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南京歷史文化考察團 

 總結報告  

一、目的﹕ 

1. 透過認識南京的重要歷史事件及人物，提升中學生認識近代中國史的興趣；  

2. 了解認識古蹟的建築特色及其蘊藏的歷史，思考歷史承傳及文化保育的重要性。 

3. 透過到訪南京大學，了解更多內地升學資訊。 

 

二、四天行程﹕

日期 主題 日程計劃 

第一天 

2019-6-27 (四) 

歷史及文化保育  上午及中午﹕機場集合、抵達南京 

 下午﹕參觀南京總統府 

 晚上﹕考察獅子橋山西路步行街，了解古今文化

融合的情況。 

第二天 

2019-6-28 (五) 

內地升學資訊及

交流 

 上午﹕與一所南京中學進行交流 

 下午﹕拜訪南京大學，南京大學提供升學講座，

讓我校學生認識更多內地升學資訊。 

  

 晚上﹕考察南京鼓樓區，了解古今文化融合的情

況。學生匯報分享學習成果。 

第三天 

2019-6-29 (六) 

歷史及文化保育  上午﹕從江南貢院、瞻園認識古代科舉及太平天

國歷史。 

 下午﹕老門東、烏衣巷、南京古城牆，思考歷史

文化保育的重要性和發展方向。 

 晚上﹕船遊秦淮河畔、考察夫子廟商業步行街，

了解古今文化融合的情況。 

第四天 

2019-6-30 (日) 

歷史及文化保育  上午﹕從明孝陵、中山陵認識明朝朱元璋及孫中

山的生平故事。 

 下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

京總統府，認識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事件，反思

戰爭帶來的影響。    

 晚上﹕從南京返港 



三、行程花絮 

 相片花絮 行程點滴 

第

一

天 

 

首天出發時，在機場拍了一張大合

照，然後乘坐港龍航空出發前往南

京。 

 

到步後，第一站是總統府。 

總統府外觀雖然像是西洋式建築，但

內在還是很有中國風格，可以說是中

西合併的建築格式。 

 

在參觀過程中，學生可以認識明朝、

太平天國以及民國初年的歷史，了解

總統府在不同時期的角色。 

學生特別對孫中山辦公室留下較深刻

印象，感到到孫中山平等親民的施政

風格。 



第

二

天 

 

 

當天早上，我們與南京大學學生進行

交流。有三名南京大學的輔導員或海

外交流部學生大使接待我們，帶領學

生參觀南京大學校舍，介紹南京學習

生活的點滴，讓本校學生了解更多內

地升學的資訊和南京大學的特色。 

 

 



 

第二天下午，我們參觀了中山陵，當

我們走過 392梯階(象徵著當時中華民

國的 3億 9千 200萬人口)，回頭一

毛，便看見了一幅氣勢磅礴，宏偉高

達的情境。 

 

整個陵墓用的是青色的玻璃瓦，青天

象徵著中華民族光明磊落，崇高偉大

的人格。進到陵墓入口處有高大的花

崗石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書的“博

愛”兩個金字。我們緬懷中山先生的

豐功偉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需努力”。 

 

第二天黃昏，我們參觀了老門東，雖

然裝飾佈置想營造老街風味，但當中

有不少現代化風格，例如有

Starbucks和電競比賽在城中進行，

燈光和音樂皆與「古街」形象截然不

同。 

當中不少學生反思歷史保育與經濟發

展是否可以並行而不相悖呢？ 



第

三

天 

 

第三天早上，我們出發參觀瞻園。始

建於明初嘉靖年間，是南京現存歷史

最悠久的私家園林，有「金陵第一

園」之稱。 

我們參觀了瞻園的兩大部分，包括太

平天國博物館和一般園林造景。學生

透過博物館部分，響應了課堂所學，

溫習了有關太平天國的近代史內容。 

 

  

第三天下午，我們到訪了江南貢院(科

舉博物館)，古時最大的考場。我們到

步後，先換上一身古服，裝扮成書

生，然後隨導賞員參觀博物館，了解

到科舉考試在不同朝代的演替。 

 

之後我們進行了一個體驗活動，縫製

古書，由導賞員教我們用一針一線去

製作一本筆記本，學生皆有深刻的體

會。 



  

   



第

四

天 

 

