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XXX中學
敬啟者：

本校歷史科及中國歷史科將於四月中旬舉辦廣州考察活動。屆時將有三位老師隨團出發，並由「廣

州黃埔軍校」及「廣州近代史博物館」接待。本校中三、中四及中六級同學均可報名參加，詳情如下：

主    題：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革命史跡

活動目的：  ¬ 擴闊眼界，走出課室作實地考察。

 培養同學對國家的歸屬感。

® 認識中國近代史中重要的歷史人物 ── 孫中山先生。

¯ 通過軍事訓練，培養同學自律和獨立的能力。

° 透過事後專題研習，以鞏固知識，增加對研習歷史的興趣。

日    期：  200X年4月14日 (星期一) 至16日 (星期三)

出發時間：  4月14日上午七時

回程時間：  4月16日約下午七時

人    數：  40- 44人 (包括領隊老師3人)

領隊老師：  史 老師、殷 老師、梁 老師

費    用：  每人 $ 368  (學校已津貼每位參加同學HK$150)

此致

貴家長

XXXXXX中學

許 校長  謹啟

二零零X年X月X日

-------------------------------------------------------------------------------------------------------------------------------

***回 條***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四月十四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革命史跡文化考察活動」的安排，

並同意子弟中(     )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

                                (學生姓名)

此覆

XXXXXX中學校長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零X年X月　　日



XXXXXX中學

境外考察學習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革命史跡文化考察團」

日    期： 200X年4月14日 (星期一) 至16日 (星期三)

集合時間： 上午6:45 (逾時不候，所繳之費用概不發還)

集合地點： XXXXXX中學

協辦機構：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接待單位： 廣州黃埔軍校

團    費： HK$ 368 (學校已津貼每位參加同學HK$150)

團費包括： 全程之食、宿、交通接送、景點門票、邊境建設稅及保險

參觀景點：  黃埔軍校、黃花崗烈士墓、辛亥革命廣州起義舊址、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孫中山紀念堂及大元帥府等

                                                  截止報名日期：200X年3月26日 (星期三)

備註： 學生須持有效的身份證及回鄉證或旅遊證件。

附件

 

廣州革命烈士公園

�埔軍校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閣廟



  
4月14日(星期一)

行程 / 活動 地點 備註

6:45am 集  合 XXXXXX中學(有蓋球場) 逾時不侯，所繳之費
用概不發還

7:00am 出  發 (乘旅遊巴士到落馬洲轉車站) XXXXXX中學Õ落馬洲轉車站 租用旅遊巴士

8:00am 到達落馬洲轉車站 落馬洲轉車站

8:00am-9:00am轉乘「黃巴士」過關出境 落馬洲 Õ 皇崗口岸 乘「黃巴士」

9:00am 到達皇崗口岸接車 皇崗口岸

11:00am 到達「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

11:00am-12:00n 安  頓 黃埔軍校

12:00n-1:00pm 午  餐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1:00pm-5:00pm
參觀黃埔軍校

(校本部、紀念碑、紀念館、東征烈士墓及白鶴崗炮台)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6:00pm-7:00pm 晚  餐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7:00pm-9:00pm 聯歡晚會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9:00pm-11:00pm自由活動 / 梳洗 黃埔軍校

11:00pm 就 寢

4月15日(星期二)

行程 / 活動 地點 備註

6:00am 起床 / 梳洗

6:30am-7:30am早操及軍事訓練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7:30am 升國旗禮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8:00am 早 餐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8:30am-12:00n
參觀考察

(黃花崗烈士墓、辛亥革命廣州起義舊址)
廣 州

12:00n-1:30pm 午  餐 廣州敦煌宮

1:30pm-6:00pm
參觀考察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孫中山紀念堂及大元帥府)
廣 州

6:00pm-7:00pm 晚  餐 黃埔軍校

7:00pm-9:00pm「孫中山在廣州革命活動座談會」 黃埔軍校 邀請專家與同學研
討

9:00pm-11:00pm自由活動 / 梳洗 黃埔軍校

11:00pm 就寢

4月16日(星期三)

