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 言

平穩成長十五載
成長十五載

期待新
期待新書在明年

會長 郭志標

當初成立獵影遊
獵影遊，期望以十五年作一指標。默默耕耘下，想不到眨眼間今年已到這日子。期間於
2003 年出版了《
《獵影遊成立六
獵影遊
周年紀念特刊》
《獵影遊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
周年紀念特刊》，再於 2007 年出版《
獵影遊成立十周年紀念特刊》，今年則以短篇幅扼要概括這十數載活動精萃。
創會以來，嘗試發展多個不同主題活動，以迎取不同興趣的行友，包括((一) 自然景觀 (二) 古道行樂 (三
(三) 史蹟賞遊

(四) 戰火遺痕 (五) 游擊戰史 (六) 民俗民情 (七) 郊野探遊 (八) 新聞焦點 (九) 群山峻嶺
(十) 探遊十八區 (十一)
十一) 水塘漫步 (十二)
十二 周邊巡禮 (十三)
十三) 海島獵奇
(十四)
十四 香江夜遊 (十五
(十五)
十五) 集思廣益 (十六)
十六) 海岸清潔 (十七)
十七 植樹護林
(十八)
十八) 小組探遊 (十九)
十九) 內地遊 (二十)
二十) 文化生態遊 (廿一)
廿一) 義工行動
(廿二)
廿二) 環保教育 (廿三)
廿三) 影遊雅集 (廿四
(廿四)
廿四) 宜影宜遊 (廿五)
廿五) 鏡影區情
(廿六)
廿六) 鄉村探遊 。
「探 遊 十 八 區 」
各主題活動中，以探遊十八區發展成考勤計劃，平均每月舉辦一次，可算
是持續發展最久的活動。 2002 年 1 月在黃大仙區行進時，無意中在竹園鄉發現一塊
與香港染布業有關的蹍布石
蹍布石，後通知當局，該石現收藏於香
蹍布石
港歷史博物館內。
由於探遊十八區目的是讓我們行經及體驗不同社區，
甚至跨區而行，能更深入認識地區文化。因利成便下，在 2006 年 4 月參與環保團體
長春社舉辦的【
【環保熱點大追蹤】
環保熱點大追蹤】，從而分別奪得環保挑戰盃公開組的亞軍和季軍，
同年 6 月並得該社招待〔
〔塱原生態導賞
塱原生態導賞〕
導賞〕活動作為獎勵。
經歷一段日子，在 2010 年本會設計了「
「探遊十八區紀念章
探遊十八區考
遊十八區紀念章」
紀念章」，「探
遊十八區考
勤計劃」
勤計劃」新舊參加者均免費獲贈一枚以作鼓勵。

「自然景觀 」、「古道行樂
」、「古道行樂」
古道行樂」
在 2002 年及 2003 年「自然景觀 」、「古道行樂
」、「古道行樂」
古道行樂」主題活動內，分別舉行了五條不同路線。參加者每
次均可獲贈一款不同顏色的紀念章留作記念。

「史 蹟 賞 遊」
在「史蹟賞遊」
其中包括 2011 年史蹟賞遊（水陸兼程）「
「海上遊覽 導
史蹟賞遊」一些活動足跡，令人印象難忘，其
航燈塔」
「福建土樓 世界瑰寶」、200
2007
航燈塔」，重踏不易到達的橫瀾島燈塔。在內地活動有 2005 年 12 月文化生態遊「
2007 年 12 月「黃山皖水迷窟
徽州古建遺寶」
2009 年 12 月「厦門金門 兩地采風」
。
徽州古建遺寶」、2009
兩地采風」等，尋訪一些熱門遊點內的特色。
過去在東華三院舉辦的講座裏，對華僑義塚及華僑在海外奮鬥的斑斑血淚歷史，增加了認識。華僑們客死異鄉，檢拾其骸骨歸葬
故里的行為，反映出中華文化中葉落歸根、永念故土、魂返家鄉的傳統鄉土觀念。華僑義塚是重要的華僑文物，中國政府於 1995 年公
布為新會第三批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因此遂起念頭，安排以下活動：
2010 年 1 月下旬本會以【
【訪尋五邑 華僑史蹟】
華僑史蹟】為題，前往新會尋訪黃坑海槐華僑義塚(為旅美華僑義塚)、金牛山華僑義塚(原名鶴
咀山義塚，是現存規模最大的一處義塚)、黄竹坑華僑義塚墓群(金山各埠先友骸骨)。
同年 4 月中旬意猶未盡，再舉辦【
【重遊五邑 訪尋華僑史蹟】
月中旬
訪尋華僑史蹟】，往新會參觀【五邑華僑博物館】、【黃坑海槐華僑義塚】(在廠房
內)，訪【江門市紅十字會診療所】(前身是新會明善堂，是接收新會先僑骨殖地點之一)。往開平到百合鎮，尋【百合墟區公所】，在今
開平市百合中學內有一座碉樓的百合墟區公所，昔日由香港轉至的海外先僑骨殖皆先集中在此候領。百合墟有小碼頭，旁為潭江的支流，
是從前運棺泊岸地點。探索期間並途經赤坎鎮附近的【耀華樓】，潭江西路，南樓對面【吉祥樓】至【書樓村】(與司徒美堂有關，他
是著名旅美愛國僑領，洪門致公黨的創始人之一)。

