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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是由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及

江門組成的城市群。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在習近平總書記見證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香港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指，香港將按十三五規劃，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金融、航運及貿易服務，

而大灣區亦將有助香港經濟多元發展，特別在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方面，構成多贏局面。

27/3 (星期二 ) 第一天     
學校 → 深圳灣口岸 (辦出入境手續 ) → 乘國內旅巴往中山市 → 午餐 (中山市華僑中學 ) 
→ 中山市華僑中學參觀交流 → 酒店專題介紹 → 孫文公園 → 市內餐廳晚膳 → 入住酒店 
 
 28/3 (星期三 ) 第二天   
酒店自助早餐及退房 → 參觀中山大涌鎮中山紅博城 →  參觀江門市百年非物質文化遺產
兼品嚐「古井燒鵝」→ 參觀中山故居紀念館 → 往中山港碼頭乘客輪回中港城碼頭

第一組 周芷瑩老師
4A 何芷欣 4B 蔡穎欣

4D 楊翠盈 4B 蔡文坭

4A 蕭洛瑤 4D 許綽欣

4A 黃嘉琪 4D 林易憫

4B 李彥萍 4D 廖嘉欣

第二組 張燕慧老師
4C 張思敏 4C 陳寶瓔

4C 李曉慧 4D 劉嘉儀

4C 梁慧敏 4D 馬可欣

4C 譚雪盈 4C 曾苡樺

第三組 梁達仁老師
4A 吳宏堃 4B 任旭雄

4A 鄧鍳倫 4C 麥樂俊

4A 鄞子豪 4C 黃佩禮

4A 張里晨 4B 黃康明

第四組 錢皓文老師
4B 張梓峰 4C 溫子峰

4B 桂錦輝 4C 黃珀瑜

4B 盧哲禧 4C 楊永傑

4D 勞展寧 4C 楊錦煌

4C 霍詠朗 4D 莫少游

第五組 梁麗珊老師
4B 陳妍彤 4C 聶淑菲

4B 蘇祉慇 4C 李穎妍

4C 林靜兒 4C 鄧善盈

4C 林思楚 4D 黃靖雯

4C 劉安祺 4D 黃心妍

第六組 梁志輝老師
4C 陳穎妍 4D 吳曉嵐

4C 鄒嘉倩 4A 李國鋒

4C 方一茗 4A 練嘉樂

4D 陸美麗 4A 彭澤毅

4D 劉欣欣 4A 尹揚明

第七組 嚴南海老師
4B 鄒振楠 4C 伍泳朗

4B 許志坤 4B 黃洪德

4B 莫家曉 4D 馮渝航

4B 顏栢維 4D 蘇葰峰

4B 歐嘉輝 4D 余家希

第八組 邢海潔老師
4A 馬伽俐 4D 蔡芷晴

4C 陳詩琦 4D 周海韻

4B 鍾昕榆 4D 麥紫媛

4B 余佩珊 4D 盧鈺儀

4D 趙君鈺 4D 王雅楠

第九組 梁繼善老師
4A 陳銘鋒 4A 蘇浩然

4A 葉國揚 4B 陳梓聰

4A 林浩文 4B 郭峴彰

4A 劉泓迪 4B 施慶耀

4A 岑雄俊 4B 尹浩仁

第十組 蔡振邦老師
4C 陳維鈞 4C 叶展豪

4C 林洋鋒 4C 陳頌一

4C 蘇喬鋒 4D 洪銘謙

4C 曾佳進 4D 劉漢揚

4C 王洪超 4D 柳名森

考察粵港大灣區

簡介

行程
簡介

領隊
老師   
 及
分組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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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華僑中學是廣東省首批省一級學校、首批

