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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大綱及前言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每一位中國人都應該瞭解

並記住日本侵華的事實。今年為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中華精忠慈善基

金有限公司倡議並主辦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動，組織香港七十五

所中學七百五十名師生出席今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南京舉行的此次紀念活

動，聆聽大屠殺中幸（僅）存的軍人和民間受害者的見證，參觀大屠殺紀

念館和南京軍區大禮堂（日軍於 1945 年 9 月 9 日向我國政府遞交降書地

點）；參觀上海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的傳奇抗日據點）向英烈謝晉元將軍

致祭等。 

此次活動具有重要教育意義。香港中國旅行社作爲國資委直接管理的

央企，誠摯地期望為是次意義深遠的活動提供服務。憑藉港中旅過往多次

承接大型學生團的相關經驗，為能使該活動順利進行、保證服務質量，給

參加活動的青年學生以真正難忘的教育和體驗，現針對是次「南京大屠殺

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活動提出以下相關建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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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程及建議安排  
 

日期 內容 住宿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11/12/12 

中午 
自行前往深圳 

下午 15:00 在深圳站集合， 

15：20 檢查証件及有關事宜 

15：40 在站台舉行紀念活动仪式 

16：00 搭乘專列車前往南京（晚餐於車上） 

深圳站-南京站 

車次： 時間：16:00/09:00 

列車上 / / √ 

晚上 

12/12/12 

上午 
火车早餐 

約 09：30 抵达南京 

10：00 前住中山陵舉行紀念活动; 

12：00 午餐 

14：30 與當地學生配對参現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南京 3

星級酒

店 

√   

下午 

晚上 

18：00 晚餐， 

19：30 回酒店 

20：30 分組進行反思會， 

10：00 休息 

13/12/12 

上午 

07：00 酒店早餐， 

08：00 出席座談會，聆聽大屠殺幸存老兵和民

間受害者見證 

10：00 與當地中學配對出席紀念活動 

   
下午 

12：00 午餐 

14：00 參觀「南京軍區大禮堂」及出席當年日

本投降仪式的見証人講座 

晚上 

18：00 晚餐 

後送返酒店休息 

10：00 休息 

14/12/12 早上 

06：30 出行李 

07：00 早餐 

08：30 搭乘火车往上海 

10：30 出席講座，由謝繼民先生講述松滬大會

戰歷史及其先父謝晉元將軍八百壯士誓死抗

日的英勇故事 

12：30 午餐 

上海 

3 星級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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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分批前往參觀「四行倉庫」； 

「謝晉元將軍墓」致祭； 

及外滩、南京路 

晚上 

17：00 進行集体反思會， 

 18：30 晚餐，後送返酒店休息 

10：00 休息 

 

 

*我們建議在列車上安排有關抗日戰爭的知識問答比賽，以增加同學們對這段歷史的認

知與了解。 

 

 
 

 

 

 

 

 

15/12/12 

早上 

06：30 出行李 

07：00 酒店早餐 

08：30 座專列前往杭州 

11：00 部份參觀「筧橋空軍基地」；游覽西湖(花

港觀魚) 

12：00 午餐 

列車上    

下午 部份游覽西湖(白提) 

晚上 
17：00 晚餐 

19：00 專列返深圳 

16/12/12 

早上 

上午約 11:00 抵達深圳站，自行返回香港。 √ / / / 中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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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酒店 

