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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現香港是年輕且活力充沛的本地初創文化企業及

持牌旅行社，以精彩絕倫的講故事技巧與深入淺出

的文化認知著稱。我們擅長將沉悶的歷史課化作令

人難忘的體驗，以此傳揚香港的獨特化。

儘管規模細小，活現香港在文化保育及推動社會變

革方面卻是極具影響力的倡導者。2016年，活現香

港團隊成功倡議北角皇都戲院列入一級歷史建築，

致力保護此別具歷史意義的娛樂場所免於清拆。

北角

皇都戲院

 

Walk in Hong Kong
活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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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跨越現實虛擬，讓線上線下體驗同樣精彩 

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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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 電郵為最佳聯絡方法

● 請填寫欲報名之活動名稱，預計參加的人數、日期及時間

● 如有特別需要或查詢，歡迎致電5511 4839

info@walkin.hk

+852 5511 4839

walkin.hk

WalkInHongKong

walk.in.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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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導賞團

＊部分教學活動均可以網上實時形式進行

服務範疇

實體導賞團

培訓工作坊 非遺及獨特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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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程綱要建議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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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實時互動導賞團安排
● 中小學皆宜，會就參加者班級調整節目内容與互動活動深淺

● 建議時長為1小時，亦可由30分鐘至1.5小時不等，靈活配合學校時間表

● 歡迎小組參與，亦可同時容納100人或以上

● 學生可於班房共同觀看，亦可各自在家中上網參與

● 透過聊天室對話、投票、小遊戲等作即時互動

● 額外服務：

○ 工作紙，以配合教學内容

○ 利用分組會議室功能進行小組討論

○ 直播室主持親身到校，與學生作直接互動

● 活動費用最低為$3,300 ，適合15人或以下



疫情下實體導賞團安排

在學校能復辦校外集體活動的前提下，根據現行《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第 599G章）羣組聚

集的規定，本持牌旅行社可舉辦連同前線工作人員在 內不多於30人的本地遊旅行團。

活現香港（旅行代理商牌照號碼  353919）為學校安排實體導賞團時，會遵從以下規定：

● 每團參加者（導賞團工作人員及隨團學校教職員包括在 內）不得多於  30 人。若多於  30 人，則安排分為

多組參團。

● 使用無綫收發系統（一人一部接收器）輔助講解，每次使用器材後徹底消毒。

在上述規定之下，學校需要：

● 提交所有參加者的全名及身份證號碼（尾四位數，包括括號 內字元），以便本公司代購包含  2019 冠狀

病毒病保障的保險

● 16 歲至 64 歲的參加者，需要安裝「安心出行」。

詳情可瀏覽：https://walkin.hk/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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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導賞團－配合常識科課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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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主題 實體 網上

初小

我的生活－節日與活動 *大澳漁村之旅 *大澳漁村之旅

親親社區－我的社區 舊城中環 舊城中環

我的國家－香港的多元文化 - 上環華人足「印」：導賞團暨活字印刷體驗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生活在香港－生活所需、香港是我家 城市規劃和香港房屋政策（荃灣）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歷史文化遊－香港遊 *大澳漁村之旅 *大澳漁村之旅

高小

健康生活由我創－預防疾病 香港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認識國土－昔日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 - 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 *大澳漁村之旅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 *大澳漁村之旅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百年蛻變－放眼世界 上環孫中山故事之旅 孫中山史蹟徑網上導賞團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常識科課程（小學）



Colonial history, architecture, market Old Town Central
Old Town Central: A Real-Time, 

Online Tour in Hong Kong

History, Architecture, Ghosts stories
What Do Ghosts Eat? Wan Chai 
Ghosts & Food Tour

What Do Ghosts Eat? Wan Chai 
Ghosts Tour

History, Chiu Chow and Thai culture, town 
development

Kowloon Walled City & Food 
Adventure

Kowloon Walled City Tour

Neighbourhood, public housing, arts and culture
Sham Shui Po — A Story of 

Grassroots Hong Kong

Sham Shui Po — A Story of 

Grassroots Hong Kong

Globalisation, ethnic minorities, transportation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sim Sha Tsui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sim Sha Tsui

Suggested Experiences for English Language subject

In-person tour picksTopics Virtual tour p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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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Subject 

