 

 
 

4A     洪智傑 

這張照片拍攝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館址是當年日軍大屠殺的一處主要地點和遇難

者叢葬地。建築物採用灰白色大理石壘砌而成。紀

念館內珍藏有大量當年日軍屠殺南京無辜百姓的圖

片和實物，包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實展、“三個

必勝”主題展、“二戰中的性奴 隸—日軍‘慰安婦’制度

及其罪行展”等三個 基本陳列。 

我在這次參觀後，對當年日本在南京中所做的事件

感到十分反感，當年日本在南京殺害了三十萬人，不分老幼。即使是手無寸鐵的也不放過。

中

山

陵 

鄭

和

紀

念

堂 



在屠殺的幾周後，日本人四處姦淫擄掠，日本還設立了‘慰安婦’制度，在南京建立超過一

百間慰安所去滿足自己的欲望，對中國女子做一些不人道的事情。這些事情讓人十分難以

想像和接受。不過這個展館也有展出一些當年在南京大屠殺保護中國人的外國人。這些見

義勇為，不怕犧牲的人，讓我十分敬佩他們。在這個展館中讓我感到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

醜惡，同時也讓我明白到現今和平的可貴。 

 
 

4A     倫錦濤 

第一天我們遊覽了總統府，裡面十分闊大，而且有許多總統府的介紹以及關於以往總統府

的模型，更有龍椅的展覽，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不能上前接觸它。當天的氣溫和熱度令我明

白為什麼南京是中國四大熱爐之一，加上旅客的擠迫和總統府裡沒有冷氣，使我熱上加熱，

但能觀賞到總統府的宏偉這些都不算什麼。 

 

第二天我們遊覽了孫中山國父的陵墓，即中山陵。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多達 300 多條的樓梯

級。雖然他們較像平路，但要走上去也是十分消耗體力和耐力的。而我亦明白到想要有收

穫，必先要有付出。 

 

 

 

 

 

 

這一天我們還遊歷了南京博物館，裡面有好多古代文物，我看見了很多極出色的藝術作品，

我不禁感歎道古人的智慧和技術。希望現代人能活用古人的技巧，舍其短而取其長。我們

還遊歷了世界聞名的先鋒書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裡面的一個展示板，其上面全是書館



讀者的感想和期盼，我看見最多的是浪漫的字句

和佈滿愛情魔力的紙張，浪漫才子大有人在啊！ 

到了遊學團的第三天，我們參觀了拉貝故居。裡

面關於拉貝先生的介紹令我深深瞭解到這個大英

雄，我亦會

以 他 為 榜

樣，盡力説

明有需要的

人。稍後我們還遊覽了金陵女子大學，那裡亦是當

時維護南京難民的地方之一。而我因為太專心參

觀，差點走入了女子宿舍，對此我深感抱歉。 

 

 

 

 

 

 

 

再及後我們亦遊歷了明孝陵，其與中山陵截然不同的，是他的路段迂回曲折，令我感到這

個地方神秘莫測。而我與同學們迷路的時候意外走到了情人梅的旁邊，我相信冥冥中自有

天意。希望這次偶遇能祝福我早日找到真愛。 

 

 

 

 

 
 
 

到了第四天，這是我最遺憾的一天。我遲到了，令到大家在車上白白等待我，我真的深感

抱歉，我亦明白到守時的重要性，這是個多麼痛的領悟啊!而稍後我們到了慰安所舊址陳



列館，知道日軍惡劣以及不符人性的所為，又知道日本政府仍然不願意承受這次事件，我

深感憤怒。許多受害的慰安婦仍努力不懈地上訴日本政府，可惜均告失敗。希望上天保佑

他們早日成功，還他們一個道歉。此外我們還參觀了南京遇害同胞紀念館，裡面的遇難者

多不勝數，更令我覺得日軍的殘暴和喪智。日本政府的態度依舊不負責任，但我相信惡有

惡報， 30 萬冤魂不會慘死。 

 

 

 

 

 

 

及黃昏我們到了秦淮河及夫子廟等地方，拜過孔夫子，祈求學業進步，較可惜的是不能乘

船遊覽秦淮河，在河上一覽風光。 

 

到了遊學團的第五天，亦是最後一天，我深感依依不捨。快樂

的時間過得真是快啊！我亦不禁感歎道時間的流逝。我們再當

日遊覽了閱江樓，樓上風光豔麗，到了樓頂空氣清新。遠眺外

面風光，我頓感寵辱皆忘。面對大自然的雄偉，個人的成功與

失敗極其渺小。因此，我更感心凝形釋，相信古人看到如此美

景，一定會把酒臨風頹然就醉吧！ 

 

 

這次的遊學團我感觸甚多。除了明白到國家以往的歷史外，還明白了守時的重要性。我最

希望日本政府能主動承認錯誤，及早還慰安婦一個道歉。我亦希望能再次參加中史遊學團，

再遊樂中學到國家的歷史和欣賞雄偉

的景觀。 

 
 
 
 
 
 
 
 



4A     張昊鵬 

感想：說真的，這是我第一次到訪南京。我曾遊覽過北

京和東北三省，但跟北京的感覺不同，在同樣是短短 5

天的逗留日子中南京給我的是另一種有趣的感覺。 

南京為中國古代六朝之都，帶給我一種古城風貌的感覺，

例如城中依然保留的南京古城牆。我記得我和同學在登

上南京城牆台城段時，莫不被眼前由明太祖命人修築並

且能保存至今的雄偉城牆所佩服和驚嘆，同時亦有種想

登高望遠的好奇心。 

除此之外，這次南京考察我還遊覽了明孝陵這個同為明

太祖的古蹟。遊覽過後不禁覺得此地果然是環境清幽的

好地方！加上整個明孝陵依山傍水而建，寛闊宏偉，更

突顯帝王的尊貴氣派，令我為之慨嘆。 

除了有關明朝的古蹟之外，亦有很多近代史的古蹟。其

中有清朝時的太平天國博物館，民國時期南京的總統府

還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墓、中山陵。這些都是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標性景點，景點裏面的樣

貌和資料介紹讓我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4C 張俊健 

五日的南京遊學，令我認識到在文化上，南京與香港不少的不同之處，加深我對中國歷史

的認識。 

每一天，導遊蕊姐都會與我們分享南京的日常生活。例如，她曾分享南京的飯桌文化，只

有夏天會開冰箱，加水需要向侍應開口示意，諸如此類。蕊姐在這次遊學團不僅使我們從

歷史上認識南京，亦使我們從日常生活，從一個更貼地的方式去認識南京。 

遊覽不同的景點都令我產生不同的感受。最使我感到眼前一亮的，則是在攀爬兩百八十多

級樓梯至中山陵的頂端，看到前方一覽無遺的景色。正前方是一條筆直的道路，因獨特的

設計，望不見一級石階。而環

繞著這條道路的，則是一環環

的青山，若隱若現。 

 

