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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冰川
	 及自然生態考察的目的

全球暖化是一個世界性問題。聯合國於2月公布報告，

指2018年為有紀錄以來第四暖的一年。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甚至估計地球現時正值1850年以來最和暖的十年。

氣候變化令温度不斷上升，兩極冰川融化的新聞經常出現，

甚至最高的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川亦無法倖免，至少三分之一

冰川在本世紀內融化。美國太空總署（NASA）指長期全球

暖化的影響已浮現。全球沿海地區水浸、熱浪、暴雨和生態

系統變化，帶來了嚴重生態影響，如部份物種可能絕滅，生

活習慣改變等。為應對氣候變化，近200個政府在2015年簽

署《巴黎氣候協定》，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竭力將溫度升幅抑壓於1.5度。

作為地球村的一分子，我們必須讓下一代了解氣候變化對生態帶來的影響。因此，

本校將以「氣候變化」為主題，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打造智能校園讓學生學習減碳節

能；邀請校友──前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炎先生及「野外動向HK	Discovery」創

辦人陳嘉俊先生到校主持專題講座，教導學生氣候變化對香港、南北極等生態的影響及

如何觀察有關現象；六年級同學參與由消費者委員會舉辦的「EARTH	2038地球人計

劃」講座及生活體驗，讓學生明白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對地球生態的影響；於復活節期

間舉辦親子觀鳥培訓，讓大家了解全球暖化對物種的影響。為更深入了解，校長、2位

老師及莫慶炎先生於2019年4月22至5月2日帶領20位學生到加拿大實地考察哥倫比亞

冰川，由莫先生隨團講解有關冰川的知識及觀察全球暖化對環境的影響。這次考察不單

是開校以來師生們走得最遠的旅程，更是首個針對世界性議題進行探究的活動，我們期

望考察團的同學們把這次的所見所聞、所學所想都帶到每一位同學、家長的眼前，好讓

大家多留意這個議題，並身體力行去推動環保，節能減廢，為下一代的生活作出貢獻。

「野外動向HK	Discovery」創辦人
陳嘉俊先生到校為學生主持有關氣
候變化的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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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出發啦！

抵埗後，乘旅遊車前往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市的旅館，
沿路櫻花盛開，美麗極了！

準備登機，大家都很興奮呢！

一衆參加冰川考察的師生於出發前來張大合照。

大家興奮地享受在加拿大的第一頓晚餐。

24
April

學生的學習日誌及反思。

學生的研習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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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5
April

2019年4月25日早上，考察團先遊覽列治文史提夫斯頓（Steveston）的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了解當地的漁產品加工業。接着，考察團再到位於加拿大卑

詩省溫哥華市區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了解當地原住民的圖騰文化。下午，

考察團一行人便乘旅遊車啟程往東出發，晚上入住位於甘露市（Kamloops）的旅館。

遊覽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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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餵飼！可見當地人對
野生動物的保護。

遊覽漁人碼頭的博物館，了解當地的
漁產品加工業的歷史。

品嘗當地美食─炸魚薯條、原個炸薯。

自然動植物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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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大家要先預習，對加拿大多一點了解。
齊齊總結整天所見所聞，預習第二天的行程資料。

自行選購物品及晚餐，是練習理財及
運用英語溝通的好時機呢！

遊人可於史丹利公園眺望温哥華港的景色。

圖騰柱(Totem	Poles)是史丹利
公園內著名的景點，總共有8根
圖騰柱子紀錄了原住民的故事，
主要用來紀念原住民先人或萬物
之靈，非常有歷史性。

史丹利公園是加拿大最大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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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大家要先預習，對加拿大多一點了解。

第三天     	26
April

2019年4月26日早上，考察團離開甘露市（Kamloops）的旅館，繼續乘旅遊車

往東出發，傍晚抵達位於加拿大亞伯達省洛磯山脈北段，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公園──班

