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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學習在正

規課以外的知識，學校每年都會為小

五、小六同學舉辦遊學團，讓同學增廣

見聞，體驗異地文化。我們先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參與了教育局資助的「同

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 廣州的自然

保育及可持續發展，參觀了有機種植農

場及垃圾焚燒發電廠，認識如何保護環

境；又到濕地公園，探究自然保育的重

要性。

   再於二零一七年四月舉辦「韓國首

爾文化科技之旅」，參觀了多個首爾市景點，包括

清溪川、景福宮、民俗博物館、慶熙大學、韓國放

送公社等，讓同學認識韓國的環境保育工作，親身

體會當地的風土人情，認識當地的歷史背景和資

料，更一嘗製作泡菜及穿上韓服的滋味。 

   眾所周知首爾是潮流文化、尖端科技及悠久歷

史三者和諧相融的獨特城市，科技展覽及企業繁如

星數，是次我們亦參觀了三星 d'light及 Digital Pavilion 數碼坊，讓同學透過互動

展覽，瞭解韓國科技的發展，增進了同學的閱歷和見識。

   兩個遊學團分別去了廣州市海珠區前進路小學及首爾市 Solan Elementary School，

與當地學生進行交流。學校親切熱情的招待，也讓師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值得讚賞的是，

同學在交流期間表現有禮、認真積極，氣氛融洽。

   雖然同學可以在課本上認識以上的知識，但是能親身體驗確又是另一番滋味。兩次遊

學活動不但增進同學對所到地方的認識，更促進了同學間的友

誼，提高獨立自主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在同學的人生旅

途上，留下了寶貴又難忘的回憶。

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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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李楚安校長



參訪有機種植農場，認識有機農產品的

生產過程及科技應用，了解有機耕種對環
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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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1 日 - 22 日

同根同心廣州之旅



同根同心廣州之旅

探訪廣州市
前進路小學，與

當地學生交流及一同
參與學習活動，了解
內地學生的生活
及學習方式。

3



同根同心廣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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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廣州之旅 參訪

活垃圾焚燒
發電廠，了解如

何透過循環再造或替
代使用等方法，減
少對環境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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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廣州之旅

參訪

海珠濕地公園，認識

濕地及其功能，了解濕地生態系
統的多樣化及其資源，探究自

然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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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2017 年 4 月 19 日 - 22 日

天未亮，同學們便歡歡喜喜地提著
自己的行李來到學校，隨帶隊老師
何主任，葉主任和陶主任坐旅遊車
到香港國際機場，乘坐飛機到韓國
去。有些同學還是第一次坐飛機，
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所以大家十
分雀躍和期待。到了香港國際機場，
李校長帶領我們禱告，然後經過了
一輪安檢後，我們就登上飛機。經
過三個多小時有驚無險的空中旅程
後，便展開這次遊學之旅了。

Day 1: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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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清溪川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吃過餃子鍋，第一站便來到了清溪川。
導遊姜老師說重建清溪川的工程很龐
大，必須把清溪川高架橋及馬路拆去。
一個繁華的城市裡難得有一條
水源清澈的河流，讓人們能親
近大自然，讓繁忙的生活增添
一點休閒。首爾有了清溪川及
其周邊樹木的點綴，為整個環
境帶來生氣，不單空氣質素有
所提升，人民的健康也因而得
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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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1: 慶熙大學

離開了清溪川便到著名的慶
熙大學參觀，是韓國知名的
私立高等學府，以哥德式建
築校園為名，外型像歐洲的
教堂。導遊說我們很幸運能
進「和平殿堂」內參觀。和
平殿堂據說是仿照中世紀比
利時大聖堂 St.Michael and 
Gudula 所建成的，聽說花了
23 年才完成喔，和平殿堂
劇院在亞洲規模最大，擁有
4500 座席。老師提醒大家
參觀的時候要注意音量和行
為，畢竟這裡是間很棒很棒
的學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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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1: 東大門購物區

參觀
過高等學府，我們便來到

了著名的購物聖地 - 東大門購物
區。同學們分成小隊，搜羅他們的心
頭好。這裏的東西應有盡有，能滿足
不同旅客的需要，價錢也算便宜，

第一天大家已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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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2: 景福宮

第二天一早起床，天
氣有點冷，只有十度左

右，我們冒著冷風開始進入認
識韓國歷史、文化的旅程了。首先，我

們來到了景福宮，無論就規模還是建築

風格都堪稱朝鮮五宮之首。姜老師一邊
帶我們遊覽，一邊講解歷史，原來景福
宮在戰亂時期，大部分建築都被燒燬，
高宗時期才重建。現在，景福宮內保存有
朝鮮時代代表性的建築 - 慶會樓、香遠亭

的圓形蓮池、勤政殿的月台、雕像
等，從中可以感受到朝鮮
時代人們高超的雕刻技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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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Day 2: 民俗博物館