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省普通高中教學水準優

秀學校、華文教育基地及中華文化傳承基地。學

校佔地 310餘畝，八千多名師生員工，是中山市
辦學規模最大的完全中學。學校堅持「名校 +僑
校」發展戰略，打僑牌，鑄品牌，用先進華僑文

化引領，辦全國一流、國際知名的華僑中學，培

養愛國愛鄉、崇德行善、剛健進取、和諧創新、

國際視野及世界胸懷的世界僑中人。

校訓：「自強不息，敢爭第一」

4D  楊翠盈
這次交流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校同學與僑中

同學進行籃球比賽，與他們互相切磋，不問勝負，

樂在其中。賽後，大家互相交流，體育老師經常

提點我們「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不應把成績結

果看得太重。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時，不少僑中

同學跟我們道別，從他們身上，我們學會很多為

學與待人接物之道，感謝學校給予我們這個寶貴

的交流機會。

到訪中山市華僑中學

簡介

活動
感想

筲東同學初嚐僑中飯菜，格外高興

本校蔡振邦老師（右一）及梁麗珊老師（左一）

向僑中李建國主任介紹筲東特色

女同學參與
體育課上的

網陣球比賽

兩校師生在籃球賽後合照留念

筲東同學與僑中同學

進行籃球友誼賽 兩校同學相處融洽

2018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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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趙君鈺 
我們有幸與僑中同學一起上地理課，僑中同學大都面帶

笑容，上課認真，是我們的學習榜樣。看見僑中同學和

藹親切，以禮待人，令我學會人與人相處應有的禮儀與

態度。上地理課時，看見每一位同學都勇於發問，態度

嚴謹，使我為昔日在課堂上不專心而慚愧。這次交流對

我啟發良多，我定努力改善，力臻善境。

農業區位的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4C  叶展豪
復活節假期前，中四全級同學有幸到華僑中

學探訪，我們更參與了一課有趣的課堂體

驗。我們上了一節地理課，課題是「農業的

區位因素」，老師講解了有關耕作的知識，

還介紹了中山的特產──草莓，我因積極回

答，更得到獎勵呢！在課堂可見僑中同學的

認真和專注，真值得我們學習！

高一（29）班　徐莞婷
一個平凡的午後，一節不平凡的地理課。

教室彌漫着一種歡樂的氣氛，文老師今天穿得特

別正式，板書也十分整齊，這就是我們既帥氣又

幽默的文老師。

今天的主題是「農業區位的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一開始就感受到香港同學的熱情和濃厚的求知

慾。老師提出的問題，他們都踴躍舉手發言。老

師準備了一盒「鮮嫩欲滴」的草莓，大家都對它

們「虎視眈眈」，所以一到提問時間，大家都搶

着發言。

很幸福，沉浸在知識的海洋中；很快樂，有人與

我一起分享了一節有趣的地理課。

僑中地理課 ( 高一 )

感想

課題

筲東同學專注聽課

文老師講授「農業區位的影響因素」

筲東同學積極參
與課堂

文如付老師以鮮甜味美的

草莓獎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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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地理

高二 (1)班　林瑩
很榮幸能夠參加本次和香港學生交流的地理公

開課，這節課主要教授的是旅遊地理。旅遊地

理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課堂氣氛輕鬆

有趣，大家歡笑聲不斷。眾所周知，中山是偉

人孫中山的故鄉，有着相當濃郁的文化底蘊。

而香港，繁華璀璨的東方明珠，是文化融合和

現代文明的代名詞。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

兩群風格迥異的學生，卻在這一節地理課上被

緊緊聯繫在一起。我們雖來自不同的區域，卻

產生了共鳴。

這節課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同學回答問題

的角度和思考的方式。與香港同學相比，我們

僑中地理課 ( 高二 )

課題

感想

肖會玲老師講授「旅遊地理」

肖老師向筲東同學提問

兩校同學專心聽課，表現
認真

的回答顯得較刻板。香港同學的思維比較靈活，用詞或不夠精準，但非常有新意。一方水

土養一方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令我們看問題的角度略有不同。課堂上，我們了

解香港同學眼中的香港旅遊風景，也領略了中山的旅遊文化。

這短短的一節課，不僅開拓了視野，也認識了許多優秀的同學，這一切無疑都是我們共同

的美好回憶。當課堂結束時，真的很捨不得與他們分開，那些一起相處的時光是多麼美好

啊！

余光中先生在《沙田之秋》中曾道「那樣纖瘦的思念牽引似繼似絕，抽絲又抽紗」，雖然

香港與祖國有過短暫的分離，但情不斷，我們依舊是一家人。即使與筲東的同學暫別，但

這節地理課的記憶，會保存在我們的腦海裏，待重逢，望珍重。

4D  黃心妍
這次旅程，我們探訪了中山市華僑中學，更上了一節旅遊課。

僑中的學生都十分勤奮，他們不但備課充足，更認真上課。

同學的桌上都預備了筆記簿，看到他們不斷記下重點，真是

值得我們借鏡。

經過這節僑中的旅遊課，我體會到他們上課的嚴謹認真，他

們的課本寫滿了筆記，更用熒光筆記下重點。我反思自己的

學習方式，我們應該向僑中同學學習，不只是課堂上專心，

上課前還應認真備課，我認為這樣才算得上真正的良好學習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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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王雅楠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酒店經理講解各部門的運作。起初，我認為一所酒店只有客務部是不