第四天早上，我們參觀了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學生參觀

後戰爭對人類的禍害，明白和平的重

要。 

在中午出發前往機場，回程返港的途

中，我們有一小時的分組匯報時間，

去整合四天三夜的學習經歷。 

 

最後我們向領隊和當地導遊致送紀念

品，並拍照留念。 

 

行程完滿結束，各人平安抵港。 



 

 



四、參加者感想 

 4D  朱雯倩 

南京，一個與香港有著截然不同的風貌與歷史的八朝古都，她所帶來的那份經過歲月沉澱的

歷史古韻，在我一踏上南京的土地開始，就完完全全的被包圍在其中了。雖然大家同為南方

城市，但香港是一個極富有機械金屬感的現代都市，而南京則是我從未接觸過的另一份古今

共融的溫柔。 

 

四天的旅程雖然緊湊，但是卻最大限度的讓我們了解了南京的過去與升學的資訊。一入南

京，最先接觸到的便是明代到現今仍然屹立不倒的古城墻，它也是世界上存留時間最長，最

完整的城牆。我不禁咋舌，明代的工匠是如何做到在沒有水泥等工具的情況下，仍建造出了

日本人轟炸了幾天也沒有多大損毀的堡壘，也打從心底讚嘆古人的智慧。 

 

首天我們第一個行程便直奔總統府。總統府是個民囯風建築與中國風建築完美相融合的地

方，在這裡，我不但對於孫中山先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了解了各種關於當時國民黨和共

產黨的珍貴史料，以及當時保留下來的家具，石碑等等。 

 

除此之外，我也有幸可以親眼觀賞到過去只在圖片裏見到的“青塼小瓦馬頭墻”。在看過瞻

園，太平天國博物館的風景和文物後，又去了江南貢院體驗了一把穿上古代讀書人衣飾的奇

特體驗，並且一路聼著講解，真有一種自己也會中進士的感覺！ 

 

最後是最著名，也是最沉重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一入場，氣氛就突然變得嚴肅和哀傷起

來，一路的遊覽下去，各種陳列在展示柜裏的文物，遇難者的相片和名字，報章，文件，遇

難者埋屍地的泥土，日本軍官生滿鐵銹的刺刀，依稀可見當年的血跡和恐慌。參觀完展館，

下去就是當時遇難者的屍骸遺址，看著埋在土裏的各種姿勢的遇難者屍骨，心裏始終是糾

緊，喘不過氣，仿佛有一大團陰霾籠罩在我的頭上。南京大屠殺一直是每個人心裏不敢揭開

的傷疤。 

 

另外一部分便是升學方面的資訊。我們去了南京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參觀。南京大學專門讓

三名大學生陪著我們在遊覽校園的同時，邊介紹邊回答我們的問題。帶領我們的姐姐是天津

人，因此有更多相對于南京生活的資訊供我們參考。例如南京的氣候飲食，社會生活與在家

鄉有何不同。 

 

南京大學有十分龐大的校舍群，而且有很多的科目是香港所沒有的，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同時它也相當於是一個微型社區，這與香港有非常大的分別。香港的大學沒有快遞街，也沒

有像小區一樣的宿舍，如此奇特的生活大大提升了我對内地升學的興趣。 

 

或許正是這種種的過去，成就了我們現在所看到，所體驗到的南京，讓我們得以借古探今，

發現更多南京的魅力。 



 4C 史宗正 

這次的南京交流團，令我深刻體會到南京身為古都的魅力。這次的交流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景點便是東門街以及夫子廟，這兩個景點充滿了大量包含古代建築風格的商店。例如在東門

街裏的書店和咖啡店，都是以古代建築去經營的，這樣的經營方式，讓我有與別不同的體

驗，當我走進書店時，古代的建築風格配上現代的產品，讓我體驗了現代和古代的差異，樸

素的古代特色配上繁華的現代風格，讓我有了在香港體會不了的感受，而這種感受就是十分

佩服可以把古代和現代融合的南京社會。 

 

這兩個景點除了是著名的步行街之外，它們還有大量關於歷史和文化的建築。例如東門街裏

的古城墻，夫子廟裏的科舉博物館和寺廟，讓我除了可以在這兩個景點裏購物外，還可以體

驗和認識更多的中國歷史文化。在夫子廟的科舉博物館中，我們除了參觀裏面的展覽外，我

們還可以親自穿上考生的服飾體驗，還了解了當年科舉的制度和考生們的辛酸，因爲當時他

們要連續考 9天。 

 

