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創知中學 

廣州一天歷史文化考察團 

總結報告  

總結報告 

 考察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五)

 考察地點：廣東省廣州市

 參與對象：創知中學中五級選修中國歷史科同學

 參與人數：22 名學生及 3 名隨團老師

 資助單位及項目：勵進教育中心「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考察行程：

項

目 
考察地點 學習目的 

1 參觀【廣東省博物館新館】 

廣東省唯一的省級綜合博物館，也是國家一級博物

館，以廣東歷史文化、藝術、自然為三大主要陳列方

向，分為歷史館、自然館、藝術館和臨展館四大部

分，讓同學對嶺南歷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2 參觀【陳家祠】 

陳家祠是中國清代宗祠建築。原稱陳氏書院。在廣東

省廣州市中山七路。該祠規模宏大，裝飾華麗，是廣

東地區保存較完整的富有代表性的清末民間建築。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陳家祠始建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於

光緒二十年(1894)，佔地面積 1.5萬平方米。 

3 參觀【大元帥府】*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元帥府舊址為依託建立的遺

址性紀念館。紀念館北樓有“孫中山在廣州三次建立

革命政權”的基本史料陳列和專題陳列。 

4 參觀【廣州購書中心】 

廣州購書中心佔地 1.8 萬平方米，是廣州市規模最大

的龍頭書城，有「神州第一書城」的美譽。同學能在

此靜心閱讀/選購心儀書籍，並能感受廣州人濃厚的閱

讀風氣。 

5 參觀【廣州上下九路】 

步行街全長約 1218米，現存的主幹道舊建築以騎樓為

主，多為清代建成，在吸收歐洲和北方滿洲的建築風

格同時，又保留了西關的傳統建築風格，其附近還有

華林寺、西關大屋保護區等文物建築，讓同學對嶺南

傳統歷史文化有更深認識。 

*由於是一天行程，因考察時間過於緊迫，最終刪減了參觀【大元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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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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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感想 (節錄)：

1. 在今次廣州歷史文化考察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廣東省博物館和陳家祠裏的雕

刻。在廣東省博物館和陳家祠裏有不少雕刻都能盡顯當時雕刻師傅的手工。在眾多雕

刻中有一個今我嘆為觀止，那一個雕刻不但十分仔細，而且在雕刻中有一個球體，球

體中共有五十多層，它們的花樣都不一樣。而且每一層都能轉動，令人大嘆當時師傅

的手工。在陳家祠中的屏風也有不少富有寓意的圖案，例如五福臨門。而在陳家祠的

屋頂的雕刻更以中國人民最為熟悉的故事，例如八仙過海。

2. 這次廣州考察讓我的收穫不少呀，之前我也去過廣州，但卻從來沒有去過這些具有

歷史價值的地方。就比如陳家祠，在此之前我都有聽說過在之前姓陳的宗親捐錢建了

這個陳家祠堂。當我即將跨進大門的時候，看見門前的一副對聯，寫得很工整，「一

祠函藻採五單名片曉日爭輝，四壁燦瑰奇百粵華堂春風又滿。」橫額寫著「陳氏書

院」，讓我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也讓我覺得是一種的驕傲。自己終於有機會來到這裡

看一看從上個世紀保留下來的陳家祠堂。這里也是當時為姓陳子弟提供讀書的地方，

所以一進門就有一個集賢堂，想想這里曾經出了多少陳氏家族的驕傲呀！里面還放有

一些的江南雕刻和舊的桌椅在房間內作為展覽。反正無論是我進去還是出來之後，我

都感到一種很強的自豪感。雖然這次未能慢慢地把整個陳家祠細細看一次，但是這次

的參觀是激發了我日後想再來的興趣，想慢慢體會這附有歷史價值的陳家祠。我深信

下次再來，肯定又是另一番的體會。

其次，去了書城，那里的藏書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像，這里各種各類的書都有，簡直

是多不勝數呀！但這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中史書，那裡擺放了各種各樣的書在裡面，

