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2018/19）  

潮州會館中學 

閩南文化考察與內地升學體驗之旅 

總結報告 

計劃內容  

1. 考察地點：福建省  廈門、泉州  (華僑大學、土樓、古浪嶼、古龍醬文化園 )

2. 行程日數： 4 天

3. 活動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  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

4. 參加對象﹕中四級 (54 人 )

考察目的及內容：  

1. 國內升學初探﹕透過前往福建華僑大學參觀交流，了解其歷史背景、收生要求、設施，科

系、費用及畢業生就業前景。

2. 從藝術角度，透過攝影，鑑賞土樓及鼓浪嶼的建築藝術風格，學習攝影技巧。

3. 通過考察土樓，了解其文化，並結合報告的寫作教學，讓學生學會搜集資料、進行批判分

析、學習寫作報告及訓練說話技巧。

4. 透過參觀考察，加深同學對國情及中國文化的認識。

日程 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第一天

12/3/2019 

(二 ) 

在華僑大學 (泉州校區 )

進行探訪交流

⚫ 認識華僑大學 (泉州校區 )設施、課

程、收生要求，本校已升讀華僑大學

舊生與同學分享內地升學心得。  

第二天

13/3/2012 

(三 ) 

前往華僑大學 (廈門校

區 )進行探訪交流   

乘船前往鼓浪嶼考察  

在酒店內進行研習活動

⚫ 認識華僑大學設施、課程、收生要

求，並與當地港生交流心得。

⚫ 透過攝影、寫生，鑑賞鼓浪嶼的

建築藝術風格。

⚫ 考察鼓浪嶼歷史。

第三天

14/3/2019 

(四 ) 

乘坐旅遊巴前往永定土

樓群   

在土樓群進行考察   

晚上﹕在酒店內進行研

習活動

⚫ 透過攝影、寫生，鑑賞土樓的建

築藝術風格。

⚫ 考 察 土 樓 歷 史 及 中 國 建 築 特

色。

第四天

15/3/2019 

(五 ) 

參觀古龍醬文化園 ⚫ 了解中國傳統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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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評估  

本校獲教育局及「勵進教育中心」之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贊助，中四級全體同學於 3

月 12 日（星期二）至 3 月 15 日（星期五），前往福建廈門、泉州、永定進行歷史文

化考察，並參觀華僑大學廈門、泉州兩校區。同學是次活動目的包括﹕1.認識閩南、

閩西土樓的歷史文化﹔2.認識內地的升學概況﹔3. 透過攝影鑑賞土樓、古浪嶼的建築

藝術風格。 

是次活動，同學先後到華僑大學廈門及泉州校區進行參觀及交流，有助同學了解國內

大學的課程、設施、校園生活等，有助日後升學的規劃。另外，同學亦有機會到永定

土樓群及古浪嶼考察不同的建築特色。回港後，同學須完成研習手冊，並分組製作報

告，於週會與全體師生分享學習經歷，以延展及鞏固所學。 

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積極投入。晚間研習亦能就該天學習目標進行交流及滙報，表現理

想。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4 3 2 1 

1 
這活動能增加我對內地大學的了解 

41.51 56.60 1.89 0.00 

2 
這活動能提升我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 

18.87 69.81 9.43 1.89 

3 
這活動能增加我認識土樓的建築特色 

35.85 62.26 1.89 0.00 

4 
我喜愛這活動 

45.28 45.28 3.77 5.66 

 

是次活動有 98%同學了解華僑大學泉州校區及廈門校區的教學設施及科系，有助中六

同學考慮是否適合離校後往內地升學。 

其次，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土樓建築文化，加深對我國文化的認同感和向心力，

珍視歷史文化，學會欣賞祖先的智慧。學生學會搜集資料、進行批判分析、學習寫作

報告及訓練說話技巧。   

同學亦能在藝術發展課中的攝影技巧運用到考察上，透過攝影，學會細心觀察身邊事

物，明白中國文化有很多值得欣賞、保留及傳承的地方，把中國文化的美具體地呈現

出來。 

 

 

 

 

 

 



學生分享(考察報告)﹕ 

考察報告 

二零一八年至一九年度 

潮州會館中學 

中四級永定土樓考察報告 

一、引言 

學校安排了我們前往永定考察，是次活動由勵進教育中心贊助之「同齡同心學歷史」計

劃，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和「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贊助」，學聯國際