按活動要求向全體提供 3 星級標準雙人間。 

(b) 餐廳 

    按活動要求向團員提供全程所有餐膳，並為有特殊飲食要求的團員（如食物 

過敏， 素食、清真餐等）提供特別餐食。 

(c) 交通安排  

 旅遊巴士 

本次活動全程服務用車以 45 座以上豪華空調大巴為標準。選用車齡在 3 年以下、

車況優良、設施齊備（含麥克風，具備大型行李儲存空間）、旅運證照齊全的巴士。所

甄選之司機人員全部具有 4 年以上職業駕駛經驗，行車作風良好，沒有不良行駛記錄，

熟悉行程線路，以保障交通品質和行車安全。 

 火車 

       因我司常年與鐵道部門的良好關係，我司會為此團在火車票以及上下火車等方面做  

  特殊安排，方便師生搭乘。 

 (d) 提供衛生用品和急救用品 

 在每部車上提供衛生包，準備一次性口罩和免沖水洗手液，以便團員使用。 

 在每一輛車上提供急救用品包 

 (e) 香港陪同——領隊安排 

按要求，參加本次活動的各領隊均持有旅遊業議會頒發的領隊證，能夠使用流利的

廣東話和普通話進行溝通，全部為本公司所挑選之熟悉中國歷史文化、和學生容易溝

通，並有接待學生團隊豐富經驗的優秀精英。具體要求如下： 

i. 培訓：通過出發前的培訓，每位領隊及工作人員必須熟悉服務計劃中的每一個環

節，包括過關、接送站、用車、用餐、酒店等情況，提前落實各項細節，詳細準確地

瞭解是次活動的要求。盡心、盡職和盡責地做好各項相關業務，以使活動能達成預期

中的效果。 

ii. 配合：領隊及工作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品德作風，有接待大型活動的豐富經驗，嚴

格按照排程統一行動，服從安排和調度；要特別強調配合工作的重要性，包括和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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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和工作人員的配合、與其他領隊的配合、與司機及其他工作人員的配合等。 

iii. 應變：此團由於人數多，可能會出現各種突發事件，如證件丟失、財物丟失、生病、

受傷等計劃外情況。這就要求領隊要隨時提醒團員注意保管個人財務、注意安全；如

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要熟知處理的應急流程，嚴格按照突發事件流程執行，將損失

降到最低。 

iv. 用餐：每次用餐，需按照規定的時間抵達餐廳，待團員開始用餐且一切無誤後方可

離開，在用餐過程中和用餐即將結束前，需要前往各自負責的餐桌前查看。 

v. 安全：每次上/下車都必須點清人數。務必向團員強調有關安全注意事項，叮囑團員

們不能單獨離隊，離隊須取得同意。時刻提醒團員保管好個人財物和証件，做好預防

工作，防患於未然。 

vi. 著裝：要佩戴工作人員證或領隊證，要按照本團隊的著裝要求著裝。 

i. 接送站：明確接送站的具體流程和細節。團隊抵達或離開當天，提前與相關車站聯

繫，確認相關車次的確切抵達或離開時間。留有充足的時間抵達各出發地點，嚴禁遲到。 

ii. 住宿：熟悉住宿酒店的情況以及酒店周邊情況，熟悉所用房間的分配情況。導遊輪

流負責每天回到酒店後至晚上 23：00 之前大廳值班工作，負責處理或解答團員們的問

題。輪流每天負責早餐廳用餐情況，提前到餐廳落實餐位，解決用餐中發生的問題，必

須時要聯絡負責酒店的工作人員及時有效處理問題。 

iii. 應急：熟悉酒店、餐廳、參訪地點附近的醫院。熟悉各種突發事件發生後的應急預

案及處理方法和流程，如有意外發生按照流程第一時間上報並積極配合處理解決。必須

保持 24 小時手機開機，聯絡暢通，便於隨時聯繫。全程和領隊及其他工作人員全力配

合，積極主動照顧全體團員。 

(g) 每一輛車安排一名持牌外遊領隊 

(h) 入場許可申請及門票預訂工作 

按照行程中所提及的參訪地點和到訪單位，提前做好入場參觀許可證申請及門票預

訂工作，以及相關費用的繳交服務。 

(i) 聯絡工作 

做好與各地政府相關部門的聯絡工作。以中資公司獨特的公司背景和實力，做好與

學校、景區、博物館等參觀機構的聯絡工作，保障行程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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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在相關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曾與國家教育部聯絡，落實 2010「薪火相傳: 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 國民教育

交流計劃」北京、天津、西安、上海、鄭州、南京六地 2500 人學生交流團。 

 曾與四川省教育部聯絡，落實「薪火相傳: 情繫巴蜀 國民教育交流計劃」1000 

人交流活動。 

 曾與北京市旅遊局聯絡，落實「2007 年國際青少年共同唱響奧運主題曲學生交

流團」，人數 500 人 

 與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世博局聯絡，落實世博主題相關活動，人數 12,000 人 

