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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喜歡行山朋友請留意，新片《
《狂野行》
，劇情根據美國女作家
狂野行》
雪兒史翠德(Sheryl Strayad)自傳改編《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英 浩
資 訊 交 流
the Pacific Coast Trial》
。講述一位女子傷心失意時，自暴自棄，
後來醒悟過來，她選擇拋開一切，背起背包，獨自去荒野作
漫長的遠足。沿 Pacific Coast Trial 走了千多公里，期望在途中
1.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西營盤西邊街
36A 後座）夥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找回自我，以及思考怎樣繼續走自己人生上的道路。劇本勵
劇本勵
拍來自不同背景的導師舉辦課程，在社區建立知識交流平台，
志，是一部治療心靈的好電影。片中的沙漠、雪山等壯麗美
在日常生活中探索文化古蹟保育的可能性。包括 1. 設工作坊
是一部治療心靈的好電影
景，令人一見難忘。(按：今年是英屬哥倫比亞雜誌(British
鼓勵學員利用隨身工具拍攝社區，紀錄區內的文化和人情。在
社區的歷史脈絡下，積極保育香港的社區文化遺產。2. 設考古
Columbia Magazine)創刋五十周年，該刋列出在當地一生最值
學入門工作坊，將介紹考古學的基本知識、包括考古調查和發
得做的五十件事，第一件就是：Hike the West Coast Trial)
掘、斷代方法、出土文物的室內整理及保存方法，香港重要的
11. 在流感高峰
流感高峰期間，大家宜改變生活習慣，爭取休息時間，多
流感高峰
考古發現，及公眾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及個案討論。完成此工作
做帶氧運動(例如步行、行山)，提高個人抵抗力。一旦感到
坊可望能對考古學有初步的認識，並以多角度審視歷史文化對
不適，應戴上口罩，向醫生求診，同時減少到人多擠迫之處。
社會的價值。詳情見網頁 www.cache.org.hk、查詢： 2291 0238 。
12. 中文大學現有一間二手書店，乃中大善衡書院贊助計劃下所
中文大學
2. 2015 年「香港花卉展覽」
誕生的產物。書店位於中大善衡書院陳震夏館
中大善衡書院陳震夏館 G01 室。營業
香港花卉展覽」將於 3 月 20 日至 29 日在維多利亞公
園舉行，為期十天。
時間周一至周五：中午 12 時至晚上 10 時，周四延至凌晨 12
3.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於以下日
時、周六中午 12 時至下午 3 時。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期下午 3 時至 5 時正舉行兩期講座
講座：
13.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多年來致力推動閱讀和創作，並於
講座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3 月 7 日(周六)「
「鹽的故事（
」，講者：郭志德先
2013 年底成立「
「新閱會」
，進一步推動閱讀文化，讓更多人培
鹽的故事（鹽田梓經驗）
鹽田梓經驗）
新閱會」
生(天主教香港教區教區建築及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養閱讀習慣，尋找生活樂趣。
「新閱會」現正進行招募，有興
3 月 14 日(周六)「
「瑪利諾修女與香港」
，講者：朱益宜教授(香
趣的人士可立即登記成為會員(費用全免)。會員有機會參與一
瑪利諾修女與香港」
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連串精彩活動，並享多項與閱讀相關的優惠。報名方法：
4. 香港海防博物館演講廳於
網上登記 www.shkpreadingclub.com
香港海防博物館演講廳 3 月 8 日(周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初探甲午戰爭中的皇家海軍」
查詢電郵 contact@shkpreadingclub.com
電話 25113248
初探甲午戰爭中的皇家海軍」講座，講者：鄺智文博士(香
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詳情:http://www.jtia.hk。
5.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舉行「
「早期中國海外華人」
14.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