芙國家公園，夜宿於當地最大的市鎮。鎮內的建築密度不高，樓房大多也只有三、四層

高，遊人能清晰眺望洛磯山脈的美景，是登上哥倫比亞大冰原(Columbia	 Icefield)的必

經據點。整天，多個小時的車程中，考察團亦途經了「最後一根釘紀念碑」（The	Last	

Spike）及露易絲湖(Lake	Louise)。	

特別設計，防止動物爬進覓食的垃圾箱；防止
動物橫過公路的欄網，這些設施的設置，足見
當地人熱愛大自然，愛護動物的態度。

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落成大大促進了東西岸的往來，
這裏就是東西段鐵路接軌的地點，甚具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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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慶炎先生向學生講解沉積岩及洛磯山脈的形成，「小師弟妹」親歷其境，上了一節寶貴的地理課。

考察團於灰熊鎮(Revelstoke)享受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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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湖三面雪山環抱，湖水來自冰河融雪，含有冰川流下的
礦物質，所以夏天時湖水碧綠如翡翠。冬天，湖面冰封，同學
們都爭相走到湖面嬉戲，四周拍照留念。

8



學生日誌。

路易斯湖是亞伯達省班芙國家公園
內的一個著名的旅遊勝地。

考察團抵達班芙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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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27
April

2019年4月27日清早開始，班芙國家公園一帶一直下着大雪，哥倫比亞冰原的遊客

服務中心一度關閉。幸好，最終雪勢減弱，遊客服務中心重開，考察團順利於下午乘坐

特製的巨輪冰原雪車（Ice	Explorer）登上位於班芙國家公園的西北角和賈斯珀國家公

園之間的哥倫比亞大冰原(Columbia	Icefield)	，踏足這歷經萬年的冰原地帶。考察團在

風雪中漫步於冰原上，親身體驗大自然的神奇，欣賞冰河時代所形成的天然寶藏。

一覺醒來，看見窗外下着雪，變成了白色的世界，大家都雀躍地跑到戶外拍照留念。 10



到達哥倫比亞大冰原遊客中心了。

出發！往哥倫比亞大冰原進發。

同學身後的弓河瀑布(Bow	Falls)以湍急的水流
著名，是加拿大班芙國家公園的重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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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的冰層。

隱約可見新雪下藍色的冰面。

到達哥倫比亞大冰原了。

坐在冰原雪車上，沿途所見，
都是無邊無際的白色世界。

司機向我們講解冰川的形成
及近年的變化。

乘坐特製的巨輪冰原雪車登上哥倫比亞大冰原。你看，
冰原雪車有六個巨輪，巨輪比同學還要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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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來，冰河已由同學身處的位置逐漸消退。但
近年來全球暖化效應不斷升温，加速了冰河的消退
速度。現在冰河已大大由我們身處的位置消退至箭
咀示的位置了。

踏足這歷經萬年的冰原地帶，大家都興奮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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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欣賞窗外冰原的景色，邊享受豐富的午餐，
真是特別美味呢！

實地考察，啟發了學生的思考及探求。

山上的岩芯(rock	core)樣本。

冰河現在伸延的位置

	冰河原初伸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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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28
April

2019年4月28日早上，考察團離開班芙國家公園，乘旅遊車往西行，回程返回温哥

華。途中，考察團參觀了羅傑斯隘口發現中心(Rogers	Pass	Discovery	Centre)，認

識了當地預防雪崩的方法、大量的野生動植物和珍貴的歷史；蜜蜂養殖場(Planet	Bee	

Honey	Farm)，認識了很多有關蜜蜂和蜂蜜的知識。晚上，考察團入住位於基隆拿市

（Kelowna）的旅館。

「大師兄」向同學們總結昨天冰川考察所得，
並與同學討論全球暖化對生態的影響。

途經卡斯爾山(Castle	Mountain)，考察團爭取
機會下車，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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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羅傑斯隘口發現中心。

百多年前，當地工作人員是如何通訊，以進行山區工程的呢？ 16



雪山的範圍很廣闊啊！ 觀察地上不同的腳印，就知道附近有甚麼動物了。

同學對動物標本很感興趣呢！

中心內有大量當地動物的標本，包括棕熊、	
美洲豹、土狼、北美馴鹿、高山山羊等，可見物種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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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蜜蜂養殖場了。

導賞員向同學介紹蜜蜂的種類、家族、、溝通方式、
與人類的關係等，令同學大開眼界。

「動物橋樑」──為免動物橫過公路，發生意外。
可見當地人對動物的尊重和愛護。

答對題目，獲得導遊姐姐送贈的獎品，Yeah!