可或缺的；但經過這次參觀後，我更了解一所酒店的運作方式，明白不同部門之間的配合

相當重要。

酒店日常運作可能會遇到很多突發事故，這時就需要不同部門的應變配合。酒店業是服務

性行業，需要面對不同的客人，所以我們應更加尊重酒店業的員工。

4D  趙君鈺 
參觀酒店後，令我清楚了解到酒店的服務，員工必須面帶笑容，親切有禮，是服務業最重

要的原則。通過這次參觀學習，使我了解投身服務業應具備的條件及不同的工種。原來酒

店之所以設備完善，有良好的服務，全因背後有一群盡忠職守的好員工。他們努力工作，

都是希望配合客人的需要。這次經驗更令我明白工作不分貴賤，每一份工作都需要做好自

己的本份，才能成就今日的成果。

4C  張思敏 
酒店面積很大，也分為很多部門。酒店原來不只提供客房，還設有會議室供客人舉行會

議。聽到這裡時，我深深明白每一項工作、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比我想像中的困難。參觀酒

店後，我再也不會覺得做一份工作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次參觀酒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酒店經理，她介紹不同部門時，多次強調「我們都是

服務客人」。她說這句話時充滿熱誠，讓我感覺到她對這份工作的熱愛與投入，這種敬業

樂業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酒店專題介紹

感想

蔡振邦老師及梁麗珊老師與
酒店代表合照留念

酒店職員向同學講解酒店
的運作模式

酒店職員向同學介紹小型會議室 同學參觀酒店內的會議廳
同學專心聆聽介紹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學習領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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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外合照留念

4B  陳妍彤
孫文紀念公園環境優美，跑到頂層觀看中山市全景，

真令我身心舒暢。另一方面，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雕

像，想起他的事蹟，十分敬佩他為國為民的行動。

4D  劉嘉儀
參觀孫文公園，感受到歷史書上的孫中山先生彷彿

在我眼前。園內環境優美，有很多彎曲的小徑，令

人難以忘懷。那裏可以眺望遠景，風景非常秀麗；

長長的樓梯雖然令人疲累，但讓我有新的體驗，明

白「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道理。

孫文紀念公園

感想

同學參觀孫中山先生雕像

同學對孫中山先生的事跡
興趣甚濃

A車領隊老師 :

梁達仁老師、張燕慧老師

周芷瑩老師、錢皓文老師

B車領隊老師 :

梁麗珊老師、梁志輝老師

嚴南海老師

C車領隊老師 :

蔡振邦老師、邢海潔老師

梁繼善老師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位於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南、北、西三面環山，東臨珠江口，距中山

市城區 20公里，距廣州城區 90公里，距澳門 30公里，隔珠江口與深圳、香港相望。該
館現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 AAAAA級旅遊景區。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孫中山故居紀
念館入選《全國紅色旅遊景點景區名錄》。

中山故居紀念館

簡介



8

4D  勞展寧 
紅博城內有大量以紅木製成的精美傢具，大大提升

了我對紅木的認識。紅博城內還有古戲台，表演節

目十分豐富，有京劇、變臉等國粹表演，也增加了

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此外，這兒還有很多精

緻的紅木紀念品，故參觀紅博城不但輕鬆愉快，又

能增廣見聞，實在令我難忘。

4D  黃靖雯
紅博城與我預期不同，我原先只以

為是普通的傢具店，原來內部設計

很有心思，而且還有導遊帶領我

們，沿途講解紅博城的資訊，令我

增長了不少知識。

中國紅木文化博覽城

感想

紅博城內有不少商店，出
售紅木產品

同學獲邀協助演出
紅博城有中國國粹變臉表演

紅木產品琳琅滿目

表演者與同學互動

同學參觀紅博城後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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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楊錦煌 (旅遊與款待科同學分享 )
這次有幸參與本校與僑中的交流，在中山的酒