文化交流中心協助籌劃。我們在三月十四日早上乘坐旅遊車，由梁校長和五位老師帶領我們中

四級同學一起參觀永定土樓。 

二、考察目的 

學校舉辦是次活動是想通過考察讓同學從藝術角度、透過攝影、寫生、鑑賞土樓的建築藝

術風格；並從歷史角度認識土樓歷史文化遺產，加深對福建本土歷史文化及對國情的認識。 

三、考察經過 

當天在和悅大酒店食完早餐之後，我們就乘坐旅遊巴前往永定土樓群，路上有說有笑，氣

氛十分歡樂。三個小時後終於到了目的地，我們先在附近的酒店品嚐客家菜，客家菜富有鄉土

氣息，十分好吃。在一頓大快朵頤之後，我們就乘車去土樓景點。我們先到振成樓參觀，再到

其他土樓參觀。最特別的土樓是福裕樓，它經過翻新後，與其他土樓有著鮮明的分別，外牆是

鮮白色的，讓人印象深刻。最後我們乘坐旅遊巴回到廈門。 

四、考察內容 

走在客家星光大道上，沿途的欄杆上有刻有不同客家名人的名字，外頭是一片片綠油油的

草叢。由於剛剛下過雨，空氣瀰漫著一股青草和泥土混雜的氣味。繼續往前走，我看見一個破

爛的土樓，給人一種年代久遠的感覺。沿途有不少旅館和食肆，小河旁一個木製的水車在轉

動，帶有鄉村簡樸的氣息。 

站在振成樓的門外廣場，遠看像一個導彈發射站、一個核反應堆，又像一顆巨大的蘑菇。

門上有著三個巨大的字「振成樓」，有種莫名的威嚴感。振成樓的形狀看似是橢圓形，但其實是

圓形的，有土黃色的外牆。雖然顏色平淡無奇，但卻是最能襯托土樓的。一進裏面，才發現別

有洞天。土樓正中央是祖堂，祖堂既是西式的建築，裏面又是中式的裝飾，掛著祖先的古訓。

由於土樓裏只有一個氏族居住，祖堂是一個家族的核心，有聚集民居的功能，反映他們重視家

族的完整性。土樓內也隨處可見一些對聯，增添了濃厚的文化氣息。 

在鄉村穿梭，終於到達奎聚樓。雖然它不及剛才的振成樓，但經過翻新的它反卻有一股特



別的現代風味，與其他土樓形成強烈對比。可是土樓裏面沒有經過翻新，祖堂略顯細少，但樓

內擔梁雕刻十分精美，瀰補了體積小的不足。奎聚樓的建築結構是中廳高，兩廂低，和其他土

樓與別不同。 

五、考察的感受 

這次的土樓考察令我有很多感想。首先是讓我感到十分震撼，土樓的外觀壯闊、宏偉。它

遠看像一座座攻不可破的城堡，與周邊翠綠的自然景觀形成強對比，衝擊着我的眼球。站在土

樓前方，使我感到十分渺小，就像站在巨人的腳下。這樣的建築規模可以說是世界的奇觀。 

其次，我欣賞土樓居民的熱情。在振成樓的偏室，我們遇到了一個熱情的姨姨。她居住在

土樓內，一看到我們就讓大家坐下，泡茶給我們喝。濃濃的茶香佈滿了整個偏室，大家都靜靜

地喫茶，感受這一刻的悠閑時間。喫茶後，我們和姨姨聊了一會兒，她還鼓勵我們好好學習，

讓我感到土樓居民的好客之道和樸素。 

六、活動不足之處 

土樓考察活動最美中不足的就是參觀時間不足。由於時間緊迫，有許多景點我們都沒有參

觀，例如是客家婚俗生活館和其他各有特色的土樓。我們也沒有購買記念品的時間，令部分人

都感到有點失望，為旅程留下了一點瑕疵。 

另外，無法登樓亦令人遺憾，因為樓上才是整個土樓真正的生活區，居民日常活動主要集

中在樓上。如果能上樓，便可以近距離深入了解土樓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環境，認識他們的

文化習俗，從而達到考察目的。 

七、建議 

針對以上不足之處，首先建議刪減一些不必要的參觀景點，如沒有特色或重覆性的土樓，

把時間集中在藝各香在犢包他士想參觀。同時，可以選擇一些較近的土樓參觀，如南靖田螺土

樓，以縮短車程，滕出時間來參觀。 

    然後，建議明年修改行程，行程中加入登上樓參觀的活動，以便深入了解土樓居民的生

活，進一步認識土樓的歷史文化。  

八、總結 

是次考察土樓已圓滿結束，在此特別鳴謝勵進教育中心及教育局的資助，亦感謝梁校長和

各位老師的照顧，展望明年，希望校方能繼續舉辦全級的考察活動，令我們能增廣見聞。 

中四甲班學生 

胡廣霖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考察報告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潮州會館中學 