主題式導賞團－配合中史科課程（初中）
導賞員會帶領學生在遺跡前重塑歷史片段，以不同史料及多媒體資料展示特定研習題目，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課程內
容，導賞團主題包括：

實體初中課程 網上

辛亥革命與民初政局

- 晚清革命運動的發展

-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 香港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

上環孫中山故事之旅 孫中山史蹟徑網上導賞團

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 香港的淪陷及抗日活動
*紀念香港保衛戰導賞團（黃泥涌峽） /

改革開放政策

- 改革開放中香港發揮的作用

- 《基本法》的制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和發展概況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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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課程（初中）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宋元的中央集權

鴉片戰爭：列強的入侵

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辛亥革命：改革與革命

民初政局

上環孫中山故事之旅 孫中山史蹟徑網上導賞團

抗日戰爭：日治時期的香港 *紀念香港保衛戰導賞團（黃泥涌峽） /

文化大革命 *六七暴動導賞團（北角） / 

知識分子在五四時期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

承傳與創新
*上環華人足「印」：導賞團暨活字印刷體

驗
/

道教、佛教、伊斯蘭教 - 華民生死探索之旅（中上環）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中國傳統女性的角色

近代中國女性角色的轉變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屏山）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屏山）

主題式導賞團－配合中史科課程（高中）
導賞員會帶領學生在遺跡前重塑歷史片段，以不同史料及多媒體資料展示特定研習題目，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課程內
容，導賞團主題包括：

實體高中課程

必
修
課
題

選
修
課
題

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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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課程（高中）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主題式導賞團－配合歷史科課程（初中）

必
修
課
題

選
修
課
題

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

傳承
-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 *大澳漁村之旅

-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 *大澳漁村之旅

香港直至 19 世紀末的成長與發

展
● 英國在香港的管治措施

● 自由港與早期轉口貿易的發展

● 本地華人團體及外籍傳教士與基督

宗教教會對香港的貢獻

- 舊城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華民生死探索之旅（中上環）

- 舊城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與銳變
● 從轉口港到工業中心(50-70 年代)

● 從工業中心到國際金融中心(70 年代

至今)

● 房屋、教育、民生、政制發展等措施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導賞員會帶領學生在遺跡前重塑歷史片段，以不同史料及多媒體資料展示特定研習題目，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課程內
容，導賞團主題包括：

實體高中課程 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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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課程（初中）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主題式導賞團－配合歷史科課程（高中）

必
修
課
題

選修
課題

香港的現代化與蛻變

- 政治及行政轉變

- 作為國際城市的發展

- 舊城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 舊城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城市規劃和村落故事（荃灣）

協作與繁榮

- 人口與資源

- 環境保育

- 醫學及科技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大澳漁村之旅

-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大澳漁村之旅

歷史議題探究

- 流行文化

- 爭取性別平等的抗爭

- 香港性小眾之旅（中上環）

- 香港電影之旅：尖沙咀

- 香港電影之旅：上環

- 香港電影之旅：尖沙咀

- 香港電影之旅：上環

實體高中課程 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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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課程（高中）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主題式導賞團－配合通識科課程（高中）

導賞員會帶領學生在遺跡前重塑歷史片段，以不同史料及多媒體資料展示特定研習題目，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課程內
容，導賞團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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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課程（高中）

主題 實體 網上

今日香港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生活素質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城市規劃和香港房屋政策（荃灣）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 城市規劃和香港房屋政策（荃灣）

-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中環）

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 舊城中環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 舊城中環

- 全球化之旅（尖沙咀）

公共衛生

科學、科技與公共衛生

香港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香港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能源科技與環境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大澳漁村之旅 *大澳漁村之旅

自我與個人成長

自我了解、人際關係
*香港性小眾之旅（中上環）

注有 *者為特別團種



實體導賞團價目表

備註：
1. 一般團種，每團最低消費為  $4,200。
2. 註 * 團種屬特別團種，每團最低消費為 $5,250。
3. 如人數超過30人的實體團，將建議分成兩組進行。
4. 人數以參與之學生數目為準，每 15名學生有1名教師或職員可

免費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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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導賞團價目表