行程 / 活動 地點 備註

6:00am 起床 /梳洗

6:30am-7:30am早操及軍事訓練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7:30am 升國旗禮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8:00am 早 餐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8:30am-11:30n參觀武器軍械中心、乘坐坦克、實彈射擊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12:00n-1:00pm 午  餐 黃埔軍校 學員須穿軍服

1:00pm 收拾行裝

1:30pm 離  營 黃埔軍校 Õ 皇崗口岸

3:30pm 到達皇崗口岸

3:30pm-5:00pm轉乘「黃巴士」過關入境 皇崗口岸 Õ 落馬洲 乘「黃巴士」

5:00pm-6:00pm乘旅遊巴士返回XXXXXX中學 落馬洲轉車站ÕXXXXXX文中學 租用旅遊巴士

6:00pm 到達XXXXXX中學 / 解散 XXXXXX中學

行程



XXXXXX中學

境外考察學習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

參考資料夾

孫中山生先生平簡介

孫中山先生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為逸仙，旅

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出生於「翠亨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0

歲入村塾讀書，12歲到檀香山讀書，17歲時回國。1884年與盧慕貞女士結

婚。1886年至1892年先後在廣州、香港學醫。畢業後，在澳門、廣州行醫，

並致力於救國的政治活動。1894年上書李鴻章遭到拒絕，遂再赴檀香山，

創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

1905年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提出「三民主義」，並與保皇派黨進行了激烈的論戰。1895年至1911

年策劃多次反清武裝起義，雖屢遭挫折但仍堅毅不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得到各省響應，促

使清朝專制統治的覆亡，是為著名的「辛亥革命」。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職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體」。

1912年4月卸大總統職，致力於經濟建設的宣傳。由於袁世凱任大總統後多次違反「臨時約法」更陰謀復辟

帝制，孫中山乃於1913年發動「二次革命」反袁。1914年在日本組織成立「中華革命黨」。1915年與宋慶齡

結婚。

1917年，孫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被推舉

為大元帥，開展「護法運動」。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

擔任總理。1921年，非常國會又於廣州議定組織「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孫中

山就任大總統，再舉護法旗幟。1923年，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成立

「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復任大元帥。同年接受「蘇俄」和「中國共產黨」

的建議，國共兩黨合作，共同「北伐」。1924年 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其「三民主義」。同年秋，馮

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事。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

不治，逝世於北京。

資料夾



資料來源：改編自《廣州中山紀念堂網頁》。

陸軍軍官學校（黃埔）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位於廣州黃埔長洲島，在 1924年孫中山先

生在「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所下建立的一所新型軍事學校。孫

中山先生以「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為辦校宗旨，以「親

愛精誠」為校訓，學習蘇俄的建軍經驗，培養革命的軍事人才。軍校

群英薈萃，名將輩出，在中國近代史和軍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軍校在黃埔只辦了七期，於1930年遷往南京。但 1938年軍校校

本部被日軍炸毀。

軍校正門兩側

資料來源：改編自《中國旅遊信息網》。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位於「廣州市烈士陵園」則。館址原為清末「咨

議局」，建於1909年，是一座仿西方羅馬式議會建築，高大宏偉、氣

候軒昂。1921年5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此處曾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

館藏現有（近代廣州）大型陳列，展出文物800多件（套），照片270多張，重點製作「廣州起義」、

中日戰爭時日本戰機轟炸廣州的情況及「廣州解放」等場景。真實地再現了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至1949