若隱若現的群山。 

而另一個使我有獨特感受的，

則是在慰安所舊址內，一座名



為「流不盡的淚」的雕像。這座雕像雕刻的是一個婦女張大著口，有淚無聲地控訴著那些

施加暴行的人。我想每個看到的人都實在不忍心看到她無助地流淚，想上前幫她輕輕擦拭

眼淚。 

總的來說，這次的遊學團儘管半數的時間我都在走馬看

花，但確實五天的體驗使我學會了很多，認識了很多，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再進一步去認識南京。 

 

 

另一座雕像 

 

 

 

 

 

張梓健 
 

南京五日考察團，實際所有心路

歷程是難以一一以言語表達，但

可以以「點滴在心，記憶猶新」

來概括此行。 

在旅程開始前，經常有流言蜚語

批評以往考察團的膳食、旅程等

安排不足等等，但本應我們的目

的是增廣見聞，而不是吃喝玩樂，

所以我亦不會對膳食等等有太大

期望。而事實上旅程中的膳食十

分驚喜，每餐都有八餸一湯以上，

間中亦有地道南京鹽水鴨，食物質素亦非常之高。 

至於行程方面，我認為行程亦非常豐富，每日行程緊密，能夠在五日的時間內參觀到南京

主要特色景點，包括中山陵、明孝陵及五光十色的秦淮河等等，還有很多不同主題的博物

院，例如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等等，經過遊覽，都令我

更深入深刻了解當中慘痛的歷史。 



而我認為旅程中最令我最深刻的地方是遊覽閱江樓，我認為閱江樓的建築亦算華麗，而上

到樓頂，可以觀賞到南京市景，在離開南京前，令我對南京留下最後一番美好景象，觀賞

著風景時，精神彷彿神遊到西山，與柳宗元引觴滿酌，頹然就醉，甚至心凝形釋，與萬化

冥合，忘記自己即將離開令我留下畢生最美好時光的南京，要回到那充斥煩惱的香港。 

 
 

張澤雄 

第一天，我們前往了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

即是總統府。經過導遊的講解以及博物館內的

資料，我了解到南京總統府自近代以來，多次

成為中國政治軍事的中樞、重大事件的策源

地，中國一系列重大事件或在這裡發生，或與

這裡密切相關，一些重要人物都在此活動過。

這令我十分興奮，因為自己竟然身在一個如此

重要的地方。不過，博物館內十分擁擠，而且

十分悶熱，使我不能仔仔細細的把展品看完。 

第二天，我們遊覽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墓，

即是中山陵。中山陵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裡的 392 級樓梯。我和幾位同學打算比賽，看

誰比較快可以上到去，可是當我們跑了兩百多級的樓梯，我們已經累得不行了。可是，當

我們爬上最高點的時候，眼前的景色讓我心曠神怡。 

我們還去了南京博物館，裡面既有古代歷史文物，也有藝術作品，看得我目不暇給。然後

我們就去了先鋒書店，那個被評為最美書店的地方。在那裡我仿佛在書的海洋中，而且那

裡的氣氛讓我十分舒服，我也收穫了 5 本書。 

 

第三天，這天我們參觀了拉貝故居，即是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在那裡我更深入了解

到在日本侵華時的境況，以及日軍的所作所為，我也更加了解了拉貝這位大英雄的背景。 

 



我們還去了金陵女子大學，那裡也是當時保護南京市民的地方之

一，可惜的是在那裡沒有什麼展品或者展板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那

裡的歷史。然後我們就去了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

和皇后的合葬陵墓。那裡的路迂迴曲折，使那裡神秘莫測。 

 

第四天，我們去了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通過導遊的介紹

以及陳列館內的展品，我深深地為南京的婦女以及世界各地的慰安

婦感到心痛，也為日軍的所做所為感到氣憤。然後，我們又去了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那裡我更加深信一句話：歷

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遺忘。希

望我們的後代不會忘記這段歷史。 

 
 
 
 
 
 
 

 

第五天，我們去了閱江樓，很可惜的是我沒看見南京長江大橋。 

 
 

 

4A    梁念恩 

南京是一座繁華的大城市，在我的眼裡，她不僅為內地帶來客觀的經濟成就，還記錄著中華民族

的興衰和復興。從台城中我看到了中華民族在明朝時的輝煌；在南京靜海寺紀念館我看到了滿清

的無能、腐敗；在中山陵中我看到了民族的復興。這一切的一切都讓南京增添了不少歷史色彩。 

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當屬台城。台城是明朝的城墻，在它身上書寫著明朝的興衰。台城整體

建築風格十分雄偉壯觀，不少的士兵曾在台城上留下一滴滴

的血和淚。從雄偉的外觀中，我們可以看到明朝昔日的富

強。在城墻上，還擺放著一些弓弩，大炮的復刻模型。讓我

比較震驚的是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大炮的存在，我能想

象出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中是屬於十分強大的存在。這讓我聯

想到滿清的腐敗和無能。據說清朝的大炮裡的炮彈是凹凸不

平，做工粗糙，簡單來說就是不能射的。前朝的武器居然會

比後面朝代來的強。滿清是真的廢物啊！ 

 
 
 
 



4C 郭鎵葦 

Day1 油畫: 煦园曙光 

我們下機後便到南京的總統府參觀， 總統府內有

著許多不同的油畫描繪各種國家的大事， 而總統

府內亦有些展品令我印象深刻如那龍袍， 威風凜

凜，帶有霸氣，真是鬼斧神工。除此之外總統府

內亦有許多美麗的自然景色融合在建築裏，例如

西園內的湖泊在中式涼亭的存在下 ，真是吸引人

的眼球。還有許多的美麗風光景色，不能盡錄。 

 

龍袍               總統府 

 

 
 
 
 
 

踏上路程前     民族英雄孫中山的墓碑 

      

 

 

 

Day2 

這天我們第一個到的景點是中山陵， 雖然當天天氣炎熱， 而且我們需要踏上三百多級樓

梯才能達到頂點，崎嶇難行。但沿途的山林景色卻美麗到讓人忘記路途中的辛苦。到達最

高點後，我們站著遠眺，看到這片景色的廣闊浩渺，人山人海，何其壯觀，氣勢磅礡。而

且亦從此看得到它的建築特色，從高處向下望的樓梯像是平路一樣，讓人耳目一新。再者

這座建築富有特別意義，是國父孫中山的陵墓，能夠到此一遊，參拜他也是一種榮幸。 

之後我們乘車到南京博物院，這裏有著出土自不同年代的文物，對於我們學習歷史有著極

大的作用。讓我最感到深刻的是哪條仿民國時期的夜街，有著西色的街燈，亦有著中色的

古董店，完美地突顯出中西融合的景況。 



先鋒書店則作為我們這天旅程的結尾，先鋒書店為中國最美的書

店，其建築特色獨特且廣闊，是由停車場改建而成，這間書店亦

多以十字架為裝飾營造出整潔寧靜多環境，書店來不但有十分之

多的好書。還邀約了許多著名的作家前來書籍分享會，到場的都

獲益良多。 

十字架裝飾 

Day3 

拉貝故居收容了許多受難的中國人， 記錄了英雄拉貝拯救中國人民的事蹟及人性光輝。

眾所周知南京大屠殺是一件悲痛的慘劇，殘暴的日軍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物，當時的南

