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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英 浩

1. 「郵歷香江──
郵歷香江──從舊郵政總局大樓細味香港郵政歷史
──從舊郵政總局大樓細味香港郵政歷史（
從舊郵政總局大樓細味香港郵政歷史（1911－
1911－1976）」
1976）」
展覽於 4 月 29 日在尖沙咀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揭幕，並由
4月
香港文物探知館
30 日至 8 月 26 日開放給市民參觀。欲知上述展覽及相關集郵品的詳
情，可透過香港郵政網頁 www.hongkongpost.hk 或香港郵政流動應用程
式取覽。
2014""
2. 世界地球日之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國際百萬森林計劃 - 香港區樹木護理及種植日 2014
活動(第 5 屆)定於 5 月 4 日（星期日）聯同內地、澳門、臺灣、馬來
西亞、新加坡、韓國、日本、澳洲、歐美等地的城市，一同舉行。屆
時政府官員代表、環保團體代表、公司及學校代表等將會出席，齊心
為保護自然環境努力，為更綠色的未來而奮鬥。活動將繼續以“
“搶救
種出未來”
地球 種出未來
”為目標，讓大家為地球共同出一分力。當天參與人
士將會于起步點東涌集合，分批將樹苗運送並下種到西大嶼山的植樹
場地，預計今次將會種植超過 1000 棵原生樹苗。而是次的樹木護理項
目，將會一直延續到 2018 年，因植樹造林是調節氣候以及對抗沙漠化
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法。查詢活動詳情可登入網址：
http://www.hkgnu.org/reboisement2014.htm。
嗇色園及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華南歷史學會
學會協辦「傳
3. 嗇色園及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
心主辦、
、華南歷史
學會
統信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講座系列：
統信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講座系列
：5 月 24 日( 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假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
藥商與神明的傳入──從黃大仙信仰談起
從黃大仙信仰談起』
『藥商與神明的傳入
從黃大仙信仰談起
講座，講者：蕭國健教授。 6 月 7 日( 周六）同時間地點『黃大仙祠
黃大仙祠 ─
歷史今昔與社區民生』
歷史今昔與社區民生
』講座，講者：鍾潔雄女士，資深出版人、香港
出版學會學務委員。
香港歷史博物館一樓大堂現展出『
甲午戰後：
租借新界及威海衛』
4. 香港歷史博物館
『甲午戰後
：租借新界及威海衛
』專
題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蘇格蘭國立圖書館協辦、香港歷
史博物館籌劃，展期至 6 月 9 日。今年適值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香
港歷史博物館特別舉辦這次展覽，透過蘇格蘭國立圖書館所藏的駱克
藏品，探討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英國兩個租借地 ─ 香港新界及
山東威海衛的情況，揭示侵華列強中馬首是瞻的英國，在租借地上採
納了哪些管治手段，藉以鞏固本身在華的政治和商貿利益。同時，香
港新界與山東威海衛雖然相隔千里，但透過駱克這位英國官員，兩地
得以聯繫起來，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呈現獨特的社會風貌。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於 5 月 3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甲
5. 香港歷史博物館
午戰後：
租借新界及威海衛」
駱克其人及其時代：
午戰後
：租借新界及威海衛
」講座 ，今次講題『
『駱克其人及其時代
：
英國租借新界及香港管治經驗移植威海衛』
英國租借新界及香港管治經驗移植威海衛
』，講者：陳成漢先生(香港
歷史博物館助理館長)。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繼續舉行『早期中國海外華人
早期中國海外華人講座
講座系列
系列』
6. 香港歷史博物館
講座
系列
』：
5 月 17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第四講
第四講：
第四講
：會館組織與加州早期的華
工』，講者：吳瑞卿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6 月 21 日((周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第五講：
華僑史的性別維度：
『第五講
：華僑史的性別維度
：自梳女與僑居地及僑
鄉的案例』
鄉的案例
』，講者：葉漢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教授）。
香港中華書局繼續與香港史學會
香港史學會合辦 「似曾相識的香港
似曾相識的香港」
7. 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史學會
」系列講座
II ，從歷史、文化、生活、社會運動等多方面分享和探討。5 月 7 日(周
三)下午 7 時至 9 時假中華書局──人文科學圖書專門店（九龍油麻地
彌敦道 450 號）舉行『
香港歷史掌故書刊與文化旅行』
『香港歷史掌故書刊與文化旅行
』講座，講者：
陳溢晃(香山學社社長、《旅行家》雜誌主編) 如何將文化考察、地方
風物誌與旅行相結合。5 月 14 日(周三)「
中西區的前世今生』
「中西區的前世今生
』講座，
講者：鄭寶鴻(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榮譽顧
問) 以古今對照的方式，介紹中西區社區環境的重要變遷。
8.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於周六下午 3 時
至 5 時正舉行以下講座：5 月 17 日「
南陽世澤：
屏山故事」
「南陽世澤
：屏山故事
」 (配合香
港國際博物館日 2014)，講者：區志堅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
理教授)。5 月 24 日「
古建漫遊：
香港祠堂的修復」
「古建漫遊
：香港祠堂的修復
」，講者：羅嘉裕
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副總監)。5 月
31 日「
新界與鄉議局的成立」
「新界與鄉議局的成立
」，講者：鄺智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
史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9. 天地圖書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民間風土記憶 (肆
(肆)》，作者周樹佳(本地
知名民俗掌故研究者)。
中華書局剛出版新書《
老餅潮語》
10. 中華書局
《老餅潮語
》，作者蘇萬興(對本港古物古蹟、
歷史掌故深有研究的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棉紡世家：
識變、
》，作者
11. 天地圖書
有限公司
《香港棉紡世家
：識變
、應變和求變》，
莊玉惜、黃紹倫、鄭宏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政治風雲色變，
上海籍棉紡家族洞察先機，舉家南下香港，在「冷戰」、「貿易禁運」
與國際商業暗湧處處的關鍵時刻紡紗織布，沉着應變。結果，他們幹
出一番成績，闖出一片天地，成為帶領香港走上工業化道路的核心力
量，被譽為創造香港奇蹟的功臣。
沙中線土瓜灣站地盤進行挖掘，月前首
12. 港鐵委託考古專家在興建中的沙中線
沙中線
次在本港發現 1 個結構良好的千年方形古井
千年方形古井，同時掘出 239 個遺蹟及
千年方形古井
數千件出土文物，包括宋、元及清朝的錢幣及陶罐、瓷壺等，相信是
繼李鄭屋漢墓後重大的考古發現。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均認為今次的考
古發現十分珍貴，尤其千年古井更加罕見，希望港鐵可原址保留。
4 月 26 日古物古蹟辦事處證實，沙中綫土瓜灣站地盤在考古監察過程
中，再發現宋元時期的方井。方井屬於宋元時期，沒有之前發現方井的
井台，並於出土前已受一定程度的擾亂。(按：本會近期在湛江釆風活

