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四 走向世界的中國 

 

配合課程課題：走向世界的中國 

適用年級：中一至中三級 

 

360 全景圖考察介紹 

此課題以北京為考察對象，分成 2個考察行程，共 15 個考察點。考察行程包括北京的大

學及奧運場地。 

中國首都北京仍中外交流的重鎮。中國其中兩所最著名的大學 — 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亦

位於北京，自晚清以來，兩所大學都是芸芸學子、學者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之地，匯聚了中學

和西學；大學各景點的歷史也與各個中國及國際事件互相扣連。時而至今，兩所大學仍是不少

外國政官名人外訪的必到之地，見證中外關係以至國際局勢的變遷。 

另外，北京在過去曾舉行不同的國際盛事，其中，北京曾兩度舉行奧運，分別是2008年

的夏季奧運和2022年的冬季奧運。中國為舉行奧運會而修建不同運動場地、配套設施，進行不

同的準備工作，為世界各地運動員提供競技和交流的空間，兩次奧運會成功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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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題藉由探索北京的大學及奧運場地，呈現中國推動國際交流的努力，引導學生思考中

國與世界的互動、何為理想的中外關係。 

 

設計理念 

➢ 讓學生考察北京文化和體藝場所，認識近代至今的中外交流 

➢ 利用 360 全景圖，讓學生猶如置身當地，提升學習動機 

➢ 思考題由淺入深，引導學生循序漸進理解中外關係的演變與中外文化融合的過程 

➢ 透過分組活動，訓練學生的溝通及協作能力，並培養對國家的認同，以及關心國家最

新的發展，從而提高愛國心和對國家的歸屬感 

輔助影片： 

本課題的360全景圖附有多段影片，教師可

安排同學於課堂上觀看，或安排學生在課

堂前預先觀看影片，以提高學習趣味。 



2   

 

 

考察行程 A：北京的大學 

 

 

考察目的： 

➢ 考察國際級大學，感受中外文化、學術交流的環境 

➢ 透過大學歷史，理解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外關係變遷 

➢ 透過大學建築，認識中國文化的傳播及外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介紹 

北京大學成立於1898年，在晚清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北京大學

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設不同中學和西學學科，更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外國學習的

先驅，打開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門。 

清華大學成立於1911年，時稱清華學堂，初時成立經費來自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

作為中國學生留美學習的預備學校。 

兩所大學歷史悠久，見證晚清以來中國對外關係的變遷。民國初年，兩所大學作為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引領中國學習外國新思潮，再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推動國家自強。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所大學繼續作為中國主要學府，致力培養人才、研習學術，推動中外思

想交流。至今，兩所大學在不少國際院校排名中名列前茅，深受國際留學生、學者青睞，與世

界各地學府通力合作，令校務更加國際化，更是不少外國政官名人到訪北京的必到之處，持續

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A01.北京大學
西門

A02.北京大學
紅樓

A03.北京大學
百週年紀念講

堂

A04.清華
園牌坊

A05.水木
清華

A06.清華
大學大禮
堂

A07.清華
主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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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北京大學西門  

考察重點：欣賞北京大學內的中國特色建築  

 

 

北京大學西校門是北京大學的正門，學生可欣賞中國特色的建築風格  —  古典三開

的朱漆宮門。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這是中式還是西式建築物？ 

中式建築 

➢ 你會怎樣形容北京大學正門的建築

特色？ 

感覺很傳統，設計漂亮、莊嚴和宏

偉 

➢ 你認為這建築有甚麼設計能反映

中國文化？  

木構、紅柱和紅牆、紅色的大門、

門前掛上紅燈籠、門前有石獅子  

➢ 如果你是熱愛中國文化的外國學

生，你會選擇到北京大學進修

嗎？為甚麼？  

➢ 大學對中西文化交流起甚麼作用？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教授中外知識、讓中外學生和學者共同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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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北京大學紅樓  

考察重點：探索紅樓環境，認識近代中國吸收西方思想的經過  

 

北京大學紅樓始建於1916年，是北京大學最古老的校舍之一。紅樓曾是五四運

動的活動場所，那時候不少學者在這裏向學生介紹西方思潮，紅樓現已改為北

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這是中式還是西式建築物？  

西式建築  

➢  這幢建築物主要以甚麼物料建

成？  

紅磚  

➢  觀看影片，北大紅樓落成時有

何功能？  

作為北京大學校部、圖書館、

文科校舍、校長室、教室等  

➢  北大紅樓現時是作為甚麼用

途？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中國共產

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  

 

 

➢  觀看影片，北大紅樓如何見證外國文

化對中國的影響?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推動新文化運動；傳播共產黨思想，

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  

 

