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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Holy Cross Lutheran School

創辦年份 1971年

辦學團體 香港路德會

地址 荃灣路德圍31號

學生人數 約800人

班數 28班



王淑芬校長
Principal Wong Shuk Fan, Luparker
D.Ed,M.Ed,B.Ed,Cert.Ed,Cret.HRM,MHKCEA



荃灣區北分區委員會 主席

荃灣區防火委員會 委員

荃灣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參觀及宣傳教育工作小組召集人

荃灣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活動及宣傳工作小組委員

荃灣區小學校長會 副主席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荃灣區小學分會 執委

荃灣區中分區 活動工作小組副召集人

荃灣藝術節統籌委員會節目統籌工作小組

節目統籌工作小組委員

社會福利署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 委員

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地區夥伴協作計畫評審 評審委員

荃灣港安醫院發展委員宣傳工作小組 顧問

荃灣區公益少年團執行委員會 委員

香港童軍總會荃灣區區務委員會 委員

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 安健學校工作小組委員

兒童脊科基金 榮譽教育顧問

荃灣區禁毒督導委員會 委員

香港女童軍荃青分會 執行委員

荃灣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 名譽顧問

香港基督少年軍社會服務委員會 委員

香港基督少年軍新九西區 區顧問

基督少年軍102 分隊 隊監

香港教育大學「燃亮專業-香港教育大學啟導計畫」導師

路德會校監校長會 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路德會小學校長聯絡小組 小學組召集人

路德會恩石幼稚園 校董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當然校董



網上遊學活動分享內容

一. 活動背景

二. 設計理念

三. 活動目標

四. 活動安排及配套

五. 活動流程

六. 活動成效

七. 花絮影片



一.網上遊學活動背景
1. 因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本校多項
境外學習(包括姊妹學校)安排需要延
期進行。發展校本的新常態遊學安排。

2. 維繫與姊妹學校的恆常交流。

3. 善用教育局撥款(全方位學習津貼及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4. 配合《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加深學生對國情、中國歷史文化的了
解，深化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需要延期的境外學習包括:

• 珠海航天科普境外學習
• 佛山體育校隊交流
• 維也納音樂優子境外學習
• 芬蘭境外學習
• 台北視藝優子境外學習
• 新加坡境外學習(P4)

• 同根同心-上海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
之旅(P5)

• 同根同心-北京歷史文化及自然科學
探索之旅(P6)



活動階段框架
活動階段 編號 活動日期 參與對象 撥款來源 撥款年份

一

1
23/3/2021

(星期二)

本校及姊妹學校
學生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19-20

全方位學習津貼

2
24/3/2021

(星期三)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19-20

全方位學習津貼

3
25/3/2021

(星期四)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19-20

全方位學習津貼

4
12/4/2021

(星期一)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19-20

全方位學習津貼

二 5
22/4/2021

(星期四)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20-21

全方位學習津貼

三 6
23/4/2021

(星期五)

姊妹學校計劃撥款
20-21

全方位學習津貼



姊妹學校資料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所在城市 締結日期

(1) 深圳市福田區景鵬小學
深圳市
(大灣區)

*2018年5月30日

(2)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上海市 2018年7月3日

(3) 惠州市惠陽區半島學校
惠州市
(大灣區)

2019年3月22日

(4) 佛山石門實驗中學附屬小學
佛山市
(大灣區)

2019年6月6日

*簽約日期: 2018年10月16日

本校學生參與人次共
1529

姊妹學校學生參與
人次共700



預備工作：視像會議

深圳市福田區景鵬小學

佛山石門實驗中學附屬小學

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實驗小學

惠州市惠陽區半島學校
以文件往來作溝通聯繫



二.網上遊學活動
設計理念

1. 以網上遊學為載體，進行全方位

學習。

2. 教育新趨向及新常態。

3.《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 國家觀念
• 國民身分認同
• 一國兩制
• 法治觀念
• 權利與義務
• 責任感
• 承擔精神
• 尊重他人及自律等概念



三.網上遊學活動學習目標

1. 透過旅遊為示例，深化學生對憲法、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認知。

2. 增強學生對國情、國家歴史文化和
最新發展的了解，從而提升國民身
分認同。

3. 透過跨學科的全方位學習，以豐富
學生基要學習經歷。

4. 透過網上活動讓本校學生認識姊妹
學校、促進文化交流，有助推動兩
校的持續發展。

5. 增進彼此友誼，以及擴闊學生視野。



四.活動安排及配套



A)情境佈置



把禮堂變身為 機場 和 高鐵站



設置模擬航空公司櫃檯

為了讓學生更投入這情境學習，
校長及全校老師化身為機組人員。



設置模擬機場大堂 和 高鐵站大堂



設置模擬海關及入境處檢查區



安裝航班顯示屏及離港指示牌



B)模擬遊學用品

遊學團名牌模擬回鄉證

模擬高鐵車票

模擬護照

模擬機票



C)職業體驗

• 機長
• 高鐵列車長
• 空中服務員
• 列車服務員
• 入境處職員
• 海關職員
• 保安人員



基本法多面睇
● 了解《基本法》在不同範疇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想去邊就去邊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F1hv44uk8

● 金融自由｜貨幣｜外匯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OEkCCT0-U

基本法#31、#133、#155

基本法#112

D)遊學教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F1hv44uk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OEkCCT0-U