景福宮旁就是

民俗博物館，它將

朝鮮時期的生活型態，按照地
域、功能、時代、類型等分區展
示。而在博物館門外的戶外露
天展示區，可欣賞到濟州特有
的石頭爺爺、水車、園頭幕涼亭
等。我們還遇見了幾位穿韓

服的當地市民，一起
拍照留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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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2: 北村韓屋村

為了進一步認識韓國居民的生活，我

們便來到了北村韓屋村 - 與首爾

一同走過 600 年歷史歲月的住宅區，
看到保存了 600 年歷史的韓屋建築文
化，在北村這裏有許多看似古老卻又
頗新、頗乾淨的建築。聽說北村這邊
還是有人繼續居住著，所以參觀時要
保持安靜，不要打擾民居。離開前，
我們發現了一地道雪糕店，大伙兒你
一杯，我一杯的，吃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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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2: 梨花壁畫村

量 不 打 擾 居
民。可惜如今那一
幅極具標誌性的「花
樓梯」，還有另一
幅「魚樓梯」，
都被刪掉了。

劃，邀請了 70 

多位藝術家，繪畫

了大量壁畫，協助當地
舊屋的原居民，改善生
活。一路上同學們都很
守規，也懂得尊重當
區居民，拍照留

念也盡

要認識韓國社
區藝術與文化發展，

就不得不到梨花壁
畫村走一趟了。政府

制定了「Art in the 
City 2006」 的 舊

區美化重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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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過韓國傳統文

化，我們便驅車前往三
星 d'light，展開探索韓

國尖端科技之旅。怎也想不
到韓國的科技竟是如此的高超、
先進，參觀了三星的科技展館，發
現他們的科技發展已經處於世界
的高水平，我們使用的電視
和電話大多也是出產自韓
國，館內的產品比起出

口的更為先進。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2: 三星 d'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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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2: Digital Pavilion 體驗館

第二站來

到 Digital 
Pavilion 體驗館內有

內容豐富的科技展示和互
動活動，讓同學們感受到科
技的奧秘，體驗到科技帶來的
樂趣。連老師也跟我們一起在
館內穿梭，享受科技帶來的樂
趣，玩得不樂亦乎。同學進行
探索、發掘科技帶來的新體
驗，從活動中得到樂趣之
餘，亦同時增進了不少

知識，今天真教我
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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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晚上，我們有機會
品嚐一下街頭小吃
的風味，我們分四
組，分頭覓食，什
麼紫菜包飯、煎餅、
炸物，還有用辣椒
醬煮得紅紅的一大

Day 2: 夜 市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鍋炒年糕，應有盡
有，同學們看見美
食當前，不禁狼吞
虎嚥起來。那天我
們還買了香氣撲鼻
的韓國地道士多啤
梨回酒店作飯後果
呢﹗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Day 3: 學校交流 
             - Solan Elementary School

今天，天氣很好，我們一大清早便穿上了整齊的校服，帶了紀念品，預備出發前往

Solan Elementary School。我們都很緊張，不知道待會兒怎樣跟韓國學生溝通。

有同學甚至用韓文譯寫了一篇自我介紹呢﹗到達後，校長、老師和家長義工熱情地招待
我們，帶我們參觀校舍、課堂，又在禮堂進行了多項表演，最後還安排我們學習編織韓
國傳統繩結及品嚐傳統小吃。我們認識了那裡的同學，成為了好朋友，真是捨不得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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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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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學校交流 
- Solan Elementary School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3: 63 大廈

每座國際知名的城市總會有
一棟最高最有代表性的建築，

這棟著名的 63 大廈是很多學

校遊學團參觀的首選之地。我們搭
乘透明玻璃電梯快速的到達六十三
層，來到一眼望盡首爾市景的天空展望
台。今天天氣很好，視野真的是極好，遠
端的首爾塔，也可以看到漢江島和無數個串
連南北的橋面，韓國的社區看起來很乾淨。這
裏還有個利用反射原理營造出透視效果的地板，
喜歡刺激的可以走上來拍拍照片。除了可以飽覽首
爾市景，在這裏還可以欣賞一些現代藝術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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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汝矣島公園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汝矣島公園
可謂最能代表首爾的公園了。

公園很大，是市中心不可或缺的綠色休
憩空間。這裡有一個遊樂場，愛運動
的何主任帶領著一群活潑的小猴子，在

場中左穿右插，爬上爬下，興
奮無比，歡笑聲充滿了整個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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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3: KBS 韓國放送公社展覽廳

穿過汝矣島公園，

就是 KBS。這是我們第

一次參觀電視台，好期待。地板上
的彩繪和許多 KBS 自家的卡通人物都超
可愛的。穿過時光隧道，兩邊長廊滿
滿的都是 KBS 所拍攝過的影片，來到
配音台，按下按鈕後就可以開始配音
了，之後還可以把它播出來聽，真棒﹗
沿路經過攝影棚，可惜這天沒錄影，只

