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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期間，本校理科組舉辦新加坡遊學團，考察科學的

應用，並與當地學校進行交流，遊學團行程非常豐富。

日期：2018年4月2日

學習地點：�魚尾獅公園�

濱海灣花園

學習重點：��了解當地文化

� 欣賞及探索稀有植物

日期：2018年4月3日

學習地點：�Skyline�Luge�Sentosa

� Singapore�iFLY

� 夜間野生動物園

學習重點：�探究能量、動量、機械等物理知識

� 體驗終端速率及空氣阻力

� 了解各種野生動物及其習性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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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4月5日

學習地點：新加坡理工FabLab

� 新加坡科學館

學習重點：認識FabLab及新加坡理工

� 探究各式各樣的科學原理

日期：2018年4月6日

學習地點：�城市規劃展覽館

� 新生水展覽中心

� 牛車水

學習重點：�了解新加坡政府對城市的規劃

� 認識生活中科學知識的應用

� 體驗華人在新加坡的生活

日期：2018年4月4日

學習地點：�東景中學

� 小印度、阿拉伯街、

� 蘇丹回教堂

學習重點：��認識新加坡教育特色及與學生交流�

了解新加坡不同民族的文化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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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滑車

4B麥超盛同學反思：
經過這次旅程後，我深深感受到物理的偉大。在剛剛玩這個斜

坡滑車時，我認為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滑車，不過玩了一次後

才意識到車子的設計真的很特別。我用手配合推、拉及扭這三

個動作，便能人車合一，控制自如。當我的車速太快時，用盡

摩擦力也不可能立即令車子停下來，令我與前面的車子發生碰

撞，相當刺激及興奮，真的是Once is never enough！多謝老師

安排了我們玩三次，各具不同的體驗！

5B古嘉傑同學反思：
在第二天的旅程中，我們在聖淘沙島遊玩了一個名叫斜坡滑車

及索道纜車Luge & Skyride的活動，在玩之前我並沒有抱太大

的期望，因為我認為這活動只是給小朋友的小玩意。但第一次

玩後發覺這個滑車的速度極快，操控難以上手，需要一段時間

我才能成功駕馭。它利用了山坡的斜度幫助車輛加速，所以速

度很快。加上玩斜坡滑車前，必須乘坐索道纜車，對於有畏高

的我乘坐這纜車絕對是一大挑戰，最終我也成功克服了心中的

畏懼。

學習更多： 
車子的設計非常特別，滑車設計不需腳踏板，推動力只由車

與人的重量提供，透過控制車與地面的摩擦力控制車的加速

及減速。學生可親身感受到若車速太快，即使增加摩擦力也

不可能立即令車子停下來，總會滑行一段距離。能力較高的

同學，可從車子與車子的碰撞中了解能量守恆定律及動量守

恆定律如何改變車速，及向心力如何令車手偏向一邊。

斜坡滑車（Skyline Luge）

學生親身體驗斜坡滑車（Skyline Luge）及空中

跳傘（iFLY），深入領悟力學中提及的加速、

勻速、阻力、摩擦力…等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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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跳傘

