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8/19導引團」
(小學團/ 中學團) 

深圳創新科技與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一天)

行
程
G6

承辦機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



學習目的

•認識深圳的創新科技企業規模和發展

•認識實踐智慧城市概念的創新方法

•認識深圳的歷史和經濟發展



學習活動

• 學校可安排相關學習領域的老師，調適本行程的學習
材料，或設計其他切合學習內容的學習材料。

• 建議學校於出發前印備學習材料，適時分發，以便教
師靈活安排預習、行程中學習活動及延伸學習等。

• 學校可於出發前，向學生講述是次活動的學習重點和
團規，並提醒學生帶備行程手冊及學習工作紙。

• 學校可於活動後安排課堂活動/聯課活動/班主任課，
因應學習材料引導學生討論、反思及分享，以鞏固學
習及鼓勵學生應用所學。



附註：

• 如因天氣、景點、展覽館裝修或安全理由，行程可能有所
變動，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行程內容

上午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平台集合
 乘旅遊巴往深圳

參觀深圳工業展覽館
參觀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

下午
參觀創新科技企業
乘旅遊巴往香港學校九龍塘站解散*



集合時間及地點：

集合時間：上午 7 時00分
集合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平台

溫馨提示：出門前確認帶齊證件
(包括：香港身份証及有效之回鄉証或其他有效的旅遊証件)



深圳地理位置圖

深圳

• 深圳，又稱「鵬城」，南邊與香港接壤，北與惠州市、
東莞市毗鄰，是中國廣東省省轄市。



深圳市簡介

• 本地居民為「客家民系」與「廣府民系」，常住人口約1190萬人。

• 自1980年成立以來，來自各省份的人口遷入深圳，成為典型的移民
城市。成為中國大陸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深圳工業展覽館及
深圳博物館位置



深圳市簡介

• 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建立。30年以來，深
圳積極推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社會
生產力，推進自主創新，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
改善人民生活。

• 深圳迅速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大城市。

古深圳 今深圳



參訪點簡介



深圳工業展覽館

學習重點

• 認識深圳的產業經濟發展、工業企業及產品品牌

• 了解深圳的創新科技、營商和投資環境

• 了解深圳如何開拓市場和推廣產品，促進經濟發展

簡介：

• 於1985年落成，目的是展示深圳市工業的經濟成就及推廣
產品品牌和投資環境。

• 工展館也承接由市政府委託的大量展會、經貿洽談會深圳
展團的組織和展覽設計布展工作，如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中國工博會等。



深圳工業展覽館

七大主題展館

1. 深圳城市規劃展廳 深圳市過去與未來的城市規劃變遷

2. 戰略性新興產業主題館 基因科技和北斗導航等新興產業產品展示

3. 電子信息產業主題館 電子產業建成的元素，包括微電子和基礎元器等

4. 先進裝備製造業主題館 各種最新機械設備，包括建造汽車技術與設備，
高端醫療器械

5. 節能環保產業主題館 環保屋的創新家居設備，展示家居如何做到節能
環保

6. 優勢傳統產業主題館 透過展示過去的傳統玩具和自行車等

7. 工業創業主題館 介紹深圳工業發展史程，展示過去的工業產品作
為歷史的見證



00
先進裝備製造業

節能環保產業

電子訊息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
學習重點

• 認識深圳的經濟發展歷程和前瞻

2018年是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 1978年12月，國家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簡稱「改
革開放」），標誌着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新階段的開始。

• 各項改革措施先於某些地區或經濟部門試行，取得成功才逐
步在全國各地推行。

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 周年展覽介紹︰

• 位於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四樓及五樓

• 面積 6300平方米，運用照片、實物、視頻、模型、場景、雕
塑和高科技手段、互動體驗專案，全面、生動和立體地展現
廣東改革開放40年的壯闊歷程和輝煌成就。



企業參觀：
4月3日 喜德盛自行車

4月9日 龍崗機器人城

學習重點

• 透過參訪企業讓學生認識內地創新科技的發
展，並了解深圳地區的企業規模



注意事項



出發當天緊記檢查並帶齊證件

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居民（在港未住滿七年）

11歲或以
上之人士

回鄉卡 + 身份證☆ 身份證 + 簽證身份書 (DI) + 回鄉證或
護照★

11歲以下
人士

身份證☆ 或回港證
+ 回鄉證或前往參訪城市(內地/澳門)
所需的有效證件
+ 貼有持證人照片及由香港入境事務處
簽發的身份證明文件（如特區護照）

身份證或回港證
+ 簽證身份書 (DI)或其他有效旅遊證件
+ 回鄉證或護照★
+ 貼有持證人照片及由香港入境事務處
簽發的身份證明文件（如特區護照）

★部分護照須辦理入境簽證；如有查詢可致電入境事務處，電話：2824 6111
☆香港永久居民之身份證印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非香港永久居民之身份證印有「香港居民身份證」。

