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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主頁 各地旅遊 本地旅遊 macautravel info 微博 名人遊蹤 微博名信片

新iPhone組件曝光？外型設計逐一睇！

今日新聞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16相片)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Like

1 /  16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360度轉動輪盤，可以透過感應器，看到指定地方的土地規劃影像，從而學習規劃原則。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Chapter 5  建設未來下一
世紀的香港會是怎...

場景設計模仿地下水管世
界，原來運送食水...

回答有關本港食水的問
題，可令小朋友關注...

Chapter 4  環境保育保育
文化古蹟對城市發...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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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鈴夢遊秘魯

秘魯 探索印加文明之迷

金鈴遊布吉 華麗的挑戰

布吉豪住 take a break

小婷上山下海 樂遊沙巴

沙巴精華遊

熱門專題

威尼斯人嘉年華 Shecky 狂歡放送

SINA Travel 送大禮 請你入住曼谷五星酒店

上海 F1 大賽 Let's start！

荷蘭德國　小婷玩轉復活節

復活節 FunFun玩

2012 香港花卉展覽

韋小婷台北即興遊

Like

新浪新聞 eLadiesFashion 新浪數碼 新浪旅遊

梁振英特首之路
測量變搞政治

韓火辣身材選舉
少時徐賢奪冠

最令人驚嘆的
Google 地圖照

春日賞花特集 
Let's go 花天花地

觀眾須由地下起步，先穿過一條展示世界各地城市的紅色隧道，再登入一道設置本港特色招

牌、舊式窗花的扶手電梯直上 3 樓，即可開始認識香港。現場將播放一段約 17 分鐘的短片，

介紹本地房屋模式的轉變，而巨型屏幕下的立體地圖，將配合片段展現不同光影效果，一點也

不悶呢！ 2 樓以「獨特的香港」為主題，通過模擬場景、互動遊戲等形式，介紹本港的交通

和基建，還會介紹 13 個消遣好去處，玩吓睇吓，像參加了香港一日遊。至於 1 樓則集中宣揚

保育工作及可持續發展，小朋友可利用積木砌出自己對香港的願景。臨走前，推介大家回到入

口旁的「香港縮影」展覽區，那兒有多件手造模型，展現本港獨有景致，小朋友定必看到不捨

得走！

展城館

地址：中環愛丁堡廣場 3 號

開放時間：10:00am~6:00pm （逢星期二休館）

門票：免費入場

查詢電話：3102 1242

撰文：郭淑怡　

攝影：謝孝祥

模特兒：Matthew、Ronsy （ Sens Communications ）

香港新浪
旅遊立即註冊

他們已經開通了微博! 立即關注吧!

 

贊助網站

iShares安碩中國ETF
9隻ETF任選擇，為你提供投資中國市場的有效途徑.
www.ishares.com.hk

Volkswagen
致力生產各類型房車及客貨車，務求推陳出新，符合不同人士的駕駛需要。
www.vw.com.hk

步走 內蒙古

侏羅紀森林恐龍來了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多啦A夢 未來法寶「展」創意

日本沖繩 大搜「茶」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康樂園鄉村俱樂部 親子新天地

海洋下水禮Let's get wet

誠品的光環

開夜齊玩水

航班Easy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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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齊得意法寶，緊貼多啦A夢展覽新消息!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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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Chapter 5  建設未來
下一世紀的香港會是怎樣的？不如由小朋友充當建築師，用積木砌出心目中的模樣吧！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場景設計模仿地下水管世

回答有關本港食水的問
題，可令小朋友關注...

Chapter 4  環境保育保育
文化古蹟對城市發...

遇上美麗的地標，當然要
拍照留念喇！「照...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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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少女時代《Twinkle》限量紀念品！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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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場景設計模仿地下水管世界，原來運送食水的水管是很粗的！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回答有關本港食水的問
題，可令小朋友關注...

Chapter 4  環境保育保育
文化古蹟對城市發...