京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幸好獲得拉貝的援手，才得以倖存。在這個景點中記錄了許多

拉貝的事蹟， 我十分之敬佩他。他雖然為德國納粹黨的黨員，

但仍無礙他救人的精神，即使他有機會被解僱或者被處決，他

亦始終貫徹自己正確的決定。確

為英雄值得學習。 

其後我們到台城遊覽，這座南京

的城牆雄偉無邊，而在牆上向下

望到的泛舟綠湖亦讓人彷如夢回

古時，感到驚歎。 

之後我們到了明孝陵，與中山陵不同的是明孝陵架構縱橫交錯，而且仿似有園中園，層層

逐遞。 這天我們在這片迂迴曲折的道路上迷路了，但卻讓我們看到一些引人入勝的景色，

我們走到了孫權的資料館，也看到花園旁美麗

的花草樹木，最讓我深刻的是那顆情人梅樹， 

我的同學伸手撫摸它，希望早日得到真愛。但

我認為這棵樹是在別人的陵墓上，隨意撫摸它

會招邪惡運，唯有希望他不會遭殃。 

Day4 

這是旅程的第四天， 我們旅程的開始是到慰安所舊址進行參觀，館內所描寫的資訊實在

令人感觸怨憤。我對當年日軍對女性施暴的行為是無法寬恕，

我的態度和目標亦十分之簡單，就是要日本 承認過去犯下的錯

和給予慰安婦們最誠懇的道歉賠償，她們都是無辜的，卻要因

軍國主意的摧殘及凌辱。而且在得到解放後還遭人冷眼迫害，

真是可憐！ 我期待著 慰安婦們的努力會得到成果， 讓世人都知

道有這段歷史更改自身的錯誤。 



一塊塊的石頭代表每一個亡魂， 總共有三十萬塊，有 30 萬

人在此受難。踏進館內的我心裏不是味兒，看著展板上刻

著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我更為傷心但卻無力。因為世人

都沉醉在虛假的歷史中，這段事件被活埋。日本的人民都

被蒙在鼓裏，唯有事件的曝光才能令人有所反醒覺悟。我

說出這番話並非是要引起仇恨，意思是希望過去的歷史不

被忘掉， 讓人引以為鑑，避免重滔覆轍。 

我永遠也忘不掉那萬人坑中

的骸骨。 

到了晚上我們到秦淮河參見夫子廟，孔夫子為我國最偉大

的老師，很自然地我也是十分之敬佩他。 既然能有幸到此

一遊， 我當然也是該為他上一炷香吧！圖個好成績。 

食， 也是一種體驗當地文化的好方法， 在秦淮河畔附近有

許多特色小食， 大飽口福， 我亦在當天買了許多手信如鹽

水鴨帶回香港。可惜的是時間不是太足夠，要不然的話我會打算烏衣巷一遊， 

唯有我下次自己再來吧!  

Day5 

在最後的一天也就是 day5 我們到達第一個景點是閱江

樓，樓中寫著許多明朝皇帝及名人臣子的事蹟，除此之

外，亦有些話像雕刻描繪著當年明朝所發生的外交大

事。此建築確印證了悠久的歷史足跡。 

 

鄭和下西洋 

 

在中國不平等史料展內我看到清以來中國被迫簽下許多不平

等的條約，喪權辱國，但這也促使了及後的革命事件和國人

自強進步的精神。我深感明白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強大的國

家才能保障人民的權

利，不受侮辱，避免人

民受侵凌。但這也讓我

有所深思，國家的富強

固然重要，可是我們應

在進步的期間，兼重各

方的利益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且能尊重人民權益，

整肅政風，提防貪污，邁向民主，才能成為真正的

文明大國，為人尊重。 

 



4A     陳名龍 

南京夫子廟，常簡稱夫子廟，是一座位於南

京市 秦淮河北岸貢院街的孔廟。「夫子」是

孔子弟子對孔子的尊稱。目前以夫子廟為中

心、廟市街景合一的秦淮風光景區是集文

化、旅遊、購物、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文化

活動中心。附近有夫子廟小學。 

夫子廟景區的古建築群由孔廟、學宮、江南

貢院等組成。六朝至明清時，世家大族多聚

於夫子廟一帶，素有「六朝金粉地」之稱，

為江南文化樞紐之地，是秦淮風光的核心地帶。夫子廟街市是中國著名的傳統古街市。每

年的春節至元宵節期間在夫子廟舉行的金陵燈會，是南京春節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我在這次南京遊學團有幸到南京夫子廟參觀，我不但對孔子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還在附近

的廟市街吃到當地的特色小食和買到很多手信，並且有幸品嘗美味的鹽水鴨。我在這次南

京遊學團可以算是收獲豐富! 

 
 

陳勇芬 

    中國歷史悠久，當中南京的歷史也是相當久遠，也曾經成為六朝國都。所以今次的遊學

團中的所見所聞，都是曾經「烽」極一時的地方，例如台城、明孝陵、中山陵等等……這

些真實的證物更進一步地證明了，由古至今和科技進步中不同戰爭的可怕與殘酷，亦證明

了中國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受到屈辱。中國的進步是帶領人民，見識這個世界之大，不應

只局限於現況或回憶往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因此，我們應該要集合前人的經驗

和失敗，再去走出每一步，才能作出比較好的決定。 

    我從今次的遊學團中認識到我的同房同學，他原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媽寶」，他的

行李箱都是由他的媽媽處理的。但在南京的最後一天時的早上，他被迫一定要親自收拾行

李箱，雖然面上表現着一副不情願的表情，但身體卻非常誠實。我心裏感到可笑又疑惑，

一次離開家庭的經驗真的會令人成長，嗎？然而，這位同學就告訴了我，這是真的！令人

獨立起來不是年紀上的長大，而是心態上的長大。 



    這五天的活動，在南京這個大城市中穿梭，見到的人和事有好的壞的，科技和風氣都進

步了，不像以往走上大陸街頭所感到落後的感覺，而是先進和進步。但人們的「素質」卻

好像跟不上發展的速度，停滯不前，我到現在還不能明白為何是人讓車而不是車讓人呢？

互相尊重都是重要的一環。 

 
 

5E     陳紀云 

第 2 日日記 

沿途所見，各區工程開發不斷，假日車流不少。  

遊中山陵，天氣尚佳，陵墓頗為壯觀。各級階

梯整齊排列，自上而望，只見其台而不見其

梯，設計果然奇妙。至入陵殿，見中山先生座

像，與美國之林肯像又頗有相似之處。然望四

周遊人，又有另一番感受。四處遊客眾多，打

卡留念者隨處可見，但不知至此緬懷革命者有

幾何?步出大殿，又見老嫗婦人朝中山先生像如

拜佛般敬拜祈禱，卻不知中山先生作何感想?至

此，心中五味雜陳。革命精神尚存否?國家現已

穩定，惟先輩中華強盛之理想，誓死奮鬥之精

神，切不可忘。 

遊先鋒書店，收穫頗豐。各處有桌椅供閱讀，書香甚濃。書籍不貴，且有特價，十分不錯。

可惜香港已少有此類書店了。 

今日得知此地乃解放軍司令部，數天來不斷路過軍事設施也就說得通了。 

 

