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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1. 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內 )於 7 月 5 日
(周六) 下午 2 時至 3 時半假演講廳舉行考古專題講座【
【香港宋
元時期的陶瓷器：
元時期的陶瓷器： 從土瓜灣聖山遺址新發現說起】
從土瓜灣聖山遺址新發現說起】， 講者：
林業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2. 商務印書館於
商務印書館 7 月 6 日 (周日)下午 5 時半至 7 時半假尖沙咀
圖書中心(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32 號美麗華商場 B1 地庫
B1007-1010 號舖)舉行
【香江舊聞:
香江舊聞: 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
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
講座，講者: 明柔佑(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3.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於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7 月 12 日 (周六)下午 3 時
至 5 時假香港理工大學 N002 室舉行社區文化遺產專題講座，
講題【
【香江游泳史】
香江游泳史】，講者：潘淑華博士 (嶺南大學歷史系副
教授)。
4.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暨 華南歷史學會合辦於
7
華南歷史學會
月 26 日(周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假西區社區會堂西營盤西邊街
36A 一樓舉行【風雨同路半世紀
風雨同路半世紀——
風雨同路半世紀——西營盤道堂與社區歷史
——西營盤道堂與社區歷史
（1920(珠海學院香港
1920-1960 年代）】
年代）】講座，講者：游子安教授
）】
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華南歷史學會會長)。內容講述
道堂與西營盤之關係及發展歷史。(按：8 月中將安排西區道堂

考察)
5.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繼續舉辦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遺產社區教育計劃，於 7 月 26 日 (周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假香
港理工大學蒙民偉樓 305 室 (PQ305) 舉行【潮人盂蘭勝會
潮人盂蘭勝會】
潮人盂蘭勝會】
講座，講者：胡炎松先生(長春社
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理事及西貢
區潮僑街坊盂蘭勝會理事)。內容
講述潮人盂蘭勝會的歷史文化
意義及解釋勝會中每個祭祀儀
式、各個棚(大士、天地父母、戲
棚)的功能。 另外，適逢今年為第 60 屆西貢區潮僑街坊盂蘭
勝會，講者更會講述這 60 年來西貢區潮僑街坊盂蘭勝會的變
遷及盂蘭勝會如何迎接 60 周年這個大日子。 詳情查詢：電話:
2291 0238 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www.cache.org.hk
6. 香港歷史博物館現舉行最大規模粵港澳考古展覽「
「嶺南印記：
香港歷史博物館
嶺南印記：
粵港澳考古成果展」
粵港澳考古成果展」，由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聯合主辦，並由
廣東省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及澳門博物館聯合籌辦，借
展單位超過三十多個，展期至 9 月 1 日。粵港澳三地的考古在
過去三十年蓬勃發展，其中九個發掘項目被國家文物局評選
為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成績斐然，當中 1997 年香港
馬灣的考古發現佔一席位。(按：馬灣東岸出土的女性頭骨，

距今四千多年，頭骨的上頜被拔去一對門齒，據專家推斷，
或許與當時的成人禮有關。)展覽透過三地考古出土的七百多
套（件）文物，追溯嶺南地區由舊石器時代至明代的文明軌
跡。並且為配合展覽，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將於
8 月 16 日及 17
香港歷史博物館
日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查詢展覽詳情可電 27249042。
7. 古物古蹟辦事處最近委託顧問進行一項香港
香港古道
物古蹟辦事處
香港古道研究
古道研究，主力研
研究
究建於 1899 年之前的古道，除了對古蹟辦原有記錄的十四條
古道作詳細研究外，最近亦選取六條新發現的古道作基本記
錄。顧問公司與政府協商後，正式編撰一份報告，請瀏覽古
物古蹟辦事處( A. M. O.)網頁。
8. 第 25 屆香港書展定於
7 月 16 日至 22 日， 一連七天在灣仔會
香港書展
展中心舉行，參展規模是歷屆之冠，吸引來自 30 個國家和地
區，合共 570 家參展商參與。查詢更多書展詳情可瀏覽網站
www.hkbookfair.com。

英 浩
9. 由環護教育基金會
環護教育基金會舉辦、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委
環護教育基金會
會(環運會)贊助的「
「連線香港 同心護樹」
同心護樹」項目 –「我惜愛
樹」攝影比賽及短文創作比賽早前募集作品，市民反應熱烈。
旨在提高大家對香港樹木保育的關注，鼓勵多欣賞樹木美
態。比賽現已進入公眾投票階段，現誠邀全港市民親身參加
投票，推動最受喜愛的樹木保
育攝影及短文作品誕生 !
投票及詳情 :
http://treelink.hk/competition/vote
(7 月 31 日截止)
treelink.hk 樹木保育網站
查詢電話: 3768 5898
查詢電郵: enquiry@treelink.hk..
1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出版《
《老兵不死：
三聯書店
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屬『細味香江系列』叢書，作者：鄺智文((香
1857-1997）
1997）
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華洋軍人一百多年來的合
作，是香港「華洋雜處」歷史中一個獨特的寫照。該書不只
是為重新發現「本土軍人」，回顧這段被人遺忘的香港歷史，
更希望從華籍英兵的角度，審視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華人的關
係。
11.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出版《
《居有其所：
三聯書店
居有其所：香港傳統建築與
風俗》
風俗》，作者：蕭國健(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暨中國
文學系教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該書以簡潔的文
字，介紹香港境內的華人民居和傳統建築，考察其起源、發
展、形制和功能，向讀者展示傳統建築背後的深厚民俗和淳
樸民風。通過對香港傳統建築及其歷史的梳理和回顧，道出
香港這塊風水寶地的歷史韻味和文化魅力。
12.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新出版《
《遊古蹟，
三聯書店
遊古蹟，學通識——
學通識——《
——《藏在
古蹟裏的香港》
古蹟裏的香港》》，作者：黃家樑(現為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
長、教育評議會執委、普及國史教育關注組召集人、香港中
史教師會秘書、香港創新教育學會理事)。該書是一本圖文並
茂解讀香港古蹟的中學通識科參考書。全書按照地區分為
「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三章，合共 36 篇，內容涵
蓋所有全港具有代表性的歷史古蹟。每篇設有「古蹟簡介」
「建築特色」「歷史文物」「歷史掌故」等單元，系統梳理
古蹟相關知識，多角度解讀歷史文化現象。每篇均設有「通
識反思」單元，令學習與反思緊密結合。

內

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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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牟利藝術團體『
『光影作坊』
「點滴相
光影作坊』日前邀請本會代表参予「
傳﹣水務設施古蹟攝影計劃」
水務設施古蹟攝影計劃」，惜早有約會安排，未能抽空
出席其 7 月 6 日及 9 月 7 日外影活動。
2. 歡迎程錦春加入本會為新會員。

鳴

謝

1. 會員尹兆江、梁寶卿贊助印刷費。
2. 環保協進會姜紹麟項目主任送贈《節能社區 連續事件簿 5–
5–
樂活北區 節能社區》、《
節能社區》、《樂活大埔
》、《樂活大埔 2–
2–節能社區 蝴蝶效應
地區 6 》、《悠然生活
》、《悠然生活》
悠然生活》(作者邱榮光博士)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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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