這就是讓我在南京擁有最深刻體驗的地方，南京不但在經濟發展很快速，歷史和文化的保養

得做得很好，因爲南京的社會很成功地把文化保育和經濟發展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上面所說

的，夫子廟和東門街就成功地把這兩個東西融合在一起，所以才可以吸引大量的旅客，促進

南京社會的發展以及有效推廣中國的歷史文化，這就是我在南京最大的體會。 

 

當我踏入南京大學時，讓我有一種很驚訝的感覺，因爲南京大學的校園實在大得一望無際。

和我們交流的是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研究生，由於他們是非本地生，所以他們的高考準備均

十分艱苦，當他們跟我們分享他們準備高考的經驗時，我們都可以從中感受到他們的辛酸，

除了每天要從早上八點學習到晚上十點的這些艱辛經驗外，他們面對的心理壓力都十分大，

因爲自己和家人的期望，他們要面對的遠遠不只是學習，還有心理的問題，所以我也很為他

們可以考到理想的大學而感到高興。 

 

而在我們參觀校園時，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商店，書店，便利店等等。這些是為了住在

大學裏的學生所準備的，讓我有一種在社區的感覺，明白到南京大學對學生的細心和關懷。

當我們和他們聊天時，我們明白到大學生活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努力學習，參加活動，無所

事是，每種不同的生活模式都有不同的體驗，令我對大學生活有所改觀。我一直認爲大學生

活會很輕鬆，但現在我可能要從新計劃大學的生活了。而大學的資源分配都十分的好，不像

香港的分學院，南京大學把很多科目都獨立分配了一個教學樓，讓學生得到更優質的教學，

也讓我對内地升學有更多的了解和興趣。 

 

 4D 陳芯兒 

我最深刻的兩個景點是總統府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首先，總統府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十分

美麗，保留了中華民國和太平天國時期的革命時期的擺設。同時亦改建為博物館展出了很多

關於革命的展品，加深了我對當時的認識，從而增長中國歷史，與學校的課程互相配合。 



其次，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充滿着沉重的感覺，令我印象深刻。一開始進入就看見展覽廳展出

幾塊染血的石頭，令我深深明白到屠殺帶來的後果，館內展出的都是每位受難者親身經驗，

令人十分痛心難過。館內展示很多歷史照片和文物，令人最深刻的是遇難者的骸骨。 

 

升學方面，透過南京大學的學生分享後，我發現他們選擇大學的優先是學習環境和科系等，

並不會考慮生活習慣和離家的距離，與香港學生分別較大，令我十分驚訝。 

 

歷史保育方面，南京的古代建築較多是重建例如鼓樓步行街、夫子廟等⋯⋯政府重建建築同時

發展為旅遊區，吸引許多觀光客，將歷史保育和經濟發展並存，例如鼓樓大街中舉行電競比

賽、先鋒書店在眀朝建築物販售書本等，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現代社會中並存，解決了很

多土地開發問題。相對於香港的歷史建築大多被拆卸為房屋建築。香港政府沒有重視保育建

築物導致現在失去了許多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例如荃灣裁判法院。如果可以效法南京保留建

築物從而發展為旅遊景點，更能一舉兩得。 

 

南京與我想像中有許多不同之處。來到南京之後比我想像有更多歷史古蹟，政府復修很多建

築物和設立博物館展出南京的歷史故事。第二，南京大學規模比我想像中大，細分了很多科

系，令學生可以深入掌握該方面的知識。 

 

 5A 郭依琳  

經過這四日三夜的南京交流團，我認識到很多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有關南京的升學資訊。 

 

對於我而言，最深刻的歷史地方不外乎中山陵和江南貢院。先談談中山陵，中山陵是孫中山

國父埋葬的地方，我走了 392級台階才到了孫中山埋葬的地方。那裡看著下面的山水景色，

一覽無遺，像天下都屬於自己似的，令我能感覺到國父想葬於此地的感受；而且中山陵這個

地方亦很尊重死者，它不會讓遊客拍照或高聲談話，以示對孫中山的尊重。另外江南貢院是

一個可以讓我認識到古代科舉考試制度的地方，例如科舉的由來、科舉的模式、科舉需要注

意的地方等。當地亦借出舉人的古服讓我穿上，讓我體驗作舉人的感覺，還有製作古代時期

的經書，令整個活動變得更加有趣味性。 

 