 

陳新宇 

時間或會衝淡記憶的色彩，但絕不會抹去歷史的事實。 



四年前，我曾來過南京。記憶中最深刻的莫過

於站在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人群

中，看見周圍的成年人面無表情，不發一言

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歷史的沉重感。可當時

的我對侵華戰爭的歷史不甚瞭解，只知道有許

多數以十萬計的無辜民衆遭殘忍屠殺。四年後

的我又到了這裏，看到的比小時候多上許多。

從戰爭的細節到實際的數字和當時的物件，一

切背後都是人類鮮活的生命。我不敢想象萬人

坑中骸骨的過去，究竟他們在死前有何慘痛遭

遇。但我們身為人，就一定要對過去的歷史有

著認識和瞭解，以史爲鑒。 

本次遊學團對我而言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能以自己的雙眼追尋歷史的痕跡。我始終相

信只要每個人都對歷史有所瞭解，慘劇就必定不會重演。 

 
 

陳毓麒 

我認為這次的遊學十分有意義。首先，這次遊學能讓我學習到更多關於中國歷史的知識。我是一

名理科班學生，沒有選修中史，但通過遊覽一些古代建築遺址、博物館、資料館等，我對南京的

歷史和變遷也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開闊視野，比

如太平天國的興衰、民國時期的經歷。再者，我在

這次遊學中明白到正視歷史的重要。對於侵華日軍

的暴行，日本政府雖然一直極力否認，但通過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利濟巷慰安所舊

址，我們能夠肯定它的存在，像德國在戰後承認二

戰時的暴行的舉動不同，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對歷史

的不尊重，也被許多人所不齒。另外，這座紀念館

也警示著我們，如果不力爭上游，滿足於現狀，歷

史就很可能會重演。 

最後，我衷心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一個充實的遊學

機會，令我的課餘生活更加多元化，不是局限於家

中或香港。 

 

 

麥子軒 

在此次旅程中，可以透過接觸第一手史料，對中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如在南京大屠殺博物

館及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的參觀當中，令我更深刻地記住了這段殘酷的歷史。還記得在南京

大屠殺博物館的萬人坑，我根本不敢相信有那麼多人被當年日軍埋在地中，甚至還覺得那

不是真的骨骸，再想想當年的南京，每十二秒就有一個中國人被殺，而這些罹難民眾的骨

骸，是最有說服力的歷史鐵證，能讓人牢記戰爭帶來的後果，而我看到一句說話「前事不



忘 後事之師」，意味著我們雖不能忘記歷史，但不代表要去記住仇恨，就像拉貝先生所

說：可以原諒，但不卻不可遺忘。令我對歷史有一番新的見解。 

另外，遊覽中山陵、明孝陵、台城等建築，亦令我眼界大開。其中以明孝陵印象最為深

刻，還記得我在孝陵的城門下感嘆了很久，直到隨行友人提醒我才繼續前行，極言明孝陵

之壯觀！ 

到了秦淮河又是另一番風味，脫離了歷史的種種，走進被復古建築包圍的秦淮河步行街，

熱鬧非常，不難令人聯想到古時此處的繁華，「六朝金粉地 十里秦淮河」果真熱鬧非

常！ 

旅程時間雖短短五天，但已對這個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了解不少，雖然要在炎熱天氣下參

觀遊覽南京景點，但仍非常值得，同時亦證明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4D 馮炤華 

感想：在這五天的行程帶給了我不一樣的體驗。平常去旅行都很悠閒，而這個考察團並非

一般的旅行，這五天中都非常充實，達到我們去這個南京考察團的目的—就是 了解歷史，

特別是與南京相關的歷史。 

雖然這五天身體非常疲倦，但頭腦仍然非常清醒，能夠思考歷史的意義。 在考察團當中，

參觀過數間博物館，當中給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當中有不少展

品都帶給我另一番體會。在南京大屠殺當中，死去的中國同

胞達到 30萬人，面對日本軍隊的暴行，我隔著展板也能感受

到當時南京的氣氛，平民百姓的絕望。這個考察團也令我了

解到戰爭醜惡的一面，士兵們失去人性，各國的領導者只為

了一己私利而發動戰爭，令數以萬計的人流離失所。因此，

我們要銘記歷史，放眼將來，以免在未來鑄成大錯。 

 



4A 黃永棋 

在第一天的時候，我們到了總統府。那時天氣炎熱，令我感到異

常的不舒服，但總統府裏面的建設令我眼前一亮，令我不舒服的

感覺盡失。總統府裏的道路看似錯綜複雜 ，但其實把整個總統府

走一圈都是很容易的，那裏人山人海，大家都想一睹總統府建築

物的風貌，氣氛顯得十分熱鬧，大堂孫文所書「天下為公」匾

額，使我有所思考，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的’意思是天下人共

同擁有的天下，讓我更了解到三民主義的意思，即是民有、民

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

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不禁讓我讚嘆當時

的孫中山思想，確有先見之明，我們乘坐著旅遊巴回到餐廳，享

受豐盛的晚餐，再回到酒店，稍作休息，酒店的設備令我驚訝，竟然有唱歌的地方，舒適

的床褥和枕頭，使我能舒舒服服地度過南京遊學團的第一天。 

 

 

 

 

 

 

 

 

到了第二天清早， 我們到了中山陵墓 ，

景色優美 ，建築物壯觀宏偉， 看著那個

梯級，使我為之歎息，那裏的梯級十分之

多，不但使我感到前路渺茫，也同樣感到

中山陵的壯觀， 沿著梯級直上，我們從高

至低俯視著，風景壯觀 ，高聳入雲，我歎

歎稱奇。 

在沿途，我看到了一個被子彈擊中的鼎， 顯示了那是戰爭的足跡，

我也為戰爭感到悲痛 ，因為戰爭不但使大量平民傷亡，更使一些偉

大的建築物受到破壞 ，真的是可惜。 

隨後我們更到了南京博物院，那裏有很多的展館，例如有數字館藝

術館等哪些展館展出的展品十分罕有，我亦從中了解到中國不同的

文化。從展品中確實了解到歷史。 

到了第三天我們到了南京師範大學， 哪裏，地方空曠 ，轉眼便見到

一座孔子的雕像 ，又看到不同的中國留宿生的生活方式。 



我們到了拉貝的故居 ，那裏顯示了他很多的生活足跡和展板 ，講

述他生平做過的所有事情 ，例如如何保護南京市民免受戰火的傷

害 ，將他們收留在他的家中 ，保護他們免受日本人的殘殺 ，他這

份精神值得我的尊敬 因為他身為德國人， 也盡力保護中國人 ，守

護了一條一條的生命 ，這種精神確是偉大 ，我還了解到當時戰爭

的殘酷和平民百姓的無奈。 

我們更到了先鋒書店 在停車場設裏的書店 十分特別 書籍的數量和

種類都十分繁多 更有椅子讓我們稍作休息慢慢閱讀書本。 

我們到了南京的城牆 那裏成長更揭示了當時歷史的足跡 那裏的磚

頭有著通判和知州的簽名，感受到居高臨下的感覺，有看到了不同的砲台和防禦設施。了

解到當時戰爭是經常發生的。 

我們更到了明太祖的墳墓裏面的道路確是錯綜複

雜，有平路有樓梯，像是一個迷宮，明孝陵更是南

京最大的帝皇陵墓，讓我嘆為觀止。 

到了第四天 

我們到了南京大屠殺博物館，裏面揭示了日本人屠

殺南京南京市民的歷史真相 ，博物館裏先講述了歷史的背景，講述各種不同的人證。 

我為慰安婦慘痛的經歷感到傷心，為什麼他們要經歷這麼痛苦的

生活? 