好在廣播室當一下 KBS 9 點新聞
主播員，真是難得的主
播和配音員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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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已到行程的
尾聲了，老師安排我們

到泡菜文化體驗館，跟

這裡的專業「師傅」學習泡菜
腌製法。師傅教我們如何把腌製
泡菜的調料塗在白菜上，包捲菜
葉也很講究技巧。聽說我們製
作的泡菜是捐去老人院或孤兒
院的，可真要認真點兒啊﹗
看！這就是我們的製成

品，不錯耶﹗

Day 4: 泡菜體驗館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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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4: 韓服體驗區

接
著我

們就到

韓服體
驗區，這裡

有眾多款式和
顏色的韓服，讓
人眼花繚亂。有機會

穿上韓服，確是難得的
機會，因為實在很優雅。

穿戴整齊後，同學們就開始
瘋狂拍照啦﹗在泡菜文化體驗

館，體驗韓國的傳統文化，為韓
國旅行留下了難忘的回憶，亦為是
次遊學團劃上了完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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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參
雞

部 隊 鍋

餃
子
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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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韓 國 美 食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這幾天嚐了很多
地道的韓國特色
餐點，有韓式餃
子鍋、馬鈴薯燉
豬骨、韓式牛肉
火鍋、人蔘燉雞、
韓式燒烤、流行
的部隊火鍋和當
地特色小吃，必
須一提的是，這
裡的伴菜，也是
絕不留手，可隨
意添吃的。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Day 4: 韓 國 美 食

韓 式 
燒 烤

豬
骨
鍋

韓式牛肉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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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韓國首爾交流
團，給人的感覺既不長

也不短，但卻令人回味無窮。
這次的旅程果真令我們畢生難忘，
可說是在小學生涯最有意義的一次
活動，除學到了許多有趣的事物和知

識，也認識了一些當地文化。雖然大家
都十分累，但在那短短的四天中發生
了很多事，都是令人難忘又珍貴的
回憶，所學到的是課堂不能學到的。
盼望能將這次旅程藏在自己的

回憶夾裏，希望有一天，
有機會把它翻出來細

味。

Day 4: 回  程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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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分 享 會



6A 班    王梓瑤
經過這次韓國首爾之旅令我和同

學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同時亦讓我眼
界大開。

仍記得當初我知道要和兩位不太
熟悉的同學同一間房時，我的心情就
變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焦急起
來，擔心我會做錯事而惹怒她們，但
意想不到在第一晚時我卻改觀了。

那一天的晚上，我因為不習慣出
遠門和太想念家人的關係，而哭了很
久很久，我本以為我的室友會因我哭泣而討厭我，怎料，
她們居然沒有，相反地，還一邊拿紙巾給我，一邊安慰我，
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動。從此，我亦多了這兩位朋友。

此外，這次旅程亦讓我的知識寶庫變得更加豐富，
就好似像導遊帶我們到三星 d’light，那裏展示了很多
Samsung 產品，但當中令我最深刻的產品就非 Samsung VR
莫屬了，這個 VR 的立體感很真實，令玩家彷彿就活在遊
戲世界之中。另外，這間三星 d’light 還展了其他新功
能和型號的智能用品，簡直就是一個「電子天堂」，令我
眼界大開。

最後，我覺得自己相當幸運，因為我能夠在畢業之前
與同學一起出國旅遊，在我的心中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

6B 班    歐芷祺
在這次旅程中，我 覺得十分高興，因為我不但學會跟同學融洽相處，還認識了韓國文化及飲

食習慣。

    在我們參觀清溪川 時，你知道我為何那麼雀躍呢？因為在城市中能有這麼美麗的景色，實在
難得，我亦體驗了清溪 川的效應，令我們更懂得如何保護清溪川，明白保護環境的重要，所以我
十分難忘。

在參觀 Solan 小學時，我覺得我們能用外語和身體言語與韓國小學的同學交流，也特別高興。那天我跟他們成為
了好朋友，我希望日後他們仍會記得我們這群來自香港的小學生。

這次旅程結束了，我要感謝姜老師、領隊、陶主任、葉主任和何主任，很感謝他們這幾天為我們安排這麼豐富的旅
程，令每天也十分充實。經過這次旅程，我和同學、老師也增進了感情。如問我會否再去韓國，我一定會說去。

6A 班  鄭澆鈴
   

經過這次韓國首爾文
化科技之旅，我認識了韓
國的文化，環境和歷史。
多謝老師給予這次寶貴的

遊學機會，讓我認識了很多知識，也
和同學相處得十分融洽。未出發前，
我以為韓國是一個科技落後的地方，
但參觀了三星 d’light 後，發現原
來韓國絕不落後，反而十分先進。
而我發現了韓國除了上班時段，街
道上基本都不太多人。