學習更多：
iFLY Singapore是全球最大的室內風洞跳傘艙，這是一種運用航空

空氣動力學原理所設計的直立隧道，透過由下往上吹的強風，讓人

飛翔在地面起高至五層樓高的隧道內。人在高空跳傘後先會向下加

速，隨著速度增加，作用在身上的空氣阻力亦會增加，因此速度會

漸漸減慢至某個固定速度。iFLY就是模擬人在這個固定速度時身體

於空中的情況，我們會感受到風的相對速度，透過控制身體的動

作，增加風的承托力，讓人穩定地漂浮。每位同學都有兩次感受風

速大約150 km/h漂浮幾十秒的時間。

4B梁頌文同學反思：
iFLY是我在整個遊學團過程中最深刻的環節，

它是模擬空中跳傘的體驗。當我進入那個房時

就會有風向上吹，模擬了我跳傘時所遇到的氣

流，我必須保持姿勢正確才能在強風中平衡。

當我體驗時我只感到無比緊張，因為我從未試

過這活動。除了緊張外，我亦有對未知事物的

興趣，雖然沒有幾千米風洞，但我卻感受衝下

幾千米高空的時間，體驗時間雖短暫，我卻感

到非常漫長，體驗時那種感受至今仍然難以忘

懷。

5A殷梓桓同學反思：
小時候，我看到電視劇中有人可以在天空上翱

翔便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我十分嚮往在天空中

翱翔。這一次iFLY便實現了我的夢想。當我進

入艙裏，強風便馬上迎面而來，把我整個人吹

起來，同時也令我難以呼吸，手腳難以協調，

最後，經過指導員的協助，我能浮在艙內，同

時也十分享受當中的過程，畢竟這次的機會難

得。在離開艙後，我看到教練的表演，他在艙

內飛內飛去，就像小說中的武林高手一樣，令

我歎為觀止。總括而言，這一次iFLY是個難忘

的經歷，若我日後有機會，我一定會去再次體

驗一次！

空中跳傘（i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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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灣花園

濱海灣花園

學生在進入濱海灣花園和夜間野生動物園考察後，大開眼

界，認識到很多植物多樣性及野生動物的行為模式。

學習更多： 
花園內共展示約三萬棵，超過150品種的植

物。這些植物盡顯世界五個洲 (澳洲、美洲、

非洲、亞洲和歐洲) 的植物種類。學生只要

仔細觀察，會察覺到植物的種類繁多、形狀

各異、色彩斑斕。除此之外，園內亦有介紹

全球暖化對地球的影響，人類必須要由今天

開始，關注全球暖化問題，盡力改變未來世

界。

4A吳潔蓮同學反思：
濱海灣花園是我們遊學團第一日行程的活動，所以印象是最

深刻的。這裏聚集了各式各樣的植物，彰顯了世界五個洲的

植物種類，大多數在香港及教科書上也沒有見過的，難怪古

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對於選修生物科的我來

說，真慶幸能在新加坡參觀這展館，讓我對生物種類的認識

寫下新的一頁。除了讓我擴闊對植物品種的瞭解，走出書本

近距離觀察外，我還了解到各類植物在特設的環境下生長的

情況，這在香港難以看到；我也明白到新加坡對綠化的重

視：教育社會環保的重要性。在欣賞的過程中，忽然想起

了一句說話：「花開花落花凋謝」，時間在流逝，植物也會

凋謝，但願我往後能更愛惜大自然，好好感受現時瞬間的美

好，珍惜每一棵樹、每一朵花。更期望大眾也能明白植物為

生態帶來的好處，並延續這方面的知識，讓社會減少污染，

達致可持續發展。

5A陳凱怡同學反思：
濱海灣公園的室外位置共有18顆「超級樹」，這些人

造樹上還有太陽能電板，可以在白天時儲存電力，到

了晚上就能發光。可惜我們於下午便離開，因而未能

看到夜晚發光的漂亮時刻。我踏進溫室的第一步，便

能看一個人工瀑布，由於非常高，所以很壯觀。這裏

的溫度大約維持在23－25℃，模擬溫和及乾燥的氣

候。溫室內種有來自地中海、南歐、中美洲、南美洲

與非洲等地各式各樣珍稀的植物。此外，這裏有很高

的橋，當我走上去的時候，便能以鳥瞰的角度觀察植

物，真是令我歎為觀止。濱海灣公園有另一個溫室，

這個溫室會定期更換主題，我們看的時候是日本櫻花

主題，溫室內種有不少櫻花樹，彷佛置身在日本一

樣，令我不禁拍攝多張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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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野生 
動物園