中四級永定土樓考察報 

一 前言 

   學校安排了我們往永定土樓進行考察，這次活動由勵進教育中心贊助之「同齡同心學歷史」計

劃，教育局的「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及「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贊助，由學聯國

際文化交流中心協助籌劃。我們在三月十四日早上乘坐旅遊車，由梁校長及五名老師帶領我們中四

級學生一起參觀永定土樓。 

二 考察目的 

   學校舉辦這次活動是想通過這次考察讓我們從藝術角度，透過攝影、寫生、鑑賞土樓的建築藝

術風格－以及讓我們從歷史角度認識土樓歷史文化遺產，加深對福建本土歷史文化及對國情的認

識。 

三  考察經過 

   當日在酒店品嚐早餐後，我們坐上旅遊巴士前往永定縣洪坑土樓群。在車上，大家都在休息，

經過三小時後終於到達目的地。我們在當地品嚐客家菜，在吃飽飯後到土樓參觀，我們首先參觀了

客家星光大道，然後到振成樓、奎聚樓和福裕樓。在參觀土樓後，我們乘坐旅遊巴士回到廈門吃晚

餐以及進行研習活動。 

四 考察內容 

 走在客家星光大道上，沿途可以看到經過雨洗禮後的花草樹木，花草在洗禮後顏色變得鮮艷，

充滿生息。而在路上，我亦在欄杆上看見歷代名人的名字。遠處還有一座損壞的土樓，附近更有土

樓發展成旅館、餐廳等等。在土樓附近有一條小河，河旁有一座水車，水車發出滴答、滴答的聲

音。當時空氣十分清新、但天氣有點冷。 

   站在振成樓的門外廣場，振成樓就像一座小型監獄，外觀更像核反應堆。外牆是灰黃色，令人

覺得十分舊，小窗戶設在屋簷下。穿過大門，走進樓內，站在祖堂外邊，祖堂空間十分大，牆上更

記載着他們祖先所定下的古訓。仔細觀察，發現祖堂前有四根西式立柱，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 

   在鄉村穿梭，終於到達奎聚樓。奎聚樓的外牆在經過翻新後，給予別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門外更掛着一副對聯和揮春。奎聚樓跟一般土樓不同，它是正方型的，外內各有三層樓，祖堂亦比

其他土樓小，主要用途是拜祭袓先。對比振成樓，奎聚樓明顯較為細小精緻。 

五 考察的感受 

這次土樓考察令我有很多感想，首先，我覺得土樓十分宏偉壯觀，令我驚訝中國人的聰明，居



然可以用簡單的材料，建造出一座擁有中西文化結合的建築。這實在令我驚嘆萬千。 

   其次是我很欣賞土樓居民的熱情。土樓裏的村民都十分歡迎我們，而且還請我們喝茶。他們熱

情地招待我們，令我感到一陣濃厚的人情味。與一開始進入土樓時所感覺到的冷清完全相反，想個

簡單而樸素的土樓，竟然識我們體會到厚厚的人情味，與繁華盛世的都市截然不同。 

六  活動不足之處和建議 

   土樓考察活動最美中不足的就是參觀土樓的時間不足，因為前往土樓需要三個小時才能到達土

樓，而且還要吃中午飯，最後只有三個小時參觀土樓，根本不足以參觀所有地方。離開前我們更加

沒有買紀念品的時間，因為怕離開的時候會倒車，所以要提早離開回到廈門吃晚餐跟做研習活動。

當天的行程實在安排得太緊湊了，令到我根本無法仔細觀察土樓的建築特色。 

   針對以上不足之處，我建議可以在當日提早出發前往土樓，亦可以選擇前往一個比較近的土樓

──南靖田螺坑土樓群，車程只需二小時，相信到時會有較多時間讓同學們參觀土樓。 

   另外，我們無法登上土樓亦令人感到遺憾，因為我們無法深入了解當地人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

習慣，實在十分可惜。如果可以上樓參觀的話，必定會加深我們對土樓的認識。 

   針對以上不足之處，我建議明年可以安排一些可以上樓的土樓讓同學們參觀，不能讓同學留下

遺憾。 

七  總結 

   這次考察已圓滿結束，在此特別感謝勵進教育中心及教育局的資助，亦感謝梁校長和其他老師

的照顧，展望明年，希望校方可以為中五舉辦同類考察活動。 

中四級甲班學生 

徐偉倫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