歷史的真相是不會被磨滅的我們要謹記歷史帶來的教訓，杜絕戰

爭和不義的事情。他們的經歷警醒了世人不應再讓同樣事件再次

發生。 

到了秦淮河，那裏景色優美 ，美麗

的河畔伴著閃閃發光的船隻，為夜

晚的景色 ，添上了一分分的顏色。 

到了最後一天了 

我感到十分之疲累和依依不捨 ，最

後還參觀了南京史料博物館 ，了解到更多的歷史真相 ，但

時間不容許我再停留更多 ，馬上便要離開了 。我為這次旅

程在此畫上一個句號。 

 

 

翟昱量 

走過南京五日有感 

六月二十九日，我們一行人踏上飛往南京的航班，意味著一場別具文化氣韻的文化之旅經

已開啟。走過南京的這五天，我們涉獵了大大小小的文物古跡，領會了各歷史人物的精神



氣質，亦看透了歷史的一頁一頁。當中值得一提的事情太多太

多，不便一一闡述。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像是烙印在我心

中的一塊記憶，無法抹去。不得不提剛剛走進這氣勢恢宏，莊嚴

肅穆的建築，就感覺到了一種凝重的氣息——一座座活靈活現、

栩栩如生的雕塑，似乎在和你訴說著什麽…… 

「1937 年 12 月 13 日，滅絕人性的大屠殺開始了！手無寸鐵的平

民啊，逃難——是求生的唯一……；80歲的老母啊，趕快逃離惡

魔的血腥……」 

一 句 句 觸 目 的 話 語 ， 赤 裸 裸 得 呈 現 出 了 大 屠 殺 的 慘

況。。。。。。 

此刻的心情無法用言語表達。。。。。。 

走入史館內，一幅幅慘不忍睹的圖片映入眼簾，日本軍官所做出的百人斬競賽，赤裸裸的

殺戮，埋葬，南京正在上演一場慘無人道的血腥暴力！ 

此時此刻淚水已浸濕我的臉頰。。。。。。 

祭奠場內，人們面色凝重，牆上刻滿的是遇難者的名字，是那麼的沉重又無奈。 

30 萬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怖的數字！這是日本侵略者罄竹難書的罪行的證明！他們讓多

少中國人民死於非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萬人坑裡，一摞摞白骨是不可磨滅的罪證！ 

一次又一次的憤怒，讓我明白到，只有國家富強，人民才會安定。 

世界需要和平，歷史不應被遺忘，更不容篡改！ 

除此之外，這次旅行還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景點去處，像「六朝金，

十里秦淮河」，秦淮河的景色怡人，傍晚時分，站在湖邊，吹著和

煦的微風，別有一番滋味。秦淮河與其他建築景點有著鮮明地分

別，脫離了歷史背景深厚的建築，融入人來人往的鬧市，雖多了幾

分現代的姿色，但從中也不或體驗出古色古都古河的感覺，聯想起

昔日的繁華。 

除了秦淮河之外，也不乏一些別具特色的歷史建築，像明孝陵，中山陵——埋葬著對於當

時中國政權有著顛覆性影響的兩位先人——朱元璋和孫逸仙。獨特的建築設計，例如中山

陵的中軸線，明孝陵的神道，令我感歎設計有心思之餘，對兩位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另外，一些博物館也令我獲益良多——南京博物館，慰安婦紀念館，拉貝故居紀念館。其

中的資料亦十分有用。特別是後兩者，與南京大屠殺息息相關，強征

婦女充當性奴，以及拉貝先生的不惜代價收留難民，我在唏噓日軍的

暴行的同時也讚歎世間還是有人會在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拯救百姓，

更何況是一位與中國事務並無瓜葛的外籍人士！這就是人性的光輝！ 

還有太多太多的景點，例如閱江樓，夫子廟。都是南京當地著名的文

化景點。但篇幅有限，無法一一盡數。但在短短五日之內，我就對這



個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了解甚多，也不枉在夏日炎炎之下進行參觀。此次遊學團成效頗佳，

實為不枉此行！ 

 

 

4C     劉藴謙 

        五天四夜的南京考察之旅，正式完結，回顧這

五天，我們在南京留下許多回憶。由第一天抵達到

最後一天離開南京，我們共去了十七個景點，其中

包括明孝陵、中山陵、先鋒書店、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夫子廟等具歷史性或特色的

景點和地帶。 

 

         這五天，我深深感受到我國的歷史有多久遠。

我們從春秋時代看到二戰的近代史，這都是在書本

上未能詳細地一一解說的，例如關於古代的科舉制度，我們能夠在江南貢院清楚看到由隋

朝演變出來的科舉考試，這在教科書上只是草草帶過，並沒有像江南貢院般每個朝代都仔

細講解。另外，通過這次的考察團，我不僅僅認識了我國歷史，還更深入地了解了內地人

民的生活。我們這五天東奔西跑，可謂是一個「貼地」的考察團，每天旅遊巴走在路上，

導遊都會細心解說一路上見到的，而當我們通過一些市中心地段時，我也仔細觀察當地人

民的生活，而我能總結出的，就是內地人民的生活步伐比香港的要慢。 

 

       除了某些我最喜歡的歷史景點外，我對夫子廟建築群也是印象深刻。在這裏，除了參

觀夫子廟和江南貢院外，還可以真正和當地人「打交道」，也就是說，我可以單對單地與

他們談話，例如購買伴手禮時，可以和商販交流，這是我在出發前沒預料到的，而這段在

夫子廟建築群的時間裡，也是我在這五天四夜裡感到最喜歡的一個景點。 

  

        最後，要感謝教育局及勵進教育中心提供是次前往南京實地考察的機會，讓我們大開

眼界。 

 
 

