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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周慶中校長

辛亥年的學生是幸福的。
雖然本校位處新界西屯門區，但憑著老師的熱誠，歷年來積極聯繫辦學團體

東華三院、教育局及其他機構，尋找外間資源籌劃全方位境外學習活動，讓學生
的學習能離開學校、離開香港，延伸於外。

每個境外學習團都有其學習目的。本校在2017至2018學年共有14個境外學習
交流活動，全校約有一半老師參與籌劃或帶領學生外出，足跡遍及中國、日本、

哈薩克斯坦、新加坡、馬來西亞、波蘭、捷克、匈牙利、英國、美國等國家，
學生能從中學習各地的歷史文化與科技發展，又能接觸不同的風土人情。透
過一連串與當地學生互動交流的活動，學生既可以學習語文，又可以體驗當
地的衣食住行文化，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歷。

在此，感謝學校的教師團隊認同學生境外學習的需要，無論在撰寫
計劃書向外申請撥款、籌劃行程、處理招標、事前培訓、裝備學生、行程
上的照顧及應變等各方面，都展現了辛亥年關愛學生的美好景象，盡顯
教師們為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學生學習經歷的無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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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神貫注，不容有失。

雙十團隊總指揮

雙十中學是福建省重點中學，STEM教育成績居全國前列位置。

設計路軌前先來個「圓圈」會議

mBot編程編出友共情
一探訪姊妹學校福建省廈門雙十中學

社區關係組及STEM組師生一行36人，在4月2日探訪了姊妹學校福建省廈門雙十中學。是次探
訪雙十中學，除觀課及參觀學校外，辛亥同學亦與姊妹學校同學進行了一場mBot機械人編程設計比
賽。比賽時，兩校同學互相討論，互相合作；賽後，同學們交換聯絡方法，友誼得以建立。

2 姊妹學校交流團

《東華辛亥‧廈門雙十》2018



齊心就事成

在嘗試中學習

同學先用環保紙建構路軌，設計越複
雜，所得分數越高。同學然後利用iPad軟
件編寫程式，讓機械人可沿路軌走動，最
快抵達終點或完成最長路程者為勝。

mBot機械人編程設計比賽

編寫程式後，要嘗試將mBot放在路軌上行走，並即時修正偏差。

雙十同學謀定後動，先構思才編寫程式，令人佩服。

雙十同學輕鬆掌握mbot操作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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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便知是香港學校來交流了！

出軌了！

楊sir來評分

設計最突出，但又是最難編程的路軌。

這是雙十中學的校徽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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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廈門又怎可不遊土樓？

參觀廈門科技館

新科技與古土樓

參觀雙十中學設計與科技室

雙十老師說明螺旋槳的活動原理

是次交流除探訪姊妹學校外，辛亥同學還遊覽了最
古舊的福建土樓和最先進的廈門科技館，大開眼界。

集中念力，準備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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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向榮譽團長王樂得先生、何超蕸小姐和
團長彭楚夫先生致送我校紀念品。

同學在比賽中贏得精美的面譜

與團長們共進午餐

遼寧省協聯會和東華三院於8月5至10日合辦「遼港青
少年夏令營2018」。是次夏令營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
長劉建豐先生擔任榮譽顧問、遼寧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
主任王樂得先生及遼寧省政協常委何超蕸小姐擔任榮譽團
長、遼寧省政協委員彭楚夫先生擔任團長和4位副團長，
帶領東華三院屬下5所中學近70名師生，連同遼寧省青年
聯合會近20位香港委員，浩浩蕩蕩參與6天考察交流活
動，深度認識東北遼寧現今科技發展及其悠久歷史文化。 同學手舞足蹈高歌落力表演，感謝團長們悉心的照顧。

遼港青少年夏令營2018

遼港姊妹學校情誼長   東北科技產業意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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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實驗學校張麗文校長與本校師生合照留念