   這次韓國之旅，我十分開心，希
望能再有一次機會和同學、老師一
起去遊學。

6A 班    陳曉晴
出發了，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打後每一天的旅程。

當日我們的第一站到達了清溪川，這裡的水十分清澈，與我們香港的城門河相差太大，污染物近
乎零。第二站我們去了慶熙大學的禮堂，這裡有四千四百個座位，十分雄偉壯觀，使我們大開眼界，
希望可以再次參觀。第三站我們去到東大門購物。這裡的物品林林總總讓我們看得目不暇給。

第二天我們去到景福宮，參觀以及探究當地的古代文化，真是十分有趣。我們還去到民族博物館，
吸收了不少韓國的文化知識。之後我們到 3 星 d’light，這裡有很多新科技的小玩兒，例如 VR、模
型單車等等，真是十分有趣。

第三天我們去了 KBS 參觀展覽會，有很多益智的遊戲和可以嘗試拍影片的過程。我們還去到 63
大廈看韓國首爾的風景，真是十分美麗。

最後一天我們去到 Kim and Kimchi School，嘗試學做泡菜，雖然有些困難，但幸好李可欣同學樂於幫助別人，在
我有困難的時候，她就幫助我，真是我的好朋友。之後我們一起去試穿韓國服飾，真是十分有意思，看見同學們一起
拍照，大家也紛紛到旁邊拍照，真希望時間可以停留在此刻。

這幾天的交流滿有意義和價值，真讓人感到不捨，希望可以再到韓國。這段時間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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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學 生 感 言
6A班 李嘉欣

今次的韓國之旅真讓我獲益良多，不但分別認識到韓國的歷史和科技，更能品嘗當地的美食和欣賞風景。真滿足呀！

出發去韓國的第一天，我早早起床出發到學校集合。起初我還以為會有同學或老師比我早到，畢竟我們是去韓國啊！任誰都會興奮得睡
不着覺，而早去學校集合吧？然而，我卻完全猜錯了。當我到達後，就只有我一個人，十分冷清，我甚至還以為我是記錯了集合時間，甚至
開始懷疑我的手機出了問題，及至當我看見何主任來到了，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抵達韓國後已經是下午二點，我們辦理完手續後，便趕往去吃午餐，想不到來到韓國後的第一天就吃韓式餃子鍋！那餃子鍋真美味，至
今回想起時，餃子的味道仿佛仍在我口腔，真令我畢生難忘！午餐後，我們參觀了清溪川，那裡的河水清澈見底、閃閃發亮，連白鴿也被清
溪川的美吸引過來，我十分確定香港沒有一條河能比得上清溪川！參觀完清溪川後，我們還去了慶熙大學和東大門購物區。去到購物區，我
才真正見識到韓國人的熱情。他們的熱情並不是普通人能招架，每次我一走過去，他們便熱情地向我推銷產品，導致我買了許多小玩意：手鏈、
掛飾等。購物完，時間也不早了，我們吃完韓國燒烤晚餐後便入住酒店了，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第二天起床後，在酒店內吃完早餐，我們便前往景福宮。景福宮遠看就和北京的故宮十分相似，但當你仔細地觀察後，就會發現他們有
很大分別：雖然它們外觀大致相同，但他們的雕刻卻是截然不同的工藝。參觀完民族博物館，接著我們便去到北村，我最難忘的並不是那裏
的景色，而是那裏的雪糕，那味道簡直可以堪稱為「人間好滋味」很有咬口感，硬硬的但它又不失雪糕原來的軟，更重要的是，它那甜筒餅
並不會因為雪糕而軟化，真想再嚐一遍呢！享受完著名的人參雞湯後，我們接着便到三星 d’light 和 Digital Pavilion，體驗韓國的尖端科
技。一天內我們竟可參觀那麼多著名景點，連我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天起床後，我們照常在酒店吃過早餐才出發，今天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到韓國小學交流，雖然很興奮，但總是覺
得很不自在，她們總是用一種好奇的眼神看着我們，雖然向他們招手，他們也會向我們招手，但當我們接觸和溝通時，他們
就害羞得很。接着我們還到了 63 大廈，雖然很高，但還是比不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我為我身為香港人而自豪！然
後我們到了一個公園玩，那裏雖然不大，但遊玩設施卻非常有趣。如果可以，我長大後一定要再來這裏一次 !晚餐吃了韓式
牛肉火鍋，便趕快回酒店了，因為第四天要很早起床。

第四天是韓國旅程的最後一天，因為要坐飛機，所以第四天的行程就只有 DIY 泡菜和穿韓服體驗，雖然只有兩個活動，
但卻覺得很充足，很難忘。

雖然今次的旅程只有短短幾天，但我卻獲益良多，更增進了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這幾天的旅程我一生都會銘記心中。

   6A 班  林展霆

這次韓國交流團，讓我獲益良多。在第一天出發
時，我終於體驗了坐飛機的刺激，也開始了我第一次
國外之旅，心情特別興奮。當地接待我們的導遊姜老
師，在他細心講解下，我也越來越對韓國有更深入認
識。