學生日誌。

看！有白點的，就是蜂后了。

聆聽職員講解各種蜂蜜的特色。

忙碌的工蜂通過管道進
出採蜜，供蜂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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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29
April

2019年4月29日，考察團啟程繼續往西行。途中，考察團遊覽了位於基隆拿市

（Kelowna）的密遜丘酒莊(Mission	Hill	Winery)，參觀了葡萄園，並了解加拿大的文

化遺產──冰酒的生產過程。經過多小時的車程，考察團接近傍晚返抵温哥華，遊覽了

唐人街、「煤氣鎮」(Gastown)及加拿大廣場（Canada	Place），欣賞當地市容。晚

上，考察團入住列治文市的旅館。

酒莊的的環境非常優美，綠草如茵。

遊覽密遜丘酒莊的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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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華唐人街──1885年至1886年間，首批華工開始聚居於現在唐人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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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日誌。

加拿大廣場是温哥華著名的地標，會議中心、酒店、世貿中心等均屹立於此。在這裏，
遊人能飽覽溫哥華美麗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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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30
April

2019年4月30日，考察團遊覽了位於温哥華	(Vancouver)	北面城郊的林恩峽谷生

態中心(Lynn	Canyon	Ecology	Centre)。中心內的互動展品，可讓考察團了解城郊各

種動植物、與當地雨林有關的環境問題、全球暖化對物種及環境的影響等。接着，考

察團乘吊車(Skyride)登上温哥華市區內的最高峰──松雞山(Grouse	Mountain)。最

後，考察團返回温哥華市區，遊覽固蘭湖島(Granville	 Island)，感受當地文化及藝術氣

息。2019年5月1日，考察團乘中午航班啟程返港。

同學們透過生態中心內的互動產品，了解園內動植物及當地雨林的環境問題。

參觀林恩峽谷生態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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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中心，我們學到了一些新知識。

生態中心展出了不少動物標本。
面對全球暖化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應對呢？

生態中心展示了全球暖化的成因、影響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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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乘吊車登上温哥華市區內的最高峰──松雞山。

林恩峽谷的懸索橋(Lynn	Canyon)是一座50米高的橋樑，橫跨一個美麗的峽谷。
同學們越過懸索橋時，橋面上下擺動、左右搖擺，令同學們感到非常興奮刺激。

生態中心展出了不少動物標本。

生態中心展示了全球暖化的成因、影響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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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景色優美，同學拍照留念。

據說，棕熊就是藏身在這山林裏。

大家跟着地上的腳印，找大灰熊去。

山上有不少由樹幹做成的藝術品。

原來這兩隻大灰熊，是被工作人
員拯救回來的。

看看這標示牌！加拿大人真是
非常細心保護野生動物。

嘩！熊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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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結束前，導遊姐姐給了我們一個小測試呢！
學生日誌。

旅程結束，回港了。
雪糕，我最愛。

參觀山上遊客中心的其他展覽。

島上的公衆市場，內裏有很多當地的美食和
特色的小店。

考察團遊覽固蘭湖島。島
上有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
大學，也有不少藝術畫廊
及街頭音樂表演，充滿藝
術氣息。

穿梭固蘭湖島的渡輪
(AquaBus)。

26



學生反思 	及家長回饋

4C 黃子甄

6B 黎敏喬

5A 劉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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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俞霆亨

5A 黃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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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冼芷蔚

5A 李樂心

5A LAU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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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SIN MAN HIN DESMOND

5A CHENG KA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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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CHAN TSUN HANG HARRIS

6A CHEUNG HO LONG DANIEL

6A 麥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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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CHAN TSZ CHING VIOLET 

6A CHIU SZE KAI SUKI 

6A CHEUNG HO LONG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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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WONG WING YAN ZOIE

6C CHAN YUNG YAT TOMMY

6C CHAN TSZ YU E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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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CHAN YU CHUNG TOMMY

6C CHAN YUNG YAT TOMMY

6C LAM CHI YAN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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