同學高興展示勝利姿態

本校社區關係組梁雲鳳老師、體育科霍平
山老師和另外4所東華三院屬下中學師生暑假時
前往拜訪遼寧2所姊妹學校—遼寧省實驗學校
和瀋陽市120中學。遼寧省實驗學校已與本校締
結3年，我校師生受到張麗文校長和師生們熱情
招待。兩地學生先進行破冰遊戲、體育競技，
然後結伴共進午餐，互換見面禮，交換聯絡方
法，建立友誼。是次東華三院屬下有3所中學與
瀋陽市120中學進行締結儀式，該校師生介紹有
關東北的歷史，加深我校同學對祖國認識。

莫芷妮同學致送畫作給姊妹學校
全體師生

許明睿同學結識了新朋友

兩校學生共進午餐
瀋陽市120中學學生解說學校歷史

拜訪遼寧姊妹學校

姚麗欽同學與新朋友交換見面禮

同學在競技遊戲中全力作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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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的路線圖

「瀋陽航空航天大學」研發部

全體在水洞外大合照

大家穿上厚羽絨外衣進入水洞

香港近年推行創新科技教育，而遼寧省正是
中國高端科技發展的重工業產區，是次夏令營團
長們在百忙中抽空親自帶團，安排本團到「瀋陽
航空航天大學」和「華晨寶馬生產線」參觀，讓
學生親睹飛機、汽車的製造過程，增添對STEM
教育的興趣。本團所到之處非一般公眾人士可參
觀的考察點，可見團長們事前為學生悉心規劃精
彩的行程。

參觀高端科技發展 

今年夏天全球多地均出現酷暑的情況，遼寧省氣溫更打破歷史紀
錄。團長們貼心安排學生乘搭高鐵到本溪市水洞考察，過了透心涼的半
天。本溪水洞有「中國十大奇洞」之稱，全長5800米，現已開發2800
米，屬「國家5A級旅遊景區」。乘小船而進，涼意撲面而來，暑氣全
消，兩旁怪石千姿百態，令大家讚嘆不已。這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體驗！ 

消暑本溪水洞考察

王尹朗同學和劉宏軒同學最愛的戰機
寶馬生產線展室留影

高高興興乘高鐵去本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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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講解場地單車的特性

男運動員均側望她們…哈哈！只因太吵耳了！

瀋陽師範大學教授指導京劇造型

與金牌運動員及京劇大師會面 
以往學生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金牌運動

員、金牌教練，現卻可在「遼寧省體育局柏
葉訓練基地」跟他們對話、拍照，觀摩科學化
的訓練。同學更在運動員指導下，嘗試槍械射
擊、場地單車等運動。學生又參訪「瀋陽師範
大學」了解京劇的淵源，學習如何欣賞此門藝
術，並試穿著以黃金線刺鏽的京劇服裝，模擬
京劇人物的手勢造型。

作賽中……誰勝一籌……體育老師與遼寧省體育局會面商議合作計劃

我們爭相跟公主造型的莫芷妮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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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李靖邦校長、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楊俊文校長、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學吳副校長、東華三院

教育科學務主任（中學）張業崇先生及東華三院辛亥年

總理中學周慶中校長合照

兩地中學校長進行簽約儀式

姊妹學校為我們的學生安排學伴

一七一中學的圖書館及籃球館

參觀電腦室

學生在一七一中學享用午餐

「攜手共成長」京港兩地中學生伙伴行動
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和東華三院於9月9日至14日合辦「『携手共成長』京港兩

地中學生伙伴行動」交流團，來自東華三院十八所中學的學生代表，到訪北京與姊妹學校師生交流。

本校楊金鳳老師率領學生和另外兩所東華三院屬下中
學師生前往拜訪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學。拜訪當天正值敬師
節，一七一中學吳副校長、老師向我們的老師送贈花束以表
心意。是次我校和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與北京市第一七一中
學進行締結儀式。吳副校長與老師熱情地招待，為學生安排
充實的活動，讓同學感受內地中學的學習文化。上午，我校
同學到課室聽課及參觀學校設施。下午，我們與一七一中學
的學生進行了一場籃球友誼賽。比賽過後，學校更安排了我
們上中國文化傳統課，學習扎染、國畫。最後，我校與黃鳳
翎中學的學生與一七一中學分享香港的學校生活，校長、師
生互相致送紀念品。

與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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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友誼賽