店裏，前堂經理介紹了酒店的各部門。是次活

動讓我發現中山旅遊業發展的總體規劃與本港

的旅遊業發展有所不同，由於中山並不像香港

地少人多，所以酒店較少有三、四十層高樓，

整體的服務質素正不斷提升。根據旅遊形式分

類，此次是學習旅遊，事實上由我們踏上旅遊

車的一刻，直到行程完結，每分每秒也在實踐

我們課堂所學，真是充實的學習之旅。

4C  梁慧敏 (經濟科同學分享 )
中山市內沿途商店林立，到處都是金融大廈和商業中心；市外
是大片農業用地，令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山保持了可持續
發展模式，在照顧當地低收入人士之餘，同時減少破壞環境。
中山能發展商業和保留傳統文化，當地的市民有更多機會嘗試
從事不同的行業，職業流動性更高，互相競爭之餘，又有助經
濟的發展。

紅木傢具城有大大小小的紅木商店，當中的傢具和其他商品美
輪美奐，紅木製品琳琅滿目。這種競爭非常激烈，只因其中一
方的商品售出，另一方的收益就會減少，因此大家都把商品放
到吸引顧客的地方；只要我們途經，店主就會邀請我們入內參

4B  余佩珊 (地理科同學分享 )
廣東省與香港毗鄰相接，除了位處珠江三角洲，地理位置優
越以外，它還擁有得天獨厚的氣候和地理環境。

優越的氣候和地理因素為中山的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
件，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沁潤香甜的草莓了。溫和濕潤的天
氣，加上廣闊平坦的紅壤，讓中山市的草莓生長極佳。僑中
體驗課堂時，地理老師不僅介紹了這些種草莓的地理優勢，
還讓我品嚐了新鮮的中山草莓，確實可口清甜。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考察感想

感想

同學參觀中山著名景點

─孫中山紀念館

同學參觀紅博城，
認識當地經濟發展的特色

此行不僅讓我獲得中山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識，也了解中山的經濟發展近況。其中極具特色的是
中山市大涌鎮的紅木傢具業。行程的第二天，我們參觀「中山紅博城」，展廳到處佈置了巧奪天工的
紅木傢具和工藝品，極具中國傳統藝術色彩。流連其門，木香撲鼻，讓人愉悅，也讓我體會到紅木的
精妙絕倫和古色古香，對紅木藝術更加了解。

最後，感謝這次交流讓我有機會到中山遊覽，領略當地的風情文化，也讓我學到更多地理知識，希望
將來有機會，我能故地重遊，對這座美麗的城市了解更多。

同學享用由旅行團經營商安排的晚膳，了解旅行團的運作情況

觀，令我們大開眼界。

這次中山之旅令我增廣見聞，了解內地的教學方式，認識了新朋友，也學會了與人相處之道。中山的
經濟發展也令我對中國內地的印象改觀，希望有機會再見到中山的新朋友。



10 僑中師生到訪

賴校長及甘副校長向
僑中同學介紹筲東校

情

本校接待大使與僑中同學共晉午膳，
氣氛融洽

本校熱烈歡迎僑中師生到訪

僑中同學專心聆聽本校簡
介

僑中同學體驗室內划艇活動

賴炳輝校長（前排左四）、甘阮麗芬副校長（前排右三）、江少華副校長（前排右二）及本校老師，

接待僑中一眾師生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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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鄺梓燊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我們在生物實

驗室上了一課通識教育課。課前我們

使用了 Edpuzzle程式先觀看有關短
片，短片內容有效令我們先作預習，

對課題有初步的認識，上課時吸收知

識的效率自然提高。課堂上則使用

Socrative程式，同學通過平板電腦回
答問題。這個程式增加同學對課堂的

投入度，令課堂不再是老師單方向地

灌輸知識，同學更能互動交流，靈活

地運用所學，充滿趣味。

5B  翁偉峯 
首次與僑中同學一起參與通識課堂，討論香港未來能源政策發展方向。

首先，梁老師安排我們運用平板電腦回答能源科技的問題，以了解香港現時發電燃料組合
對環境的影響。梁老師又在課前運用 Edpuzzle軟件替我們預習，在課堂上再與組員討論
相關議題，令我們具備該課題的基礎知識。