而升學方面，雖然我主要會想留於香港升學，但我認為認識其他國家的升學資訊亦是非常重

要。南京大學在南京是一所有名的大學，所生的門檻固然也挺高的。南京大學的學生很友善

跟我們分享學習心得和入學門檻，例如他們在大學的生活、入學前和入學後的感受和鼓勵我

要努力讀書。對比起香港，我認為內地的考試競爭更激烈，香港文憑試每年的考生是數以萬

計，但內地是數以十萬計，可見他們的讀書壓力其實可能比我們更大。在這裡，我認識到如

何可以到南京讀書，可以把這些資訊帶給身邊有意到內地讀書的朋友知道。



 4C  張欣怡 

來到南京，令我對祖國的深切感受到歷史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這裡濃厚的歷史氣息，正如

其名一樣「六朝古都」例如中山陵、總統府、城牆等，尤其是夫子廟，其的建築富滿了清朝

的特色，很有復古的風味。亦吃了很多當地的特色美食，例如蟹黃湯包，老鴨粉絲湯，令人

回味無窮。街头游人如织，人山人海，非常熱鬧！其次，南京大學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帶

領我們觀光的南京學生，更教誨了我們不少讀書方法，令我反省到相比內地學生艱辛的學習

路途，我實在是非常安逸。 

 

其次，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入館內後，那是一種常年不見天日的寒冷，也是一種壓力的

寒冷，沒有大聲喧鬧，玻璃內陳列各種各樣的物品，武器，報紙，一應俱全，而日本人的刀

具靜靜地放在那裡，當我想起他奪去幾百條的性命時便不寒而慄，雖然很沉重，但人就是需

要時時警惕自己！雕像都是象徵著日本人在南京殘害和屠殺的不爭的歷史史實。我感受到沉

重和悲涼，展覽館展出三十萬名遇難者名字作為一面牆，感受到血醒荒涼的場面，彷彿整個

大屠殺的場面，震撼在我的心中，日軍對中國婦女實施的強姦、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殘害，手

段殘忍。其中絕大多數為人類理性所無法想象，每一種都足以令人髮指。爲何人可以這麼殘

忍，可以隨便殘害中國無辜的百姓，並認為理所當然，整個社會風氣都變得敗壞。人的價值

觀出現問題，這些事都令我感到熱血沸騰，我紀念那些抗日期間被日本殘害的中國婦女和中

國人民。同時，不忘歷史的傷痛。我們可以不帶任何怨恨之心，歷史不能改變，但我們絕不

能忘記，因為一日中國人，一世中國人，過去中國人的苦況絕不能輕易消失。 

 

 4D 鍾宇靜 

在這次的南京交流團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兩個景點分別是中山陵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首先

中山陵是因為那二百多級的階梯的確令人卻步，但也側面反映了當時人民對孫中山先生的敬

重；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則是因為整個紀念館里所有的文字都是中立不帶有主觀想法的，除

了有受害者的回憶，也有加害者的憶述。讓我們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貼

身的了解口述歷史的優點，而這些都是我們呆在香港無法感受到的。 

 

這次交流團結束後在升學方面，我發現許多内地大學生考慮大學的方向為學校排名，該地歷

史和未來就業，而非生活習性如此表面，這種擇校方向跟香港很不同，香港的學生大多比較

在意學校的環境和當地的生活習性；而在歷史文化保育方面，我發現南京很完美的把歷史文

物和教育結合在一起，例如貢院，南京政府透過往下挖去起教育館也不去破壞文物。而且他

們也沒有為了經濟發展而去破壞文物，而是將二者融合，例如夫子廟，這些都是香港應該去

學習的。 

 

在去南京之前我從沒想過南京的文物保育可以做到這麼好，例如南京政府為了還原诗句中的

景色，特地斥巨资去建閱江楼；為了保育大報恩寺，即使沒有琉璃了，也努力的透過玻璃去

還原，這些都是令我感到十分驚喜和訝異的。 

 