參與同學人數

不多於
虛擬團收費（港幣）

15 3,300
20 4,200
30 5,000
40 6,400
50 7,500
60 8,500

100 10,000
人數超過 100 另議

備註：
1. 每團最低消費為  $3,300。
2. 註 * 團種屬特別團種，最低消費為  $5,000。

參與同學人數

不多於

實體團收費（港幣） 免費隨團

教師人數一般團種 特別團種

15 4,200 5,250 1
20 5,400 6,800

2
25 6,750 8,500

人數超過 25 另議

網上實時互動導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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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地點：上環
適合：初中中史及歷史、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早於香港開埠初期，上環已是華英集處之地。這裡的歷史建
築是香港發展的重要見證，並訴說著一個個香港故事：早期
大陸移民的艱苦生活環境；華人寺廟的功能，以及鼠疫對香
港醫療體系發展的影響。

孫中山史蹟徑

地點：中上環
適合：高中及初中中史
簡介：
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推動者，與香港有密切的淵源，
甚至在中西區一帶留下種種印記，讓後世追尋屬於這段歷
史的遺產，一探孫先生這條成就之路。

網上導賞團: 孫中山史蹟徑;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中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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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上環殖民及醫學歷史中環孫中山革命足跡

網上導賞團: 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旅

地點：北角
適合：高中中史
簡介：
北角曾是一個娛樂消遣的地方，也是這座城市的「重要工業
引擎」。40年代，世界政局動盪，無數移民移居此地，他們如
何在港島最北端發展出一套共冶一爐的獨特文化？

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地點：堅尼地城
適合：高中歷史、初中歷史
簡介：
鼠疫的噩夢曾使港人陷於苦難，而堅尼地城正正經歷了這一
切。置身在「維多利亞城的邊陲」，香港人如何對抗大自然的
災害，運用自身的謀略，取得更多的土地去建設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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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上環殖民及醫學歷史中環孫中山革命足跡

網上導賞團: 舊城中環； 深水埗：香港草根階層故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旅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深水埗：香港草根階層故事

地點：深水埗
適合：高中歷史、初中歷史及中史、高中通識科、小學常識科
簡介：
充滿活力的開放式市集、戰爭和火災的遺跡，以及大型而密集
的公共屋邨。深水埗為數以千計的海外難民的安身之所，成為
全港其中一個人口最多元的地方。毅力、活力和智慧是深水埗
平民的典型性格，一起探索這些特色吧！

舊城中環

地點：中環
適合：高中歷史、初中歷史、高中通識科、小學常識科
簡介：
這條繁華的街道在殖民地年代初期曾被無數的歐亞混血人、
華人和西洋水手，以及一位特別的蜑家女子踩踏過。一位來自
麻省的美國海軍艦長曾贈送土地予她。這位神秘的女子是何
許人？想知答案的你絕不能錯過這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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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上環殖民及醫學歷史中環孫中山革命足跡

網上導賞團: 油麻地市集及傳統貿易； 九龍寨城故事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旅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深水埗：香港草根階層故事舊城中環 九龍寨城故事

地點：九龍城
適合：高中中史、小學常識科
簡介：
傳奇的九龍城寨，籠罩著犯罪與黑暗，何以今日竟成為一個
鳥語花香的中式庭園？藉著導覽這個如迷宮般虛幻的公園
，近一世紀的以來政治與法律真空的局面，將呈現於大家眼
前。

油麻地市集及傳統貿易

地點：油麻地
適合：初中歷史
簡介：
油麻地，合集貿易與娛樂於一身，是其中一個香港最出名的
批發中心。身處城市中心，感受一下這個地方帶來的迷人魅
力——傳統藝術、草根文化、鄰里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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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上環殖民及醫學歷史中環孫中山革命足跡

網上導賞團: 尖沙咀全球化之旅； 灣仔歷史保育之旅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旅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深水埗：香港草根階層故事舊城中環 九龍寨城故事油麻地市集及傳統貿易 灣仔歷史保育之旅

地點：灣仔
適合：高中歷史、初中歷史
簡介：
在殖民地時期，作為英國接管後第一個發展的區域，灣仔保
留濃厚的歷史色彩，猶如進入神秘傳說時空。走過皇后大道
東，學習這個區域存在的歷史保育文化建築。

尖沙咀全球化之旅

地點：尖沙咀
適合：高中歷史及中史、初中歷史及中史、高中通識科
簡介：
作為香港繁華的購物地帶，尖沙咀亦是不同少數族裔的聚
居地。從探索被譽為「世界中心的貧民窟」的重慶大廈，體驗
跨種族社會共融及鄰近的伊斯蘭文化。相信你定能重新定
義自己作為世界公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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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網上導賞團精選