僑中同學的意見新穎，為我們開拓新視野，實在值得參考，令我更了解與我立場不同的人
有何看法，也有助我在未來能更客觀、持平地接納不同意見。

最後，我希望能夠再與同僑中同學交流，藉此了解內地學生對於香港社會的看法。

與僑中同學上課─通識教育課

感想

同學運用平板電腦
參與課堂活動

僑中老師認真
地觀看課堂，

了解本港通識
教育課的教學

情況

梁繼善老師向僑中同
學提問

課後本校教師與僑中教師

交流教學心得

5D  柯煒汶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我校有幸邀請姊妹學校—中山
市華僑中學的師生，與我們一同上通識教育課。

當日的課題為「香港應選擇哪項發電燃料組合」，梁繼
善老師讓我們以小組形式，使用平板電腦上課，並派發
工作紙，讓我們作小組討論。

課堂上我們和僑中同學都勇於發表意見，如以潔淨度、
穩定度及價格等不同關注點，論證採用天然氣發電方案
的好處和壞處。下課後，他們更主動、積極地向老師表
達對課堂的意見。

這次學習歷程大大提升同學們學習通識科的興趣，因為
我們可以透過電子教學方式預習，然後利用平板電腦回
答問題，並與友校師生交流切磋，讓我們以更專注的態
度投入課堂，同時學習欣賞和發掘別人的優點，並檢討
自己的不足。



12

5D  馬法澄 
日前，中山市華僑中學師生到訪我校，並一同參與旅遊

與款待科的課節。上課期間，僑中同學積極參與，踴躍

回應老師的問題，更主動與我校同學交流。是次課堂梁

麗珊老師採用平版電腦輔助，同學分組就座，合作完成

老師佈置的課業。我們與到訪同學需分析中國九寨溝等

旅遊景點的獨特和吸引之處，討論期間，僑中同學更結

合地理方面的知識，提出新穎的觀點。

與僑中同學交流時，我明白到不要將自己局限在單一的

思考角度，要以不同角度和立場思考問題。僑中同學的

來訪，令我們能嘗試新的學習模式，增加我們的學習自

主性和興趣，亦學習到書本以外的知識，實在受益匪淺。

希望日後能參與更多類似的活動，讓我們能汲取各方面

的知識以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5D  詹萬源 
是次旅遊與款待課運用電子學習的形式上課。每

位同學和老師都獲分派一部平板電腦，梁老師先

透過 Nearpod電腦程式講解課文要點，然後安排
Kahoot程式問答遊戲，讓我們和僑中的同學打成
一片，非常融洽。課堂上引入電子學習，不但可

以提升學習效能，還可以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和互

動，令課堂更靈活多元。這節課堂重點是以中國

的著名景點為例，僑中同學對於內地的地理和景

點非常熟悉，在問答環節比我們更有優勢。這次

課堂令我有不一樣的體驗，不但可以和僑中同學

交流，更可以運用平板電腦上課，真是非常難忘。

與僑中同學上課─旅遊與款待課

感想

梁麗珊老師與僑中同學討論
九寨溝的景點特性

僑中同學在應用程式上抒
寫看法，

獨到的見解獲評課老師讚
賞

僑中同學體驗運用

平板電腦上課

筲東同學回答詳盡有致，

獲評課老師讚賞

兩校教師探討中港兩地教學策略及教學模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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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中師生體驗課堂後與筲東師生合照留念

高一 (1)班    梁可晴
到工房聽課，製作屬於自己的小紀念品，令我

十分難忘。製作過程中，筲東的同學很貼心

地幫助我們完成工藝品的組裝，我真的滿心

感動！老師也風趣幽默，師生之間如同朋友

一般。我在這裏要表達一下我對這門課程的看

法：實用！很能鍛鍊學生的動手能力。如果內

地的學校也能開設這麼棒的課程，我一定贊

成！課堂上自由輕鬆的氣氛，也是我所喜歡

的。

希望筲東能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傑出學生為校爭

光，也希望兩校友誼長存。

感想

葉浩洋老師授課，兩校同學相當專注

筲東同學向僑中孔
凡平主任

致送單車模型

兩校同學一同上課，交流學習心得

與筲東同學上課─設計與應用科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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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黃靖雯 
經過這次交流活動，我跟僑中同學對彼此也增加