(j) 行政和後勤支援 

以優質服務為宗旨，向相關關心該交流活動的社會團體與個人，提供行政聯絡和後

勤支援。具體服務包括交流活動的接待工作，度身訂做行程，以及訂房、訂票、交通接

待等相關的旅遊服務。 

  

(l) 落實的行程  

i. 各相關流程方案  

 集合運作流程方案 

1) 相關負責人提前踩線並撰寫有關工作指南，確保所有領隊都非常熟悉集合流程及

行動路線； 

2) 活動當天相關指揮、負責人和各領隊提前 30 分鐘到達集合地點；經現場指揮簡

短提示後，到各集合位置準備，並再次確認場地和行動路線； 

3) 領隊需仔細核對本車團員名單，檢查有效証件。如有學生遲到，領隊應協同有關

老師追蹤遲其行蹤； 

4) 各車在各自領隊的召集和安排下集合及檢查完畢，由領隊報告現場指揮後即帶隊

往巴士停車處上車前往深圳灣口岸。集合地點由負責同事做好車輛調度，停車、

上客、發車過程快速高效。 

 行車運作流程方案 

1) 領隊再次確認團員帶齊各有關物品並進行自我介紹，並通過和學生之間初步的交

流瞭解本車人的基本狀況； 

2) 領隊交待本車行程中的基本安排：幾號車、第幾圍用餐等； 

3) 領隊詳細交待過關流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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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領隊特別提醒司機安全駕駛，遵守交通規則，保持車距避免追尾。 

 深圳站送站運作流程方案 

1) 相關負責人提前聯絡當地鐵路局, 通知大團乘搭車次, 落實進站行走線路, 撰寫

有關工作指南，確保所有領隊都非常熟悉火車站送站流程及行動路線； 

2) 活動當天相關工作人員提前 30 分鐘到達集合地點，向總指揮報告並再次確認場

地和行動路線； 

3) 團隊到達後火車站後，領隊提醒團員帶齊隨身物品及證件，按車廂號集中候車； 

4) 待開放登車後，領隊帶領自己負責的團員集中檢票查驗證件無誤後上車，就座後

點齊人數。 

5) 以上流程方案回程時同樣適用於杭州站。 

 南京站接站運作流程方案 

1) 相關負責人提前聯絡當地鐵路局, 通知大團乘搭車次和到達時間, 落實行走線路, 

撰寫有關工作指南，確保所有領隊都非常熟悉火車站送站流程及行動路線； 

2) 活動當天相關工作人員提前 30 分鐘以上到達集合地點，向總指揮報告並再次確

認場地和行動路線，預留巴士停車位置；導遊提前 20 分鐘抵達出站口，高舉印

有顯著的各車/團號碼和活動名稱的接站牌，在出站口排開接站； 

3) 抵達後領隊提醒團員帶齊所有證件和行李；各車集合齊後，領隊在前行進，按事

先擬定的出站線路把團員帶到閘口檢票出閘；領隊與導遊對接，清點人數無誤並

通知負責現場指揮的工作人員； 

4) 工作人員聯繫司機，把車開到預留位置； 

5) 領隊沿出站線路把團員帶到上車地點，並協助團員清點行李並放入行李箱，上車

後再次清點人數無誤後發車； 

6) 以上流程方案回程時同樣適用於深圳站。 

 酒店住宿運作流程方案 

1) 酒店工作人員與相關酒店聯絡，提出並落實具體安排和操作細節如下： 

i. 房間分佈於樓層集中、位於在高層且易按車分配的位置，方便領隊及工作人員

管理； 

ii. 要求酒店掛出歡迎橫幅或電子水牌，並在電梯、餐廳門口放置指路牌； 

iii. 要求酒店嚴禁騷擾電話打入房間； 

iv. 要求安排在非吸煙樓層，所有房間必須按無煙房處理； 

v. 要求住房按兩人一間分配，如出現單男單女按加床處理，需要入住單人房的，

可自行補單人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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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要求酒店提前將房間內的迷你吧，火柴，煙缸、不必要的宣傳物品及其他收費