歷朝歷代的書都有，裡面有很多的書都很值得我去看，去慢慢地研究，我覺得這樣看

中國歷史才是最有味道的。去完這裡之後，勾起了我想大量看書的興趣，真的這種感

覺我終於都找回來了。

最後，這次的廣州考察讓我的收穫太多，恕我不能逐一細說。

3. 在 12月 20號的時候，我們中史科去了廣州進行考察，我對這次的考察十分期待。

去到廣州後，我們第一站去了廣東省博物館，可惜歷史展館因為裝修而暫停開放，但

是我們也在另外一個展館地質館進行參觀。展館裡有很多礦石展出，也有一些象牙雕

像，製作精美，實非平常手工藝可以比擬。在展館裡也有一些恐龍的化石展出，例如

雷龍、劍龍，甚至有霸王龍，讓我大開眼界。

在參觀完博物館後，我們去了吃午飯，同學們都很餓了，菜一上桌就已經被清空了。

午飯後，我們去了陳家祠。陳家祠在以前是由一些陳氏富商出錢一起興建的，讓他們

以及後代死後有一個「落腳」的地方。陳家祠的建築群十分美觀，從外面看就已經感

受到那種年代感，卻不會覺得過時。

旅程的最後，我們去了上下九路，嚐到了不同的美食小食，只可惜因為路上堵車而導

致時間不足，無法再多逛一會。

廣州是一個具有相當價值的商業城市，因為除了是廣東省的省會，更處於海邊，對於

航運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4. 經過 12月中的中史廣州旅行，我明白到很多關於廣州的歷史。當天上午我們大約

九時多乘坐高鐵到達廣州 其後我們登上旅遊巴的時候導遊一直跟我們說了許多關於廣

州的歷史，其中包括廣州名字的由來、地理位置、以及其出產的物品。第一站我們到

達廣州歷史博物館，導遊帶了我們走遍整個歷史博物館,博物館的展覽包括化石、玉

石、及種種古代工具，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玉石雕刻，令我眼前大開，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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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古代人的雕刻技術水平。其次我們還到了廣州圖書館，圖書館的大小與我想像中