• 同學若漏帶證件/錯帶證件，將被拒入境；

• 建議同學在出門前再三檢查是否帶齊相關的所有證件；

• 建議老師在出發當天再次為同學檢查證件，例如：

[ 重要提示：在港未住滿七年的香港居民過境澳門必須帶備：身份證 及 簽證身份書 (DI)]
• 參加者如使用「補領紙」或「更換身份証明書」，須同時攜帶護照

• 必須攜帶的文件︰學生證：就讀學校發出的學生證。



小錦囊：
如內地學校或其他參訪點
正進行升旗儀式或取得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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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節錄)

• 應當尊重和愛護國旗。

• 舉行升旗儀式時，在國旗升起的過程中，參加者應當面向國旗肅立致敬，並可以奏國
歌或者唱國歌。

• 不得升掛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

• 在公共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

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旗及國徽條例》(節錄)

• 不得展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 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

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

小知識：國旗規格
國旗的形狀、顏色兩面相
同，旗上五星兩面相對。

旗面為紅色，長方形，其
長與高為三與二之比，旗
面左上方綴黃色五角星五
顆。一星較大，其外接圓
直徑為旗高十分之三，居
左；四星較小，其外接圓
直徑為旗高十分之一，環
拱於大星之右。旗桿套為
白色。



注意事項 貨幣篇

• 內地使用人民幣

• 可自備少量港幣及人民幣(視乎學校規定)

• 到達目的地後不予時間兌換人民幣，須在香港先行兌
換

• 請準備面額較低之人民幣



注意事項 天氣篇

惡劣天氣安排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如出發當天早上5時30分或以後香港天文台發出

 教育局宣佈全港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停課

 出發團隊取消，與承辦機構重新商討出發日期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如出發前一天香港天文台發出，並預告將於未來維持或
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教育局宣佈全港所有學校停課

 出發團隊取消，與承辦機構重新商討出發日期

詳情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4 /2016 號

請留意出發前當地的天氣報告
詳情請查閱中國氣象網：http://www.weather.com.cn



注意事項 衣著篇

• 請遵照學校指示，穿著合適的衣著

• 以輕便衣服簡樸為主

• 不建議著短褲，短裙，背心，拖鞋

• 室外、室內温差大，注意保暖

• 建議帶備外套/風褸



注意事項 行李篇

重要物品：

1. 身份證

2.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出發及回程時皆有效）

3. 學生證

4. 個人藥物

5. 現金（視乎個人需要，途中不安排兌換人民幣）

日常用品：

1. 口罩、蚊怕膏（貼）

2. 雨傘

【請自行保管貴重財物，以免遺失，否則責任自負】



注意事項 藥物篇(自備)

• 參加者必須自備藥物

• 老師及同學們不得提供任何藥物予其他同學

• 平常必須的藥品，應隨身帶備

• 另備平安藥物 (如傷風感冒、痾嘔肚痛、暈浪等)

• 私人用口罩、嘔吐袋



注意事項 飲食篇

飲食習慣、口味等不同
**尊重、欣賞**
不應浪費食物

有食物敏感應提前向領隊反映。自來水不宜飲用，旅途
中應注意個人及公共衞生，應避免隨處購買生冷的食品，
以免引起腸胃不適。



注意事項 預防寨卡病毒

• 穿着寬鬆、淺色的長袖上衣及長褲，並於外露的皮膚及衣
服上塗上含避蚊胺成分的昆蟲驅避劑；

• 戶外預防措施：
＊ 避免使用有香味的化妝品或護膚品；
＊ 依照指示重複使用昆蟲驅避劑；

由衛生防護中心發出的寨卡病毒的簡介、預防及最新資訊可
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chp.gov.hk/tc/view_content/43086.html  
及
http://www.chp.gov.hk/tc/view_content/43193.html 



注意事項 保險篇

蘇黎世旅遊保險，包括：

1. 醫療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300,000) 
2.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包括撤離及運返) 
3. 意外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300,000) 
4. 個人責任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500,000) 
5. 個人財物保障 (最高保障額為港幣$1,000)

(不包通訊器材、遺失證件)