用品撤掉，電話及收費電視關閉； 

vii. 要求酒店停車場留好停車位，方便團員上下車； 

viii. 要求酒店提供防火等安全措施的指引，發給領隊在車上講解； 

ix. 要求酒店為此團設專用工作臺及設專線電話，方便酒店接待人員值班。 

2) 提前一天將全部該酒店團員回鄉證影本交給酒店負責人，酒店不再收正本證件。 

3) 組織酒店工作人員提前往酒店熟悉大巴停車地點、酒店周圍環境、早餐廳、住房

樓層、酒店防火設備和防火通道以及酒店內各項設施；確認領隊已收到酒店防火

等各項設施及要求的講解詞； 

4) 負責分房的工作人員，工作流程如下： 

i. 提前一天取得房號，確認所分之房間是否符合要求，然後即分房； 

ii. 團隊到達當天上午 11:00 前再次確認房號是否有變更，於中午前根據團隊抵達

時間取到房鑰匙並按車分好，提前分發給每車領隊； 

iii. 住房分配表複印足夠數量交與主辦單位及有關工作人員 

5) 抵達酒店後，客人自行將行李帶回房間，如有需要可要求酒店行李員協助，自行

付小費；酒店安排工作人員協助領隊在各樓層指示消防通道給團員。 

6) 離店前工作人員提前整理好各房間消費帳單，督促團員結帳（如適用）；由各車

領隊向團員收取房卡並確認無誤之後，將收齊的房卡交由相關負責人進行退房操

作；領隊協同老師檢查房間，保証學生離店時，不遺失任何財物。 

7) 以上流程方案適用於本活動所有酒店。 

 用餐運作流程方案 

1) 相關負責人提前踩線並編排檯號、撰寫有關工作指南，確保所有領隊都非常熟悉

各餐廳檯號分佈及樓梯、廁所和出入口的位置； 

2) 活動當天餐廳負責人活動當日提前 1 小時抵達餐廳，確認桌數和餐位專用，擺放

桌牌號；監督餐廳做好消毒、清潔工作，確保餐具桌椅齊全、潔淨，無破損，環

境衛生整潔；提前打開空調；入口處擺放歡迎水牌；預留易上落且安全的巴士停

車位；每團抵達餐廳前半小時通知餐廳負責人； 

3) 要求餐廳提前準備好茶水，不能太燙；備料充分且準備完畢，待團隊抵達後馬上

炒菜；餐廳服務員熱情主動、周到、負責、隨叫隨到； 

4) 團隊到達之後，在相關負責人的指揮下安全地落車並進入餐廳，領隊按照檯面圖

配合餐廳服務員禮貌指引團員進入專用餐廳並按照預先分配的桌號入座； 

5) 每桌人齊後，上茶水、熱菜、主食、水果；照顧特殊用餐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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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餐完畢後，領隊提醒團員輪流使用洗手間；之後組織團員有序離開，並提醒帶

走重要物品；餐廳服務員禮貌送客，門口護衛並配合領隊協助團員上車；確認人

員到齊後發車。 

7) 以上流程方案適用於本活動所有餐廳。 

 參訪運作流程方案 

1) 相關負責人提前踩線並撰寫有關工作指南，確保所有領隊都非常熟悉各參訪地點

的流程及行動路線； 

2) 活動當天相關負責人提前半小時以上抵達相關地點，在距離較近且方便上落的停

車場預留停車位，確認參觀路線無誤；每團抵達前半小時通知相關負責人； 

3) 團隊到達之後，在相關負責人的指揮下安全地落車並進入參訪地點； 

4) 負責人提前準備好門票（如需要），安排好講解員等候（如有提供），清點人數無

誤後進場開始參訪活動； 

5) 參訪過程中導遊負責講解（或配合講解員的工作）；領隊也需熟悉講解詞以配合

導遊或講解員，並負責清點人數及維持秩序，關照團員安全； 

6) 集合時間由領隊在約定的集合地點等候，配合導遊清點人數無誤後引導團員上

車。確認每車所有團員到齊後發車。 

ii. 緊急預案 

本團將購買旅遊平安保險；並成立應變小組，與內地各相關機構及有關部門保持密

切聯繫。如遇任何突發事件, 將第一時間通知有關負責人，並及時跟進和處理事宜。詳

情如下:  