第二天，姜老師帶我們去了景福宮，他很細心地
向我們解說了景福宮的歷史。這才知道，原來這裏本
是一片焦土，在戰爭中被燒毀，最後再重建成眼前的
景福宮。看著眼前宏偉的宮殿，沒想到有如此悲涼的
歷史。

第四天，是回港的日子，在我們結束韓國之旅前，
姜老師帶我們去泡菜體驗館學做泡菜。我很喜歡吃辣，韓國的泡菜很辣很
好吃。現在有機會學做，真好。跟著導師的示範，好不容易才完成，原來
做泡菜是挺難的。可能是我沒有弄吃的經驗吧﹗最後，我們乘搭回程機，
完結了今次韓國之旅。

6A 班  黃婷婷

光陰似箭，一連四天的韓國交流團終於完滿結束了。這次的境外交流不但讓我認識更多當地朋友，而且認識
了當地文化，真令我獲益良多。當下飛機時，心裏既興奮又緊張……哇！身邊一切的人和事完全截然不同：全部
文字由我最熟悉的繁體字變成韓文，身邊的人全說着我聽不懂的韓文，但當地人熱情好客，給我帶來了很多好印
象。

下機後很肚餓，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吃午餐。吃完餃子鍋後，就到韓國著名的清溪川和慶熙大學。清溪川河水
清澈見底，空氣清新，與香港城門河相比，簡直是天淵之別。慶熙大學十分宏偉，像一座寬敞的教堂，在這裏上
學的學生，真是有福氣。晚上，我們到東大門購物區盡情地購物，大家都十分合作，能準時集合，並買到自己喜
愛的手信。

第二天一早，我們出發到景福宮，欣賞從前皇帝居住的地方，那裏十分宏偉壯觀，還真想到皇帝的「寶座」上坐坐。參觀完景福宮，我
們就去了三星手機的製造商和 DMC 園區，那裏介紹了我們未來的生活的科技，我不禁想在那裏留宿一晚呢！

第三天，我們到當地的小學交流，那裏的設備十分齊全，那些學生熱情地款待我們，他們還教我們編織一條「長命鏤」。與香港的學校
相比，這裏的還要大幾倍多。下午，我們到了 63 大廈從高空眺望首爾，那裏的景色十分美，讓我們的手提電話像被吞噬了似的。我們還參
觀了 KBS 電視台，感受當地的文化。

第四天，我們到泡菜體驗館親自弄泡菜，但不是帶回家品嚐，而是給老人院及孤兒吃的，讓我體驗一下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此外，
我們還穿着傳統韓服拍了一張「全家福」留念。

我們快畢業了，這次旅行是我們在小學最後一次，還是最後幾個月的小學生涯，希望可以藉着這次的旅行令我們在小
學過得開開心心，快快樂樂。 30

   6A 班  馬朗然

這一次的考察當中，我學會了非常多的知識。

這四天，我學會了書本以外的知識，例
如獨立，如何跟同學相處。可知道與同學相
處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你要跟同學相處就必
須學會用心聆聽。

在第三天，我們去了韓國的一間小學，
名字叫 Solan Elementary School，他們的
同學非常熱情接待我們，他們有設備齊全的
足球場、籃球場、科學室、電腦室和羽毛球

場，更請來了穿著傳統韓服的家長義工教我們製作手繩，還
預備了一些表演給我們看，有 Rock Band，古箏和陶笛，十分
精彩。

這次旅行讓我的知識寶庫變得更豐富，就好像導遊帶我們
到三星 d’light 看一些電子產品和 Samsung 的產品。當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 Samsung VR, 那個模擬過山車，就像玩海洋
公園的過山車一樣那麼逼真。另外，這一星期 Samsung 會出
一些新產品，例如電話和電視，簡直就是尖端科技電子天堂。



6A 班 周麗娜
4 月 19 日前往韓國交流的第一天。早上 5 點半我們從學校出發到香港國際機場準備乘坐飛機到韓國。乘車的

途中同學們都十分興奮，都興致勃勃地討論有關於韓國的事情。

終於到了機場，我們把行李拿到候機室。因為我們搭早機的關係，所以在候機時我們欣賞到了十分迷人的日
出。太陽公公慢慢地升起，好像是在和我們打招呼似的。我們終於登上飛機了！因為第一次搭飛機的關係，所以登
上飛機後我十分興奮，對飛機上的一切都很好奇，左看看右看看，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經過幾個小時後，我們終於
來到了韓國仁川機場。雖然坐了幾個小時飛機很累，但是一下機我們就像打了興奮劑似的，個個同學都興奮無比。

韓國交流的第一站清溪川。清溪川和香港的城門河一樣都是人工河道，但是清溪川卻比城門河乾淨很多，這
讓我們認識到環境污染的嚴重。

之後我們去了慶熙大學，真幸運它今天剛好開放，所以我們可以進去參觀。裡面的禮堂非常大，座位就有四千多個位置。大學裡有
二十多個系科，其中經營學、經濟學、醫學等各方面研究業績尤為突出，這令我們歎為觀止。晚上我們去了東大門購物區購物，這裡的
商品都比較便宜，所以同學們都買了很多東西，有送給家人的，也有送給老師的。同學都買得不亦樂乎。