「民 俗 民 情 」
2010 年 7 月「南海
南海(
2011 年参與首屆「
「百
南海(陽江)
陽江) 開漁節」
開漁節」大開眼界、2011
年牛墟風情文化節」
樓岡網墟」
年牛墟風情文化節」及 2012 年「樓岡網墟
樓岡網墟」均體驗出趁墟熱鬧風味。

【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
由於舉辦「史蹟賞遊
史蹟賞遊」
民俗民情」
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賞遊」、「民俗民情
民俗民情」的主題節目頗多，因而衍生出【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使活
動能得以各自發揮或與獵影遊相輔相乘。並於 2011 年 5 月成功社團條例註冊。以實地探遊及舉辦專題
講座活動，目的是認識香港及鄰近地區(包括華南地域) 的歷史古蹟文物資源、民俗民情等，從而增廣見聞，持續
發展傳統的中華文化為主。

「集 思 廣 益」
本會在
集思廣益】概括之。
本會在推行旅行活動之餘，深感不能單是向外獨「行」，應是內外兼修，即是多參觀、多出席講座，故以【集思廣益
集思廣益
如在 2006 年 5 月曾舉辦參觀警察保安系統展覽室
參觀警察保安系統展覽室、6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香港警察警犬隊訓練學校等，參加者踴躍。
參觀警察保安系統展覽室 6 月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7 月參觀香港警察警犬隊訓練學校
香港警察警犬隊訓練學校
除鼓勵會員多方面出席學術團體舉辦的講座外，內部亦舉辦多個講座，希望透過經驗分享，惠澤行山人士。多年以來，曾誠邀以
下嘉賓主講：
本港攝影名家周聰玲
周聰玲小
【點水蜻蜓款款飛】
周聰玲小姐主講【
點水蜻蜓款款飛】(2003)
友晟出版社社長梁榮亨
梁榮亨先
東海獵奇
梁榮亨先生主講【東海
東海獵奇】(2005)
獵奇
本會學術顧問温勵程
温勵程先
先
生
主講【光影傳奇
光影傳奇、
憶舊區故事
、【寫實構圖攝影技巧
寫實構圖攝影技巧】
温勵程
光影傳奇、憶舊區故事】(2006)
寫實構圖攝影技巧】
(2007)
本港攝影名家廖群
廖群先
上水鄉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攝影】(2007)
廖群先生主講【上水鄉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攝影
上水鄉六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攝影
作者劉李林
劉李林先
香港海岸洞穴自然美態】
(2007)
劉李林先生主講【香港海岸洞穴自然美態
香港海岸洞穴自然美態
物理運動治療師吳俊霆
吳俊霆先
《認識行山創傷》
山野常見傷患及自我護療方
吳俊霆先生主講《
認識行山創傷》(2007) 、【山野常見傷患及自我護療方
法】(2008)
本港首位極地女探險家、中國極地博物館創辦人李樂詩博士
李樂詩博士主講【極地與環保
極地與環保】(2008)
李樂詩博士
極地與環保
本港民俗掌故研究者周樹佳
周樹佳先
「元宵點燈面面觀」
周樹佳先生主講「
元宵點燈面面觀」 (2008)
本港資深導遊及香港歷史掌故專家蘇萬興先生
蘇萬興先生主講「
「香港中式古建築中的吉祥裝飾」
香港中式古建築中的吉祥裝飾」(2009)
蘇萬興先生
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鄒興華先生
鄒興華先生主講【
【社區參與保護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鄒興華先生
社區參與保護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2009)
香港業餘無線電通訊會會長侯志均先生
侯志均先生主講【免牌照對講機的選購及使用
免牌照對講機的選購及使用】
侯志均先生
免牌照對講機的選購及使用】(2009)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呂永昇
呂永昇先生
鬼與祖先：
【香港太平清醮的儀式及傳承】
呂永昇先生主講【鬼與祖先
先生
鬼與祖先：香港盂蘭節的個案研究】(2009)、【
香港盂蘭節的個案研究
香港太平清醮的儀式及傳承】
(2010)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危丁明博士
危丁明博士主講【
【大埔文物 碗窰傳奇】
危丁明博士
碗窰傳奇】 (2010)
業餘資深民間文化習俗搜集者張熙明先生
張熙明先生主講【
【澳門節誕：
張熙明先生
澳門節誕：驚蟄與土地誕】
驚蟄與土地誕】、【香港潮州盂蘭勝會的流程與儀式】
香港潮州盂蘭勝會的流程與儀式】(2011)
專欄作者陳天權
陳天權先生
【破解教堂密碼】(2011)、
、【談跑馬地墳場的歷史
談跑馬地墳場的歷史、
陳天權先生主講【
先生
破解教堂密碼
談跑馬地墳場的歷史、宗教、
宗教、
名人、
名人、建築和雕刻】(2012)
建築和雕刻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學、文化出版人危丁明博士
危丁明博士主講【
【香港道堂談趣】
危丁明博士
香港道堂談趣】(2012)
會長郭志標 主講 【旅聞紀事 舊景重温】
、【民俗民情
、
舊景重温】(2009)、【
、【民俗民情 遊踪分享】
遊踪分享】(2010)、
【 鄉郊文物見聞分享
、【深圳河 粵港兩岸周邊景貌】
鄉郊文物見聞分享】
見聞分享】(2011)、
粵港兩岸周邊景貌】(2012)。