 遲到 

團員未能準時到達集合地點以及相關之交通工具已經離開。如遲到理由獲得主辦方

接納，相關工作人員將協助團員趕上航班。但該團員需繳付因此而產生的額外費用。 

 證件 

i. 團員忘記帶證件 

相關工作人員會採取適當行動解決問題。首先，如果團員在取回證件以後仍能趕上交

通工具，工作人員會安排協助。但團員仍需繳付因此而產生的額外費用。但如果在取

回證件後仍未能趕上交通工具，工作人員亦會安排其他交通工具協助該團員與團體集

合。但團員仍需繳付因此而產生的費用。 

ii. 在旅途當中團員遺失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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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人員會嘗試協助團員尋找遺失的證件。如果確實難以尋回，工作人員將協

助團員知會警方。建議主辦方一定保留好全團團員有效證件的影本，以備丟失證件時補

辦用。證件最好由各工作人員收齊統一保管，以免團員不小心丟失。如果丟失證件，應

該在第一時間及時報案，由發生地所屬派出所出具丟失證明，地接社出具補辦證件申

請，帶領團員前往出入境管理處拍照，補辦一次性出境證件﹐正常需要 7 個工作日（特

別提醒團員，只能辦理加急，才能趕上歸隊，費用需由當事人支付）。 

 用餐 

如果團員用餐後出現不適且團隊還在餐廳，必須保留菜品，留做檢驗之用。團員如

情況嚴重，應撥打 120 或送往最近醫院。如果只是個別團員不適，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

需要帶團員去醫院檢查或送回酒店休息。 

 酒店 

酒店需在安全方面配備充足的工作人員，保證團員住店安全及財物安全，一旦有緊

急情況發生，要實施有針對性的應急措施。如團員生病等，大堂值班經理為主要聯絡人。 

同時要求制定嚴格的出入酒店的規定，比如不能帶團隊以外的人員進入酒店。回到

酒店後團員不可以擅自外出。如果必須外出，一定要征得同意，否則後果自負。規定時

間休息後，團員必須回自己房間休息，不可以互相串房聊天，更不可以到別的團員的房

間裡過夜。 

 參訪活動 

提前發放酒店的名片，告訴團員該車導遊、領隊和工作人員的聯繫方式（手機號），

提前告訴團員一定要跟緊團隊，注意集合時間，集合地點，要準時，不要擅自離團。一

旦走失，留在原地趕緊聯繫導遊或領隊，不要亂走。如可能，可通過廣播找人。 

參訪過程中注意周邊的環境，小心走路，不要冒險或攀爬危險的地方，小心摔傷或

扭傷。一旦發生危險，聯繫隨隊醫生救治。如果傷勢較重，儘快撥打 120 送往最近醫院。 

參訪時，提醒團員要特別注意保管好財物，注意安全。一旦發現東西丟失，儘快告

之領隊、導遊或其他工作人員。在當地最近的派出所報案，請派出所開具丟失證明，留

下聯繫電話。我司工作人員將協助相關團員申領臨時證件、辦理回港手續。 

 車輛 

旅遊巴中途壞車，如司機可在短時間內修好，則繼續使用該車；如不能及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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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通知車隊派備用車過來。要求車隊事先預留一兩輛備用車，以備緊急時調用。 

 生病 

根據具體情況，先聯繫隨團醫生。根據具體情況決定送醫院或回酒店休息，情況緊

急時撥打 120 急救。 

報价 

成人團費 (佔半房計) : HKD3200.00 

機場建設費及燃油附加費 

(以最後出機票為準) 

 

香港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小

費:  

 

單人房附加費 : HKD540.00 

 

