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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旅 途 絮 語
1.

郭 志 標
香港首間附設再造水設施的三級污水處理廠，於2006年在
大嶼山昂坪設立。目的配合昂坪纜車系統及相關旅遊發展項目啟
用後，大量增加的遊客對昂坪及石壁水塘集水區所帶來的污水收
集、處理及排放需要。
經過三級處理及紫外光消毒的排放水再經加氯消毒後，成
為安全可靠的再造水，再供應給附近公共洗手間及纜車站洗手間
作沖廁水之用，另外還會在廠房內用作灌溉和養殖觀賞魚。
無可置疑，該污水處理廠發揮高度的功能，但離開污水
處理廠不遠，有寶蓮禪寺之海會靈塔，內供奉靈骨龕位，最特別
是這裏有焚化爐，用作荼
毘(化身)之用。
海會靈塔位處僻
靜，建於九大名澗之一的
昂深石澗(昂平與深屈)
上源，攀澗人士離澗時多
必經該處圍牆外。海會靈
塔內不見有排污溝渠，圍
牆下獨見有一缺口，每逢
內裏清洗時，污水便順勢
而下，經集水區匯注石壁水塘內。由於污水影響，昂深石澗盛名
已不如前了。
有見及此，筆者最近再知會漁護署，希望能轉介環保署
有所跟進。

(按：寶蓮禪寺規定高僧才能在海會靈塔進行點火。過往，2010
年 8 月 15 日這裏有【聖公長老荼毗（火化）法會】、2013 年 7 月
29 日劉太邀得釋智慧大師為武術一代宗師劉家良師傅的遺體負
責點火儀式。)
(歡迎投稿)

郊野及海岸短訊
1. 漁護署在西貢海濱公園設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火山探知館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火山探知館，內設六方
漁護署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火山探知館
柱模型，展出世界各地的岩石標本，並介紹西貢一帶的地質景點。這
有助市民了解本港地質歷史，從而認識地質公園的獨特地貌。
漁護署將於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在汀角舉辦汀角生態導
2. 漁護署
汀角生態導賞團。專
業的生態導遊將帶領公眾欣賞海岸美景並認識汀角沿岸的紅樹林與各
種海岸生物。在導遊的帶領下，遊人將了解更多關於汀角海岸的生態知
識，並認識欣賞自然環境的正確方法。歡迎有興趣的中學 / 註冊非牟利
機構 / 註冊慈善團體申請，費用全免。

鳴

謝

1. 攝影師張焯送贈《
《香江掠影 6060-70 年代 張焯攝影集》
張焯攝影集》一本。
《水尾村天后古廟進火重光誌
水尾村天后古廟進火重光誌
特刊》
2. 錦田鄉送贈錦田鄉《
特刊》(2014)四本。
(2014)
《厦村鄉鄉事委員會新厦落成入伙開幕誌慶特
3. 厦村鄉鄉事委員會送贈《
(2014)六本。
刊》(2014)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英 浩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於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8 月 17 日(周日) 19:30 至 22:00
舉辦〈
速寫．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速寫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戶外速寫活動，集合地點: 潮州
公和堂盂蘭勝會 (摩頓臺臨時遊樂場)，名額: 25 人，費用全免，須
報名，自備畫板和顏料，顏料不拘，鉛筆﹑粉彩﹑蠟筆﹑水彩﹑水
墨等均可。報名表格可於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索取或到
http://cache.org.hk/blog/wp-content/uploads/2014/07/sketch_yu_lan_form.pd
f 下載填妥表格後，將表格連同一幅手繪畫作，於 2014 年 7 月 28
日或之前電郵至 enrollment@cache.org.hk(郵件標題請註明：
「參加〈速
寫．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是次活動還設有導賞環節，讓參加者
先對現場所見的盂蘭文化有初步了解，其後可按興趣，繪畫會場內
外各人、事、物。而是次速寫活動中的作品，將會結集成畫冊出版，
並派發給公眾人士，以另一個方式認識這項源遠流長的傳統風俗。
詳情查詢：電話: 2291 0238 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www.cache.org.hk
2. 香港海防博物館常設展一至五號展覽廳
香港海防博物館常設展一至五號展覽廳於 8 月 22 日至 2015 年 3 月 11
日舉行「
中日甲午戰爭文物展」
「中日甲午戰爭文物展
」。適值 2014 年是甲午戰爭 120 周年，
香港海防博物館與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院會館合作，展出約 90 件珍貴文
物和歷史圖片，以及軍艦模型、北洋海軍軍服及軍艦旗號等輔助展
品。讓參觀者進一步認識北洋艦隊的創建甲午戰爭的始末，以及甲午
戰爭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3. 香港海防博物館演講廳
香港海防博物館演講廳於 8 月 23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日
佔時期的啟德機場」
講座，講者吳邦謀先生（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
佔時期的啟德機場
」講座
4. 由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同學組成的 2014 東華三院文物館大使
東華三院文物館大使已於 7 月
26 日起，一連六個週末為參觀東華三院文物館
東華三院文物館（九龍窩打老道 25 號
東華三院文物館
廣華醫院）的觀眾提供早上 11:30 至 12:30 及下午 2:30 至 3:30 定點導
賞服務。以下定點導賞日期：8 月 2 日(六)、8 月 9 日(六)、8 月 16 日(六)、
8 月 23 日(六)、8 月 30 日(六)。
5.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延續與變革：
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
，作
《延續與變革
：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
》
，
者蔡志祥（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韋
錦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這是一本匯集香港學界多位學
者以中文撰寫，從 1980 年代以來香港的社區建醮民族誌專書。學者採
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把疏散於香港各個社區與角落的道教科儀本、
土地糧冊、族譜、契約、碑刻文字等資料，再藉著口述歷史、從比較
的角度探討鄉村社區內在結構和外緣關係的變遷。全書按照舉辦建醮
活動的不同主體，劃分為單姓宗族聚落、複姓村落、單姓主導的複姓
聚落、墟市、客家等章節。從而讓大家深刻體會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
交匯之地，如何保持本土特色的文化機制。
6.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踏入服務香港一百周年，特推出多本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
書籍，例如：《
城境──
──香港建築
1946--2011
2011》
《城境
──
香港建築 1946
》講述戰後香港建築的發
展、《
香港古橋──
──圖說古橋歷史與建築工程
圖說古橋歷史與建築工程》
《香港古橋
──
圖說古橋歷史與建築工程
》道出 17 道古橋的前世
今生、《
荷李活道警察宿舍──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情
《荷李活道警察宿舍
──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
情》記述警察
家庭的栩栩軼事和亞洲首座員佐級已婚警員宿舍的歷史、《
《默默向上
──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游──
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
》重溫香港五十年代面貌。此外，該館
特別推介復刻版《
香港指南》
《香港指南
》。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初版，可算是香港
旅遊天書的鼻祖，描述香港的人情風貌。書中事物對現在的讀者而言，
既熟悉又陌生，透過此書可感受舊時香港的情懷風味。
中華書局((香港
香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颱風故事》
7. 中華書局
《香港颱風故事
》，作者蔡行、梁榮。
該書結合歷史資料與科學知識，並輔以大量珍貴老照片佐證。書中分
為歷史篇和親歷篇兩部分。歷史篇梳理大量資料，介紹了康熙年間短
短八年的四次颱風；1937 年造成超過 10,000 人死亡的「丁丑風災」以
及迄今仍保持三個香港氣象紀錄的「溫黛」等。親歷篇則從科學知
識和現代追風資料講解，並分享本世紀最具爭議的疑似漏報颱風「派
比安」的個案，讓大家反思城巿生活與自然災害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