學習更多： 
學生乘搭導覽車進入森林地帶，近距離與喜

馬拉雅塔爾羊、沼鹿、鬣狗、懶熊、長頸

鹿、水牛、河馬、犀牛、大象、獅子、野

狼、老虎 … 等動物對望，觀察牠們的行為模

式、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慣。除此之外，學生

亦透過觀賞夜間精靈動物表演，親眼目睹不

同動物與生俱來的獨特性。

夜間野生動物園

4E陳曉蔚同學反思：
看到天色已經開始昏暗，終於要去參觀期待已久的夜間野生動物

園了！老實說，日間的動物園去得多，但要在黑夜觀看動物生態

倒是第一次！整個導覽車的車程歷時40分鐘左右，先會經過漁貓

小徑，看看山羊，之後再經過花豹小徑，接下來就是重點，去看

老虎跟獅子，之後回轉去東站小徑，看看河馬跟羚羊，最後會經

過亞洲象及野狼區才回去原來上車的位置。

當車子去到一些重點動物區域的時候，都會稍作停頓或慢駛，其

餘的時間都會開得較快。在動物園的門口等候時，其實都知道會

經過大約有三十多種不同動物的園區，不過我們是在晚間觀看動

物，由於環境十分黑暗，在當晚看到的動物，其實只有大約二十

種左右，但是大家都有拍照留念、享受當中的過程。

下車後，我們立刻飛奔過去動物劇場看表演，當中有很多從未見

過的動物，更有觸碰動物的環節，實在令我大開眼界。現場的觀

眾也都十分投入。離開劇

場後，看到有一班人赤着

腳用火玩雜耍，動作十分

危險，幸好他們是經過訓

練的，表演十分精彩。

5B周采瑩同學反思：
夜間野生動物園的特色是動物不會困於圍欄裏，牠們

全部生活在與他們生境相似的環境，但是由於參觀時

環境昏暗，較難清楚觀看動物的真實面貌，例如他們

的顏色。觀賞動物園後，我發現人類的活動嚴重破壞

野生動物的生境，所以我們應該重複使用、減少使用

和循環再造，減少對野生動物的生境造成破壞，例如

在循環再造方面，我們可以把廢紙、膠的廢物、鋁罐

等可回收的物料放入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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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更多： 
新加坡的地形較香港平坦，缺乏高山。雖然地方

比香港還少，但可用土地面積比香港多，所以

我們完全不覺得人煙稠密。它們善用土地，當

地政府規劃到了2030年，土地約17%為居住地

方；16%為社區及娛樂空間（學校、醫院、運動

場、公園等）；22%為基建（道路、運輸、機場

等）；17%為工作空間（工業及商業）；28%為其

它用途（國防、水庫、墓地、未開發土地等）。

在規劃的同時，當地政府不忘綠化環境，為預防

地球暖化出一分力。

4A羅慧雯同學反思：
在這個展覽館中有許多關於新加坡過去及現在，甚至是將來發展

的資訊。館內設備細緻的模型及展板介紹新加坡各區域的發展。

在這次的參觀中，我了解到新加坡的發展是怎樣，政府十分有條

理，會思考在哪個地方發展用地，該用地將來可作什麼用途，例

如將來會有幾個動物園搬到新加坡的中部森林繼續營業，搬遷的

目的是能確保動物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我學會我們做任何事都要

深思熟慮，經過疏理後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4B陳偉恒同學反思：
參觀了這個城市規劃展覽館後，我明白

到新加坡的規劃發展，並且了解到其垃

圾島的運作，更進一步了解新加坡如何

保護城市的歷史遺產。讓我最意想不到

的是政府在規劃的同時，仍不忘綠化環

境，為預防地球暖化出一分力。這是大

部分國家做不到的，故其規劃實在很值

得我們參考。

城市規劃 

展覽館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展覽館

學生參觀了新加坡的城市規劃展覽館和新生

水展覽中心，沿途由職員親自講解新加坡面

對的問題及其對應解決的辦法，讓學生明白

到未雨綢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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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水展覽中心