動中，在鐵耙縣見有市級文物保護古井，始建於在隋末唐初，咸淳六
年重修。)
13. 『寶蓮禪寺舊照片徵集活動』
《百載寶蓮》
寶蓮禪寺舊照片徵集活動』–寶蓮禪寺現正籌劃出版《
百載寶蓮》
書本及畫冊，詳盡紀錄本寺由大茅蓬發展至今的歷史資料。現誠意邀
請各位參與其中，捐贈寶蓮禪寺珍貴相片，讓更多的讀者細味分享，
詳情可參閱寶蓮禪寺宣傳海報。
香港赤鱲角機場
赤鱲角機場將於今年 7 月踏入 16 周年，機管局邀請香港地方志
14. 香港
赤鱲角機場
辦公室主任暨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博士，以歷史文獻並輔
以口述歷史形式，編撰有關香港機場發展史
香港機場發展史的書籍，並將於今年夏
香港機場發展史
季集結成書，讓港人回顧由啟德機場到赤鱲角機場的集體回憶。為
豐富書本內容，機管局現開始進行機場相片徵集
機場相片徵集活動，向市民募集
機場相片徵集
啟德機場啟用以來至赤鱲角機場啟用初期的珍貴照片，設有 3 名大
獎，優勝者可獲來回亞洲任何一地的免費雙人機票，募集將於 5 月
16 日結束。查詢：25017959、活動網站：www.hkairportphotos.com。(按：