交流的第二天。雖然天氣比較冷，但是這一點也沒有影響到我們的心情。今天的第一站是韓國有名的景福宮，這是到韓國旅行必定
要去參觀的地方。景福宮是 1395 年建造的朝鮮王朝的法宮，進去的時候自己仿佛身在古代似的。參觀完景福宮後，我們便到了民族博物
館，讓我們更深入地認識韓國的民俗風情。

之後我們去了三星電子宣傳館（Samsung d'light） 意思是指「數位世界之光」。 三星電子宣傳館 「L Your Tomorrow」為主題。 
在裡面我們可以利用三星電子的技術與服務發現自己的可能性，還可以體驗未來生活的旅程，這次的三星宣傳館之旅真是令我們大開眼
界！

4月 21 日，韓國交流的第三天。今天我們的第一站是到韓國小學 - Solan Elementary School 作交流。今天的交流可以說是我這幾
天最期待的事情了！大清早我們便乘車前往小學，在乘車的過程中同學們都在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到了小學後應怎麼表現，跟同學分享早
前準備送給韓國學生的紀念品，在不知不覺間我到達目的地了，同學們便更加興奮了！讓我們震驚的是，學校的門口上掛著大約有五米
長的橫幅歡迎我們，上面寫著我們學校的名字，這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來自 Solan 小學的熱情。

在他們學校裡我們學會了編織韓國傳統的手繩，還品嘗了當地的傳統美食，欣賞到了她們的樂隊表演，還有陶笛等，這真讓我們大
開眼界，同學和老師們都對他們讚不絕口，還和他們互相交換了禮物。

下午我們去到了 63 大廈是位於南韓首爾汝矣島的摩天大廈，在上面我們
可以欣賞到半個韓國美景。之後我們又去了附近的汝矣公園遊玩，這個公園非
常大，公園旁邊還有一個漂亮的海。在這裡我們都玩得不亦樂乎，同學們都依
依不捨地離開。

到了韓國交流的最後一天。今天我們會去親手製作韓國泡菜和體驗穿韓
服。我們今天要製作的泡菜叫白菜泡菜。我們製作的泡菜最後會捐給養老院的
老人和福利院的小朋友，所以同學們在製作的過程中都十分專心和用心。製作
泡菜前我們要帶上手套保持衛生，然後就可以正式開始製作了。製作白菜泡菜
的第一步是先拿起白菜的一片葉子，然後把醬料塗上去，直至塗到最後一片，
塗好後我們就可以先拿起白菜的最後一片葉子，然後將其餘的葉子對摺一半，
接著拿最後一片葉子將已經對摺的泡菜包好，這樣白菜泡菜就大功告成了。因
為我們是新手的關係，可能在製作的過程中有很多不足，希望他們不會介意
吧！

製作完泡菜後，我們便一起到樓下體驗穿韓服。這裡掛著很多韓服，各
式各樣讓人目不暇給。看到那些漂亮的韓服同學們的心情就特別激動，然後就
迫不及待地跑去換韓服。換上韓服的同學都特別興奮，一直在鏡子前照來照
去，還和其他同學比誰穿得很好看，看到他們的舉動我被惹笑了！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四天的韓國交流也即將結束了！從中我們學
到了很多關於韓國的飲食、文化、科技、老師和同學。這一切都會深深地留在
我們的腦海中，永遠都不會忘記。謝謝學校為我們舉辦這次的交流、謝謝各位
老師和同學的關心，謝謝葉主任受傷了還堅持陪我們完成這次的交流，還幫我
們拍了這麼多好看的照片，葉主任謝謝您！

這幾天的交流讓我們收穫了很多。有開心的事情，但不可避免也會發生
一些衝突，和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沒關係，因為這些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必須
要經歷的，只要我們懂得去面對，緊記這次的教訓，那下次我們就不會再犯同
樣的錯誤，這樣我們以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我們也快要畢業了，在畢業前能
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給了我們一個這麼難忘的回憶，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感謝
各位老師在背後默默的付出和神的保守。這幾天的交流讓我們難以忘懷，這也
將會成為我們六年級畢業前最好的禮物，長大以後最美的回憶！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學 生 感 言

6A班  李才銘

四天的韓國境外交流團終於完結了，
我們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回憶著在韓
國的四天……

第一天，我們一早起床到學校集合，
乘搭早機到首爾仁川機場。下機時，我們
都十分好奇，到底首爾是怎樣的？有多大

呢？漂亮嗎……上車時，我們才發現首爾是一個多元化的城
市，跟香港一樣，既有保存傳統的文化，又有探索一些新科
技。那一天，我們到訪了清溪川，慶熙大學，還有東大門購
物區。我還在東大門買了不少手信呢！