上環殖民及醫學歷史中環孫中山革命足跡

網上導賞團: 中環古蹟與城市規劃； 深水埗文物及活化

北角歷史與建築之旅堅尼地城：邊陲的建設 深水埗：香港草根階層故事舊城中環 九龍寨城故事油麻地市集及傳統貿易 灣仔歷史保育之旅尖沙咀全球化之旅 深水埗文物及活化

地點：深水埗
適合：高中歷史、初中歷史及中史
簡介：
深水埗作為藍領集中地，亦蘊含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這次
的導賞將會帶你走遍早期興建的古老建築，了解背後的保
育意義。讓我們一起體驗這個廉價但精彩的地道草根文化
遊吧！

中環古蹟與城市規劃

地點：中環
適合：高中中史及歷史、初中中史及歷史
簡介：
走過中環繁榮的街道，感受城市脈搏的跳動。作為具持續發
展元素的佼佼者，你將會探索到歷史保育和市區重建之間
的平衡。這些百年老街將會帶你穿越至殖民時期，享受一連
串扣人心弦的故事。



實體導賞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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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香港歷史回顧

上環近代革命故事

地點：中上環
適合：高中及初中中史、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中上環是歷史的藏寶圖：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中藏著
五四運動的過去，太平山街及醫學博物館蘊藏著上環改變
舊貌的契機。

實體導賞團：上環近代革命故事； 紀念香港保衛戰導賞團

紀念香港保衛戰導賞團

地點：黃泥涌峽
適合：高中及初中中史課程
簡介：
踏進於二戰期間炮火連天的相關地點，如黃泥涌地段、配水
庫瞭望點，親歷香港保衛戰最漫長的一天，守著港島首要防
線。



27實體導賞團：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深水埗草根階層故事

地點：深水埗
適合：初中中史及歷史、高中歷史及通識、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遊走深水埗區內的大街小巷，昔日房屋和活化建築見證著
舊時的房屋政策，亦可從工人奮鬥的故事中了解民生情況。

九龍寨城故事之旅

地點：九龍城
適合：高中中史、高小常識課程
簡介：
走進九龍城區，同學可以在宋王臺認識宋代歷史，亦可在侯
王古廟及九龍城寨公園，探討鴉片戰爭的歷史及昔日的城
寨生活。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社區故事與民生

28實體導賞團：大澳漁村之旅；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漁村文化、發展演變

大澳漁村之旅

地點：大澳
適合：中學中史、歷史、通識、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被譽為東方威尼斯的大澳，至今仍保留著其獨有的漁村風
貌及其傳統習俗，如水上棚屋和遊涌節慶習俗等。此外，同
學亦可了解昔日的鹽田發展、漁業相關行業的興衰、警署活
化項目等，認識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司法制度演變之旅－中上環

地點：中上環
適合：高中及初中中史、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至關重要。英國法律體制與城市發展關係密切，同學將探
索香港法律體系和法治的演變，並藉著欣賞設計獨特的歷
史古蹟和建築，解讀香港的法律文化。



29實體導賞團：舊城中環；上環華人足「印」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舊城足印

舊城中環

地點：中環
適合：高中及初中歷史、高中通識、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穿梭於荷李活道，了解香港殖民時期的歷史、建築、人文故
事等，從一磚一瓦以至人民生活中的一點一滴，認識香港的
古今變遷和欣賞香港獨有的魅力。

上環華人足「印」

地點：上環
適合：高中中史、小學常識課程
簡介：
活動包含導賞團與活字印刷工作坊，參加者深入上環老街
道認識20世紀初的香港，了解其開埠故事和報業發展，並透
過了解活字印刷技術的精髓，加深對非遺文化的認識。

30實體導賞團：香港電影之旅：尖沙咀；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娛樂文化、公共衞生

香港電影之旅：尖沙咀

地點：尖沙咀
適合：高中歷史課程
簡介：
導賞團走訪經典電影拍攝場地，沿途於電影場景實地比對
珍貴經典劇照，發掘電影拍攝點滴和秘辛，並了解香港電影
業如何經歷初創、困局與輝煌，一步步地走到現在。