啟德機場在 1929 年建成，最初作為英國皇家空軍基地，1936 年第一
代客運大樓落成後才正式開始民航發展，當時每星期只有一班航
班，來往檳城和香港。)
15.
今年 2 月出版《
《今日昔日香港－
15. 地政總署測繪處今
今日昔日香港－香港航空照片集》
香港航空照片集》，
共有１６０頁，主要載錄自１９５０年代以來拍攝的航空照片和地面
照片。照片集除了收錄香港一些令人讚歎的景致和地貌照片外，亦對
照建築物、地標、運輸總站、道路、橋樑、休閒地點等的新舊照片，
帶領讀者踏上時空旅程，回顧香港今昔。拍攝航空照片是地政總署測
繪處其中一項主要職能，自１９６８年起成為該處的常規工作。照片
集亦讓讀者對航空攝影測量工作有全新的體會。
16.. 橫穿廣西東南、兩廣間首條直通直連的高鐵項目─南廣鐵路廣西段
16
南廣鐵路廣西段
（南寧至梧州南段）已於 4 月 18 日正式開通營運。因此，中國西南、
華南地區與粵港澳“大珠三角”經濟圈高速連通，同時提速粵港澳對
接東盟。(按：南廣鐵路西起廣西南寧，途經南寧東、五塘、黎塘西、

覃塘北、根竹、貴港、厚祿、桂平、平南南、永康、藤縣、梧州南、
鬱南、南江口、東至廣東雲浮、大灣、肇慶東、三水南、佛山西、奇
槎、三眼橋、廣州南站。全長 577.1 公里，設計最高時速 250 公里每
小時，全線開通後，兩地間運輸距離縮短 250 公里，運行時間節省約
11 小時。)

郊 野 及 海 岸 短 訊
1. 為了推廣保護大自然及樹木保育的訊息，漁護署
漁護署 與 郊野公園之友
會，已於今年四月及五月合辦郊野公園遠足植樹日活動，5 月 11 日為
署方今年在北大嶼郊野公園彌勒山作最後植樹地點。活動當日於 9 時
至 10 時半在報名地點即場報名，請参加者自備環保袋携帶樹苗。由於

植樹場地有限，額滿即止。查詢：2778 2275 電郵：
nature@afcd.gov.hk
2. 每年 5 月至 9 月是燕鷗繁殖季節，漁護
漁護署
漁護署訂下保護和觀賞燕鷗守則，
其中一項是提醒大家切勿登燕鷗島觀賞或進行其他活動；觀賞燕鷗宜
在船上進行，一般須距離燕鷗島 20 公尺以上。

內

部

動

態

1. 祝賀【
【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創會三周年。
《 生物多樣性
2. 會長以個人名義應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主管邀請，加入《
會長
策略及行動計劃》
《策略計劃》
策略及行動計劃》傳統知識專題小組，
傳統知識專題小組，是《
策略計劃》督導委員會及
工作小組以外的成員。(按： 環境局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因應《生物多樣

性公約》的要求，正著手制定本港的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策略計劃》)。《策略計劃》督導委員會下設有三個工作小組，包括
「陸地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海洋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與 「提
升意識、建立主流及可持續利用工作小組」。)

鳴
1.

2.

謝
本會共有會員友好 16 人担任「
「香港地球之友」
綠野
香港地球之友」舉辦第十屆「綠野
先鋒植樹遠足挑戰賽」
植樹遠足挑戰賽」攝影義工。名單：曾 强、黃文傑、鍾美珍、
鄭錦婷、尹兆江、陳伯豪、高綺雯、何美玲、曾映文、龍丁强、何
慶麟、周桂蓮、麥社安、李勤安、鄺子明、黃德明。
(排名不分先後)
西貢鄉事委員會送贈《
西貢鄉文化探索》
《西貢鄉文化探索
》兩本。
。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