4A     蔡永駿 

在南京的五天歷史考察遊學團中，我們去了很多個歷史景點。每

一個景點都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那麼多個景點之中，

這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在上面所拍的照片的地方——孫權

墓。為什麼呢？因為我從小就非常喜歡看《三國演義》， 對於裡

面的人物我都感到非常有興趣。而孫權是三國中吳國出名的君主

之一。所以我能夠參觀到他的墓和有關於他的事蹟的博物館，感

到非常高興。 

在上面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見那個孫權的雕像十分雄偉和壯

觀，把當個時期東方一霸的君主的霸氣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使

得我忍不住沖上去把這座雕像給拍了下來。走到後面的博物館，



裡面有一面牆刻了生前所有出名的事蹟，有聯劉抗曹、重用陸遜大破蜀軍等等。裡面還有

另一面牆，寫的都是其他出名的人對孫權的評價。一個博物館裡面還有一個房間放的是赤

壁之戰的模型，那個模型復原了漢末時期中國最出名以少勝多的戰役之一。 

 

 

4A     蔡朗絃 

本次南京遊學令我獲益良多，單單從一開始幾場集合就已經領個我明白守時的重要性以及

對於他人的尊重，在還沒上飛機前的時候，導遊開始派發行李牌，各位同學卻視若無睹，

惟恐天下不亂的樣子嬉戲，喧嘩。當時許多多同學都戴著耳機，對於導遊的呼喚沒有回應，

更因此對於上行李的程序一片混亂。但是王老

師的斥責仍然歷歷在目，我們代表著的不單單

是我們自己，而是聖言，這不是一個嬉戲玩樂

的時候，而是一個學習的機會。每當我想起當

時的情景，我就不禁感到一絲內疚，當時的我

也在那一群高談闊論的一組裡面，導遊無助、

無奈的身影深深地刻畫在我的心中，是我在以

後的遊學中保持專心、沉默。 

總括而言，我在這一次南京有學歷學到的不

僅僅是有關當年南京作為古都或是日本侵襲的

歷史，更多的，是人格上的改變，我們都在這

次旅程中成長，不管是誰，都必定會有一番感觸，雖然文字不能盡述我對此次遊學的感受，

但依然能表達出我對此次旅程的感觸。 

 
 

5B     蔡溢杭 

東吳大帝孫權墓 

在這次旅遊之中，我認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位於明孝陵附近的東吳大帝孫權墓。 

孫權，是東漢末年三國時期吳的著名政治家和戰略家，同時也是吳的締造者和開國皇帝。

我個人十分欣賞他出色的政治智慧及戰略判斷，他穩定江南，以一已之力締造了屬於他的

江山。孫權唯才是用，不以輩分、資歷、交情、名氣為優先，用其優點而不追究其缺點用

人風格。 

孫權他崇尚節儉，甚至仿效大禹以卑宮為美，不住豪華的宮殿。孫權執法嚴格，即使面對

至親也是法律優先而從不循私。孫權在治世、軍事、外交、經濟方面也有莫大成就，這為

他開拓江南做好了完美的鋪墊，成就了他在南海上的霸業。孫權亦在赤壁聯通蜀國在海上

大敗曹操的大軍，奠定了他成為一方霸主的基礎。 



由於孫權的偉大功績，我在小時候便聽說過孫權在赤壁大敗曹操的赫赫威名，這使我十分

崇拜他。因此我在參觀明孝陵之後的自由活動時間當中，第一件事便是要去東吳大帝孫權

墓去參觀。我也在孫權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像是勇往直前，不畏懼強大的勢力，總有一

天能成就大事。我也學到了許多中國歷史方面的知識，這次遊學團我過的很充實。 

 

4A     鄭之洋 

參觀了利濟巷慰安婦舊址陳列館後，我對有關於慰安婦的歷史有了

更深入，更詳細的了解。我認為這個陳列館提醒我們勿忘歷史，珍

惜當下珍貴的和平。戰爭摧毀人們幸福的生活，因此我們更應該知

道和平的可貴。這些無辜的婦女，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們本可以過

上安穩的生活，卻因戰爭而造成終生的痛苦。 

 

                                                                                                                                                                                                                                                                                                                                                                                                                                                                                                                                                                                                                                                                                                                                                                                                                                                                                                                                                                                                                                                      

南京的先鋒書店設計得十分特別，它是由地下停車場改裝而成，要

從一條向下的過道走才可進入書店，而且店內仍看得出這地方從前

是地下停車場。過去幾年它多次上了全球最佳或最美書店榜，包括

《BBC》選的全球十大最美書店。這裏的書夠多，素質也高，尤其

是文學和歷史書。 

 

南京博物館里有千千萬萬的展品。玉器館、青銅館、雲

錦館、瓷器館中精美的工藝品令我目不暇接，驚歎不已。

這裡令我對古代勞動人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不得不

讚賞古代勞動人民的勤勞與智慧。我從中也了解了源遠

流長的中國文化，可謂獲益良多。 

 

南京中山陵是我國民國時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的陵墓。中山

陵對我來說別具意義，整個陵像就像一口警鐘，提醒我們不要忘記

為祖國奉獻自己的力量，要把革命先輩們那種憂國憂民、為國奉獻

的精神發揚光大。它也同時告訴我們人生目標的實現是充滿艱難和

挫折的，只有當我們按著堅定的步伐堅持不懈走下去的時候，我們

才能有所作為。 



和利濟巷慰安婦舊址陳列館一樣，拉貝舊居也是抗戰期間一處極具意義的建築。拉貝先生

在抗戰期間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 600 多名中國人民，在他負責的不

足 4 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他和他領導的十多位外國人，不僅拯救

了 25 萬中國人的生命，而且扞衛了人類的真理和尊嚴，令我十分敬

佩。 

經過了這次考察團後，我對南京的歷史，以及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

歷史，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這次旅途中我獲益匪淺。我認為這

次旅途中學到的知識有助於研讀中國歷史。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我希望可以再參觀更多內地的城市，從而更深入地了

解中國歷史。 

 
 

4E     黎志成 

我期待透過參觀許多不同的名勝古蹟，從而得知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於是我便懷著這樣

的心情參與考察團。  

我在南京的五天裏，到訪了不少極具歷史價值的地方，每到一個景點，導遊都會詳細地講

解該地方的特別之處，例如其建築風格和歷史故事。這五日內要到南京不同地方進行考察，

故此整團人天天都需要走一定的路段，行程亦相當緊湊，令我感到頗疲累，但同時也獲益

良多。在到訪一些古蹟時， 我對中國古代禮儀文化和建築工藝方面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不禁驚歎中國古代建築的壯麗。到訪一些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景點時，我對這段悲慘的歷史

有更深入的看法，有拉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等外國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輝。雖然當時日

軍兇殘成性，但他們仍願意站出來，保護那些受欺壓的中國人。除了古蹟和博物館，考察

團還到了當地著名的書店—先鋒書店，書店內有林林總總’、不同種類 的書，當中有不少

書在香港也很難尋覓得到，我在書店裏也購買了數本有趣的書。五天內，我對南京博物館

的收藏最為印象深刻，有些文物我從前只在書本上

看過，但在親身觀看後才知道它們的特點，就例如

文物金縷玉衣，在看見實物之後，才明白到它能成

為以前皇室成員殮服的原因，一些文物在看見實物

以前，我們很難看得出它們的華麗。  

是次旅程的行程雖然很緊湊，在不同的景點中穿

梭，實讓人喘不過氣來，但我從整趟旅程中學到了

不少知識，覺得相當充實，在旅程結束後也為自己

這幾天的見識感到滿足，這樣回想起這五天為趕行

程而感到的疲累也不值一提。 總結而言，是次考察

團可說是不枉此行。  

 