新生水展覽
中心

學習更多： 
新加坡把已用過的水回收，並利用類似細胞膜的

技術把雜質處理掉，再經紫外光殺菌，使水再次

超級潔淨，可安全飲用。為了推廣節約用水，新

加坡多處使用節水水龍頭（在水龍頭上裝上節水

環以減少水的流量）、節水花灑及節水沖廁裝

置；並且在多處張貼標示，提示使用者節水（例

如：洗澡塗抹肥皂時記得關掉水龍頭，這樣做每

分鐘可節省高達9公升的用水量啊！）。

4D徐浩文同學反思：
起初，我對這個展覽館充滿好奇的，因為它是新加坡

最重要的污水處理廠，而且導遊說這新生水是回收我

們平時洗臉、刷牙和洗澡的水，經潔淨後給我們飲

用，聽見後我覺得有點噁心。不過，經過解說及參觀

後，我了解到他們的先進技術，明白到他們的水非常

潔淨，令我對回收水充滿信心。

4E陳曉蔚同學反思：
這次的參觀，主要講述新加坡的水的用途及重要性，

並有專人講解如何處理和解決水的問題，以及他們

會回收日常生活用完後的水，經過一連串的過濾和

消毒，而且達到全世界的標準才

可讓市民安心飲用。我在當天還

飲過新生水，覺得十分有趣和環

保。另外，我認為香港的水務署

應該向新加坡學習，雖然新加坡

的面積比香港小，但是新加坡的

水源已經可以自給自足，更曾賣

水給鄰近的馬來西亞。相對香港

仍然只想依靠東江水，這樣會令

人停滯不前，所以我認為香港應

向新加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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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東景中學

學生與新加坡東景中學的師生交流，亦與他們一起

渡過一堂STEM課堂，了解到當地學生在科技學習

方面的優秀表現。

學習更多： 
新加坡東景中學是當地一所政府中學，男

女校，分四個年級。學生在四年後會進入

不同的理工，修讀理工後可出來工作或進

升大學。這所中學推行健康科學應用學習

課程，STEM學習緊扣健康科學。我們有

幸被安排與中二學生一起上了一堂課。新

加坡學生在課前已設計好電路解決現實問

題，當天使用電路板學習接駁電路，並連

繫電腦。此課程在香港中二未有出現，感

覺比香港更進一步。此學校亦積極推動

STEM，課程實用性很高，為解決現實各

項問題而學習，值得我們學習。

新加坡 

東景中學

4E譚禮琦同學反思：
這裏的中學制度與香港有差異。這間中學最高年級是

中四，完成中四之後，同學就會選擇其他學院繼續進

修，過幾年後再選擇是否進入大學。當時我參觀中二

的一堂課，雖然學生只有中二程度，但是他們已經在

學習一些基礎的裝置連接。從這裏可以發現他們的中

學並不是只在書上學習，而是實踐當中的技巧。

5D邵悅程同學反思：
這次交流團其中一個活動是與新加坡東景中學的學生

和老師一起交流。透過當地老師講解，知道這間中學

推行了健康科學應用學習課程。當天，我有幸可以與

學生一起在課堂上學習。他們的課程不止純粹學習，

也為了解決現實多種問題而學習。我認為這不但可以

令學生增加知識，也令他們在解決問題之中發揮他們

的創意力，值得我欣賞。此外，當天交流的時候，學

校邀請了部分新加坡大學為學生提供一些大學的課程

簡介，讓他們了解入學要求，令我想起我校也有舉辦

類似的大專院校巡禮，真的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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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入新加坡理工微觀裝配實驗室（FabLab Singapore 

Polytechnic），由那兒的高級講師親自講解其運作，他說 : “ 

FabLab can make almost anything”，讓學生了解到新加坡

的科學及科技情況。

學習更多： 
FabLab是一個實驗室，提供（指定）一系列

靈活設計的工具，讓使用者能親自製作指定

物料及指定大小的物品（例如：大家熟識的

3D-printing只是FabLab的其中一種工具）。 

只要你想像到的設計，經過自行設計或電腦

程式的繪畫，使用FabLab的工具，就能製造

你想像得到的東西。FabLab是由麻省理工開

始，現時中國深圳已設立FabLab，暫時香港

還沒有設立。

新加坡理工微觀
裝配實驗室

新加坡理工微觀裝配實驗室

4B梁頌汶同學反思：
我所參觀的理工大專院校是一間注重科技

的院校，特別是院校裏的3D打印技術已

有多種樣式。在院校當中這種技術已相當

普及，只要願意自行設計出模型，學生可

以自由使用微觀裝配實驗室內的儀器。可

見，學生已經走在科技的前端，能夠跟上

科技的發展。我認為這技術十分值得香港

的大學仿效。

5B簡愷賢同學反思：
香港常常說要發展創意產業，而我覺得這

個FabLab就正正適合現時的香港年輕人，

透過FabLab提供的技術和儀器將他們的創

意具體化，不再是空想。在正式設計以至

製作過程中，我們能將在課堂裏所學的科

學知識應用於其中，例如用甚麼物料是較

為適合和安全。可惜的是香港目前沒有 

FabLab，看來香港要在這些領域有所進步

還需要努力一段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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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學館