香港公共衞生和醫療制度

地點：中上環
適合：高中及初中歷史、初中中史、高中通識課程
簡介：
走訪中上環醫學博物館、磅巷公廁，了解從古到今的的公共
衞生及醫療制度、參觀不同中國廟宇建築、尋找醫療制度對
公共衞生的影響、並了解制度實施背後的原因



31實體導賞團：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圍村歷史、本港商貿

新界圍村的歷史與傳統 (屏山)

地點：屏山
適合：高中中史、初中歷史課程
簡介：
認識圍村文化和歷史、了解圍村形成原因及現今在社會上
的位置、探訪特色建築。

金錢世界：香港致富之道

地點：中環
適合：初中歷史、高中及初中中史、高中通識、經濟、企會財
等
簡介：
走進中環的商業世界，了解香港的金融命脈。

32實體導賞團：全球化之旅； 香港性小眾之旅

2小時主題式導賞團精選－全球視野、性別議題

全球化之旅

地點：尖沙咀
適合：初中歷史、高中及初中中史、高中通識課程
簡介：
了解全球化對香港的影響，認識特色的中西建築，了解建築
背後故事以及對全球化的關聯

香港性小眾之旅

地點：中環
適合：高中歷史及通識科課程
簡介：
認識香港多元性別文化，聆聽LGBT的故事，從而消除歧視
和偏見、接納自己和他人，樹立正確的性別觀念



培訓工作坊
33

講故事技巧培訓 (1節為2小時；共3節；節數可商議）

「講故事」聽來似是小兒科，但運用講故事技巧感染聽眾，已成為成功人士的共有特

質。學生學會以故事包裝其說話內容，用生動有趣的敘述吸引聽眾，日後在公開演

講、滙報、面試與其他表現自己的機會當中，都能應付自如。

34



講故事技巧培訓 - 課程簡介

如需報價，煩請以電郵提供人數，學生年級，想報之節數，以及預計的日期及時間。

課程 時間 內容

認識何謂故事 120分鐘
認識什麼是「說故事」，說故事的重要性，故事與資訊的差別，並分析什

麼是一個好故事

好故事的元素 120分鐘
分享「自己的故事」，學習故事的寫作技巧，當中包括動之以情， 說之以

理，故事內容的鋪排，及引人入勝技巧

說故事實習 120分鐘
故事寫作練習，學習基本故事演繹手法及技巧，包括身體語言、聲線用

字，説故事練習

35

導賞員培訓 (1節為2小時；共4節；節數可商議） 
學習正確的資料搜集技巧、公開演講方法和導賞實習體驗，向參加者展示香港各區

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學生可以從中領會到解難、領導及策劃能力，提升其自信和對

地區的深入認識，並保持文化完整性。

36



導賞員培訓 - 課程簡介

如需報價，煩請以電郵提供人數，學生年級，想報之節數，以及預計的日期及時間。

課程 時間 內容

選定導賞主題 120分鐘
進行初步資料搜集，分析導賞團對象與目的，學習如何擬定一個吸引參

加者的主題，並反覆改進

進行資料搜集 120分鐘
認識不同的資料搜集來源，學習更精準的搜集技巧，訊息判準方法，  並
分工進行深入資料搜集

路線與體驗設計 120分鐘
學習如何在地圖上設計路線，規劃行程時間表；認識實地考察的重要性

，及安排不同的體驗與互動活動

導賞實習 120分鐘
學習導賞注意事項，進行導賞演練，由組員互提意見，並學習調節情緒

以及如何克服緊張

37

口述歷史工作坊 (1節為2小時；共4節；節數可商議） 
學生學習香港史，及從認識口述歷史研習的基本概念開始，到資料搜集，再親身與店家進行口述

歷史訪問，最後進行匯報，均有專業導師從旁指導，確保學生能領會當中秘訣。

38



口述歷史工作坊 - 課程簡介

課程 時間 內容

口述歷史基本知識 120分鐘
講解口述歷史研習意義、基本概念、訪問技巧、以示例 說明等，並附答

問環節。

模擬訪談及資料搜集 120分鐘
教授資料搜集的秘訣，以提升學生搜集資料的能力，並會與學生進行

模擬訪談，導師亦會即場指導學生，並提供實用意見。

實習體驗 120分鐘
學生於課室進行模擬或落區與店鋪職員進行訪談，導師會即場指導學

生，並提供實用意見。

資料整理及匯報 120分鐘 教授處理資料的方法，並讓學生匯報成果。

如需報價，煩請以電郵提供人數，學生年級，想報之節數，以及預計的日期及時間。

39

教師交流培訓活動

以新穎的教師發展模式，包括教學法研習坊、訂製主題導賞團及分享教學資源的專

題講座。教師通過參加教師交流會，可以了解社會需求及大趨勢的變化，融入教學

模式；並參考不同國家的教學方法，將教學推上更高層次；裝備個人的專業知識和專

業形象。

網上實時互動
活動教學

專題講座訂製主題導賞團

   教師發展日

40



文化地圖工作坊 (1節為2小時；共5節；節數可商議） 
包括文化地圖簡介、實地考察、地圖製作工作坊等，了解文化地圖的功能及於推動文化

保育的重要性。參加者可以利用多媒體教材（實體或電子出版）吸收及分享地區的歷史文