 



4A     謝偉迪 

        在這次的南京遊學團中，我到了不同的地點參觀與歷史相關

的景點實地考察，如明考陵丶秦淮河丶中山陵等等，都給了我深

刻的印像，亦使我認識了更多中國文化。 

        其中是我最深刻的景點是中山陵。在登上中山陵之前，我本

以為它只是一座普通的陵墓，有名的原因是國父孫中山所安葬的

地方。殊不知到達後，當我從下以上觀賞這座極具歷史意義的建

築時，我被其雄偉壯麗所深深吸引。左我把 392 級的台階走完一

半時，我看見了一個穿了大洞的

鼎，原來是在二戰期間日軍進入

中山陵留下的破壞分子，雖然這

件事與現在相隔甚遠，但這個鼎彷彿把過去與現在連繫在

一起，這種奇妙的感覺是我前所未有。 

       總括而言，這次的南京之旅雖然奔波勞碌，亦發生了

一些意料之外的狀況，但是是次活動使我加深了對中國歷

史的了解和興趣。 

 
 

5B     瞿力燊 

孫權墓位於明孝陵正南 300 米。孫權墓是中國著名歷史

古蹟，史稱蔣陵，又名吳王墳，也稱孫陵崗，在南京市鐘山

南麓，是三國時吳大帝孫權的葬地，亦是南京地區最早的六

朝陵墓。三國時代可以説是我童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

小時候十分憧憬著這個時代。我從不少遊戲或電視劇中可以

看出曹操作為一代梟雄割據一方。孫權以沉穩的性格成功穩

定江東一帶的人民。而劉備則已仁心明昭則天下。最吸引我

的莫過於武將們鬥智鬥力的一場埸戰爭。雖然孫權早已沉睡

大地，但他威風的事蹟早已傳入我耳。他的墓址現僅存一小

型墓冢，但不見碑表，一個石碑，一座石橋，一個注釋牌和一座石像。雖然這次衹能到他

的紀念館參觀，但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氣派。最後我很高興能參加這個南京遊學團，這個遊

學團使我獲益良多。大幅增長了我對六朝古都南京的認識，又可以廣交識友，認識一起參

與這個團的同學。 

 



5C     鄺文杰 

     在我參加了南京考察團後，我加深了對南京的歷史和文化的認識。例如南京曾經是十

二個朝代的首都。南京也葬有國父孫中山的陵墓和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皇后馬氏的陵墓，

即是中山陵和明孝陵這兩個景點。另外，導遊介紹了南京的多個別稱，例如是金陵、江寧、

建康等等。我認識到南京當地的飲食文化。南京

人十分喜歡吃鹽水鴨和鴨血粉絲湯，比香港人吃

的較咸，因此令我有點不習慣。 

     在這五天，我感到十分快樂，因為我能夠跟我

的好朋友一起遊覽南京的景點，我們看到了很多

優美的景色。我們也在秦淮河畔烏衣巷的特產店

買了很多手信。當中令我最難忘的經歷是在參觀

玄武湖的時候，我們在玄武湖散步，一邊看著湖邊的風景，一邊跟朋友聊天。雖然那時天

氣十分炎熱，而且我們都走得筋疲力盡，但是我們也可以買雪糕消暑。我在湖邊看到的風

景是我看過最漂亮的，令我把疲倦的感覺都拋諸腦後了，我認為我花了這麼多力氣來玄武

湖都是值得的。因此，我因為我參加了南京考察團而感到十分愉快。 

 

 

4C     羅樂謙 

     在這次的歷史考察團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景點就是夫子廟建築群。這個美麗的

建築群包括了中國科舉博物館以及夫子廟。雖然不及孔子的故居----曲阜，但能夠親身目

暏孔子的雕像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夫子廟建築群除了夫子廟外，亦包括中國科舉博物館。這個博

物館讓我比平常課堂中更深入瞭解這個影響了中國一千三百多年

的選士制度的具體運作及盛衰。科舉制由隋朝開始具鄒形，至唐

被確立，清末被廢， 一千三百年來有關科舉的事在這博物館裡一

覽無違。 

   最後，在夫子廟建築群附近的秦淮河亦吸引著我。秦淮河可謂

見證著南京在南朝作為國都的發展。我已經能夠想像到在當時南

京城有多繁華。至今， 秦淮河的繁華依然，但舊時的景色已不

再，只能在心中回憶。  

 
 

4A     羅澤彬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們參觀的景點——總統府 

「啊，終於來到南京了！」我身旁的一位同學

說。 

今天，是我們學校同學來南京遊學的第一天。

在來南京遊學的這一天到來前，我早已對這次的遊

學充滿期待，現在我終於來到這裡，我的心情自然

是極之興奮。 

下了飛機後，我們迫不及待地走上了旅遊巴，

前往我們這次行程的第一站——南京總統府。 

作為民國時期中國的政治核心，雖然總統府已失去它的政治用途，但它仍然有著它的

氣派和宏偉，看著牌匾上大書的「總統府」三字，仍然會讓人對它肅然起敬。 

進到總統府內，可以發現總統府簡直就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濃縮。裡面有著近代中國歷

史的簡介畫作，還有太平天國的龍椅和龍袍的複製品。在這裡讓我學到了很多近代中國歷

史的知識，令我獲益良多。 

還有啊，南京是真的熱，超熱。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是我們南京遊學的第二天，我們遊覽了的景點有三個——中山陵，南京博物院和先

鋒書店。                                                                                                           仰視中山陵 

    今天早上我們到達了中山陵參觀。中山陵是孫中山先生的陵

墓，由民國建築師呂彥直設計。它的建築設計融合了中西文

化，並以 392 級階梯代表著當時 3 億 9200 萬中國人，整體建築

恢宏無比，卻沒有考慮過遊客的感受——這 392 級階梯，爬上

去令我快要累死了，但上來能俯視到中山陵壯觀的景色，我的

努力也算是沒有白費。 

    我們今天的第二站是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整體十分巨

大，我指的是它的內部結構是真的大，我用了兩小時都沒把它走完，可惜啊啊啊啊！ 

    作為中國三大博物院之一，南京博物院內部十分巨大，展品也十分豐富，有古代器物展，

民國展，時鐘展，最搞笑的是還有個藏豬文物特展，裡面的

豬文物也是令我歎為觀止，受益良多啊。 

    今天的最後一站，世界十大最美書店之一的先鋒書店。先

鋒書店整體設計像是一個停車場，裡面的停車格也正是擺放

書本的地方。在這裡我買了好幾本關於中國歷史的書，以增

進我的歷史知識，這裡的書還特別便宜，我平均 40 塊錢就能

買到一本書了！ 

          俯瞰中山陵 

 



