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時並進、學教相長」— 歷史科學與教匯萃 
歷史．電．遊 —走出課室的電子學習 

 
課題8：香港直至19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 
課題 12：20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 

課題1：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關志恒老師、楊嘉偉老師及蔡子良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蔡耀倫老師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梁啟聰老師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CDI020181112                                                               2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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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恒老師(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B1 
理念：我們的共同關注 

 
 

電子學習 - 自學能力 / 課堂互動  校外考察 - 親身感受 



兩者結合 
電子學習 +校外考察 

《歷史科考察易》 

《尋墓遊戲-香港墳場考察》 



電子考察香港墳場 

關志恒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電子考察香港墳場尋墓遊戲》
@18/4/2018香港墳場 



主要設計理念是 -- 「尋寶」(treasure hunt) 遊戲 

學生分為4組，每組分發1部平版電腦及1份地圖，在
香港墳場之內跟著線索，尋覓何東、何啟、楊衢雲、
史釗域、郭士立、遮打等6位人物之墓 

多元活動：尋寶、合作解難、答題(MCQ開放型題
目) 





學生最歡喜……尋墓 

應在目標墳墓附近加插QR code從而增
加樂趣，亦可證明組別真正到達該目標
的墳墓 

學習者的「擁有感」 教學相長 



為何以香港戰役為主題…？ 

電子考察黃泥涌峽 
-香港保衛戰 

B2 



為何以香港戰役為主題…？ 

蔡耀倫老師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為何以香港戰役為主題…？ 

• 承襲課題9「20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I）— 兩次世界大戰」中對
太平洋戰爭的描述； 

• 真正的戰場是怎樣的？ 

 

• 呈現課題12「20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中有關「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的香港」與「日佔時期的香港」的另一面向︰ 

• 何謂「管治」？ 

 

 

 





由香港義勇防衛軍
第3連第9排駐守 

造成日軍傷亡約
800人 

此機槍由排長菲爾
德親自操作 

機槍堡上佈滿日軍
重機槍的彈痕 

1938-1940年建造 

屬於《1939年臨時
防衛計劃》一部分 

英國從未放棄香港 

為英國兩次大戰期
間的試驗品 



備戰與管治 

羅富國 
1937-1941 

岳桐 
1940-1941 

楊慕琦 
1941 



黃泥涌峽戰鬥 
19/12/1941 – 
22/12/1941 



以VR進行事前考察(Pre-trip) 

楊嘉偉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配合課題12- 20世紀香港的
成長與蛻變  讓學生在實際
環境中學習 

提供考察前的基本知識，銜
接實地考察內容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照顧學生多樣性 

 

我們的目標 



 事前考察︰教授學生基本史識，了解考察環境 

 實地考察︰提供較深入內容，讓學生在實地作 

                           探究性的學習 

 銜接方式︰VR題目+預習題目 Eduventure 題目 

                           (基礎資料的題目) (進階性多元化題目) 

《VR考察》如何銜接《實地考察》 



題型設計 

• 設計多樣化型式配合
不同學生學習風格及
能力 
 

• 提供鷹架作用  
  

• 逐步深入學習 
 



使用VR進行預備考察(Pre-trip) 
題型 



360全景照片 檢視點 

不同的題型 互動元素
按鈕 



基本資料題目 

VR顯示的畫
面 



多項選擇題題目 
 

VR顯示的畫
面 



錄音回應題題目 
 

VR顯示的畫面 



連貫性題目(隨意門) 

VR顯示的畫面 



如何提升學生的興趣及動機 



如何提升學生的興趣及動機 

題目形式需要多元化，避免重複或單一 

考察內容加入虛擬實景(VR)，引起同學興趣，相比
傳統的教科書，VR無疑比較有趣；另一方面，學
生可透過VR，實際感受如歷史古蹟、地形概況等
沒法親身前往的地點 

發掘有趣的故事展示給學生 



以電子平台輔助考察 

蔡子良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電子考察vs傳統考察 

• 傳統考察：導賞為主，學習活動較少互動 

• 電子考察：導賞+學生探索，學習活動多元 



形式 
• 進入景點後顯示資料及題目 



設定 
• 景點簡介+問題 



Check Point 1 : 
彈藥庫及高射炮台 

• 了解英軍防空設置 

• 拍照題:尋找高射炮彈藥庫位置 

• 問答題:高射炮台射擊路線 



Check Point2 
機槍堡 

• 認識機槍堡的結構及於戰時發揮的作用 

• 拍照題:找出機槍堡瞭望塔 

• 問答題:日軍傷亡數字+通風管道用途 

 



Check Point 3 
瞭望點 

• 黃泥涌峽的獨特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 

• 拍照題:日軍向黃泥涌峽進攻的方向 

• 選擇題:日軍取得黃泥涌峽戰鬥的勝利原因 

 



Check Point4 
西旅指揮部 

• 香港政府對於戰時遺址的保育政策 

• 拍照題:為被山泥遮蓋的部份拍照 

• 錄音題:發表對該部分歷史遺蹟保育的意見 



Check Point 5-6 
黃泥涌警署+聖約翰救傷隊紀念碑 

• 補充Check Points 

• 了解戰前建築 

• 聖約翰救傷隊於戰前的職能 



檢視與反思 

關志恒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最不認同 ----------------------------------------最認同 