化知識。

41

文化地圖工作坊 - 課程簡介

如需報價，煩請以電郵提供人數，學生年級，想報之節數，以及預計的日期及時間。

42

課程 時間 內容

認識文化地圖 120分鐘
「社區地圖」簡介，社區地圖例子一覽，製作社區地圖的重點和意

義

主題及資料搜集 120分鐘
如何擬定一個總主題，並認識不同的資料搜集來源，學習更精準

的搜集技巧，訊息判準方法，  並按主題與内容方向選定地圖風格

實地考察 120分鐘
學習如何從實地考察中觀察地區的特色，搜集第一手資料，如店

鋪訪問，現場照片等

資料整理及地圖製作技巧 120分鐘 學習資料整理，及地圖製作技巧

地圖製作與分享 120分鐘 地圖製作與組別分享，由組員互提意見



非遺及獨特文化體驗
43

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

我們為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等多間學校提供不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及民間節慶傳統的考察活動，如盂蘭盛會、大
澳端午遊涌、天后誕、中秋節舞火龍、太平清醮等，讓參加者認識中國及香港的民間習俗文化和歷史傳統。

44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



非遺文化體驗 － 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2小時）

盂蘭盛會
● 為潮汕的人文風俗
● 實地考察潮人盂蘭勝會

場地佈局及節慶習俗

大澳端午遊涌
● 為大澳傳承已逾百年歷

史的獨特祭祀活動
● 欣賞划龍舟、拖神艇的

民間習侶
● 講解節慶文化

中秋舞火龍
● 由十九世紀末起出現的

天后大坑傳統習俗
● 示範紮作竹龍
● 講解節慶習俗及傳統文

化

天后誕
● 為全港數量最多的廟宇
● 參觀天后廟
● 講解天后誕簡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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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聖雅各福群會的學校網絡及多間中小學學生提供不同文化工作坊，透過讓他們親身接觸各類中國傳統手藝及本地文
化，如製作迷你花牌、小巴牌、麵粉公仔、茶粿，嘗試吹波糖、撕紙、打中國結、刺繡、活字印刷，以及品嚐港式奶茶及食物等
活動，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珍貴。

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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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化體驗 － 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1.5小時）

迷你花牌工作坊
● 花牌充滿祝福含義，為

多用途的大型廣告牌

● 示範花牌紮作技巧

● 製作迷你花牌

活字印刷工作坊
● 活字印刷是中國古代四

大發明之一，對人類文
化的傳播意義深遠

● 示範活字印刷步驟
● 體驗「執」字粒，親自製

作紀念品

麵粉公仔工作坊
● 麵粉公仔是香港五、六

十年代的流行玩意
● 示範製作麵塑技巧
● 製作麵粉公仔擺設

撕紙工作坊
● 撕紙是以身體與紙張交

流的傳統民間精緻藝術
● 示範以手撕紙的技巧
● 創作對稱字和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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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文化活動系列

為了提高學生對跨文化的了解和欣賞，我們為新加坡國際學校精心設計了為期2天的香港少數民族體驗學習計劃，其中包括
深水埗和尖沙咀導賞團，參加者會在少數民族聚居地進行實地研究，並有機會與當地居民進行互動體驗，以及在校內進行一
系東南亞及南亞文化工作坊及活動。

*此計劃因疫情關係將延期至2021學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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