了認識，有更多共同的話題。迪士尼樂園體驗那

天更是非常盡興，我們東奔西跑，就是害怕玩不

完所有的機動遊戲，幸好僑中同學對每一項活動

也喜歡。排隊等候時，我們拍下不少輕鬆又有趣

的照片，大家有說有笑，其樂無窮，大家還交流

了對中港兩地主題樂園營運方式的意見。這次交

流活動真的讓我們有更多美好的回憶，令我感到

難忘！

4C  張思敏 
這次和僑中同學一起去迪士尼樂園，我們都玩得

很開心，拍下很多照片留念，又交流了對中山和

香港旅遊業發展的看法。雖然在樂園玩了一個下

午，實在疲累，但是我可以和遠方來訪的友校同

學一起遊玩，確可樂以忘累，樂而忘返呢！

高一 (1)班  梁可晴 
跟香港的同學們同遊迪士尼樂園，

一路歡歌笑語，實在快意！儘管才剛

剛五月中旬，陽光就驕蠻得讓人睜不

開眼睛，幸好還有眾多紀念品商店可

供我們避暑，然後在琳琅滿目的展櫃

之中偷偷地傻笑一番。對於女孩子來

說，城堡和公主是最具吸引力的。曾

經乞求媽媽給自己買公主裙，想像自

己坐上馬車參加王子的舞會。而我終

於來到這「聖地」時，卻差不多是個

成年人了！我依然雙手合十，希望自

己仍是十年前的小公主，讓所有的童

心在看到人群時蘇醒了。

迪士尼樂園帶給我最大的歡愉，最大

的幸福。

主題公園體驗

感想

兩校同學熱情地拍照

兩校同學相處融洽

兩校同學情誼深厚

同學參觀小鎮大街 兩校同學樂也融融

兩校同學愉快地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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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皓文老師 
近年有幸到僑中交流，探討中港兩地教學文化的差異，分享彼

此的教學策略和心得。此外，我認識了僑中學生陳敬鴻。從他

身上，我看到僑中學生積極開朗的一面。來到筲東，他們積極

參與課堂體驗活動，樂意與筲東同學分享他們的校園生活點滴。

令我難忘的是僑中的敬鴻與筲東的鴻悅、曉傑，竟然能在短暫

的交流活動中建立友誼。這年我再帶領筲東同學到訪僑中，再

與敬鴻相遇，感覺好像重遇朋友一樣，相當溫暖。能認識僑中

學生，確實難能可貴，盼望兩地同學能更多聯繫，互勵互勉！

6A  蔡曉傑
想不到能在僑中交流時認識到不一樣的朋友──陳敬鴻。我以為只有兩天

的時間太少，只能作有限交流，但僑中同學的熱情令我的疑惑消失，令我

深深體會到朋友不分地域。即使我們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我們仍能夠

關心對方，大家互相扶持，確實難能可貴，盼望我們的友誼永固。

4C  楊錦煌 
本校與僑中交流，令我認識了梁翱域，我們有很多的共同話題，所以不一會兒，

就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雖然與他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在離開的時候，我

們彼此也很不捨；第二天參觀迪士尼樂園的時候，我也陪伴着他，最後在碼頭依

依不捨地送別。

希望翱域今年可以考好期末段考，更進一步，更希望今年暑假可以再見面。

6C  王鴻悅 
中山與香港，上百公里的距離，一次交

流活動將這兩點摺疊，讓我與敬鴻碰面

了。回想去年僑中到訪筲東，我和曉傑

獲選為接待一員。我本預想這只是一場

與中山同學短暫的偶遇，誰料我們之間

建立了一份長久的友誼。他們到訪香港

的兩天，我們陪伴他們走過校園，同遊

海洋公園。然後，我們又回訪中山兩天。

匆匆的來去之間，我們以微信侃侃而

談，成為了遙遠而實在的好友。

高二（17）班  陳敬鴻 
相隔一年，但是我仍然記得初相識的點滴。去年五月，我

們在體育館裡第一次見面，由此建立了真摯的友誼。第一

次來到筲東，同學熱情好動，主動地跟我們打招呼，問我

們從哪裡來。如果在僑中，我們大多遠遠的觀望，很少這

樣熱情。這兩天我體驗了口語課，跟筲東同學交流意見；

也到了海洋公園學習海洋生態。那次旅程，讓我認識了很

多人和事，收穫十分豐富。六月，筲東同學回訪僑中，我

接待他們參觀校園，就像當初他們帶我們參觀筲東一樣。

那時候，我不單與曉傑及鴻悅熟稔起來，也跟錢老師建立

了深厚的友誼。

香港對於我們來說，是個特殊的地方；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對於我們來說，更是個特殊的存在，它不僅包含了我們兩