有極大出入，廣州圖書館當中的歷史書籍種類繁多，我們很多同學都購買了各式各樣

的參考書。最後我們去了陳家祠，見識到古代科舉生溫習放鬆的地方。返回香港前我

們到達了上下九路購買和品嚐不同的廣州美食。這次旅程令我學懂了很多廣州不同的

歷史，更讓我對中史更加感興趣。 

5. 在今次的廣州考察旅程，我參觀了很多地方，雖然是次行程趕急，但大部份的景點

都能夠到達，我最深刻的是乘坐了國家的高鐵，因為那次是我第一次乘搭國內的高

鐵……乘坐的時候感覺很快，亦都得舒服，沒有甚麼頭暈的感覺，我亦覺得現今國家

的科技發達，因為高鐵真的很迅速亦很方便。而我參觀了不少的景點，例如有「陳家

祠」、廣州的「上下九路」、「廣州書城」等等，我較為深刻參觀的景點是廣州書

城，因為那裡有各式各樣的書籍，亦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書目內容，例如有「歷

史」、「政治」、「運動」、「數學」等各種不同內容的書籍，這個書城令我獲益良

多，令我更認識各式各樣的書籍，增添我的文化氣息和讀書的興趣，而這個書城的書

藉價錢亦不是很貴，所以非常值得去行逛和消遣，借以消磨時間。我亦對「廣州上下

九路」好深刻，因為那裡很大，亦都有很多廣州的特色美食和用品。我品嚐了不少的

廣州美食，很美味可口。那個景點亦是廣州一個很出名的景點，購物消遣也是一個不

錯的地方選擇。 

最後，我對是次的中史科考察感到滿意，亦都獲益良多。 

6. 我十分幸運可以在中五參與中史在廣州的考察考察活動。我們參觀了在廣州具有傳

統代表性的陳家祠，廣東省博物館，廣州購書中心等，都是被歷史濃厚的包圍著。是

次活動令我們同學豐富了在歷史裡的視野，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裡路，這一次的

活動深有體會。

參與了這次的中史考察活動受益良多。

在參觀廣東省博物館我們看到了平日裡課堂以外的歷史知識，了解到的不單單只是歷

史範圍。接下來是一個小時的圖書時間，讀書破萬卷，購書中心的圖書範圍也比起普

通的書店相較大得多，有關歷史的書籍內容也比較豐富，比起教科書的內容更為生

動。再是傳統代表性的陳家祠，陳家祠也是廣州人的一種大家庭模式的代表，裡面的

氣息和氛圍都跟其他的祠堂不同，真真正正的體會到何謂傳統的觀念，也是見證了歷

史變遷下人們對於傳統家庭轉變的重要地方。最後我們在上下九步行街自由參觀以及

品嚐了廣州的特色小食。這次的中史考察頗為豐富。

7. 經過一日廣州遊之後，我覺得這次旅程裏可以欣賞到歷史建築和一些歷史文物，首

先我參觀廣東省博物館，館內有很多歷史文物讓我們參觀，其中館內有一個展覽廳是

我覺得最值得欣賞的就是恐龍展覽廳，因為這個展覽廳內有很多恐龍的骸骨有小至大

都有，其中有一個恐龍骸骨是全館最大的是比其他普通恐龍的骸骨的兩倍，原來恐龍

在人類未出現之前就開始生活，直到火山爆發才令他們滅絕了成為現在的化石，之後

去了有很多擺放藝術品的展覽館，那裏的展覽品非常漂亮其中有一樣展覽品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但是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但我記得它的樣子，雖然很奇怪但這件展

物的細節非常真實，栩栩如生，接著我們去了陳家祠，我覺得陳家祠很有歷史建築的

風味，其中祠內的聚賢堂令我覺得返回在古代時候的家，堂內的展覽品都模仿得在古

代的時候的樣貌，之後再往那裏一項看到庭院很大有數棵樹，若在夏天坐在這個庭院

的話，應該非常涼爽。最後一個景點就是去上下九路步行街，內裏有很多商舖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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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而且那裏的物價非常便宜，完全要花一整天的時間在這裏欣賞，最後我覺得這