全體學生展示學習成果

學生分享學校生活

校長與師生合照

學生與學伴互相送贈小禮物

學生上國畫課 11姊妹學校交流團



嘉賓在寫有「京港兩地情．共築中學夢」的卷軸上簽字並合照 雙方交換禮物

學生參觀

清華大學藝術館

參觀清華大學

十八所中學的學生代表高唱《東華心》以感

謝北京各機構的招待

國情講座由對外
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
院教授博士生王劍峰
先生主講，講座主題
是「大陸經濟發展中
的金融創新」，加深
學生對大陸金融創新
概念的認識。

國情講座

參觀北京市最新環保建設

參觀清華大學、在校港生交流、
東華三院董事局成員參與交流

當地的人員向我們介紹最新環保
建設，包括太陽能發電、各種節能的
研究設備等。

除了拜訪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學外，師生一行與東華三院董事
局成員還到了清華大學的校園及藝術館參觀，感受清華的文化氣
息。清華大學的學生分享他們在清華大學的生活。最後十八所學
校的學生代表與台上的師生一同高唱《東華心》以感謝北京各個
機構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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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故宮博物院

參觀北京市規劃展覽館

參觀天安門廣場及北京故宮博物院

參觀鳥巢、水立方
我們一同參觀北京於二零零八年舉辦奧

運時所興建的兩個體育館：鳥巢及水立方。
學生表現興奮，到處留下倩影，更對祖國的
建築讚嘆不已。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位於北京東城區，展館共分為
四層，分別以展板、燈箱、模型、圖片、雕塑、立體
電影等形式介紹北京悠久的歷史及城市規劃建設。館
內不同的展示方式極具吸引力，加深同學對祖國歷史
與城市規劃的認識。

北京為中國首都，有許多令人讚嘆的古蹟，其中天安門廣場
與故宮是到北京不可不到的兩大景點。站在天安門廣場前，學生
可以感受國家慶典時大規模場面；站在故宮內，學生環顧整個紫
禁城，心神進入時光隧道。

十八所中學校長於天安門前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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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享用完豐盛的自助餐，實在太滿足了！

大家都十分投入與西安市第六中學的交流活動

導遊哥哥正認真、詳盡地講解文物的歷史

筆走龍蛇，蒼勁有力，如此書法，
值得膜拜！

與守護神合照

長生殿前留倩影

西安歷史文化之旅
2018年6月16日至20日，王翠屏老師和王茜老師帶領20位同學正

式踏上西安尋幽訪古之旅。匆匆五日的時光，大家遊覽了不少重要的
古蹟，觀賞了不少珍稀的文物，認識了不同朝代的歷史，也獲得了難
能可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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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的左右護法，帥吧！

來到歷史如此悠久的古城牆，大家當然要留影啊

力拔山兮氣蓋世，看我表演吧！

兩小兒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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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頭蕃臣，令人唏噓！

我愛西安，不惜躺在灼人的地板上

抱歉，打擾了，有人在嗎？

天下唯我獨尊！
能來到中國現存最完整的古
城牆，實在太令人振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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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領隊與導遊帶給我們如此珍貴的回憶！

美景當前，禁不住耍帥的韓組長

聖水須小心供奉

謹代表玄奘法師跟大家說聲：阿彌陀佛！施主有禮了！

臨別依依，我們要以最燦爛的笑容跟西安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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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全日空機體維修中心

家用電器生產工場

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早稻田大學

其他學習經歷日本交流團
本校20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於6月25日至29日一同前往日本東京進行5日4夜的考察活

動。同學們不但遊覽了日本的名勝古蹟，了解當地文化，更有機會參訪當地的科研機構和大
學，以了解日本在科技科學方面的發展及升學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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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漫畫大學藤子‧F‧
不二雄博物館

同學遊覽淺草雷觀音寺期間也不忘品嚐
日本傳統街頭美食

品嘗日本美食—天婦羅餐

嚐到美味日式餃子就笑
逐顏開

在日本的第一餐

坐時光機一起回到江戶時代

夜遊秋葉原別具一番風味

學習江戶文化

早上七時參觀熙來攘往的板橋車站

浪漫的彩虹大橋

血拼秋葉原後的滿足笑容

同學們前往歷史
博物館及著名歷史遺
跡，認識日本從江戶
時代起的文化發展。
同學又深入了解日本
流行文化，如主題樂
園和電玩漫畫等。 

歷史及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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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度鏡頭下把遼闊的飛機維修中心盡收眼底