天的回憶，更多的是一輩子的友誼以及思念。

高一 (23)班  梁翱域 
好開心可以認識 Oscar (錦煌 )，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剛剛見面的時候，就覺得他很英俊！ Oscar非常
友善，主動來破冰，打開話匣子。我們兩人有很多共同話題，好高興這次結交了一個好朋友。雖然相處

時間很短，但是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感情。我跟 Oscar在迪士尼樂園玩了一個下午，筲東的每一個同學
都很關心我們，陪伴我們一整天，令人感動。希望我們的友誼可以長存！各位筲東同學，祝願你們學業

順利！為自己的目標努力！我們很快就會再見！

筲東僑中    師生情濃

感想

楊錦煌同學（左）與
梁翱域同學成為好友

錢皓文老師與
陳敬鴻同學

蔡曉傑同學與

僑中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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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中
老師       
感想

僑中來訪老師：
徐璇主任、孔凡平主任、

盧卉老師、肖會玲老師、

唐玲老師、文如付老師、

張封老師、張鵬飛老師

僑中來訪學生：

A組 林嘉淇、梁可晴、侯晟釗、
黃梓灝、沈瑋淇

B組 梁翱域、許冰灩、陳銳松、
潘韻楠、區馨尹

C組 葉嘉文、吳燊如、李穎、
楊鵬宇、黃渝傑

D組 毛佳鍵、葉宇、童宇盈、
程莉、李映霞

僑中
學生
感想

僑中同學相當享受
在筲東的時光

甘阮麗芬副校長（右）致送
紀念旗予僑中徐璇主任

五校教師觀看數學課

五校師生合照留念

        總統籌：甘阮麗芬副校長                        編輯：梁麗珊老師、錢皓文老師

甘阮麗芬副校長、梁麗珊老師
自二零零七年十月本校與中山市華僑中學締結成為姊妹學校，兩校交流
互訪歷年不斷，由聯誼體驗到近年教研交流，大家在教研路上結伴同行，
互有啟發。近三年筲東以「探究學生學習的多樣性」為教研主題，探討
運用不同教學策略以照顧能力不同的學生。二零一六年的主題是「多層
次提問」，二零一七年的主題為「分層級課業」，二零一八年的主題則為「電
子學習」，期能增加師生互動，提升學習動機，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所
得，進而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近年除中山市華僑中學的林副校長、主任、老師及學生到訪本校外，本
年更邀得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的黃副校長及老師、筲箕灣官立小學
及愛秩序灣官立小學的校長、副校長及老師，聯同本校老師對本校公開
課堂作觀課及評課，是一次中港兩地的專業交流，亦為中、小學銜接打
好基礎，開展了研討交流的平台，並啟動老師開放課堂，以專業探索的
精神，共同邁進更廣闊的教研路，共建跨地域、跨階段的學習社群。

此次到訪筲東，非常感謝獲得熱烈的歡迎和盛情的接待。
我們分別觀看了通識教育課、旅遊與款待課及數學課，教
師運用 iPad程式或電腦軟件實現互動交流，及時反饋，
成功將學科知識融合，寓教於樂，素質甚高。另外，筲東
的同學溫文爾雅，熱情好客，非常有禮貌，具有良好的紀
律。公開課堂上，他們給予老師及同學很好的幫助，與僑
中同學精誠合作，共同完成作品，體現了團隊合作的精
神，且課堂氣氛融洽，師生關係和諧。

筲東老師與同學都非常熱情，雖然校長和老師經常說筲東
地方淺窄，但我卻認為筲東規劃很整齊劃一。老師們對教
學質量有嚴格的要求，課堂上，無論答問、討論或交流活
動，師生互動甚多，課堂氣氛活潑，形式生動有趣，學生
們也非常活潑，敢於發表意見及提出問題，令我們留下非
常良好的印象。

能得到如此寶貴的交流機會，這次香港之行將啟
迪我在未來的學習生活中不斷思考。這所面積不
大的學校，校園內卻滿是同學的熱情。筲東同學
總能耐心地解答我的疑惑，滿足我的好奇心。大
陸與香港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香港同學運用平
板電腦作電子學習，有很多互動交流的活動，也
有更多選擇的機會，更能夠自己安排學習的時
空。這次的遊學時間雖短，但這份滿滿的回憶，
我們之間濃厚的情誼，將永遠留在心底最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