個旅程非常滿足。 

8. 我好高興可以參加這個一日來回的廣州之旅，從中可以學到好多新事物，當日我們

去了廣州圖書館、陳家祠等等。令我最深刻的地方是廣州圖書中心，這個圖書中心，

所有人都可以進入。其次，我平時又很少回內地，我是第一次來到廣州，當地的空氣

比香港好，而且當地購買的食物非常便宜，比香港好很多。經過這次旅程後，我發現

廣州已經比香港進步，科技發展比香港快，這次旅程令到我有很大的回憶，有深刻的

印象，這次旅程非常難忘，多謝勵進教育中心的資助。

9. 天剛破曉，我便興奮的準備出發，為了不錯過這次期待已久的廣州之旅。早就已經

聽說過廣州了，但還沒有機會近距離的遊覽，以及深度的瞭解其風土人情。這次是一

個非常好的機會。 在去廣州的路上也有幸體會到了高鐵的速度以及平穩。終於到了，

第一站是廣東省博物館，可惜的是歷史館關門了，不過瞭解一下廣州的動植物及地質

也是個開闊自己知識面的良機，可謂是陰差陽錯吧。下一站我們在廣州圖書心中心度

過了一個充滿書香的下午，最後又到達陳家祠關賞，瞭解到了廣州本土的藝術及文

化。 此次旅程使我受益良多，開闊了自己的視野也增加了對廣州的瞭解。

10. 在經歷了一天的廣州考察，對這陌生的城市我有了自己的感想。

在一天的廣州考察經歷當中我感受到了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從新九龍坐高鐵前

往廣州也就僅僅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在這一個小時內的高鐵行進過程中我對廣州這

一城市的期待感在不斷的加劇。剛下高鐵走出高鐵站坐上接送我們的大巴士，望向窗

外令我頗有感觸，道路阡陌縱橫，樓房排列井然有序。遠遠的可以眺望到那高聳入雲

的廣州塔，讓我有些心生嚮往想一睹廣州塔的容貌。前往市區的過程中映入眼簾的便

是巨大的名為廣州圓的建築，我的心裡有了些震撼，讓我明白了祖國的建築發展在不

斷的進步。

下午的廣州圖書城，讓我有所收穫，令我好好感受到了人文的氣息。我買了幾本書以

便我日後的學習用。

這一次廣州之旅讓我有所收穫，也讓我體會到了祖國的發展與進步。

11. 20/12一群選修中史的中五學生去了廣州歷史進行考察，我很期待坐高鐵因為是

第一次坐。之後我們第一站去了廣東省博物館，當我一眼見到博物館的整體外觀時，

我就覺得它的樣子大氣磅礴，別具一格。在繁華鬧市里，在高樓大廈前博物館顯得十

分普通。但平凡中卻給人一新的感覺，外觀牆壁上凹凸有致的浮雕藝術，就更加展現

出他的與眾不同。再進入大廳，就好像走入一座華麗的皇宮，別出心裁的設計，令人

眼前一亮！我們去了海洋展館，就像入了海底世界一樣美麗。千千萬萬的海洋生物模

型懸掛在高空中再加上藍色的燈光，展現出一片壯觀的場景。然後我們去了廣州購書

中心，當中非常之多不同類型的書。然後我們再去了陳家祠，它的外型非常特別。最

後我們最終由廣州返回香港。

12. 那天我五點半出門，大清晨的天還沒亮就得趕高鐵去廣州，是因為一天行程安排

有些緊迫，事實也是如此，想起後來只有二十分鐘在小吃街覓食，搭乘高鐵顯然要比

坐大巴明智很多。

登上高鐵，很快到了廣州，而行程的第一站是廣東省博物館的歷史館，只可惜當天沒

有開館，但並非是此行就一無所獲，當即就把矛頭對準了隔壁的自然館，也算是領略

了一番廣州的自然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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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博物館，然後在導遊的帶領下到了一間餐館用膳，接著去了廣州購書中心，那