有關VR Pre-trip 



有關VR Pre-trip 

使用 VR進行Pre-trip，有助學生認識考察
地點。老師可於考察期間進行更深入的探
究。 



有關電子考察 

透過電子平台，
加入探究活動，
學生 hands on!
有助學生理解
老師的講解，
加深對考察地
點的認識。 



有關電子考察 



有關電子考察 

導賞解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加入互動元素，
有助學生提高興趣 



虛擬考察圖坦卡門的陵墓 

梁啟聰老師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B3 



《虛擬考察：圖坦卡門的陵墓》 

以歷史科為出發點，在課室場境中虛擬考察古埃及的建築(3D

模型)，並進而探討歷史科與STEM教育結合的可行性。 



困難 

 埃及課題無論時間及地點相對較為抽離，難以令學生
有投入感。 

 

 學生對古埃及認識不深，可能需要提供更多一二手資
料協助研習，但不可能到埃及進行考察及教學。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簡稱VR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也稱虛擬技術和虛擬環
境，是一種由電腦技術輔助生成的高技術模擬系統。 

 VR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用家穿戴裝置，
如同身歷其境一般置身於「虛擬真實世界」，產生好像處在現實
中一般的錯覺。 



 

 
課題：從圖坦卡門的陵墓了解古埃及的文明成就 

與新修訂課題1有關：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對象：中一學生 

課時：1節，約35-40分鐘 

預期學習內容： 

 

從古埃及圖坦卡門的陵墓、認識個別古文明的主
要特徵(建築技術、宗教文化、社會結構)。  

 

虛擬考察圖坦卡門的墓室內部，體驗墓室的壁畫、
石棺等墓葬物品，了解埃及的文明成就。 

 

著重個案如何反映古文明的成就和我們今日的關
係，以及古今人類相同的基本需要。 

 



一般處理埃及文明課題 以STEM形式處理埃及文明 

課堂計
劃 
  

教科書課文及圖片
+簡報+ 其他資料(

筆記、當地紀念品
) 

  

老師口述 + 學生探
研 

預習 

學生先收看National Geographic 的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
BNsNwSyjEI 

引入 

學生完成前測任務(Frayer model) ，以
了解學生對古埃及的認識 

課堂活動 

《虛擬考察：圖坦卡門的陵墓》 

 運用網上電子資源，制作3D model(

由資訊科技專家譚先生製作)，學生
戴上3D眼鏡，虛擬考察圖坦卡門的
墓室內部，體驗墓室的壁畫、石棺等
墓葬物品，了解埃及的文明成就。 

 課堂上學生戴上3D眼鏡，虛擬考察 
 考察中，學生須完成學習任務 。 

老師講授埃及的文
明及其遺產，以圖
坦卡門的陵墓為例，
從而展示古文明的
文化特徵及科學成
就 

課業安
排 

 

完成工作紙或作業
問題 

課業安排 

 

學生完成課堂後，進行即時評估 (Google 
Classroom) 



一般處理埃及文明課題 以STEM形式處理埃及文明課題 

延伸活動 

 

 

 

 

 

學生自行進
行專題研習 

延伸活動 

與數理學科合作，進行跨學科的學
習。 

例如： 

【1】生物方面：卡諾卜罈(canopic 

jars) 保存人體器官的原理 學生可
用不同的保存方式測試怎樣的保存
方式為最佳 

【2】建築方面：學生運用比例幾何，
以不同的物料，製造一座金字塔。
或比賽於最短時間內建造最高的金
字塔。  



試掃瞄以下QR Code，並帶上VR眼
鏡觀看。 



片段中人們對此墓穴感到驚訝的原
因是? 

A.墓穴比想像中大 
B.墓穴比想像中小 
C.墓穴比想像中光 
D.墓穴比想像中暗 



討論問題：試指出埃及人的天神的
形象。 

提示：留意其頭部及軀體。 



根據影片及就你觀察所得，以下哪
項東西只能在影片中找到？ 

A.陪葬品 

B.法魯墓室 

C.壁畫 

D.木乃伊 



資料：這是一首由埃及詩人Ibid創
作用來歌頌死亡的詩。 

『今天死神來到我的面前，他醫好了我多年疾病，
他帶我進入了一個美麗的花園。今天死神來到我
的面前，他散發著沒藥的芳香，他帶我走上一艘
扯滿風蓬的船。今天死神來到我的面前，他像是
一股浩蕩的激流，把我從人生戰場送回我的故鄉。
今天死神來到我的面前，他親切有如家人，接待
我這個充滿創傷的遊子。』 

 

威爾․杜蘭。埃及與近東。（台北市，幼獅文化，
民 61）。頁 121-122。  

 

 

 

 



問題： 

1. 圖坦卡門是哪個時期的法魯？ 
 

2. 埃及人製作木乃伊的目的是？ 
 

3. 分析古埃及文明的成就與我們
今日 的關係。 
 
 



提升學習趣味，讓考察活動成為教學重要
部份 



優點： 

 

 VR打破地域限制，令教學拓展至親身體驗的層面，不
再局限於知識傳授，有助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學生也只需使用紙盒眼鏡（例如Google Cardboard），
就可體驗虛擬戶外考察，合符成本效益。 

 

 讓經濟能力不足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皆有機會體驗真
實世界裡較難實行的戶外考察。能為他們帶來更多認
識世界的機會， 



優點： 

 

 虛擬實境的影像比平面的書本和電視更具真實感，對
學習更有成效。 

 

 VR操作簡易方便，教師可輕易地將教學內容加入虛擬
世界，令教室裡的活動變得更有趣、更具彈性，能有
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VR可以將不同學習方法、需求的學生融合在一起，共
同交流溝通，學生能夠與同學積極互動。通過親身體
驗，學生們可以分享他們對問題的不同看法。這有助
於他們通過分享觀點去相互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