三菱未來技術館電車駕駛體驗化身ANA維修工場工作人員

在森林間專心聽講解，認識日本原生植物

在自然教育園吸收清新空氣

環保的一課—電器回收再造

同學們有幸獲安排參觀大型基建如
日本全日空機體維修中心，與技術人員
進行交流，了解先進的科技研發項目。
同學更到家用電器回收場，學會如何回
收電器及循環再用金屬部件，了解當地
如何推行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政策。

科技與科學

同學穿梭全日空飛機工場了解
各飛機部件製作工序

走出學校上科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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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日本著名大學—早稻田大學升學講座

想在早稻田順利畢業就要摸一摸銅象於早稻田大學創校元老大隈重信的紀念象前聽大學輝煌校史

漫遊綠樹成蔭的早稻田大學校舍

早稻田大學
同學們有機會參觀世界知名的日本私立大學—早稻田

大學。大學代表熱情招待本校同學，不但帶領他們遊覽大學措
施，更安排了入學講座，介紹日本升學資料和特色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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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其他人都
會欣賞你的努力！」

對於大部份同學來說，在布拉格廣場作街
頭表演，是一項做夢也想不到、不可能的任務。
但原來當笛子聲在廣場響起、Acappella的和弦
在古老的建築迴盪，透過一支結他、一個繩結、
色彩繽紛的彩繪及精彩的民族舞蹈，同學們只要
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帶著使命，以香港獨特的中
西文化藝術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互相交流，便
能換來不少肯定。這絕對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We come from Hong Kong!!

街頭表演—Acappella

街頭表演—合唱小組

街頭表演—新疆雙人舞

表演吸引很多遊人圍觀

遇上熱情的遊人與我們一起表演

「一帶一路」遐邇貫心
一東西文化藝術交流之旅

布拉格舊城廣場街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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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訪的師生與大使及工作人員於大使館拍照留念

「我來自巴西」、「我來自英國」、「我來自奧地利」、「我來自斯洛伐克」……
這所中學全校只有百多人，卻來自五湖四海。當地同學們先後分享自己家鄉

的趣聞，而辛亥年的同學們就預先拍下香港的大街小巷，再以VR眼鏡向當地同
學呈現香港這彈丸之地的魅力，自豪地告訴大家：「我們來自香港。」

參訪中國駐捷克大使館

探訪捷克中學─VIRTUAL REALITY

同學向大使介紹本校特色

校長向大使致送學校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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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國家歌劇院欣賞芭蕾舞

華沙大學的校長室

布拉格國家歌劇院欣賞芭蕾舞─「形諸舞詠」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這是一場不訴諸語言的交流。長達幾小時的芭

蕾舞劇，不著一字，同學們不時金精火眼，不時低
語讚嘆。

布拉格國家歌劇院長久以來是一個極具水準的
歌劇表演場地。劇院內部佈置豪華，曾演出捷克傳
統的表演藝術──木偶戲，亦上演過莫札特著名的
歌劇《唐璜》。

華沙大學─「大學之道」

通往華沙大學的道路上漫天飄雪。
大學簡樸而嚴肅，同學遊走在圖書館、校長

室、會議廳。一磚一瓦都是歷史、文化、知識的
結晶。

華沙大學是波蘭最大的大學，被《泰晤士
高等教育》於2006年評為世界500強大學之一，
2007年被波蘭當地報章評為波蘭最好的高校。

那天，我們在大學之道尋找大學之道。

歷史文化參觀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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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沒有回頭的鐵路

參觀後，同學心情十分沉重

天真的小童留下的壁畫

集中營內密集的床位

奧斯維辛集中營──「可以原諒，不可忘記」

歷史是沉痛的。
甫踏進集中營土地，便遇上斜風細雨，彷彿昔日德國的影

子仍在身邊徘徊。同學們目睹歷史上最大的悲劇，這是最震撼
的一堂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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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off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great excitement

Scotland Cultural Immersion 
Programme 2018
Twenty students from S.1 to S.4 and two teachers from Sun Hoi joined the Scotland Cultural Immersion Tour 2018 from 28 June to 8 
July 2018. The tour aimed at exposing Sun Hoi students to Scotland, which is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with great history. The tour 
was mainly based in Edinburgh, Scotland. Throughout the tour, Sun Hoi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series of structured English lessons 
as well as went on a number of excursions to different attractions in Edinburgh, Stirling and Glasgow.