主題學習小冊子

D)遊學教材

「國家安全 你我要知」
有聲故事繪本



主題:非物質文化遺產

跨學科 相關學習範疇

中文/CHARM 中國傳統文化

數學 周界、對稱圖形

常識/STEM 空氣、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視藝 運用點線面繪畫圖案、創意設計、顏色運用



主題:藝術

跨學科 相關學習範疇

中文/CHARM 中國文化中「龍」的重要性

數學 重量、直觀比較

常識/STEM
動物的分類、恐龍滅絕之謎:適者生存、
考古學

視藝 結構及比例、手揑和搓條技巧



主題:航天

跨學科 相關學習範疇

中文/CHARM 認識中國航天科技史

數學 速率

常識/STEM 作用力及反作用力

視藝 拼砌



五.當天活動流程



學生飾演航空公司職員迎接「旅客」

地勤人員為「旅客」進行航班登記 在入境處櫃位出示證件，進行出境手續

體驗保安檢查



● 課室學習

● 以旅遊為例子(特區護照)，透過影片、

簡報，認識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關係。

● 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出入境自由、貿易

及貨幣自由等。



學生透過影片認識國安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在航班和旅程中，學生於線上直播
進行模擬廣播



本校學生與姊妹學校學生在旅程中進行
線上互動交流。

學生飾演空中服務員 / 高鐵乘務員於小休
期間向「旅客」派發小食。



景點級別：AAAA

所在地：山東省濰坊市
成立年份： 1987年

簡介：

濰坊世界風箏博物館是我國第一
座大型風箏博物館建築造型選取
了濰坊龍頭蜈蚣風箏的特點屋脊
是一條完整的組合巨龍，似蛟龍
遨遊長空伏而又起，設計風格在
國內獨樹一幟，是“世界風箏都”
的標誌性建築。

線上直播導賞: 濰坊世界風箏博物館



線上直播導賞:諸城恐龍博物館

景點級別：AAAA

所在地：山東省濰坊市
簡介：

一座集收藏、陳列、研究恐龍為
一體的專題性博物館。序幕廳迎
門有一幅大型恐龍生活情景石雕
壁畫；模擬廳內安裝了大小不等、
形態各異的模擬恐龍；發掘廳
“原汁原味”反映了恐龍出土發
掘現場的情景。



所在地：北京市豐台區
成立年份： 2011年

簡介：

成立於2011年3月，為紀念我國航

空事業奠基人錢學森誕辰100周年，

日前由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委、北京市

科協和豐台區政府共同創建。

了解國家最新航天科技發展、STEM學習

線上直播導賞:錢學森青少年航天科學園



學生安坐課室，足不出戶仍可進行遊學。 即時線上向導遊發問及回答問題。



學生透過網上遊學活動進行與非物質文化
遺產、STEM、常識科及視覺藝術科的學習
活動及探究。

手作工作坊-風箏 手作工作坊-氣動火箭

延伸活動-主題DIY工作坊



手作工作坊

泥膠恐龍

學生認真完成遊學小冊子

小小考古學家



六.活動成效



1 2 3 4 5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喜歡是次網上交流活動。

2.我喜歡
a.模擬機場出境、安檢、登機環節

b.姊妹學校交流環節

c.網上遊學環節(透過直播及影片參觀當地博物館設施）

d.主題活動DIY工作坊

3.透過是次交流活動，我更知道《基本法》保障我有旅行、
出入境的自由。

4.是次交流活動提高我對國家歷史文化藝術的認識。

5.DIY工作坊讓我能融合知識和創意。

6.是次交流活動讓我對姊妹學校有更深認識。

7.透過與姊妹學校交流，我能更了解國內學生的生活。



全體學生皆喜歡及投入姊妹學校網上交流活動。
DIY活動配合遊學主題，透過動手做，進行延伸學習。



學生增加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認識。
學生期望學校再次舉辦網上交流活動。



傳媒報導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5/13/AP609c3d6ce4b0a46dabe8fdd2.html

文匯報，刊登日期: 13/5/2021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5/13/AP609c3d6ce4b0a46dabe8fdd2.html


傳媒報導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401463312.html?wxuid=

ogVRcdLSR8Tftb2eeDXZBRxF4V4U&wxsalt=872a67

南方都市報，刊登日期: 2/4/2021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mb/202103/30/content_24089146

.htm?from=groupmessage

深圳新聞網，刊登日期: 30/3/2021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10401463312.html?wxuid=ogVRcdLSR8Tftb2eeDXZBRxF4V4U&wxsalt=872a67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mb/202103/30/content_24089146.htm?from=groupmessage


家長心聲



網上遊學延伸:非一般畢業(VR)活動

活動獲芬蘭航空及Mariemeko支持，借出佈景、拍攝道具給學校，更贈送紀念品給畢業
生留念。

在真實機票上印上畢業文字及
學生姓名，獨一無二。並以此
機票登上芬蘭號。

活動日期:2021年6月30日



網上遊學延伸:非一般畢業(VR)活動

活動獲芬蘭航空及Mariemeko支持，借出佈景、拍攝道具給學校，
更贈送紀念品給畢業生留念。

配合學校發展方向，將芬蘭號巴士
打造成「空中巴士」，六年級畢業
生利用VR裝置進行活動。

活動日期:2021年6月30日



七.活動花絮

影片:https://youtu.be/NvpzbmkW3hs



本校以一切為孩子的信念，為學生安排
全方位學習活動。是次活動受到不同地
區友校的認同，參考活動形式於校內進
行相關網上遊學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