是一棟三四層高裝滿了書的建築，各種書籍應有盡有。 

而後又到了陳家祠，陳家祠光看周邊的圍牆就可以感覺出它的占地面積很大，而且建

築的內裡結構精緻而又複雜，像是別有洞天的迷宮，另外整個陳家祠的屋簷和屋內的

欄杆上遍佈著雕刻著彩色的精美絕倫的浮雕，這也許就是屬於中華式的華美；再加上

在室內展覽的各種殘留歷史痕跡的文物中，我能感受得到當年陳家的興旺發達……總

而言之，是次廣州之旅去了陳家祠就可以說是不虛此行了。 

最後是廣州的最後一站，叫什麼步行街來著，我沒有發現很多小食種類，大部分都是

長沙臭豆腐和串燒之流，也許是時間有限導致沒有完全探索步行街的全貌…… 

最後在高鐵站加餐一頓，然後回香港就沒了。 

13. 我覺得這次的廣州考察對我來說印象深刻 我看到了中國正在迅速崛強大的經濟實

力。廣州非常繁華，到處都是非常發達的科技，完全比得上香港。就比如廣州塔為

例，我之前一直都只是聽講過它有幾美，但當我們到現場拍照，才見識到它的美麗。

這次的旅程讓我真實的見識到了廣州好多的特色以及曾經歷史的遺跡—依然保存的非

常完整，例如陳家祠在保護下不但完整，還有可以在內找到以前的人是怎樣生活的痕

跡。它的前廳後堂也是非常整齊乾淨俐落。還有廣州書城，裡面總共有七八多層樓，

書籍大多位於底下三層樓：雜誌在一樓；歷史書在二樓。裡面的書籍令人大開眼界。

此次考察影響到我對中史的研究，令我更願意去學習，令我更加喜歡中國歷史。

14. 在這次的歷史考察中，令我學識了很多，當我們去到了廣東省博物館參觀，但是

很可惜我們未能夠去到原來想要去的地方參觀，幸好也能去到自然生態展廳，令我最

嘆為觀止的是那裏的恐龍模型，模型十分高大，令人感到十分逼真，尤如正身處於恐

龍時代。過後我們去了廣州購書中心，中心裏放滿了不同類型的書籍，裏面充滿着書

卷氣息，購書中心中除了可以購買書本外還有其他的商品，最後我也買了一本我在裏

面最喜歡的書。接下來我們去了陳家祠。廣州的交通不太流暢，大部分時間路面都十

分擠塞，過了很久才終於到達了陳家祠。裏面有不同的藝術產品，地方十分廣闊和清

靜。在這次的考察中我最喜歡的地方是步行街，步行街有很多不同的美食而且十分便

宜，可以在那裏待上一整天，可惜時間不夠便要起程回香港。這次的考察令我體會到

更多。

15. 這次很高興能透過學校中史組參加一日廣州行，這是中史科的第一次考察，此次

意義非凡，是我人生第一次來到這，在大巴車的路途中不難可看見許多高樓大廈插入

雲霄，富麗堂皇。廣州亦有不少風格迥異的建築，但在現在蓬勃發展的祖國中，我也

見慣不慣了。最重要的是很榮幸能參觀到廣州省博物館、陳家祠以及書城，開拓了我

的視野，瞭解了廣東的歷史文物與建築。不僅如此，陳家祠的建築工藝也是豐富的，

充斥著古時的建築氛圍，讓人身臨其境，也深深震撼了我。只可惜好景不長，匆匆忙

忙趕往下一個地點，書城對我的幫助甚大，對於我這種不愛看書的人來說，身處於香

港更可謂是一大難事，所幸買到了幾本喜歡的書籍。最後的行程是在步行街上短短享

受了街邊小食。總體來說，此次一日考察別具意義。

16. 這次的廣州考察團讓我見識到很多廣州歷史遺跡及廣州的地標等。在這次的活動

中，讓我最深刻的就是在廣州書城，內裏有很多值得看的圖書。而在廣東省博物館

內，我就能看到一些恐龍的遺跡以及一些其他動物所留下的遺跡。在導遊的講解下，

我明白到陳氏家族在清朝時時無論在權力和錢財都有著很高的地位。陳家祠內的柱子

雕刻了很多民間故事，例如八仙過海。而且陳家祠從大門向右走來到一個叫做象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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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館，我看到了不同的象牙雕刻品，非常精美，手工十分精湛。廣州的著名地標小蠻

腰(廣州塔)十分壯觀。在今次的考寮活動中讓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對廣州的了解

有所提升。 

17. 廣州一日遊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陳家祠。進入陳家祠後，最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對

威武的石獅子，我覺得它們給人一種十分莊嚴的感覺。走進門，看到的就是裡面各種

雕塑的屋頂，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各種雕都是最具有中國古代氣息的東西，而陳家祠裡

面的屋頂就是充滿了這類的雕塑，有鏤空的花紋，還有各種神獸等等，總體看上去十

分的古色古香，而且就算有這種雕塑在上面，也十分的賞心悅目。

總體而言，陳家祠裡面的各種雕塑是非常有特色及具有代表性的，這充分的體現了當

時民間手工技術的精湛和高超的手藝。陳家祠不愧為中國的一塊歷史瑰寶。

其次是購書中心，我在裡面看到了許多種類的書本，實在不得不感到學習的還是太少

了，需要多多看書，瞭解國家歷史。其實不僅歷史書，還有別的各種書本，要多看書

才能夠豐富自己的文化。

18. 這次去廣州考察給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回憶。廣州的建築物，美食以及文化都給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導遊津津樂道的廣州圓，到無比美型的小蠻腰。廣州的文化