七月一日    星期一    晴 

南京城門——玄武門 

    來到了南京遊學的第三天，今天我們參觀了

的景點有南京師範大學，拉貝故居，南京城牆，

玄武湖，還有明孝陵，節目十分豐富。 

    今天的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南京師範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學，也就是

當年外籍教師——魏特琳女士庇護南京大屠殺

難民的地方。在這裡我認識到魏特琳女士保護難民的故事，當聽完魏特琳女士為了保護難

民而犧牲自己的故事後，我心中十分欽佩這位保護百姓的偉大外國人。 

而今天的第二站我們則是來到了拉貝故居——拉貝先生當年庇護難民的地方，在這裡我認

識到了拉貝和國際紅十字會當年保護難民的經歷。看到難民們流離失所的照片，讓我不禁

感慨戰爭的可怕，以及和平的可貴。 

    午飯過後，我們來到了南京城牆。南京城牆是明太祖所下令建起的，距今已有 600 年的

歷史。登上這座雄偉的城牆，居高臨下，令我居然有一種我是皇帝的感覺（白日夢）。 

    登城牆後我們來到了南京城門玄武門的所在地玄武湖。玄武湖之大，  「不知幾千里

也 」。可惜時間不夠，我沒有機會搭上遊覽船，便要去往明孝陵的路程了。 

    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明孝陵了。在這裡我欣賞到了明朝皇帝的闊卓，中山陵已

經夠大了，明孝陵居然比它還要大好幾倍。不過裡面的文物如石像文武官等雕刻得十分精

細，明朝的工藝也是令人欣賞。 

七月二日    星期二    晴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300，000             

    今天是來南京遊學的第四天，我們今天所

參觀的景點有利濟巷慰安所陳列館，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瞻園和夫子廟建築

群，秦淮河。 

    我們今天首先參觀的是利濟巷慰安所陳列

館，慰安所陳列館中展列了眾多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抓去當慰安婦的人的資料，

包括中國人，朝鮮人，東南亞人，歐洲人等。我來到這裡之後才知道，原來日軍恐怖到連

自己國家的人也騙，軍國主義著實可怕。 

    參觀完利濟巷慰安所陳列館後，我們來到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繼續瞭解更多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資料。在這裡，我認識到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認識到日軍在

南京的可怕暴行，當年南京的慘況實在是難以想像。 

    然後，我們來到了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也就是瞻園啦。在這裡我瞭解到了更多有關太

平天國的資料，也欣賞到了瞻園風景如畫般的景色。看到太平天國因內訌而亡，讓人惋惜

這個短命王朝，更可見團結的重要性。 



    之後，我們來到了夫子廟建築群，我們參觀了夫子廟和江南貢院（科舉博物館）。在這

裡我認識了古代的科舉制度。我發現原來古代讀書人比我們學生還要辛苦，真慶幸我生活

在現代啊！ 

    最後，我們來到了南京曾經最發達的

地方秦淮河。「六朝金粉地，十裡秦淮

河」果然名不虛傳，一覽秦淮河美到極

致的景色，讓我感覺自己不枉此行了。 

 

七月三日    星期三    晴 

從閱江樓眺望長江大橋 

    今天是南京遊學的最後一天了，我們這次旅遊的景點還有兩個——閱江樓和靜海寺。 

    我們首先來到了閱江樓，閱江樓也是由明太祖下令所建，為江南四大名樓之一。從閱江

樓遠眺長江讓我感受到了長江的氣派，這樣的大河，又怎麼可能是一衣帶水呢？ 

    最後，我們來到了靜海寺，南京條約簽署的地方。

在這裡我瞭解到了很多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知識，以及

清政府所簽的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唉！如果

清政府能強一點，是不是就不用簽這些條約了？…… 

    在南京靜海寺裡，還有一個鄭和紀念館。鄭和紀念

館裡介紹了很多有關鄭和七下西洋的資料，令我瞭解

到鄭和下西洋對世界歷史進程的重要性，也更瞭解中

國海洋歷史。 

    南京五天四夜的遊學團到最後還是結束了。這次的行程不僅讓我學到了很多在課堂上學

不到的歷史知識，更加瞭解中國歷史，也認識到了南京的風土人情，例如「沒有一隻鴨子

能活著離開南京」。 

    話說南京鹽水鴨是真的好吃。 

 
 

5B     關舜立 

7 月 2 日    晴 

今天是南京考察團的第四天，去了秦淮河考察。 

秦淮河的風光優美。 

站在秦淮河中央的大橋上，一睹秦淮河十里的風光及附

近的建築，河水在慢慢地流淌，波瀾不驚。附近的商業

發達，諸多商店林立，圍繞著秦淮河的人數眾多，熱鬧



無比，而秦淮河平靜的河水更好比附近人民生活安穩、快樂、繁華。入夜後，秦淮河附近

的商舖均亮起了璀璨的燈光，使秦淮河一帶的風光錦上添花，美妙絕倫。 

導遊帶同學們參觀秦淮河一帶，導遊的學識非常淵博，她總是把相關的歷史知傾囊傳授給

同學們，而且演繹得栩栩如生，同學每次都聽得津津有味，特別投入，感謝導遊，讓我於

是次考察團中學懂了許多中史知識，充實了自己，同時亦令自己能更客觀地判斷歷史和借

鑒歷史。 

秦淮河一帶的物價不算高，價格合宜，而且貨物種類繁多，是個購物和觀光天堂。 

 

4A     嚴可敬 

當我遊覧完南京後，有一處地方的夜景深深進入我的眼簾—秦淮河。 

秦淮河是南京最大的地區性河流，被視為

南京的「母親河」，其中流經南京城內的

一段被稱為「十里秦淮」 

秦淮河古時有另一個別名稱爲龍藏

浦，直到唐代詩人杜牧作《泊秦淮》之後

才被廣泛稱為「秦淮河」。許多人都會以

為秦淮河是秦、漢時代的淮水，但是據

秦、漢時期的古籍中提到的淮水都是指

「四瀆」中的淮河，並不是指秦淮河。自唐代以後才改稱秦淮。秦淮河在六朝時為都城內

繁華的居民區和商業區。內秦淮兩岸人煙稠密，金粉樓台，十分繁華。秦淮八艷亦出自這

裡如：顧橫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門、馬湘蘭、柳如是等人，多是歷史上有

名的女性人物，因此許多的事情都與這條秦淮河息息相關。 

此外，有許多詩人亦讚賞秦淮河的美景，如清康熙年間余懷在《板橋雜記·秦淮燈

船》描述秦淮燈船之盛況：「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

障，十里珠簾。」以及散文家張岱在《秦淮河房》一文中描寫秦淮河的盛況：「秦淮河河

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去去來來，周折其

間。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可見眾詩人對秦淮河都是讚不絕口，

對那裡的景色都是津津樂道！ 

最後，在那張照片中可以看到秦淮河美麗的夜景，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較多的時間在那

裡停留，欣賞如此美景，實在令人依依不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