學習更多： 
新加坡科學館擁有超過 1,000 件互動展品，是啟

發科學學習的好地方。The Mind’s Eye 讓我們學習

到眼所見與我們所想未必一樣（可能受視距影響

了大小，可能受虛像影響了真實性、可能受相對

顏色影響了我們的視覺系統）。Mirror Maze既真

實又有趣，以為是通道卻是鏡子，小心破頭流血

啊！The Science of Fear解釋了我們恐懼的原因，

身體內部細胞及神經的變化。Cloud Ring教導我們

如何製作空氣環，Typhoon Chamber讓我們感受十

號風球以上的威力，Fire Exhibition讓我們深入認

識火，Dialogue with Time讓我們了解時間對身體

各細胞的影響 … 學習內容太豐富，展覽資料太

多，展品亦太多，不能盡錄。

4A羅慧雯同學反思：
這家科學館面積十分大，踏入門口我已經被一幅錯覺畫吸

引了！我想這科學館內一定會有更多新奇的科學展品。 

令我歎為觀止的科學展品實在是數之不盡，所以我在這介

紹其中三種吧！

第一，是跑動的人像，它是運用頻閃效應的原理，即如果

可以在連續出現的人像旋轉到同樣的位置時間閃動閃光，

令人像似在跑動中。

第二，是火龍捲風燈，它是透過火三角這原理成功燃點，

火三角是包括燃料、高溫、氧氣，燃料會一直順着燃燒到

頂，使火龍捲風出現，直至燃料被耗盡，火龍捲風便會消

失。

第三，是壓力感應器，它透過使用壓電電池感應施加在掌

印上的壓力，輸出不同電壓的電信號觸發不同音符。

這次參觀令我大開眼界，學習更多課本外的知識。可惜是

時間不足，未能仔細看完整個科學館的展品。我認為在玩

樂中學習是最有成效的學習方法。

5B呂凱儀同學反思：
這次遊學團參觀了科學館，裏面的設備多不勝數，館內

分了不同主題，有關於物理學的、化學的、生物的有趣

設施，可以讓我去嘗試使用和觀察。每個展品我都好

奇為甚麼可以有這樣的效果，再從參觀過程中更深刻地

明白運作原理。途中我也觀賞了「火龍捲」的表演，講

解同時指出現時使用的燃料對環境的影響，令人作出反

思。可見，這次遊學團所參觀的科學館有助我了解更多

科學原理，同時也增加我的好奇心，多思考平日上課的

知識，從而了解學理科的有趣性，並從日常所見的東西

發掘更多科學知識。

學生在新加坡科學館與老師一起

探索科學的真面目，學習以科學

的角度解釋現實的種種現象，及

利用科學知識解決問題。

新加坡

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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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獅公園、小印度、甘榜格南、
阿拉伯街、蘇丹回教堂、牛車水

學習更多： 
同學透過觀賞一系列的地標，認識到新加坡是一

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不但保留英國殖民地的特

色，更混合了中國、印度、阿拉伯及馬拉的文

化。不同的景點區都各自有其獨有的建築風格，

區內都有不同的商店、餐廳、小吃、文藝用品、

生活用品、伴手禮等，全部都保留濃郁的傳統色

彩，相信必定令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4E譚禮琦同學感想：
小印度位於新加坡的東部，是當地最重要的印度