Breakfast at the canteen

Excursions

The local tutor introducing Loch Lomond to 
Sun Hoi students

Getting ready for the cruise on Loch Lomond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National 
Wallace Monument

Bird's-eye view of stirling from the peak of the National Wallace Monument26 亞洲及歐洲



The city centre of Stirling

At the entrance to Edinburgh Castl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Dynamic Earth

Learning facts about our planet in 
an interactive way

Touring around Stirling city centre

Visiting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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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eak of Arthur's Seat

National Monument of Scotland

George Square in Glasgow

Visting the Riverside Transport Museum of 
Glasgow

Standing on National Monument of 
Scotland

Sitting down for lunch at George Square

Posing at the top of 
the Arthur's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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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raduation ceremonyLunch at the university canteen

Enjoying the fun of football

Learning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in other 
countries

Making frien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Life on Campus
International English classes

Sports & Game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owling Night &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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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遠一點，才能看多一點

從同學們大合照時的表情，該感受到他們的滿足吧

學習活動不限於課室內

同學都樂在其中

「STEM深圳高科技發展」一天考察團
本校本年度開展中一及中二級校本STEM課程，以提升同學以跨學習領域知識解難的能力，以迎接

隨科技發展而變化萬千的社會。為豐富相關學習經驗，於2018年1月19日，本校為中三級同學舉辦了
STEM深圳高科技發展一天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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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博覽館很大，展覽內容豐富，有機會要再來

大家爭相與小型機械人互動

靠近一點，才能看看內部結構

比亞廸車廠導賞員耐心講解，同學細心聆聽

承蒙教育局資助，同學得以跳出課室，實
地到不同機構考察。當天同學參觀了工業博覽
館，深圳機器人中心及龍崗比亞廸車廠。同學
專心聆聽導遊及場地導賞員的講解，當見到前
所未見的展品時，同學都十分主動了解甚至體
驗，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

31STEM交流團



到達了William Gates Building，非常緊張。

戰車在運送途中意外受損，

幸好還有時間修理。

見到了真實比場地及機關，是時候商量調整戰術。

英國劍橋大學「Pi Wars 2018」
比賽及交流團

2018年4月17日至23日，本校郭振洋老師及王家威老師帶領9位同學到
英國劍橋大學參加Pi Wars 2018比賽。學生組別比賽於4月21日在英國劍橋
大學Cambridge Computer Laboratory (William Gates Building)舉行。三十
多隊來自世界各地學生隊伍，以微型電腦Raspberry Pi自製可遙控亦可編程
的機械人車，進行共七項計分挑戰競逐冠軍。

以Raspberry Pi為核心的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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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 Course—我們的戰車駛過重重障礙。

Obstacle Course—我們參賽時，大家都十分投入。

Straight Line Speed Test Ready, Set, Go! 以最快速度衝向終點。

1. Autonomous（自動化）—需在機械車預先
編程，機械車在比賽過程中自動完成挑戰。
（Straight-Line Speed Test ,  The Minimal 
Maz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2. Remote-Controlled（遙控）—先在機械車
編好遙控程式，在比賽過程中負責同學以無
線鍵盤遙控操作機械車完成挑戰。（Slightly 
De r anged  Go l f ,  P i  Noon ,  The  Obs t a c l e 
Course, The Duck Shoot）

