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虛擬考察學習」探尋國家的過去和現在



宋元時期的對外交流盛況

晚清時期中國受到的外力衝擊

走向世界的中國

古代

近代

現今



 資源套設計

 配合課題

 內容介紹

虛擬學習旅程資源套
初中中國歷史科例子分享



資源套設計理念

透過了解宋、元和清時期與外國的關係，達到以下學習目標：

「……透過對中國社會文化發展、民族交往、中外文化交流、科技發明的認識，了

解、欣賞及傳承中華文化兼容並包、開拓創新的精神，提高學生對中華民族及文化

的情感，並能尊重及關懷不同的文化與傳承……」

《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第5頁

「……課程亦讓學生清楚理解國家從被列強侵略，以致英國佔領香港，及後國家

克服困難，並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奮進歷程，從而強化學生對國家民族的使命

感和責任心……」
《中國歷史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第1頁



內容介紹

ht tps: / /chicul ture.org.hk/ tc/school-program/4089

適用年級：中二上學期

配合課題：兩宋政治及經濟的發展、元朝的統治

古代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089


內容介紹

蒙元時期的文明碰撞

VR虛擬展覽館

360全景圖考察

北宋都城商業生活場景及南宋海上貿易遺跡

古代



360全景圖考察

行程B     南宋海外貿易：海上揚帆

地點：石湖碼頭（福建泉州）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廣東陽江）

考察內容：觀察宋代港口碼頭及商船遺跡

古代



行程B 南宋海外貿易：海上揚帆

認識「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
外港——石湖碼頭 觀賞六勝塔 (上圖 )、通濟棧橋、

近岸礁石等遺跡

認識泉州灣的對外交流的盛況以及沿海民眾信仰

古代



行程B 南宋海外貿易：海上揚帆

了解南宋外銷瓷器商品(上圖)、船隻
構造等

認識宋代古沉船「南海Ⅰ號」
的發掘過程和保護

認識宋代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和聞名世界的瓷器

古代



行程B 南宋海外貿易：海上揚帆 古代

按此觀看行程

https://290vgsken.wasee.com/wt/290vgsken


蒙元時期的文明碰撞

以文字、圖片、古代畫像等多媒體形式介紹蒙元時期在物

產、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VR虛擬展覽館 古代



VR虛擬展覽館

認識元代頻繁的對外交流和各民族文化交融並存

古代

按此觀看展館

https://edu.cospaces.io/SYB-TTK


小結

南宋海上交通及海外貿易的繁

榮盛況

360全景圖考察 VR虛擬展覽館

了解蒙元時期中外廣泛交流

及互相影響

國家安全教育方面：了解、欣賞及承傳中華文化兼容並包、開拓
創新的精神，培育學生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同感、歸屬感及
責任感。

首要培育價值觀和態度：尊重他人、國民身份認同、勤勞

古代



內容介紹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162

•適用年級：中二下學期

•配合課題：外力衝擊與內憂、清廷的圖強

近代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162


內容介紹

圖強自救——洋務運動的前中後

VR虛擬展覽館

360全景圖考察

香港、上海、青島三個城市近代發展軌跡

近代



360全景圖考察

考察內容：認識香港西式歷史建

築的用途及價值

行程A 香江的英治色彩

地點：茶具文物館 — 1881 — 西港城 —

香港文物探知館

近代



行程A 香江的英治色彩

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割讓予英國

茶具文物館 1881
香港文物探知館

知曉英國割佔香港島與九龍的歷史，了解香港近代發展狀況

近代



行程A 香江的英治色彩 近代

按此觀看行程

https://349pok0af.wasee.com/wt/349pok0af


行程B 十里洋場的變遷

外灘源壹號
外灘天文台

徐家匯天主堂

根據《南京條約》，上海作為五處通商口岸之一正式開埠，中西文化在此碰撞

知曉上海開埠歷史，探討西方列強的在華權益

近代



行程C 青島的德佔歲月

1898年德國將整個山東劃為勢力範圍，持續至一戰結束

德國第二海軍營部大樓舊址 醫藥商店舊址

知曉德國強佔山東的歷史，了解青島近代發展狀況

近代



圖強自救——洋務運動的前中後

介紹洋務運動的歷史背景，在軍事、實業、育才、外交等方面的

重要舉措

VR虛擬展覽館 近代



VR虛擬展覽館

探討洋務運動的得失，了解運動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作用

近代

按此觀看展館

https://edu.cospaces.io/KLQ-MBN


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清楚理解國家從被列強侵略，以致英國佔領
香港，及後國家克服困難，並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奮進歷程，
從而強化學生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首要培育價值觀和態度：堅毅、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同理心

近代

360全景圖考察 VR虛擬展覽館

近代中國受到外力衝擊，被迫

打開國門，走向現代化

面對列強入侵時努力克服困

難，尋求自救

小結



配套教學資源
設有對應考察內容的工作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學習：

遊
戲

思
維
工
具

歷
史
資
料
分
析



課題四走向世界的中國

宋元>清>現代



360全景圖內容



設計理念

• 對象：北京市 行程：北京的大學及奧運場地

• 北京是中國首都，仍中外交流的重鎮。

• 自晚清以來，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都是文化和學術交流之地，匯

聚了中學和西學。

• 北京曾兩度舉行奧運，均得到國際支持和讚譽，見證中國努力與

世界各國關係維繫和平友好。



考察行程重點：課題四《走向世界的中國》

行程A:北京的大學

晚清至今中國對外關係的變遷，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

 尊重他人（尊重不同文化）

行程B:北京奧運場地

中國成功舉辦兩次奧運，推動國際社會友好團結

 國民身份認同、和平的可貴



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
 晚清時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華文化基礎上學習西方優點

 承擔精神



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以外國新思潮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國情，推動國家自強。

 堅毅、責任感



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
 現今，校務更加國際化，在國際排名名列前茅，持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國民身份認同



國際和平友好：北京奧運場地
• 國家興建多個競賽場館，具舉辦國際盛事的實力

• 承擔精神

https://edu.cospaces.io/GCP-ZQY


國際和平友好：北京奧運場地
• 各國積極參與奧運，是國際社會團結的表現

• 尊重他人



小結
• 兩所大學見證中國由晚清至今的對外交流，特別是文化、學術、思
想上的貫通，在中華文化基礎上學習西方優點。

• 可藉此帶出尊重不同文化的價值觀。

• 中國成功舉行奧運，除了自身的實力和努力外，亦有賴國際社會
的支持與參與。

• 可藉此帶出國民身份認同、國際社會和平、友好、團結的價值。



VR虛擬展覽館



以圖片及數據，呈現國家和平堀起之路

以圖片、資訊圖表展示：
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和
成果；
走過外交困境，在國際
定位上逐步開放，走向
大國地位

自強不息、堅毅



利用影片，展示中國擔起大國責任

• 展區內設有影片

講解中國領導及倡議的國際事務；
• 擔起大國責任，對國際事務作出貢
獻

責任感、承擔精神、關愛



互動展板，多角度認識中國崛起的利弊
國際對中國崛起的看法：

視為機遇；視為威脅

中國崛起對自身的影響：

機遇；挑戰

國際關係時有角力，貴能互相尊
重、互利共贏



小結
• 透過展館，講解中國的外交政策的演變與成果。
• 多角度分析中國崛起對自身及國際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 藉此帶出中國自強不息，才在國際間取得一席位。

• 現時各國互相依存，國際間應互相尊重，促進合作；

• 而作為大國更應有承擔精神和關愛心，努力推動社會進步。



教材下載:
•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163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gram/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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