和風土人情都深深地刻在了大到最高的建築物，小到小街小巷裡的美食。廣州作為絲

綢之路的起點，一直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其經濟在改革開放後更是高速發

展。這次的考察讓我到見識的是其在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再到改革開放後的一步

一步歷史進遷。而我也在這座大城市中看到了廣州人特有的精神，使這座城市強大的

不只是地理位置，更多的是廣州人一代自帶所傳承的精神。大到萬丈高樓，小到行人

路上的一磚一瓦都是廣州精神的凝聚。而在這打拼之外，廣州人的生活可謂是內外兼

顧。五湖四海的菜色都可以在廣州找到，而天南海北的小吃則排滿了大街小巷。陳家

祠的大堂中充滿了中國傳統大家族的氣息，對比現代社會的三口之家可謂是別有一番

趣味。而上下九路的美食更是讓人垂涎三尺，光是烤串的香氣就讓我有一種一輩子住

在廣州的衝動。

19. 今次的中國歷史考察來到著名的羊城-廣州，早上由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坐高鐵到廣

州南，之後就去參觀了廣東省博物館，這裡不僅有岩石、寶石、中草藥等展覽品，還

有一比一的恐龍模型，這讓我大開眼界。

吃完午飯後，我們去參觀了廣州購書中心，我們可以在裡面盡情的暢遊在書海裡，而

我更是愛不釋手，所以就買了兩本科學書回來。

看完書後，我們又去了著名的陳家祠，陳家祠裡的雕刻五花八門但又出神入化，其中

更有不少民間的傳說雕刻，例如八仙過海等，而我們可以從陳家祠屋頂的雕刻中看出

它以前的地位，房頂上有兩條龍，這代表了以前有人當了大官才可以在房頂上增添的

雕刻，讓我深刻了解到了以往社會階級的森嚴。

最後我們去了人山人海的上下九步行街，我們在這條美食街裡流連忘返，以美食結束

我們這次圓滿的歷史考察。

20. 我認為這次的廣州考察對我來說印象深刻，我看到了我國正在迅速崛起的經濟實

力，廣州處處都是高樓大廈，非常繁華，完全不遜色於香港。例如廣州塔，像一座小

蠻腰，我們還在底下拍照，以前只聽說過它的雄偉，這次的旅程讓我真實的見識到了

廣州塔的高大。廣州城內曾經的歷史遺跡也沒有被遺忘，依然保存的妥妥當當。例如

陳家祠在保護下不僅完整，可以找到它過去的痕跡。我發現陳氏祖堂的設計擺設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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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它的前廳後堂也是規規矩矩。還有廣州書城，裡面的書籍數

不勝數，令人目不暇接。此次考察我覺得影響到我對歷史的研究 令我更加熱愛歷史。 

21. 初到廣州，這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好奇的！最初還幻

想著沒有如同香港的繁榮，但是真正的到達廣州後才發現我是坐井觀天，廣州如同香

港一樣繁華，土地面積也遠超香港，不同的建築物也層出不窮，令我影響最深刻的是

銅錢大廈，真就如同一個銅錢一樣，在陽光的照射下金碧輝煌，十分的壯觀，之後我

們去了廣州省博物館，博物館裡有不同的東西，植物標本，礦物標本，以及恐龍骨

架，對於我來說看到一個 2層樓高的骨架，確實是第一次，對我而言十分的震撼。之

後我們去了酒樓吃飯，菜品豐富，菜式多樣，而且十分具有廣東風味。後來我們去了

廣州購書中心，不得不說這座書城是真的大，比起香港的簡直大了不知道多少，不同

的分區看得我眼花繚亂，而且內裡有著奶茶店，不少人都點了杯奶茶坐著哪裡享受，

但是卻沒有喧嘩的聲音，依然十分安靜。不少角落都能看到一個人拿著書在看，仿佛

進入書的海洋無法自拔，而我也精心挑選了一本書，帶回了家，心情十分愉悅。後來

我們去了上下九路，一下車一股香味撲面而來，大大小小的美食店，在眼前多的數不

勝數，而且價格公道，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時間太短了。總體而言，這次廣州一遊獲

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