6. 取消行程 (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 

團隊保險 (蘇黎世旅遊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客戶服務熱線：2968 2288

參加者如能提交有效證明文件，承辦機構會協助參加者申領保險。



注意事項 保險篇

增加保障

學校、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
以便考慮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保險，以切合個別師生的需
要。

上述綜合旅遊保險的承保範圍只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
學校應提醒隨團教師及學生，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
個人綜合旅遊保險，以應對突發事件，例如：取消旅程、
縮短旅程、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

如欲瞭解有關保險的保障範圍或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或
聯絡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熱線︰2968 2288 

團隊保險 (蘇黎世旅遊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注意事項 退團篇

• 參加者現時只須繳付30%團費，餘下70%團費由教育局資助。

• 教育局只會資助成功完成交流團之參加者；缺席交流團之參加者
將須繳付餘下70%團費。

• 參加者如能提交有效證明文件，承辦機構會協助參加者申領保險。

• 如能成功申領保險，本機構在扣除正價團費的70%後，將餘額退
回參加者。

• 如因參加者未能提供有效證明而導致未能申領保險或因其他原因
退團，退團者不會獲發還已交的費用，而該參加者須繳付正價團
費（即須另繳付70%團費，HKD228.9）。

• 申領保險須於事發後三十天內處理。

• 如未能申成功索償保險，退團者不會獲發還已交的費用。



• 一般而言，保險公司只接納以下原因取消行程：

a. 入住醫院（提交入院紙等）〔如參加者沒有入院，
但有香港註冊西醫證明情況嚴重(如高燒、傳染病）
並註明不適宜外遊，保險公司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b. 直系家屬驟逝（提交死亡證、出世紙等）

註：

» 所有到診紙、病歷表、收據均不會獲接納為退團文件，退團
者須繳付70%團費[申請全額資助者，須付100%團費]。

» 直系家屬意指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外祖父母。

注意事項 退團篇



注意事項
• 必須全程佩戴名牌

• 必須聽從隨團教師的指導

• 不可私自單獨行動

• 於參訪活動期間，如遇上問題，參加者必須主動向隨
團教師諮詢及匯報以助解決；如遇上意外或身體不適，
應即時向隨團教師報告

• 如參加者屢次違反團規，領隊將通知隨團教師將作出
跟進

• 交流行程的出發和解散地點均在學校，任何人都不得
在中途加入或離開，非本團團員不可參與本團任何活
動

• 個人財物要妥善保管，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 參加者切勿攜帶別人的行李，以免受不必要的誤會。



注意事項
乘坐旅遊車時：

• 在乘車途中必須注意安全，不得隨意走動或玩耍。

• 沿途不得與司機談話或大聲呼叫。

• 應等待車輛完全停定，才可上落車。

參訪活動期間：

• 參訪活動學習內容豐富，行程安排緊密，參加者要遵
守紀律，老師及學生的比例為一比十，以小組型式進
行所有活動，都必須準時集合。大家要有團隊精神，
保持合作。

• 參加者應積極參與交流行程的活動，切勿藉詞缺席，
更不可擅自離團或外出，以確保人身安全。

• 參加者是代表學校及主辦單位參加活動，各人必須做
好本份，注意個人言行、態度及儀表裝束。



活動評估

學生及老師問卷

• 隨團領隊於行程的最後一天於途中派發

• 教師務必集齊所有學生及教師問卷交回隨團
領隊



補充事項



導賞器使用守則

• 導賞器將於出發前分發予團員

• 團員於導賞團進行期間，應妥
善保管導賞器，並按指示歸還。

• 團員收到導賞器時，應檢查清
楚是否完好無缺，否則應向領
隊提出。

• 導賞器有多個頻道，團員應按
領隊指示調校頻道。

• 團員應避免碰撞、弄濕、弄污，
如有遺失或故意損毀，須賠償
費用。



導賞器使用守則

•導賞器材基本資料

耳機 接收器 頸繩

請於接收器上方調
較音量

用電時間:約22小
時
接收範圍:200公尺
接收頻道:32個

請各團員盡量於導
賞佩帶，以免導賞
器材遺失

建議老師及學生
自備 3.5mm 耳筒



旅遊巴安排 (4月3日)
• A車

余振強紀念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港大同學會書院

協恩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A車
旅遊巴安排 (4月9日) 

循道中學

福建中學

英皇書院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廖寶珊紀念書院



物資包

1. 出團須知

2. 小冊子

3. 保險細則

4. Invoice
5. 學校問卷

6. 參加師生人數確認信
(完團後請郵寄到本中心)

7. 出席領隊名單



集合時間：上午 07：00

集合地點： 教育局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平台



解散時間：約下午 06：00

解散地點：九龍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