遇上美麗的地標，當然要
拍照留念喇！「照...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不，謝謝

| 隱私權原則 | 如欲停止接收 Scorecard Research 調查問卷，請按一下這裡 | 

| 我為什麼會接受此邀請？ | 聯絡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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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美食博覽入場券2張，搜羅全球美食！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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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回答有關本港食水的問題，可令小朋友關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原來每年本港的用水量達9.5億立方米，乃全港水
塘儲水量的兩倍，看來真的要節約用水了！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Chapter 4  環境保育保育
文化古蹟對城市發...

遇上美麗的地標，當然要
拍照留念喇！「照...

Chapter 3  精彩地標本港
愈來愈重視旅遊業...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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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主頁 各地旅遊 本地旅遊 macautravel info 微博 名人遊蹤 微博名信片

送你少女時代《Twinkle》限量紀念品！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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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Chapter 4  環境保育
保育文化古蹟對城市發展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此天星小輪的場景布置會播出有關本港法定古蹟和文物遺址的短片，

小朋友更可參與投票，支持保育行動。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遇上美麗的地標，當然要
拍照留念喇！「照...

Chapter 3  精彩地標本港
愈來愈重視旅遊業... 場內設施不但有得睇，有

得玩，仲有得聽！...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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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Phone組件曝光？外型設計逐一睇！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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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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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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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美麗的地標，當然要拍照留念喇！「照相館」設海旁煙花夜景、青馬大橋等地標影像，小朋友可選擇自己喜愛
的地標拍照。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觀眾須由地下起步，先穿過一條展示世界各地城市的紅色隧道，再登入一道設置本港特色招

Chapter 3  精彩地標本港
愈來愈重視旅遊業...

場內設施不但有得睇，有
得玩，仲有得聽！...

此模擬駕駛艙引領大家由
蓮塘經港珠澳大橋...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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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少女時代《Twinkle》限量紀念品！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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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觀眾須由地下起步，先穿過一條展示世界各地城市的紅色隧道，再登入一道設置本港特色招

Chapter 3  精彩地標本港
愈來愈重視旅遊業...

場內設施不但有得睇，有
得玩，仲有得聽！...

此模擬駕駛艙引領大家由
蓮塘經港珠澳大橋...

Chapter 2  交通基建展館
特設模擬場景，像...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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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Phone組件曝光？外型設計逐一睇！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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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Chapter 3  精彩地標
本港愈來愈重視旅遊業，相中的立體地圖展示了13個地標式消閒景點，像赤柱、貝澳、海下灣、動植物公園等，日

後Fam i ly day不妨逐個玩。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場內設施不但有得睇，有

此模擬駕駛艙引領大家由
蓮塘經港珠澳大橋...

Chapter 2  交通基建展館
特設模擬場景，像...

圖為19世紀初香港地圖。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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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瘦身餐單！減肥照樣可以High Tea！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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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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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設施不但有得睇，有得玩，仲有得聽！只須撳一下按鈕，即可聽到港鐵的廣播聲音。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此模擬駕駛艙引領大家由
蓮塘經港珠澳大橋...

Chapter 2  交通基建展館
特設模擬場景，像...

圖為19世紀初香港地圖。 19世紀、1945年、1985
年及2012年的香港地...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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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瘦身餐單！減肥照樣可以High Tea！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首頁‧登入‧註冊

8月14日 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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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擬駕駛艙引領大家由蓮塘經港珠澳大橋上深圳，對小朋友來說，絕對是一次刺激的體驗。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Chapter 2  交通基建展館
特設模擬場景，像...

圖為19世紀初香港地圖。 19世紀、1945年、1985
年及2012年的香港地...

巨型立體地圖，造工細
緻，山勢和摩天大廈...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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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Phone組件曝光？外型設計逐一睇！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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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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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2012-08-12 06:21:04

 

Chapter 2  交通基建
展館特設模擬場景，像這一列港鐵車廂，似模似樣，小朋友一看見，無不表現雀躍！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圖為19世紀初香港地圖。 19世紀、1945年、1985
年及2012年的香港地...