文化領地，喜歡異國風情的人，絕不能錯過這個

地方！它也是吃喝玩樂的好地方，亦可找到充滿

文化氣息的金飾、紗麗、裝飾、各種香料、印度

食物及精品等。在小印度可真正體驗新加坡也是

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同時亦可了解新加坡如何保

留及推廣印度文化，從而有了今天的小印度。

此外，印度廟也擁有濃厚建築特色，其繽紛亮麗

的外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入廟前人們需要

脫鞋進入，這代表對神明的尊重及保持寺廟潔

淨。由於進入廟的禮儀頗多，我最終沒有進入，

但我在門外看見人頭湧湧，也能感受到這座印度

廟的鼎盛之處。

4B陳偉恒同學感想：
我遊覽了新加坡的各個地方後，實在擴闊了自己

的眼界，如了解到魚尾獅公園的文化、當地科學

館的展覽資料、當地人的風土人情、政治制度、

歷史文化等，更有機會欣賞世界各地的稀有植物

與樹種，學習內容豐富，使我吸收了很多額外的

知識。這亦令我感到很榮幸，始終這是一種親身

經歷，實在讓我印象難忘。 

學生遊覽魚尾獅公園、小印度、甘榜格

南、阿拉伯街、蘇丹回教堂、牛車水 … 

等地方認識到新加坡的文化及不同種族

的外地人如何在這個國家融洽相處。

多元文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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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新加坡學習之旅我感到很開心，在這裡

學到了很多在香港學不到的科學知識，其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iFLY。起初，我是很害怕的，

可是我對自己說要克服它，最終我成功體驗

了。最後我很感激老師們的帶領和幫助，讓

我可以安全地在旅程中學習。

經過這次的旅程後，我感受到自己的眼界擴闊了。在新

加坡的旅程中，我到了很多地方參觀和交流，不論是科

學館、濱海灣花園、動物園還是當地的中學，無一不令

我大開眼界，歎為觀止。在這之前，我還認為自己是

一個高材生，但經過這次旅程後，我明白到何謂「天外

有天，人外有人」，亦同時明白到「學海無涯，唯勤是

岸」的道理。學習是不可停止的，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學

問才可以達到成功。若非經過這新加坡之旅，我只會像

以往一樣，繼續認為自己學富五車，滿足於現今的狀

況，不懂得力爭上游，只會繼續停滯不前，最終失敗。

總而言之，新加坡之旅令我獲益良多，提醒我積極做人

的重要性。

整體感想

4D徐浩文 
同學感想

4B麥超盛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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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這個旅行團後，收穫真是比想像中豐

富。除了能認識一班理科的同學外，還能得

到新加坡的理科及其他文化知識。這旅程令

我眼界大增，不再是局限於書本上的文字理

解，還能到當地親身體會，這令我們學到的

知識更加深刻。除此之外，我也感恩自己一

直以來的努力沒有白費，可以順利得到遊學

團團費資助的名額，讓自己有擴闊眼界的機

會，希望學校在往後能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學

外出交流，讓我這棵小樹苗能更茁壯成長。

我在新加坡之旅學了很多知識，在五天

的學習中有新的體驗，例如在iFLY學到

重力的影響，若我沒有了重力的話，就

沒有重心，好像在外太空，空中氧氣淡

薄難以呼吸；也體會了跳傘下降的感

覺。此外，我本來對阻力的認知不多，

但這項活動讓我知道增加阻力有助停止

東西，相反減少阻力就可令物件的移動

速度加快。

這幾天的交流團，我體驗到

當地的飲食文化、教育制度

以及交通發展，到最後還能

看 到 整 個 新 加 坡 的 城 市 規

劃。最令人驚歎的事，是他

們的科技應用得非常好。例

如FabLab 基本是公開的實驗

室，只要成為會員就可以任

意使用所有的器材。而解說

員也利用科學的原理發明了

一些小作品。 我記得解說員提過：「只有限制於想像，不

會有其他的約束去妨礙你想製作的東西。」的確，我的想

像力未能做到跳出框框，因此能力未能有大大的突破。作

為理科生，我最需要的就是想像力，將來我會把平時學到

的科學應用到日常生活，即是STEM，這是我的目標！

整體感想

5E葉穎欣 
同學感想

4A吳潔蓮 
同學感想

5B楊為賢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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