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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者介紹 

O 林嘉威老師 

O WAI@CYMCA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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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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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 



本校師生更可使用青年會鳥溪沙青年新村
的各項設施。 

學校設備 

健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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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介紹 



必列者士街會所 

O 於1918年落成(上環) (YMCA昔日的總部) 

O 是全港第一間有室內運動場、室內泳池、
懸空鑊形跑道、大禮堂、健身房、餐廳及
宿舍的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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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窩打老道) 

O 基督教青年會源於英國倫敦，於1844年由佐治衛良
（George Williams）創立。 

 

O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是全球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的一員，
又為一建基香港之基督教服務組織，本著「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之基督精神，聯合同道，推廣天國，致力倡導及
培育青年肩負社會責任、關懷祖國、放眼世界；並通過多
元化服務、全人發展、對弱群之承擔及推動從個人至社會
修和；努力建設一個文明、有愛心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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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分享 



理念 

O 青年會在中國發展的歷史 

O 「1907 年，天津、上海、香港、北京、漢
口、南 京、福州、廣州及成都等各大都市，
都有青年會之幹事的足跡」 

O 「……體育活動不具意識型態，且能減低戒
心消除藩籬」羅賓森（C. H. Robertson）
(1909) 

O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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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性、全班性參與 

獎勵性 
辦學團體活動 

組別、學科性參與 

英國學習之旅 

德國學習及服務之旅 

日本沖繩體育交流營 

陜西 

「常青林義工沙漠植樹服務營」 台灣音樂及文化交流團 

深圳南沙前海經濟探索之旅 
山東體育及歷史文化交流之旅 

「同根同心」 

韶關丹霞山的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之旅 「同根同心」 

潮州歷史文化考察團 

我校過去「3層交流架構圖」 

「同行萬里」 

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廣東省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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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學習之旅 日本沖繩體育交流營 

遼寧大連高校科學營 台灣音樂及文化交流團 

德國學習及服務之旅 

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陜西省 

「常青林義工沙漠植樹服務營」 

韓國升學交流團 「同根同心」 

潮州歷史文化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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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前海經濟探索之旅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同根同心」 

韶關丹霞山的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之旅 

山東體育及歷史文化交流之旅 

「粵港兩地中學生生活體驗‧文化交流之旅」 

廣州東圃體育及連南義工交流圑 

2015-12-27to30廣州東圃體育及連南義工交流圑.mov
2016-12-19to21Final.mp4


境外交流影片分享 
山東體育及歷史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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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體育及歷史文化交流之旅.avi


境外交流分享 
「粵港兩地中學生生活體驗‧

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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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9to21「粵港兩地中學生生活體驗‧文化交流之旅」.mp4
2017-4-29to5-3「粵港兩地中學生生活體驗‧文化交流之旅」.mov


策動與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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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慮 解決方案 

1 課程 教與學/學習目標  配合課程指引及趨勢 

2 對象 初中?高中?男?女? 全年、長遠規劃及學生需要  

3 規劃時間 上課日?假期? 全年規劃及利用  

4 經費 校內?校外? 參考及尋找資源  

5 人力資源 教師意願及能力 全年規劃、了解及關係建立  

6 學校責任 法團校董會支持 全年規劃訂定  

7 行政安排 招標/報價 參考及依據指引  

8 承辦商能力 經驗?內地網絡? 參考及多了解  



例子：課程涵蓋 
O -參訪點的歷史、發展如何配合課程需要 

 

中國歷史 
O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 

O 選修部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O 如：河南省鄭州、洛陽歷史文化與黃河管理之旅；福建
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
物及事件 

     參訪歷史博物館、戰爭景點(長城、故官) 

 

歷史 
O 東南亞史、東亞史 
O 如：東亞文化探究‧日本沖繩歷史及科技文化考察之旅 

18 



通識教育 
O 單元3：現代中國- 

O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開放、環境保育、文物保育的挑戰與機
遇 

O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開放、發展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O 主題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傳統家庭/現代家庭 

                    -傳統習俗/現代社會延續/意義 

O 如：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境保育之旅；湖北省武漢、宜昌
文化與三峽水利建設之旅 

 

O 單元6：能源科技與環境 

O 主題一：能源科技的影響-發展、解決 

O 如：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科學館(當地) 

O 獨立專題自選探究題目：教育/宗教 

O 如：中學、大學、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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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必修部份「營商環境 

企業擁有權類型」 
O -分辨擁有權類型 

O -評價擁有權類型的優劣 

O 如：河南省鄭州、洛陽歷史文化與黃河管理之旅(大學、企業、金融機
構) 