第二天，我們到訪了景福宮，民族博物館，北村韓屋村，
梨花壁畫村，三星 d’light 和 DMC 多媒體園區。在那天旅
程中，我發現原來韓國的科技是那麼先進的，希望香港可以
以科技發達的國家為榜樣。

第三天，我們參觀了一間韓國的學校，他們的校舍比我
們學校大幾倍，所以我相信在那裏上課的學生一定很開心。
那間小學的學生更為我們而特意表演他們的「絕技」。之後，
我們更和他們一起做手工和享用韓國特色小吃。他們十分有
耐性，因為我在做手工時，我不明白製作的過程和程序，於
是他們就用心地教導我，令我完成作品。看來我下次教弟弟
做功課時，也要學習他們的一份耐性。

第四天是旅行最後的一天，我們一早起床便把市場的草
莓全掃回酒店，然後就前往泡菜學校做泡菜和穿着韓服。那
時，我才明白原來泡菜那麼容易弄的，下次我也要買材料跟
家人一起製造可口的泡菜。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今次我們到了韓國
深入了解韓國文化和科技，希望我可以再去其他國家交流，
了解其他國家的特色，文化和人民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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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班 林浩文

在這次韓國文化交流
之旅，我們有開心的時刻，
也有生氣的時候，更吃
了很多很有特色的韓國食
物，確實是一次難忘的經
歷。當中，我最喜歡到汝矣公園玩，公園
非常大，有不同的遊玩設施，例如 :鞦韆﹑
滑梯﹑馬騮架等，大家玩得不樂亦乎。

此外，我也很喜歡做泡菜 DIY，因為我
可以做泡菜給老人院和孤兒院，挺有意思。
我還在那裏買了一些紫菜作為手信，因為
大部分同學也買，所以花了好一會兒的時
間。

總括來說，這次交流我非常享受。我
會考慮再來這裏遊玩。

韓國首爾文化科技之旅 學 生 感 言

6A班 馬家敏

經過這次韓國交流活動，讓我對韓國的文化和發展有更加
深入的認識。

我記憶最深的是在第三天與當地的小學 Solan Elementary 
School 交流。起初，我對這間小學很陌生，不敢跟他們的學
生對話。直至有一位四年級的同學，主動過來跟我說了一聲
「Hi」，老師還要同學站起來歡迎我們，讓我開始表現得自然
了。與我們交流的學校為我們準備了很多活動和表演。其中我
看見幾個女同學和一些男同學組成了一個組合，他們為我們演
唱了「Knock Knock」，真令我大開眼界。接著，
我們去參觀了韓國學生上課的模式，我們今次要
學習的是織韓國手繩。起初我看他們示範織手繩
的時候，不太明白她們說什麼，後來經過當地老
師的一番耐心教導後，終於學會了織手繩，我還
織得愈來愈快。經過一段時間候，我們要離開
了，只好依依不捨地跟他們道別，還和他們擁
抱。

經過這一次的小學交流，我明白到雖然我們
語言不通，但卻也可以成為好朋友。

6A 班  洪煜淳

四月十九日那天，我們終於乘搭飛機前往期待已
久的韓國首爾進行交流。

這次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所以感到分外緊張、興
奮。最初飛機起飛時，我感到有點害怕，但後來習慣
後，就覺得挺有趣、挺好玩的。 

令我感到最難忘的是去了當地的小學進行交流。
當到達學校門口時，便看到門口掛著一幅橫額歡迎我們，我感到十分
意外，心想 : 韓國人真熱情啊 ! 然後，我們進入學校就看到一個非常
大的校舍和操場。接著，我們便去參觀校舍，我認為那裡的設備十分
完善，竟然連跳舞室和乒乓球室也有。然後那裡的學校為我們安排了
一個特別活動 -- 織手繩，還準備了一些韓國傳統點心給我們品嚐。

令我感到最開心的是在東大門購物區買了一些有韓國特色的手
信，那天我在那裡買了兩隻穿著韓服的小熊公仔和一個具有韓國特色
的筆袋。     

令我感到最有趣的是韓服穿著體驗，只要選擇到合適的尺寸，就
能把它換上，那裡有不同的背景可以提供給穿著韓服的人拍照。我們
在那裡拍了很多美麗的照片。

另外，我們還去了 63 大廈，我們上到了頂層後，透過落地玻璃
看到了首爾的全景，真是十分壯觀啊 ! 我還在那裡造了一個紀念幣
呢！   

旅程中，在車上聽到到導遊介紹韓國處理垃圾堆填的問題，原來
他們是利用垃圾造成一座人造山，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這次的旅程令我了解到韓國的文化，也令我對韓國有了更深入的
認識。在離開的時候，我在心裡默默說了一句：再見了，首爾，希望
有機會再來！