經過這次的南京交流團，我學會了很多，不單單只是文物和升學兩方面，南京人的想法也是

我覺得很值得去學習的，像是他們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排斥日本人，他們大多數都認為上

一輩的仇恨不應該延续到這一輩，更不應該以偏蓋全的認為日本人全是壞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交流團令我獲益良多。 

 

 4D 張諾欣 

經過這次南京之旅，我在遊歷途中最喜歡的景點是中山陵。在登上中山陵的過程雖然艱辛，

不但要登上 400多級的階梯，而且天氣又十分酷熱，但當登上中山陵時，景色極為優美。從

高處往下看時，能看到陵下四周的樹林，仿佛看盡天下的土地，十分宏偉壯觀。而導遊登上

的過程中也不斷介紹有關陵墓當中的歷史，讓我學習到更多課堂上不會提及到的歷史，讓我

印象深刻。不但讓我了解到陵墓設計當中的含義，而且還了解到更多孫中山先生的爲人事

跡。 

 

而我在交流的整個過程中，我發現雖然南京和預期中的一樣，都保留了很多歷史文物，甚至

在街上都可以看到它們的蹤跡，但人們的質素亦依然需要有所提高；不過事實上，中國對於

歷史保留這方面做得很不錯。在遊歷途中我們可見古代的城牆完美地融入現代的建築上，雖

然無法登上仔細觀摩，但遠處可見城牆依然很穩固聳立在土地之上，它們那身上所擁有的彈

痕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戰爭中的深重和殘酷。而我們之所以可以見識到以上的景象，正是因爲

他們會修補文物、盡量保留文物的原貌。而事實上最令人驚喜的是在遊歷途中，其實不太會

經常看到文物被旅客破壞，甚至看到遊客做了違規的行爲時工作人員也會馬上禁止其行動，

可見中國對歷史文物的重視。 

 

但反觀香港，我們卻只見政府不斷遷拆歷史文物，例如近年上被遷拆的荃灣裁判法院，事實

上其實裁判法院可以被保留為歷史文物，甚至可以成爲有關以前法院相關的歷史文物博物

館，但依舊還是被遷拆，我們要看古時還健在的歷史文物已經難以可見。政府不是沒有想過

保護文物，但考慮到保護文物對比遷拆後重新發展所得的經濟利益，往往被選擇的都是後

者。但中國在這個情況上卻比香港做得更完善，找到當中的平行。我們總是覺得中國有什麽

不好，但事實上中國在我們的埋怨聲中已經悄悄的不斷進步。或許，我們也應該放開自己的

偏見，更加客觀全面地鍳賞其他地方的發展。 

 

 5D 陳諺誼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經過是次去南京的交流團，我認識到中國悠長的歷史和

文化，加深我對中國的認識。交流團令我最深刻的地方是南京大學，跟南京大學的學生相處

和與他們的交流後，他們說過：「高校當年是他們最辛苦最孤單的一年」，更令我深知道其實

香港讀書並不是最辛苦，在內地要經過三年寒窗苦讀並經過高考，與全國競爭，最後才能進

入心儀的學校，因此一流的大學可以說是選最精英的同學就讀，這讓我更親身感受到中國的

競爭力有多高，看見南京大學的圖書館的宏偉，也令我深深體會到香港的渺少，我自己也可

能是眾多的井底之蛙之一。 



 

另外，在文物保育中，交流團參觀了中山陵、明孝陵等我自問並不認同中國在有悠長歷史的

建築物中加入現代化的元素的做法，例如：電競等商業化的應用，我認為會破壞文物，因為

會有太多人的到來，導致文物損壞，更有違文物的本質，而且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更深深

明白到即是設計再好的紀念館  ，即使參觀人士行為不檢，大聲喧嘩，也只會令其他參觀人

士未能深刻體會到觀眾傳達的信息。即使如此，我們非常贊同館中所傳達的信息，仇恨並不

能解決一切，而是包容、和平、友愛去共建一個更好的將來。以上皆是我去完南京之後的感

受。 

 

 5B 黃瑋緬 

很感謝學校能夠給一個機會我到南京參加交流圑活動。在這個交流團中，我對升學歷史有更

加深入的了解。 

 