早期中國海外華人」講座系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
CNN）選出全球七大最型運輸工具
列 ：33 月 21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第八講：「20 世紀初加國
系統，連接港島中環至半山的扶手電梯
港島中環至半山的扶手電梯榜上有名。
(按：半山
港島中環至半山的扶手電梯
華人：
電梯 1993 年啟用，原意為方便居民往來中環，並紓緩半山區
華人：林舉超與溫金有」
林舉超與溫金有」，講者周家建博士(香港大學哲學博
士)。29
29 日(周日)下午 3 時至 5 時第九講：「
「熱情與悲情─
狹窄道路的繁忙情況。電梯長 800 米，為全球最長扶手電梯，
熱情與悲情─澳洲
華人與越洋航運」
約需 20 分鐘路程，早上 6 時起向中環方向行，早上 10 時以後
華人與越洋航運」，講者楊永安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
授)。
就轉為上山。據 2010 年統計，每日約有 8.5 萬人使用。)
6. 舞獅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
15. 澳門美高梅展藝空間(澳門外港填海區孫逸仙大馬路)現正展
舞獅
澳門美高梅展藝空間
中國節日文化裡一項重要活
出北京古都之帝韻風華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紫檀雕刻
動，時代廣場「廳堂博物館
廳堂博物館」於
藝術」
廳堂博物館
藝術」展覽。以完美結合中國古代建築智慧結晶，真實還原
新年期間為大家帶來「
「一代醒
明清時期老北京城兩大地標---「內九外七」之首永定門城樓及
獅」展覽，展出共三十六隻舞
天壇祈年殿。展覽至 3 月 22 日止。逢周二至日，中午 12 時至
展覽
獅，同時亦會展示舞獅樂器、傳
晚上 9 時，(逢星期一休館，公眾假期除外)。該展覽向公眾開
統獅劇表演，傳統獅頭紮作工藝
放，免費入場。
示範等。展期至 3 月 5 日。
7. 饒宗頤文化館展覽廳
饒宗頤文化館展覽廳 1 (F 座下層) ( 香港九龍青山道 800 號)
郊野及海岸短訊
於 3 月 28 日至 4 月 26 日舉行 「生活攝影禪展覽」。
生活攝影禪展覽」。查詢電
」。
話Tel: 2100 2828、
1. 有《
《台灣樹木圖鑑》
台灣樹木圖鑑》App 收錄多達九百九十四種植物資料，附
8. 今年初有報章副刊談及「撐起郊野」的文章，並介紹三本書
以一千七百多張圖片，內容相當豐富。介紹的植物來自台灣，
籍，從書中領略香港郊野公園的可貴。(一)《四份之三的香港：
然而大部分花草樹木在香港也會出現。大家可以先按雙子
四份之三的香港：
行山、
葉、單子葉等分類，再進入科及屬，按圖索驥。若然知道植
行山、穿村、
穿村、遇見風水林》
遇見風水林》，作者：劉克襄，中華書局(香港)
出版。作者是台灣人，以台灣角度看四份三香港。(二)《
《香港
物名稱可以直接尋找。操作十分簡單。該支援軟件平台為
本土旅行八十載》
Android，費用全免。
本土旅行八十載》，作者：郭志標，三聯(香港)出版。該書以
八十年的香港歷史呈現本土旅行的發展過程，以麥理浩徑年
2. 有《
《遠足香港 Hiking HK》
HK》App 提供多條基本香港遠足路線、
代通過的《郊野公園條例》為里程碑，到沙士襲港時行山遠
交通、地圖、及相片等資料，當中更有包括水塘、石洞、山
足活動復興。(三)《尋花
尋花--嶺、遠足徑等不同特色的景點簡介，又有齊各郊野公園露營
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扎
---香港原生植物手扎》
香港原生植物手扎》，作者：葉曉
文，三聯(香港)出版。花了一年時間跑上山頭尋花，記錄了五
地點等實用貼士，新近還加入了手電筒及指南針等工具。該
十種香港原生植物。每一張漂亮的圖畫後頁，都是她約五百
支援軟件平台為 Android，費用全免。
字的散文，以一手秀麗的文字寫下一個關於這朵花的故事。
9. 近來有很多社團成立，其中一個稱「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
香港媽祖文化聯誼會」於
鳴
謝
今年 1 月 18 日中午，在於荃灣三叠潭圓玄學院舉行恭迎湄洲
媽祖祖廟分靈參拜儀式。禮畢後護送媽祖聖駕前往葵涌石蔭
三門仔新村代表送贈《
《三門仔新村遷村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三門仔新村遷村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路一百零八號葵發大廈二樓 G 室神台。主禮者多是中聯辦、
(2015 年)一本。
全國政協、人大代表等嘉賓。(按：湄洲媽祖廟是世界 33 個國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家和地區六千多座媽祖祖廟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