年「廣州解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歷史。

資料來源：改編自《中華博物長廊網頁》。



大元帥府

「大元帥府」位於廣州市海珠區紡織路東沙街18號，因孫中山先生1917和1923年兩次在這裏建立革命

政權而得名。

「大元帥府」，始建於清光緒33年（1907年），前身為「廣東士敏土廠」（cement），也就是「廣東水

泥廠」。「廣東水泥廠」是當時中國第二大水泥廠，其生產規模僅次於當時的「天津開平水泥廠」。

1917年7月，孫中山先生來到廣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

任「海陸軍大元帥」，開展「護法運動」的時候，征用此處作為

「大元帥府」；1923年2月，孫中山先生重返廣州進行革命活動，

同樣也在這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孫中山先生逝世後，

「大元帥府」曾作為「國父文化教育館兩廣分館」及「國父紀念

館」等。1949年後，「大元帥府」先後成為部隊和省有關部門的

辦公室，到1964年後成為「廣東省農業機械供應公司」辦公室和

居住用房。1998年10月，「大元帥府」的舊址被移交給「廣州市

文物管理部門」接管，籌建「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資料來源：改編自《孫中山大元帥紀念館網頁》。

中山紀念堂

「廣州中山紀念堂」是中國及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諼單位，是

廣州人民和海外華僑為了紀念偉大的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先生而籌

資興建的紀念性建築物，由中國著名建築師呂彥直先生設計，1929

年動工，1931 完成。「廣州中山紀念堂」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八角

形建築，外形莊嚴宏偉，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1949 年前，紀念

堂因年久失修，已嚴重損壞。

1949年後，自五零年代初開始至 1988年曾作七次撥款進行修葺。成為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最佳地點。

資料來源：改編自《廣州中山紀念堂網頁》



孫中山生先生在廣州

1917年7月，孫中山先生反對段祺瑞政府解散國會，提出擁護憲法、恢復國會的主張，高舉護法旗幟。8

月，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9月1日，孫中山先生被選為軍政府大

元帥，在「廣州士敏土廠」建立「大元帥府」。1918年5月辭職赴上海。

1920年1月，孫中山先生重返廣州主政。1921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成立「中華民國

政府」。

1921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設總統府於廣州觀音山（今越秀山）南麓。1922年6月，陳

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再次被迫離開廣州再赴上海。

1923年 2月，孫中山先生在驅逐陳炯明叛軍後重返廣

州，3月 1日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仍在「廣州士

敏土廠」建立「大元帥府」。1924年建立「陸軍軍官學校」，

以培訓軍事人才。1925年1月，孫中山先生應邀北上討論國

事。但不辛於 3月 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於北京。7月1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府」亦告

結束。

孫中山先生手書的致黃埔軍校訓詞

資料來源：改編自《廣州中山紀念堂網頁》



XXXXXX文中學

境外考察學習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專題報告

題目：「孫中山先生在廣州」

形式：分組報告。（4-5人一組）

目的：經實地考察後，訓練同學對資料的搜集、處理、分析及整理能力，並藉此提高同學對孫中山先
生之了解。

報告要求：u 形式：須以「簡報表」（PowerPoint）或「網頁」（Web Page）製作。

v 報告不宜過於冗長。

w 報告中應加入適當的圖片、圖表等資料以輔助論述。

x 報告中加入適當的設計。

y 引用資料必須註明出處。

題目選擇：u 《孫中山先生與黃埔軍校》

v 《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

w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

x 《1917-25年的廣州》

製作步驟：u 考察前應與組員商討，選定題目，更可將將題目範圍進一步收窄。例如可將選擇範圍收

窄到某段時間內或探討某一事件等。

v 選定題目。

題目之取捨以組員對題目之興趣作首選；其次考慮資料是否充足；再考慮能力及時間問

題，並作初步分工。

w 考察前宜作初步資料搜集，以增加對擬定題目之認識和了解。

x 考察期間作重點考察及資料搜集。

y 考察後，作後期資料搜集，作進一步分工。

z 分析、選取及審核資料。

{ 設計及編排報告內容與篇幅。

| 製作報告。

評分標準：u 內容： 50%

v 資料編排： 30%

w 設計：          20%

Total： 100%

報告佔常分20%

參考資料：同學可到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或上網尋找與題目有關的資料。

專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