 

地理 
O 必修部分「人文環境轉變」-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O 如：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境保育之旅；廣州及珠三角的經濟
發展；韶關丹霞山的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 

      名勝古蹟(上海灘)、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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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中國文學 
O 認識中華文化，進行反思 

O 欣賞文學的美，詩人的意境 

O 加強感悟，提高理解、鑑賞力 

O 如：江西的陶瓷藝術、古建築及古村文化 

  

視覺藝術 
O 評賞 

O 了解作品的歷史情境 

O 如：廣州的中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廣州的西式建築及
其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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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O -從社會文化角度進一步了解體育運動的角色和價值 

O -體育、運動及康樂活動的社會影響 

O -我國的運動文化 

O 如：上海體育及文化探索之旅內地交流計劃 

體育活動、大型建設(奧林匹克體育館) 

 

O 新學制高中課程文件 

O http://334.edb.hkedcity.net/curriculu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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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計境外交流 
參考資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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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助計劃名稱 網址 資助額 

1 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資助
計劃」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每個活動的最高資助額為港幣
500,000元，總資助上限則為港幣
1,000,000元 

2 教育局高中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2017/18）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省內 -$1260 

省外-$1750(每所學校最多400人) 

3 教育局初中及高小學生交流活動資助計劃──

「赤子情 中國心」（2017/18）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省內-$700 

省外-$1400(每所學校最多400人) 

4 公民教育委員會 http://www.cpce.gov.hk 「一帶一路」每項計劃的最高資助
額為港幣40 萬元 

5 青年事務委員會 http://www.coy.gov.hk 每項計劃最多66萬，合計最多100

萬 

往廣東省的交流團：每人每日港幣
300元 

往廣西壯族自治區、湖南省、江西
省或福建省的交流團：每人每日港
幣440元 

除(a)(i)、(ii)及(iv)項以外的其他內
地省市交流團：每人每日港幣490

元 

往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
青海省或甘肅省的交流團：每人每
日港幣540元 

6 優質教育基金 http://qef.org.hk/ 15萬以下/15萬以上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http://www.cpce.gov.hk/
http://www.coy.gov.hk/
http://qef.org.hk/


教育局「同行萬里」，定於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舉行，每個交流學習行程為期4或5天。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7092C.pdf(參考) 

行程 課程 原價 教育局資助 

（一）    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

境保育之旅 

通識教育-「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歷代發展」 

地理 

獨立專題自選探究題目-教育 

$3050 $915 

（二）    湖北省武漢、宜昌文化與三峽

水利建設之旅 

$3330 $999 

（三）    河南省鄭州、洛陽歷史文化與

黃河管理之旅 

視覺藝術  

通識教育-「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歷代發展」 

地理  

中國語文-「中華文化的學習範疇」 

獨立專題自選探究題目-教育 

$3930 $1179 

（四）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

察之旅 

通識教育-「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歷代發展」 

地理  

中國語文-「中華文化的學習範疇」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獨立專題自選探究題目-教育 

$1950 $585 

（五）    北京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 通識教育-「現代中國」/「能源科技與環境」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國歷史-「歷代發展」 

獨立專題自選探究題目-教育 

$3990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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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同根同心」，定於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舉行，每個交流學習行程為期4或5天。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6071C.pdf (參考) 

行程 課程 原價 教育局資助 

1-廣州及佛山的嶺南文化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音樂科課程指引（2003）（小一至中三） 
$647 $194.1 

3-廣州的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 $628 $188.4 

5-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兩天) 中國歷史科（1997）（中一至中三）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635 $109.5 

9-廣州的中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兩天)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音樂科課程指引（2003）（小一至中三） 
$695 $208.5 

10-廣州及珠三角的經濟發展(兩天) 全方位學習 

地理課程指引（2011）（中一至中三） 

科學科課程綱要（1998）（中一至中三）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705 $211.5 

11-廣州的國家出資、民營和合資企業的發展(兩天)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地理課程指引（2011）（中一至中三）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685 $205.5 

12-肇慶的自然地貌及保育(三天) 科學科課程綱要（1998）（中一至中三）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1090 $327 

13-陽江的海上絲綢之路及開平的文物保育(三天)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音樂科課程指引（2003）（小一至中三）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1060 $318 

14-潮州的歷史文化(三天) $1298 $389.4 

15-韶關丹霞山的地質地貌及生態保育(三天)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地理課程指引（2011）（中一至中三） 

科學科課程綱要（1998）（中一至中三） 

$1550 $465 

16-廣西南寧文化及地貌探索之旅(四天) $2350 $705 

17-江西的陶瓷藝術、古建築及古村文化(四天)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2010）（中一至中三）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小一至中三） 