 

 

3. 景點介紹 

城市簡介                                           

南京：別稱金陵，簡稱甯，華東第二大

城市，中國科教第三城，中國國家區域

中心城市，江蘇省省會，副省級城市，

國家重要的政治、軍事、科教、文化、

工業和金融商業中心、綜合交通樞紐。

南京歷史悠久，有著超過 2500 餘年的建

城史和近 500 年的建都史，是中國四大古

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會”

之稱。南京位於長江下游，是承東啟西的樞紐城市，國家重要門戶城市，華東副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BA%E5%9F%9F%E4%B8%AD%E5%BF%83%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BA%E5%9F%9F%E4%B8%AD%E5%BF%83%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7%9C%81%E7%BA%A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9B%E5%A4%A7%E5%8F%A4%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9B%9B%E5%A4%A7%E5%8F%A4%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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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以及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城市，華東重要產業城市，長江航運物

流中心，濱江生態宜居之城，聯合國人居署特別榮譽獎獲得城市。 

 

杭州：簡稱杭，位於中國浙江省北部，是

浙江省省會，浙江省的政治、經濟、文化、

金融和交通中心，華東第三大城市，副省

級城市之一，長三角副中心城市之一，全

國重點風景旅遊城市和首批歷史文化名

城，中國的八大古都之一。古時杭州曾稱

“臨安”、“錢塘”、“武林”等，杭州

的杭字本意是船，專指大禹治水乘坐過的船。市內有西湖、西溪濕地等眾多名勝古

跡。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譽。 

 

 

 

 

上海：簡稱滬，別稱申，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直轄市與國家中心城市，也是中國第一

大城市[註 1]。上海位於中國東部弧形海岸

線的中間，地處長江三角洲最東部，東向東

海，隔海與日本九州相望，南瀕杭州灣，西

部與江蘇、浙江兩省相接，最北部為處於長

江入海口中的崇明島。上海是移民城市，常

住人口逾 2300 萬，流動人口近 40%。江南

的吳越傳統與移民帶入的各地文化融合，逐漸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4%BA%BA%E5%B1%85%E7%BD%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7%9C%81%E7%BA%A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9%AF%E7%9C%81%E7%BA%A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4%B8%89%E8%A7%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A4%A7%E5%8F%A4%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9%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A%AA%E6%B9%BF%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AD%E5%BF%83%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B8%82#cite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E4%B8%89%E8%A7%92%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4%87%E6%98%8E%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BE%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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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 

景點介紹：中山陵是中華民國國父、中國民

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陵墓，位於南京市

東郊紫金山南麓，西鄰明孝陵，東毗靈穀寺。

1926 年 1 月動工興建，1929 年 6 月 1 日舉行

奉安大典。1961 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2007 年南京鐘山-中山陵園景區成為首批

國家 5A 級景區。中山陵面積共 8 萬餘平方

米，主要建築有：牌坊、墓道、陵門、石階、

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條中軸線上，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 

 

南京：總統府 

景點介紹：南京總統府位於南京長江路 292

號，現在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近代史博物

館。南京總統府已有 600 多年的歷史，1840

年鴉片戰爭至 1949 年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的 100 多年裡，這裡多次成為中國政治軍事

的中樞、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中國一系列重

大事件或在這裡發生，或與這裡密切相關，一些重要人物都在此活動過。這一建築

群，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遺址。 

 

南京：軍區大禮堂 

背景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主管江蘇、浙江、安

徽、江西、福建、上海五省一市軍事事

務的大軍區，總部設於南京。南京軍區

的主要作戰使命是保衛上海、南京、杭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2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0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642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9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9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46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2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2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0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82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6%9B%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AD%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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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蘇州等東南沿海發達的特大城市和工業區的安全。 

景點介紹：為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舊址，1945 年，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

字儀式在此舉行。本建築建成於 1929 年 3 月，混合結構，歐式風格。新中國成立後，

此建築成為解放軍軍事學院禮堂。本建築群包括一棟保留老建築和新建一棟大禮

堂、一棟軍史館、一棟小禮堂及圖書館，形成四位一體的規劃格局。 

 