在升學方面，南京大學給我的印象是純樸及熱情，當地大學生會詳細地跟我們分享他們的學

習環境及心得，令我們可以了解更多關於內地升學的資訊，從而讓我們在升學方面有多一種

選擇。 

 

在歷史方面，南京有很多歷史建築，他們的歷史保育文化值得我們敬佩。例如中國已經廢除

科舉制度，他們便會興建博物館—冮南貢院以期望後人可知道此制度的演變。另外，中國曾

發生南京大屠殺，南京亦會為此而興建紀念館，為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及傳播

歷史真相。這些都令人明白歷史需要一代傳一代，不能抺殺。 

 

 4C 翁俊浩 

這次的南京之旅為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體驗。首先，能夠與同學一起到南京是一個開心的事

情。 

 

除此之外，這旅程當中也能夠學習到課本上沒有的知識，加上有些令我難以置信的東西可以

在這個旅程中看得到。我能夠親身到當地的遺跡或是博物館看到當中的歷史，這令到我感到

非常充實。而令到我覺得難以置信地方，就是有些過了上千年的歷史文物居然能夠保留下

來，這是令我難以置信的 

 

當然旅程當中有非常辛苦的地方，例如行中山陵的時候我行約 800級的樓梯，這對於我一個

肥胖的少年是十分辛苦的。當然當我上到去最頂的時候，看到的風景是非常雄偉壯觀令人震

撼的，背後亦是國父孫中山的陵墓，所以這是辛苦值得的。 

最後，能夠參與這趟旅程我的榮幸。衷心希望能夠再次參與類似的旅程。 



 5B 曾洛騫 

去過今次的南京升學及交流團後，我對於南京的歷史及升學資訊有更深入的了解。旅程當

中，導遊小紅跟我們講解了很多有關南京作為六朝古都的重要歷史事件和當代遺留下來的建

築和文物。在這四天行程當中，我們既參觀了不少歷史古蹟，如總統府、瞻園、南京大屠殺

紀念館，當中蘊含了大量極具歷史價值的珍貴文物和資料，使我對南京的每一段歷史認識更

深。 

 

另外，我們亦參觀了南京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這兩所大學簡直讓我大開眼界，南京大學的

校園比起香港任何一所大學都要大得多，而南京師範大學更被譽為全中國保留了最多歷史建

築的大學，但是當中的保育做得並不甚好，我認為校園的保育能做得更完善更井井有條。 

 

 5B 余佩琪 

今次考察大大加深了認識，而且很多不同的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同胞紀念館和科舉制度的江

南貢院其實都令我印象深刻？因為能了解到以往制度和以往戰爭日本對中國所做的後遺症和

傷害。 

 

而且這個行程你我認識的許多不同的新朋友亦都認識了南京大學了解更多關於升學的資訊，

因為南京大學有許多不同的課程而香港是沒有的，例如天文航空，政治學等等。 

 

加上，不同的步行街有獨特的特色，每一條街有不同的 古風建築。例如獅子橋步行街和夫子

廟步行街都有很大分別。夫子廟步行街裝有一條秦淮河可以讓人遊覽，而且更有不同的街口 

許讓人購買或吃東西，而獅子橋步行街只是一條直路，並沒有太大的特色。 

 

 4D 葉嘉蔚 

在這次交流中，我見識到中國的歷史文物、建築、當地美食等。從文物方面，由元朝留下的

巨石到孫中山的手稿，無一不是見證中國變遷和經歷無數戰爭所留下的歷史證據，使後人與

前人交涉和了解歷史的方法，所以能見真跡實屬可貴。 

另外，在內地升學方面，不但加深對內地升學的了解和興趣，例如內地對香港收生的要求較

低、學科專業選擇大和生活獨立方便，更令我有明確的念頭去內地升學。參加完交流後，解

決和滿足了我對南京城市的好奇和升學上的疑問，都令我日後所面對的問題有所幫忙。 

 

 4C 張耀隆 

首先我很高興及榮幸能參加這次的交流團。 

在這次的南京交流，我們參觀了南京總統府，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南京古城墻，參觀南京大

學，明孝陵中山陵，靜海寺，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貢院，烏衣巷，秦淮河以及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當中我們了解到中國的歷史，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 ，參觀時，令我明白了當時日本侵華時的侮辱，令我不再只是明白歷史的皮毛，而是深入