大會設計挑戰項目的創意，心思及認真程度讓我
們大開眼界！

七項挑戰分為兩類別：

Slightly Deranged Golf—配上機械臂，向洞口進發。 33STEM交流團



大會主評判頒發獎狀及獎品，並一同拍照留念。

頒獎禮後拍照留念

於頒獎禮上，籌委會主席發言時特別
鳴謝來自香港的Sun Hoi Robot，並指我們
的機械車水平不下於一些有參賽經驗的隊
伍。對於作品受到肯定，我們都感到十分
滿足，並有信心在將來的機械車比賽獲得
更好成績。結果，我們在成功完成全部七
項挑戰的29隊中總成績排18，高於賽前訂
下的目標。在次日的公開組比賽中，我們
亦把握機會觀賽，從專家身上學習。

Duck Shoot—以機械車射球以擊中鴨子，我們在這項挑戰得分排名第四。

公開組比賽日—把握機會了解專家的設計及組裝機械人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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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來到劍橋，興奮得跳起。

著名的倫敦塔橋，當然要到此「打卡」。

英國劍橋大學內有很多小型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館藏多不勝數，一整天也行不完。

在準備比賽的數天，同學們在
空餘時間參觀了英國劍橋大學及倫
敦市內的幾處名勝。博物館、倫敦
塔橋等都為這趟旅程增添色彩！由
事前在香港組裝機械車、編程、製
作不同挑戰所需配件，以至到英國
後視察比賽場地、調整機械車、緊
急維修，參賽同學都不遺餘力，付
出了很多時間及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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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Stella See, Head of Records and Heritage Office, shared 

her expertise with all student ambassadors.  

The visit to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elped student ambassadors lear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San Francisco.

TWGHs Student Ambassador 
Tour to San Francisco 

Part 1: Preparation for the Trip

6B Chan Wah Yin and Chan Yu, accompanied by  Principal Chow 
and Ms Queenie Man, embarked on their journey to San Francisco on 
19th October 2017. This year, TWGHs Student Ambassadors visited San 
Francisco with the theme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 Becoming 
a Global Citizen”. 24 student ambassadors a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researching on topics related to how Chinese culture influences the 
economy,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W student ambassadors were trained for nearly six months before 
visiting San Francisco, attending different workshops on Tung Wah 
history, the lives of oversea Chinese, dining etiquette, and training for A 
Cappella and sand painting performance.      

In San Francisco, student ambassadors were granted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meet the Consul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and Mayor of San Francisco; attend 
meeting held in the City Hall and visit popular sightseeing sites such as Asian Art Museum, 
Angel Island, Fisherman’s Wharf, Locke (which was built by Chinese immigrant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Google headquarters in Silicon Valley.

The tour is certainly a rewarding and special experience for the two Sun Hoi ambassadors. 

36 東華三院聯校交流團



Getting ready for the trip – everyone is 

excited.
Visit to Railroad Museum, to learn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Chinese immigrants. 

(23rd October) It is a blessing to be granted th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rituals of worshipping ancestors.  

Part 2: Now the Trip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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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Hall

Mr. Vinci Wong, the current TW Chairman came to support the student ambassadors.

Photos with TW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incipals at Fisherman's Wharf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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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o t o  w i t h  M r . W u ,  T W  E d u c a t i o n 

Serv ices  Secre ta ry ,  a l l  teachers  and 

student ambassadors.

I t  wa s  a n  u n fo r g e t t a b l e  n i g h t  f o r Chan Yu, who represented all student ambassadors to create a poem to thank the generosity of Dr. Lee, TW Chairman. 

Visi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Google in Silicon Valley. 

The magnificent City Hall, where the student ambassador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a regular meeting  with Board of Supervisors,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Chan Wah Yin, representing all student ambassadors, 

presented the gifts to Consul General Luo Linquan.

Dinner with Mr. Ivanhoe Chang, Director of HKETO San Francisco.