 參考影片：https://youtu.be/ipi_JPh08t0 

 

* 此影片的長度稍長(長約14分鐘)，建議教

師安排學生在課堂前預先觀看影片。 

https://youtu.be/ipi_JPh08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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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  

考察重點：探索北大現代化建築，認識學校的文化交流功能  

 

 

 

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是多功能的現代化講堂，亦是文藝演出的場所，曾舉辦

不少外交與文化交流的活動。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是古建築還

是現代建築？ 

現代建築 

➢ 猜猜北京大學百周年即是指哪一

年？  

1998年  

➢ 想一想講堂內有何設施？ 

演講廳、觀眾休息廳、會議室、貴賓

接待室等 

➢ 講堂能如何推動中外文化交流？ 

接待外國貴賓、舉辦演講、舉行展覽 

 

➢ 北京大學在全球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這

對於中外文化交流有甚麼正面影響？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中國的學術水平得到國際認可；證明

中國學界有能力培訓世界一流的人

才，這有助吸引外國學者，深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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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清華園牌坊  

考察重點：探索清華園環境，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的中外關係 

 

清華園建於清初，原為皇家園林，距今已有過二百年歷史，清末起改作清華學堂（即清華

大學前身）。圖中的清華園牌坊，是一座青磚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築，現為清華大學二

校門，也是清華大學的標誌。 

思考題（ 簡易版） 思考題（ 進階版） 

➢  清華園是圓明園的屬園。你知道清

代時圓明園發生過甚麼與外敵有關

的重要歷史事件？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  清華學堂成立初期的經費來自哪裏？ 

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 

➢ 猜猜成立清華學堂的目的是甚麼？ 

協助中國學生留學海外，推動中外交

流 

➢ 猜猜晚清時的清華學堂主要送學生到

哪裏留學？ 

美國 

  

➢  清華園及清華學堂與近代的中外關

係息息相關。現在回想，你會怎樣

形容近代至現代的中外關係的變

化？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由受盡屈辱走向中華復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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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水木清華  

考察重點：探索清華大學的中式建築，感受中國大學的環境  

 

 

水木清華位於清華園之內，是清華大學一處著名的園林景點，其正額「水木清

華」曾被記載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筆。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水木清華是中式還是西式建築？  

中式  

➢ 你能透過水木清華感受中國文化

嗎？ 

➢ 你會怎樣形容圖中的環境？ 

環境清幽、中式庭園 

➢ 如果你是清華學生，你會到此園林休

憩嗎？ 

 

 

 

 

➢ 你認為在大學之內保留歷史建築有何作用？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歷史文化承傳；增強文化氛圍；作為學校標

誌 



8   

 

 

A06.清華大學大禮堂  

考察重點：探索清華大學的西式建築，感受中外文化交融  

 

清華大學大禮堂融合希臘式與羅馬式建築風格，整個建築下方上圓，莊嚴雄

偉，象徵清華人「堅定樸實、不屈不撓」。1930年代中國正值抗日時期，那

時候經常有大批主張抗日的學生在這裏集會，這裏因而被喻為「最有光榮歷史

的建築物之一」。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你的學校有禮堂嗎？ 

➢ 禮堂可用作舉行甚麼儀式？ 

講座、課堂、表演 

➢ 清華大學大禮堂是中式還是西式建築？

西式 

➢ 猜猜清華大學大禮堂是建校早期建築還

是現代建築？ 

早期建築 

 

 

 

➢ 清華大學的建築中西匯聚，你認為這反

映了大學對外國思想文化持有甚麼態

度？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包容、歡迎、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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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清華主樓 

考察重點：探索清華大學主樓，認識清華大學的現代發展 

 

 

清華大學主樓由西主樓、東主樓和中央主樓三部分組成，分別於1950至1960年

代建成。2007年，主樓被北京市文物局列為第一批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

錄。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清華大學主樓氣勢雄偉嗎？ 

➢ 猜猜50、60年代，清華大學主要派

學生到哪個國家進修？  

蘇聯 

➢  外國學生可到清華大學留學嗎？  

可以 

➢ 猜猜近年海外學生來華留學的趨勢如

何? 