了解當時的歷史，看著遇害者的名字以及照片時，心理確實不太好受。 

這次的交流團，除了認識到中國南京的歷史外，還讓了解內地升學的途徑，了解到內地升學

的方法以及內地與香港大學的分別，讓我對升學以及未來規劃有多一個選擇。 

 

 3B 陳彥樺 

在去南京之前，我就已經聼説了南京是六朝古都，所以就有一個錯覺覺得南京會很古色古

香，但是去了以後就發現南京其實是個挺現代化的城市。它在一些較爲古老的歷史建築裏面

開設了一些現代的鋪子，又在一些老城區加入了現代化的元素，老門東的店鋪和秦淮區的電

競比賽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南京有很多針對不同時期的歷史有很良好的記錄，保留和整

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在不破壞文物的基礎上設立博物館，詳細清晰

的介紹及還原展現歷史。是南京歷史保育上出彩的地方，江南貢院更是保留了以前古代書生

參加科舉考試時的真實場景。 

 

在升學上來説，南京的大學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其一，南京的生活節奏比較慢，又充滿濃厚

的歷史文化氣息，校園中的鼓樓小區就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陵大學舊址所在地，學生

可以一邊感受歷史文化的熏陶，一邊自由放鬆的學習。其二，中國大陸的大學對香港學生的

招收條件比較優惠，校園環境也非常的大，提供的資源也多。南京大學是南京數一數二的大

學，其中的圖書館更是一大特點，圖書館多於六層，佔地面積更是大於我們學校。剛走進

去，豐富的藏書就如驚濤駭浪般，翻過來、湧過去，給予學生們一股澎湃的震撼力，學生大

多數時間都在裏面浸潤、閲讀和溫習，吸取知識也變得十分容易。在和南京大學的學生交流

的時候，她們說，她們學校的學生大多數時候都會在圖書館自習。除了圖書館，她們也帶我

們逛了一下學校的仙林校區，裏面一棟學院也差不多等於我們整個學校，整個校區更是會大

到他們的學生都迷路。 

 

 3B 林希怡 

啟發 

我在經過這四天後最大的啟發是歷史是不能被世人遺忘要吸收教訓並且學習不然某些政治事

件一直發生否則沒有人知道真相最終令社會衰落。 

得著 

歷史同政治方面，我個人覺得在四日的活動中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親身感受當時的氣氛和

遺物。而且當時事物真實地放在眼前令我可以更容易記住、留下印象。 

而係升學方面，我感受到來自當地學生為高考所得到的成績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他們是保送或

者在 70萬人中名列前茅才可選擇有名氣的大學相比香港今年只要符合 33222的入學門檻後競

爭只有 1.37人，南京的學習實在是辛苦很多。 

地方 

特別在江南貢院時，導遊利用藍牙耳機帶領我們去認識有關科舉歷史更加可以見到當時赴考

書生的考試場地是怎樣還有一些互動活動。 



在最後的南京大屠殺博物館理解到日本軍人對當時中國的平民百姓所做出的行為，是不符合

人道主義甚至沒有一絲的尊重，令到不少中國人十分反感日本人。 

 

 3B陳芍希 

經過這次參加南京交流團，我對於南京的歷史文化增加了認識，並了解到更多有關南京歷史

的細節。另外亦了解到更多有關內地升學的資訊。在這次交流團中，在歷史方面，我能瞭解

到我們所參觀過的歷史景點其歷史，有如歷代朝代的科舉制度，明朝和皇室陵墓的建築特

色，以及太平天國，中華民國時期等著名事件所發生過的事情的經過和結果。此外，亦有南

京大屠殺的催淚歷史。這些都令我發現，原來自己是多麼的渺小，現在所經歷的事情也不及

以前朝代更換，城市失守等事件嚴重。這更令我明白，我們的國家經歷過大大少少的風風雨

雨，更不能忘記祖國曾受過的傷害和恥辱！ 

 

另外，在升學方面，在和南京大學的同學交流以及參觀南京師範大學過後，我對於內地升學

有了更多的認知，並更瞭解到內地升學的途徑，包括免試招生等。在學科，及其歷史更有了

充分的認識和見解。 

 

總括而言，是次交流團不但擴闊了我的視野，亦令我對南京和對中國有了另一種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