Photo with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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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聯校考察活動在2018年3月25至28日進行，本校派出
中四級謝展能及李詠欣同學參與。他們跟隨本院主席及總理一起
「走出去」認識新事物，發揮冒險與創意精神，為香港民間探索
「一帶一路」充當先頭部隊，協助香港繼續發揚自身優勢。新
加坡和馬來西亞作為其中兩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論在經
濟、語言及生活模式等方面亦與香港相近，而且近年當地積極推
動創新科技發展，讓學生了解與實踐「一帶一路」及拓展國際視
野的不二之選。

華廈中學門前大合照

Raffel School in Singapore

兩地學生互換特色小禮物

同學積極討論有關一帶一路議題

好極了！大家達成共識

「與青年人同行‧一帶一路交流計劃」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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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齊來環球影城學習全球化

與東華總理們在馬六甲雞場街文化坊辦公室模擬開工作會議

馬來西亞人氣景點—雙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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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哈薩克斯坦」一帶一路考察團
本校及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在6月29日至7月3日合辦「東華三院聯校通識『哈薩克斯坦』一帶

一路文化考察交流團2018」，由梁雲鳳老師、王茜老師、孔麗芬老師和鄭鴻溢老師帶領兩校37位高中學
生，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首站哈薩克斯坦進行實地考察。

在卡斯皆耶娃國家美術館門前留影

到達舊都阿拉木圖，師生一行先拜訪KIMEP大學和當地華商—中國工商銀行，讓學生瞭解「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教育及文化等概況，提升同學對當地環境及文化的認識，開拓學生的
國際視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找尋不同的發展機遇。KIMEP大學烏蘭老師向全體師生詳細介紹哈薩克
斯坦的經濟發展、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的關係，以及當地教育發展。其後更與當地中國留學生共進晚
餐，讓學生親身了解當地生活文化及城市發展。

同學在KIMEP大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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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EP大學烏蘭老師向同學介紹大學的發展 當地中國留學生與同學分享在哈國生活趣聞

兩地學生共進晚餐前，先拍照留念。

同學們專心聆聽中國留學生講述在哈國的經歷

同學對卡斯皆耶娃國家美術館內的
居民日常用品好奇不已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中國留學生會會長

同學踴躍與當地中國工商銀行管理層交流

參觀華資企業工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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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交流團參觀了當地著名景點，如：卡斯皆耶娃江國家美術館、冼星海大街、第一總統公園、獵
鷹場等，加深學生對當地日常生活的了解，增廣見聞。

哈薩克斯坦的傳統樂器—冬不甩

市集上富有哈薩克民族特色的畫作

Green Market 內熱情好客的小販

哈薩克斯坦大學主教學樓

在冼星海大街拍照留念

遠望科闊別電視塔44 東華三院聯校交流團



學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SmArt. Point.的導賞員

參觀SmArt. Point.後，與熱心的導賞員拍照留念

在麥迪奧雪山前留影

哈薩克斯坦傳統食品

—超大的羊肉餃子

近距離接觸猛禽—獵鷹

同學用心聆聽館內的設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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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府

清明上河園坐艇遊覽

清明上河源

2018「甫智方舟」東華三院中學生
拓新技術實踐課程及支教活動

—河南省開封市
本校學生5A郭曉嵐、謝展能於今年

7月6日至14日前往參加「甫智方舟」東
華三院中學生拓新技術實踐課程及支教
活動。是次活動由東華三院及北京清華
大學合辦，由清華大學學生帶領30多位
東華學生在河南開封市中學進行一星期
支教及交流活動。此活動讓豫港兩地的
學生加強了解，認識開封這座古城，了
解祖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讓學生透
過幫助內地困難學生，培養他們樂於助
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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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府前合照

參觀位於開封的清明上河園

參觀北京「鳥巢」

在開封五中認識的新朋友

在開封古城樓上觀看仿古代官員出巡儀式 47東華三院聯校交流團



參觀南沙明珠灣開發區

參觀貴州民俗博物館

黃果樹瀑布

「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
—貴州科技文化之旅

本校中五級胡澤榮同學及鄧明聰同學於2018年7月23日至29日
參加了由東華三院、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等
機構合辦的「『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貴州科
技文化之旅」。200多名兩岸四地青年參與是次活動，從廣州坐高鐵
抵達貴州進行考察交流。貴州有莊麗幽美的自然景觀，濃重的民族風
情，深厚的歷史文化，在國家科技創新的潮流亦有突出的成就。是次
交流團除了讓同學加深了解歷史文化及創新科技外，亦讓同學實地考
察及體驗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了解民族融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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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貴州的那天，我們前往了西江千戶苗寨，感受到與我們漢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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