數目上升；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

生到中國留學 

 

 

➢ 找出清華大學與國際其他學校的交流活動。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舉行研討會、設立基金、項目研究的合作 

 
參考網址：

https://www.tsinghua.edu.cn/k

xyj/kyhz/hwhz.htm  

 

https://www.tsinghua.edu.cn/kxyj/kyhz/hwhz.htm
https://www.tsinghua.edu.cn/kxyj/kyhz/hwh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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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程 Ｂ：北京奧運場地 

 

 

 

考察目的： 

➢ 探索奧運場地，認識國家舉行國際活動的能力 

➢ 透過奧運設施，認識中國政府與人民為推動中外友好的努力 

➢ 感受奧運氣氛，了解國際盛事對國家走向世界的重要性 

 

介紹 

 北京是首個同時舉辦過夏季奧運與冬季奧運的「雙奧」城市，兩次奧運分別是2008

年夏季奧運及2022年冬季奧運，兩次均匯集全球頂尖的運動員，互相競技比賽，彰顯連結

國際友誼的奧運精神。  

2001年，當取得2008年夏季奧運主辦權後，國家開始興建多個競賽場館，包括國

家體育場（鳥巢）、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國家體育館等，也改建了國家奧林匹克體

育中心，以應付不同比賽的需要。而為了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國家亦新建速滑館（冰絲

帶），為滑冰等比賽作準備。這些場館的興建，展示了中國舉行國際活動的能力。  

除比賽之外，國家也為奧運作出完善的籌備，包括舉行火炬傳遞、設立奧運村供各

地訪客使用等，這些活動和措施都是中國推動中外友好的努力之一。奧運會得以順利舉行，

不僅反映了中國政府成功以奧運團結國際社會，也是中外友好交流的表現。  

B01.國家
體育場
（鳥巢）

B02.國家
游泳中心
（水立方）

B03.國家
體育館

B04.國家
奧林匹克
體育中心

B05.速滑館
（冰絲帶）

B06.火炬廣
場

B07.北京奧
林匹克塔

B08.冬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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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 國家體育場（鳥巢） 

考察重點：探索國家體育場的用途，認識其舉辦的國際盛事或活動  

 

 

 

俗稱「鳥巢」的國家體育場，是中國政府為了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而興建的場館，亦是2022

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和閉幕儀式的舉辦地點。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猜猜國家體育場為甚麼被稱為「鳥

巢」。 

➢ 國家運動場的外表貌似鳥巢 

➢ 除了比賽項目外，奧運會的哪些儀式

在國家體育場舉行？ 

2004個奧運會、殘奧會開閉幕式 

➢ 猜猜「鳥巢」的建築費是多少？ 

23億元人民幣 

➢ 除了運動外，運動場還有甚麼功能？ 

舉行演唱會 

➢ 奧林匹克奧運會怎樣有助推動中外友好關

係？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作為中外體藝交流的機會、吸引遊客來華認

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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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考察重點：探索國家游泳中心的設計與興建，認識中外之間的合作、中國政府對人

類共同福祉作出的努力  

 

 

國家游泳中心，依其建築設計而俗稱「水立方」，是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主要的水上項目比

賽場館，在2022年北京冬奧時則用作舉行冰壺比賽。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水立方是由哪個國家的公司負責設計？ 

中國、澳洲 

➢ 水立方是由誰人出資興建？ 

港澳台民眾、海外華僑 

➢ 猜猜有甚麼夏季奧運的項目在水立方進

行？ 

游泳、水上芭蕾與跳水 

➢ 水立方是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而新建

的場館，還是北京原有場館？ 

新建場館 

 

 

➢ 找出水立方如何在2022年北京冬奧被改造

成「冰立方」，以做到「一館兩用」，配合

綠色奧運。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參考網址：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zh/3192/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192/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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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國家體育館 

考察重點：探索國家體育館，思考國家為舉行奧運、為環保建設的努力  

 

國家體育館是中國最大的綜合室內體育館。在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時舉行體操、蹦床等比

賽，而在2022年北京冬奧時則舉行冰球比賽。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國家體育館是為了2008年北京奧運而

新建的場館，還是北京原有場館？ 

新建場館 

➢ 猜猜「國家體育館」的建築費是多

少？ 

6.5億元人民幣 

➢ 猜猜有甚麼奧運項目在國家體育館進

行？ 

競技體操、蹦床、手球、冰球、輪椅

籃球 

➢ 猜猜國家體育館在冬奧時的暱稱是甚

麼？ 

冰之帆 

 

➢ 國家體育館的建築設計怎樣有助環保？ 

體育館屋頂安裝有太陽能板；物科利用了8

萬噸廢鋼渣興建。 

 

 參考網址：

http://2008.sohu.com/2007112

7/n253492547.shtml    

 

http://2008.sohu.com/20071127/n253492547.shtml
http://2008.sohu.com/20071127/n2534925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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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考察重點：探索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思考國家多年來對國際體育的貢獻 

 

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是一個綜合的體育藝術中心，先後承辦了1990年亞洲運動會、第七屆

全國運動會和第二十一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2008年北京奧運等一系列重大體育賽事。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除奧運外，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曾

舉辦過甚麼國際賽事？ 

亞洲運動會 

➢ 猜猜甚麼2008奧運項目在國家奧林匹

克體育中心進行？ 

足球、手球、水球和現代五項的游

泳、馬術和跑步 

➢ 你知道這兩隻吉祥物是甚麼嗎? 