上海：四行倉庫 

背景介紹：四行倉庫保衛戰發生於

193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它的

結束標誌著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一場重

大戰役淞滬會戰的結束。參加這場保

衛戰的中國士兵被稱為“八百壯

士”，他們抵住了日軍的多番進攻，

掩護國民革命軍八十八師及其他國民

革命軍向西撤退。這次保衛戰的成

功，重新振奮了因淞滬會戰受挫而下

降的中國軍民的士氣。四行倉庫只與英美租界相隔一條蘇州河，因此就將整個戰鬥

展現在了西方世界面前。這進一步吸引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力，但並沒有如蔣介石所

希望的那樣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實質性的國際支援。 

景點介紹：西行倉庫位於閘北區南部的蘇州河北岸，西藏路橋的西北角，地址為光

復路 1 號。它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六層大廈，占地 0.3 公頃，建築面積 2 萬平方

米，屋寬 64 米，深 54 米，高 25 米。創建于 1931 年，它原是四間銀行——金城、中

南、大陸、鹽業共同出資建設的倉庫，所以稱為“四行“。現時四行倉庫歸屬上海

百聯集團，仍然用作倉儲用途。 

 

上海：謝晉元將軍墓 

謝晉元介紹：（1905 年 4 月 26 日－194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5%A4%A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5%8D%80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95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1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5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0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0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4590.htm


    

「南京大屠殺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動」 
 

Chin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L 

 

 

iConfidential  -  Page 16 of 24 

China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Limited 

年 4 月 24 日），字中民，漢族，廣東蕉嶺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軍官。謝晉

元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歷任國軍排長、連長、營長、副團長、師參謀、旅參謀

主任等。民國抗日將領，淞滬會戰中以“八百壯士”死守上海四行倉庫，鼓舞了人

民的抗戰熱情，後為叛徒殺害，國民政府追贈陸軍少將。 

景點介紹：位於上海長寧區的宋慶齡陵園，裡面有宋慶齡、謝晉元等多位名人陵墓。 

 

上海：黃浦江外灘 

今日的「上海」，是一座極具現代化

而又不失中國傳統特色的海派文化大都

市。繁華的大上海處處顯現著她的獨特

魅力，她的現代化和古典的融合，讓人

們無法抗拒，而位於黃浦江西岸的「外

灘」，百餘年來也一直作為上海的象徵出

現在世人面前。「外灘」全長約1.5公里，

東面西臨黃浦江，西面為哥德式、羅馬

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風格各異的大樓，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建築群。

外灘在1845年被闢為英租界後，由於外國銀行大量進駐，至本世紀初，上海遂成為中國

大陸的金融中心，這些年來，上海又在對岸的浦東新區新建了一些現代風格的高樓大

廈，這新老建築的融合，也恰恰是現代化大都市上海風貌的真實寫照，上海外灘的晚上，

景色璀璨，兩岸通明的燈火交織出迷人的夜景，對遊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更是今日上

海夜生活的重心地帶。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上海南京路是著名的繁华商业街之一，也是

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这里是

万商云集、寸土寸金的宝地，是上海对外开

放的窗口，也是国内外购物者的天堂。它东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5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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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外滩、西迄延安西路，横跨静安、黄浦两区，全长 5.5 公里，以西藏中路为界分为东

西两段。广义上的南京路包含了上海十大商业中心里的两个——南京东路与南京西路。

狭义的南京路即 1945 年以前的南京路则专指今天的南京东路（南京路步行街位于其

中）。云集着约 600 多家商店。南京路商厦群内名品荟萃、琳琅满目。各地的名、特、

优、新产品，以及进口的名牌商品，不下数十万种。几家老字号特色商店的商品，品牌

效应尤为卓著。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可以称得上繁华的商业街了。南京路的夜景分外的迷

人。火树银花不夜天，霓虹灯一条街是上海的一大景观。许多海外游客称赞说：这里的

灯彩不亚于东京、香港、曼谷、新加坡等任何一个闹市的地段。 

 