$3490 $1047 

18-南京(新路線) *未有 *未有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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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江蘇‧香港兩地體育及文化交流之旅 

2017-18財政年度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資助計劃」 

 

「薪火相傳：江蘇省南京市- 

中小學生體育文化體驗之旅」 

http://www.coy.gov.hk/tc/mainland_exchange/departure.html
http://www.coy.gov.hk/tc/mainland_exchange/departure.html
http://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news/detail/398
http://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news/detail/398
http://www.passontorch.org.hk/zh-hant/news/detail/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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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境外交流計劃流程 

擬定行程/配合課程 申請資源/成本預算 

組班 訂立學習內容 

各項活動準備 

招標/報價 

承辦商會議/考察 
簡介會 

宣傳/推廣工作 

境外學習開始 
行程過程檢討 

行程後檢討 

境外學習完結 

分享會 
籌備境外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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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分享交流計劃資料 
行程名稱： 四川水利工程及生命教育體驗之旅(地理科/旅遊科/德公組/宗教組等) 

行程主題：   

   歷史文化  生態地理  藝術特色  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  城鄉發展  教育發展  服務學習   

   其他：生命教育   

行程內容目的考慮 

1) 計劃與當地兒童及青少年交流，貢獻自己，進行服務學習； 

2) 讓學生認識生態保育、自然災害及河岸環境等相關地理知識； 

3) 認識地震/災後的社區變遷，予解災後的生活現況，進行生命反思； 

4) 走訪成都，親身感受新舊文代共存及發展模式，為香港未來發展帶來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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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的配合 

高中地理 

1. 機會與風險 — 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2. 管理河流和海岸環境：一個持續的挑戰 

生命教育 

培養學生堅毅、關愛他人、不輕易放棄生命等正面價值觀 

境外交流地點：四川省：成都、汶川 
 

暫定活動日期/日數：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5天) 
 

對象學生：中四至中六級40人 
 

校長／教師：4人；師生合共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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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映秀鎮5‧12大地震紀念館、抗震紀念園、北

川老縣城地震遺址 

  

安老院探訪活動(北川社區) 

* 鄉村小學探訪 – 與學生進

行義教及集體活動 

親身體驗地震後汶川縣的實況及援建項

目，體現國家民族文化的獨特的守望精

神。 

  

參訪地震紀念館及實地考察地震的址，

探討自然災害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以

及應採取甚麼行動來減低這些自然災害

的影響。 

碧峰峽熊貓保育基地 基地緊緊圍繞大熊貓飼養、宣傳教育開

展工作,同時做好鄰近地區野外大熊貓

的救護工作，充分發揮基地繁育、救護、

研究、科普教育等綜合功能 

  

都江堰 為距今二千年前秦代李冰父子所建的水

利工程，其河流管理的功能留存至今。

學生可以該設施為個案觀察、識別及評

估各種河岸管理策略的推行。 

  

建議活動內容及學習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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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名稱： 貴州服務學習及及天文探索之旅 

行程主題：   

   歷史文化  生態地理  藝術特色  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  城鄉發展  教育發展  服務學習   

   其他：科學探索   

行程內容目的考慮 

 認識貴州的天文科技發展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探討近年政府發展農村的城效； 

 親身感受內地學生的刻苦生活，反思並珍惜現今所有； 

 藉服務內地農村兒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與課程的配合 

高中通識教育 

單元3：現代中國 

主題1：中國的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對國家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的影響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藉服務內地農村兒童，培養堅毅、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及關愛等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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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地點：貴州省：凱里 

 
暫定活動日期/日數：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4天) 
 

對象學生：中一至中六級44人 
 

校長／教師：4人；師生合共44人 建議活動內容及學習目的如下 

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參訪凱里市周邊的的農村學校，認識服務對象，籌備

義教工作 

  

學校義教服務（英文工作坊、衛生

教育工作坊、集體活動） 
  

探訪當地農村留守兒童家庭及社會福利院 

  

當地農業耕作體驗（上山砍柴、下地鬆土、餵飼禽

畜）、參與準備農家飯、採摘玉米等農作活動 

  

與當地農村留守兒童交流，認識內地偏遠地

區的農業發展，探討三農問題如何影響當地

人的生活素質，以及及學生在升學就業面對

的挑戰 

  

為當地留守兒童提供相應的支援，同時培養

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能力感 

  