冰墩墩、雪容融 

➢ 它們是哪次奧運會的吉祥物？ 

2022年北京冬奧 

 

 

 

➢ 這兩隻奧運吉祥物象徵甚麼？ 

冰墩墩體現冰雪運動和現代科技，其手掌心

的紅色心形圖案代表中國歡迎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們；雪容融寓意和平的同時又突出北京

的特色。 

 

 參考網址：

https://www.ourchinastor

y.com/zh/3221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221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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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速滑館（冰絲帶） 

考察重點：探索國家速滑館，思考國家如何在冬奧展示國家實力  

 

 

國家速滑館，又稱冰絲帶，是為了2022年北京冬奧賽而新建競賽場館，場館舉辦過滑冰、冰

球、冰壺等奧運項目。國家速滑館內冰面是亞洲最大的，而且館內採用了二氧化碳跨臨界直接

蒸發製冷製冰系統，堪稱目前世界上最環保、最低碳的冰面。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國家速滑館的外形像甚麼？ 

一條條飄舞的絲帶 

➢ 國家速滑館是為了22年北京冬奧而新建

的場館，還是北京原有場館？ 

新建場館 

➢ 猜猜國家速滑館內的冰面是人工技術還

是天然而成。 

人工技術 

➢ 猜猜有多少國家參加2022年北京冬季奧

運？ 

91個 

➢ 國家速滑館如何彰顯國家的科技實力？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高難度建造技術、快

速的建設速度、環保的科技應用。 

 

 

 

 

 

參考網址：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zh/2860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2860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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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火炬廣場 

考察重點：探索奧運的標誌物，思考奧運會對國際友好的意義 (1 )  

 

火炬廣場位於北京奧運公園，在主場館「鳥巢」的東北側，用以紀念北京奧運，特別是08奧

運的火炬傳遞創下路線最長、範圍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記錄。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這廣場有何奧運的標誌？ 

奧運五環、火炬 

➢ 你知道奧運五環代表甚麼嗎？ 

五環分別代表五大洲，五環扣連代表着

五大洲的人友好相處 

➢ 猜猜2008年奧運的火炬名稱是甚麼？ 

祥雲 

➢ 2008北京奧運聖火傳遞遍及多少個洲？ 

五大洲 

 

 

 

➢ 北京冬奧的火炬接力有何創新之處？ 

首次以機械人在水底傳遞火炬。 

 

 

 

 

 

 

 

 

  

參考網址：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zh/3447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447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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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北京奧林匹克塔 

考察重點：探索北京奧林匹克塔，思考奧運會對國際友好的意義 (2)  

 

 

北京奧林匹克塔位於北京奧運公園內，它是由5座高度不等、錯落有致的獨立塔組成，塔頂展

開成一個圓形的平台，寓意奧運五環，塔頂亦建有奧運五環標誌。北京奧林匹克塔將會永久

懸掛奧運五環標誌。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北京奧林匹克塔上有何標誌？ 

奧運五環標誌 

➢ 北京奧林匹克塔有何功能？ 

觀光 

➢ 猜猜北京是全球第幾個能夠永久懸掛

奧運五環標誌的城市？ 

第二個 

➢ 你對國家舉行奧運有何感想？ 

➢ 北京永久懸掛奧運五環標誌有何意義？ 

（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弘揚奧運精神、紀念北京舉行奧運、成為北

京城市標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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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冬奧村 

考察重點：探索冬奧村環境，感受中國對各國運動員的歡迎與招待  

 

 

冬奧村由31棟公寓樓組成，設有居住區、廣場區、運行區3個區域，用於招待全部冬奧會和

冬殘奧會運動員、教練員、以及代表團成員。 

思考題（簡易版） 思考題（進階版） 

➢ 你知道冬奧村位於哪裏嗎？ 

張家口 

➢ 為甚麼在奧運村入口掛各國國旗？ 

歡迎各國參與者，以示尊重 

➢ 冬奧村接待甚麼人士？ 

冬奧會和冬殘奧的運動員、教練

員、以及代表團成員 

➢ 試找出冬奧村設有甚麼設施招待來自世

界各地的訪客。接待中心、媒體訪客中

心、住宿、特許商店、便利店、咖啡

廳、銀行、郵政、美容美髮、傳統文化

展示中心等 

➢ 如果你是奧運會義工，你會怎樣向他們展現

中國文化？ 

 

 

參考網址：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

/zh/1118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1118
https://www.ourchinastory.com/zh/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