杭州西湖 

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方，它以

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闻

名中外，是中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誉

为“人间天堂”。2011 年 6 月 24 日，杭州

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目前中

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中唯

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也是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湖泊类文化遗产之一，

而断桥上的白娘子更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色彩。西湖古称“钱塘湖”，古代诗人苏轼

就对它评价道： 杭州西湖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所以又名“西子

湖”。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24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0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1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9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9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5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3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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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35213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1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3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4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3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69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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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公司簡介 

香港中國旅行社成立於 1928 年，是香港第一家由中國人開辦的旅行社，是香港規

模最大的旅遊機構之一, 並於 1992 年成功在香港上市(股票號碼 308)。香港中旅社現在

是 ASTA、PATA、HKTA、IATA 等多個國際旅遊組織的會員，在港島、九龍、新界設有

40 間分社和辦事處，在澳門、廣州設有附屬公司，在海外 14 個國家地區設有 21 間分社。 

香港中國旅行社目前主要業務有：組辦赴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旅遊團隊和大型活

動項目，為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來港澳的旅遊團隊、自由行等遊客、商務人員提供各種

接待服務，代簽各種旅遊證件，代辦「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台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內地人才計劃證件」，辦理世界各地的海陸空票務，酒店訂房，提供香港口

岸接待服務，代售粵港澳多個景點門券、自由行套票。業務還包括會議展覽，如安排各

類主題會議、代訂會議場地、會議設備服務、會前及會後觀光活動以及提供專業外語翻

譯、接送服務等，組辦商務、考察、遊學、培訓等各種商務旅遊、獎勵旅遊和特種旅遊

團，同時受國家委託，是唯一代辦“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台灣居民來往大陸

通行證”的香港旅行社。每年在香港接待遊客超過 500 萬人次。 

香港中國旅行社將以 80 多年從事旅遊服務的優良品牌和豐富經驗，以多元化多層

次的服務體系和網絡，以“敬業、奉獻、務實、創新”的企業精神，為您提供專業而又

優質的服務。多年來，香港中旅社積累了大量接待青少年學生交流團的豐富經驗，尤其

是超過 200 人以上的大規模團隊從香港前往內地的交流活動，曾與國家教育部、國務院

僑辦、國務院港澳辦、香港特區政府等部門機構多次合作，近年來先後多次接待過重要

的學生團隊（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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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中旅社近年接待過的重要學生團隊 人數 

1979–2002 港澳師生團 逾一萬人次 

2005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05 年 8 月 香港北角官立小學航太科技考察團 200 人 

2006 年 澳門培道中學北京歷史文化交流團 150 人 

2006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06 年 7 月 “海外華裔及港澳臺地區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團 4500-5000 人 

2006 年 8 月 《香港 200》香港優秀中學生十年計畫首發團  230 人 

2007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07 年 7 月 “海外華裔及港澳臺地區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團 4500-5000 人 

2007 年 7 月 世界青少年嘉年華唱響奧運  200 人 

2007 年 8 月 《香港 200》香港優秀中學生十年計畫第二屆 230 人 

2008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08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西安團 250 人 

2008 年 7 月 北京管樂節香港中學生團 200 人 

2008 年 7 月 “海外華裔及港澳臺地區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團 4500-5000 人 

2009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09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西安團 250 人 

2009 年 7 月 “海外華裔及港澳臺地區青少年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團 4500-5000 人 

2009 年 7 月 「國際青少年共同唱響世博主題曲」活動    210 人 

2010 年 1 月 香港“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畫 2500 人 

2010 年 4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北京訪京團 250 人 

2010 年 6 月 薪火相傳:情繫巴蜀國民教育交流計畫 體驗學習暨慰問關懷之旅 1,000 人 

2010 年 7 月 2010 亞太年會(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學生管樂交流團) 485 人 

2010 年 5-10 月 上海世博會 12,000 人 

2010 年 10 月 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新加坡團 200 人 

2011 年 6 月 香港僑界尋訪辛亥先賢足跡參訪團 1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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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學生交流團經驗及其證明 
 教育部關於接待香港“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團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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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致我司的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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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