「中國天眼」及天文體驗館 透過 參 訪世 界 最大 的單 口 徑球 面 望遠 

鏡 「中 國 天眼 」（ FAST）及 天文 體 驗館 ， 

認識 「中 國 天眼 」 如何 能 探測 銀 河系 

以外 的 脈衝 星， 打 開探 索 宇宙 的視 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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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名稱： 「南京市體育及文化交流之旅」  
行程主題： （請選擇最合適的一項） 
   歷史文化  生態地理  藝術特色  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  城鄉發展  教育發展  服務學習   

   其他：體育文化   

行程內容目的考慮 
透過體育文化交流活動，加深了解國家的體育發展及國家運動員的生路歷程； 

 

 

進行兩地學生的體育交流活動，加強及聯繫有意發展體藝文化的友好建立聯盟。 

與課程的配合 

透過體育交流，與當地學生一起上體育課及深度認識國內的體育發展，並親身
體驗體育交化活動，藉以讓兩地學生進行反思，探討兩地在體育文化發展的異
同，讓修讀體育科文憑試的同學對「我國體育文化歷史」的課題有更深入的認
識； 
 
參訪不同的體育設備及古都文化，有助學生了解國家在體育、歷史的發展與城
市發展中遇到的挑戰及可持續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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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交流地點：江蘇省南京市 

 
暫定活動日期/日數：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5天) 
 

對象學生：中一至中六級44人 
 

校長／教師：4人；師生合共44人                          建議活動內容及學習目的如下 
       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參觀南京博物院、中山陵 

  

  

  

  

參訪當地體育學院、座談會及體育活動 

 

參訪當地中學體驗交流 

 

 

南京體育學院進行體育活動及分享會 

  

  

  

  

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透過參訪博物館，了解南京的歷史、文化和藝
術，讓學生了解國家歷史發展及保育與中華文
化的傳承。了解孫中山先生為國家作出的 貢
獻，以 及認識揉合中西建築風格的中山陵。 

  

 學生認識認識國家的體育發展，了解院校在訓
練學生運動員、遇到的挑戰。安排香港與運動
員對話，了解他們的訓練生涯、體育水平及心
路歷程。與當地學生進行體驗交流活動，如：
友誼賽，讓兩地學生互相切磋交流。 

 透過觀察、交流反思，讓同學結合已有知識及
體驗，多角度學習和探究專題研習。 

  

 

 通過參觀歷史文化景點，讓學生可從中認識日
本侵華的歷史，反思戰爭對世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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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學習 手冊 

廣州東圃體育及連南義工交流圑 

「粵港兩地中學生生活體
驗‧文化交流之旅」 

上海體育及文化探索之旅 

學生分享 

12-2015_GuangZhou_Booklet_1211.pdf
1617廣州_Booklet_r.pdf
3-7訪問.mp4
1617EDB/上海體育及文化探索之旅_行程手冊v1_WAI_r.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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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未來計劃 

內地交流 
(中國) 

一帶一路 
(中亞、歐亞) 

世界公民 
(東亞、美洲) 



1 一帶一路‧哈薩克、烏茲別克體育及絲路文化多邊體驗交流活動計劃 哈薩克 

烏茲別克 

2 一帶一路之東亞文化探究‧日本沖繩歷史及科技文化考察之旅 日本沖繩 

3 一帶一路之東亞文化探究‧新加坡高等院校及科學學習文化考察之旅 新加坡 

4 一帶一路之東亞文化探究‧泰國清邁服務學習及文化探索之旅 泰國清邁 

5 一帶一路之東亞文化探究‧越南寮國社會文化學習交流活動 越南寮國 

6 一帶一路‧紐西蘭英語文化交流學習體驗之旅 紐西蘭 

7 芬蘭教育學府學習交流活動計劃 芬蘭 

8 澳門‧珠海領袖訓練及文化體驗之旅 澳門 

珠海 

9 四川水利工程及生命教育體驗之旅 四川 

10 內蒙古文化及天文探索之旅 山西 

內蒙 

11 貴州服務學習及天文探索之旅 貴州 

12 雲南熱帶及少數民族探索之旅 雲南 

13 絲路探索-敦煌音樂及藝術研習交流團 敦煌 

14 瀋陽經濟及歷史文化考察團 

(加入北韓參訪部份) 

瀋陽 

北韓 

15 絲路探索-青海‧甘肅文化體驗學習計劃 青海 

甘肅 

16 海南一帶一路海上經濟探索之旅 海南 

17 西藏民族文化探究之旅 西藏 

18 成都‧九寨溝媒體學習及保育探索之旅 成都 

九寨溝 

19 重慶城市規劃及生態地理探索之旅 重慶 

20 廣東省文化交流體驗計劃 廣州 

佛山 

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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