巨型立體地圖，造工細
緻，山勢和摩天大廈...

Chapter 1  房屋發展場內
播放的動畫短片，...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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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美食博覽入場券2張，搜羅全球美食！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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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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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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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世紀初香港地圖。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19世紀、1945年、1985
年及2012年的香港地...

巨型立體地圖，造工細
緻，山勢和摩天大廈...

Chapter 1  房屋發展場內
播放的動畫短片，...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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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美食博覽入場券2張，搜羅全球美食！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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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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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1945年、1985年及2012年的香港地圖一次過Show晒，再抬頭一看，則可見到山際線亦隨時間一直變
遷。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巨型立體地圖，造工細
緻，山勢和摩天大廈...

Chapter 1  房屋發展場內
播放的動畫短片，...

360度轉動輪盤，可以透
過感應器，看到指...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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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Phone組件曝光？外型設計逐一睇！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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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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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立體地圖，造工細緻，山勢和摩天大廈的分布盡收眼底。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交通基建、居住環境、可持續發展、古蹟保育等。

Chapter 1  房屋發展場內
播放的動畫短片，...

360度轉動輪盤，可以透
過感應器，看到指...

Chapter 5  建設未來下一
世紀的香港會是怎...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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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少女時代《Twinkle》限量紀念品！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輸入名字  搜尋

 

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法國飲礦泉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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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房屋發展
場內播放的動畫短片，長約17分鐘，大小觀眾可認識到本港房屋政策的轉變，包括石硤尾大火如何促使政府着手興

建公營房屋等大事。

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身邊的小公民入場，免費上一堂通識課吧！

互動展館  認識社會變遷

將於 9 月中正式開幕的「展城館」，位處香港大會堂附近，早於 2002 年落成，後來經過翻

新，近日才重新啟用。展覽館樓高 4 層，除了仍在動工的 4 樓將留作團體參觀之用，其餘 3

層互動展覽區均對外開放，介紹本港社會的發展歷程及不同層面的規劃概況，包括土地利用、

360度轉動輪盤，可以透
過感應器，看到指...

Chapter 5  建設未來下一
世紀的香港會是怎... 場景設計模仿地下水管世

界，原來運送食水...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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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密瘦身餐單！減肥照樣可以High Tea！

今日新聞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地區： 中國

城市： 香港

兌換： 港元(HKD)

為： 查看港元(HKD)

* 匯率僅供參考使用 查看聲明

微博速報

香港新浪旅遊 香港 香港

加關注加關注

<日本沖繩大搜茶>http://t.cn/zWYJAHM 日本除了綠

茶，還有紅茶。沖繩位於日本最南端，氣候屬濕度

高、溫度高的亞熱帶氣候。沖繩提供了紅茶天然的

生存環境，跟日本人提及沖繩紅茶，個個都豎起拇

指讚 No.1  世界真大，我們時常都變得孤陋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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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時天氣

外幣換算

熱門新聞

全球最大「性主題」公園

中國最美的聖地

全球最酷的大學宿舍

波黑舊城滿載戰爭印記

日本沖繩大搜茶

食之雲南 香辣誘惑

日本福岡鬧市尋味無窮

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上海Tea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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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字體︰大 中 小

放眼香港小公民上通識課

【東方日報專訊】小孩子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然要對「香港」這個家有多一點認識喇！問題

是，說到香港的社會變遷、城市規劃、交通基建、古蹟保育等課題，不少爹哋媽咪也是一頭霧

水，怎能教好下一代？還是老套一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跟小朋友翻閱平面資料，

倒不如走入新近啟用的「展城館」逛一逛，至少立體又互動，感覺有趣得多，家長們一於帶同

360度轉動輪盤，可以透
過感應器，看到指...

Chapter 5  建設未來下一
世紀的香港會是怎...

場景設計模仿地下水管世
界，原來運送食水...

回答有關本港食水的問
題，可令小朋友關注...

香港： 32°C | 74% | 間有陽光幾陣驟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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