「義 工 行 動」
本會曾是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工團
義工團團員，曾參與漁護署舉辦的海岸清潔日，協助香港濕地公
義工團
園清除薇金菊及雜草，及雷利衛徑長征、長者婚禮、國際山頭霸王越野馬拉松、香港藝術團主辦香
港國際少年兒童文化藝術節、為西貢區人士在滘西洲洪聖爺誕及糧船灣天后誕醮誕合一的儀式裡擔任攝影義工。近年參與環保團體
參與環保團體「
參與環保團體「香
港地球之友」
港地球之友」舉行「綠野先鋒植樹遠足挑戰賽」活動時担任攝影義エ(自 2007 年至 2012)等。從而讓會員之間培養出一股團體精神，合
2012)
作有默契。

結 語
在踏入第十四個年頭(2011)，有感在申請參觀或探訪一些學術團體時，【獵影遊
獵影遊】
獵影遊】名稱給人感覺只是一個與影相有關或是商業性團
體，未能好好發揮活動範疇，故此在有識人士建議下，多設立另一新團體【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以作輔助，讓活動內容更多元化。
數碼攝影流行，行友大多自備數碼機，邊行邊拍照，自有一番樂趣。為不想初學者太濫拍及認識多些拍攝技巧，本會經常鼓勵參
加者多看攝影展、出席攝影講座及參加攝影課堂等。當中難免有人一經接觸便迷上了，甚至追隨名師而離開。
同樣地本會所舉辦活動，未必能迎合各參加者的不同興趣。生活習性改變，志趣轉移是人之常情，游離各隊，交朋結誼，各有選
擇。當中行友或多或少，有所流失。近年為方便會務靈活調動及分配人手，資源有限下，活動多以集合時間地點電聯。參予人數多寡無
阻我們自得其樂的心情，只願能盡了力推動本會的發展路向便算了！反而從「行」之中，積極尋求資料和學術研究，更覺有得著。
本會仍抱着影遊兼備，偏向自然景觀、歷史古蹟、民俗民情為主要活動，歡迎真誠的志同道合者參加、支持與協助。有交流、有
共識，才能於行進或交流中相處愉快！
大半年前承蒙三聯書店邀請編寫《
《旅聞紀事–
旅聞紀事–香港旅行生活演變
香港旅行生活演變》
活演變》(書名暫定)，面對時間緊迫，搜集圖文資料定有困難，不過仍
樂於接受這挑戰，作為學習！如果能在編輯下過關，新書最快在明年初才能面世。
最後對過去及現在，曾支持及幫助過本會的新舊會員友好、優惠站及索取站等負責人，藉此衷心說句多謝！祝大家身體健康！

【本會活動消息，請看星期二文匯報旅行版，另可瀏覽本會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