6A 班 李可欣

經過這一次的旅遊，
即讓我獲益良多又能增加
與老師及同學之間的友
情。

 另外，我很感謝學
校能夠舉辦這個韓國交流
團，讓我有機會出國，亦
讓我能夠學習更多的知
識。

 其次，我很感謝我們的導遊，姜社
長帶我們去參觀、遊玩等，並帶我們去
品嚐當地的美食，讓我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及美好的回憶。

 除此之外，我最想感謝的是神，感
謝祂在這幾天裏賜給我們有一個晴朗的
天氣，讓我們能順利地完成整個行程。

 而令我最深刻的活動就是去
Samsung d light，因為在那裡，我們親
身體驗了科技的發達，更讓我們明白，
原來科技可以當作遊戲來玩，如 :我們
玩了模擬化妝，這個程式把我們樣子畫
得維妙維肖的，有趣極了！我們也玩了
利用木板來變成一個動物及植物，令我
們大開眼界 ......

   經過這一次的旅遊，不但讓我學
會了獨立，還增加了我與老師及同學之
間的感情，更讓我認識了更多關於韓國
的文化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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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  區國柱

經過老師一連串悉心的安排，我們終於踏上了韓國之旅。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所以
出發前媽媽不斷叮囑我：「小心一點，別著涼啊 !」等等。雖然有點煩，但我感受到那
種溫暖。    

第一天，我們去了跟香港城門河相類似的清溪川，那裡非常漂亮，沒有垃圾，空氣
也很清新。接著去了一間很著名的慶熙大學，它最有名的不能不算上韓醫了。他們的韓
醫在所有大學中是最棒的。晚上我們還去了東大門購物區，我還買了很多東西送給親朋

戚友呢﹗。

第二天，來到了皇帝辦公的地方 -- 景福宮，雖然比故宮小，但我們可以看出是工人用汗水建造而成的。

在最後那天，我們去了韓國傳統體驗館，原來泡菜和紫菜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我們還試穿了韓服，
當別人幫自己穿韓服的時候，好像回到了古代，好興奮。

四天三夜的韓國之旅終於結束了，雖然依依不捨，但是我們也買了不少戰利品，真希望可以再來一次。回
港後，我一定會跟親友分享我的見聞。

6B 龍婉翹

這次去了韓國，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學會了很多東西。

第一天的行程中，哥德式建築外型的慶熙大學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們參觀了難得
開放的大禮堂，還有很多宏偉壯觀的新事物。此外，我們也去了清溪川，那裏環境清幽，
也讓我學會如何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和明白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令我獲益良多。

第二天，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在三星 d'light 時，有很多不同的展示品和玩意。同
學們都很興奮、雀躍，因為裡面有各式各樣三星的新奇產品，令我們大開眼界。另外，景
福宮也很有特色，民族博物館裏有許多古代的文物展示品。導遊也很仔細地跟我們講解，增添我們許多見識。

第三天，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其中「KBS 韓國放送公社展覽廳」特別有趣。裏面有很多地方給我們拍攝和
配音等，所有的設備都很新奇和非常有趣。那天，我們還去了一所
小學交流，這所小學也為我們準備了很多節目，十分感激他們熱情
的招待。其中的織手繩活動特別有趣，我很快便學會了織手繩，我
覺得很有意思。我也跟教我們織手繩的學生成了好朋友了。那天接
觸了很多韓國人，還可以學會怎樣和他們溝通交流。

第四天，我們去了做泡菜，雖然我平日不大會吃辣，但今次我
也很投入，那裏的導遊也告訴給我們如何製作紫菜。我們試穿了韓
服，還與校長、老師一起大合照，十分難忘。

這次的韓國交流團真令我獲益良多，增廣見聞。我也很感謝導遊和老師為我們悉心安排，讓我可以認識韓
國的文化。

6B 龍婉翹家長 :蒲祖翠女士

感謝學校給我的女兒參加這次韓國交流
團活動，令我的子女認識了韓國的國土
風情，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放眼世界，
更加令她懂得獨立自信，和溝通技巧。

6A 林曉晴 家長：戴翠娥女士

由於女兒從未曾離開過我身邊，所以儘管我仍然頭痛
不適，我也堅持離開醫院回家替她預備行裝。

回到家後，我從 Janet 家借來的行李箱中找到一雙毛巾拖鞋，
正好給女兒在酒店用。

一連幾天，女兒在臨睡前也會撥電話給我報平安！感謝天父聽
禱告，保守他們全程順利。

才沒見幾天，怎麼我覺得女兒高大了！昨晚看她在韓國
拍攝的花絮片段，感覺到時間雖然短，但卻足以令

女兒大開眼界。

6A 徐凱晴家長：陳新濃女士

經過這次韓國旅程，讓子女學會
獨立，和同學增進友誼，並讓子女了
解韓國的文化和讓她學會和當地人溝
通。作為家長的覺得這次韓國之旅是
值得支持和鼓勵的。希望她升上中學
之後，也會有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可
以增進知識和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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