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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透過從全國各地主要文博單位借來的文物，向公眾介
紹漢代的歷史、藝術和文化發展。是次展覽會以漢帝國的崛
英 浩
資 訊 交 流
起作討論重心，並深入介紹漢人的社會生活，以及當時中外
交流的盛況，向公眾展示漢代的政治、藝術、社會生活和文
化發展等，並著墨於包括香港所在的嶺南地區在兩漢時期的
1.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香港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 號)於 7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
發展。這次展覽展出約 162 件(套)文物，分別從北京、廣東、
月 1 日(星期三，公眾假期) 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穿越──
穿越──香
──香
廣西、雲南、甘肅、內蒙古、河南、河北、湖南、山東、四
港博物館節 2015」
「傳統客家花帶」
2015」之「
傳統客家花帶」講座，講者徐月清女
川、新疆及陝西等十多個省市、約四十個文博單位精心挑選。
士(資深客家文化研究者)。講座
9. 康文署、
香港海防博物館專題
將會介紹客家花帶豐富的文化
康文署、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假香港海防博物館專題
展覽廳，聯合主辦「
「戮力同心─
涵意，並由講者即場示範編織花
展覽廳
戮力同心─粵港抗戰文物展」
粵港抗戰文物展」，展期至
今年 11 月 4 日止。透過展出六十五件(組)珍貴的粵港抗戰文
帶的技巧，讓公眾能夠認識這項
物，包括地圖、宣言、書信、抗戰宣傳刊物，以及日本佔領
幾近失傳的傳統工藝技術。
香港時期發行的軍票、簽發的住民證等，並輔以歷史圖片，
2.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比
希望能讓參觀者對粵港兩地人民參與抗戰的歷史有更深入
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比較視野
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的認識和了解，銘記這段艱苦抵禦外侮的烽火歲月。
中的道教儀式」研究計劃於 7 月 4
10. 華潤雪花啤酒（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假香港中
華潤雪花啤酒（中國）
中國）有限公司 與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聯合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主辦【雪花純生匠心營造
雪花純生匠心營造 中國古建築攝影大賽•
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201 室主
中國古建築攝影大賽•斗拱】
斗拱】，目
前已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中國古建築類攝影賽事。現接收投
辦「
「香港道堂度亡科儀」
香港道堂度亡科儀」講座，
講座
稿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評選時間:2015 年 8 月 19 日—9 月 15
講者葉長青道長，介紹香港道堂度亡科儀的源流發展、文化內
日。 透過比賽，希望攝影師能用手中的相機，慢慢的感受古
涵，以及科本儀式的種類、功用和特色等。
建築的細節之美，感受蘊於古建築中的那些匠心。詳情見雪
3. 共融網絡得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今年出版《
《無障礙古蹟
共融網絡
花純生匠心營造官網 www.archfans.com
旅遊指南三–
旅遊指南三–香港東部》
香港東部》。它的出現，是建基於該會義工古蹟
導賞服務的資料記錄，希望能夠與更多人分享，使到一些未能
(按：斗拱
斗拱是中國建築上的一種特殊構件，它處於屋簷與立柱
參加本會活動的人士及團體，可以嘗試自行前往參觀香港古蹟
兩層結構之間，起到承上啟下傳遞荷載的作用。斗拱
斗拱在中國
斗拱
景點。同時並得到香港史學會
香港史學會合辦，出版《
《香港歷史探究二–
古建築中不僅有其獨特及重要的功能性，更有多姿多彩的裝
香港史學會
香港歷史探究二–
香港東部歷史》
《指南》
飾效果，也奠定了其在中國古建築中重要的地位。)
香港東部歷史》，目的針對《
指南》的無障礙路線，撰寫相關
專題文章，讓讀者可以多角度解讀香港歷史。無障礙古蹟導賞
無障礙古蹟導賞
11. 澳門文化局為慶祝“
“澳門歷史城區”
澳門文化局
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１０週年，特
十週年新書發佈會定於
7 月 17 日（周五）晚上 7:30-8:30 假深
與有關單位聯合舉辦５大系列共３５項精彩活動進行慶
十週年新書發佈會
水埗麗閣邨麗蘿樓地下 S102 香港傷健協會九龍西傷健中心舉
祝，藉此幫助廣大市民和遊客進一步加深對澳門歷史城區的
行。
認識。包括開放重新修復的東望洋炮臺、魯班先師木工藝陳
4.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 於 7 月 11 日 (周六)下午 3:00
列館、饒宗頤學藝館等歷史文化設施，舉辦“根與魂
根與魂——
根與魂——河
——河
至 5 :00 假香港理工大學 Y301 室舉行社區文化遺產專題講座
社區文化遺產專題講座
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
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申遺成功１０
申遺成功１０週年文化保護
１０週年文化保護
之「
「潮人盂蘭勝會食品
，費用全免。
。導師楊子
成果展”
潮人盂蘭勝會食品、
食品、祭品工作坊
祭品工作坊」
工作坊」
成果展”、“全球地圖中的澳門”
全球地圖中的澳門”歷史古地圖展等展覽展
儀博士(貴嶼仔潮式餅糖糕飽專門店負責人)、胡炎松先生(長春
演，舉辦 “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學術交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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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同時還將出版《
《澳門歷史城區》
《澳門文化遺產叢書》
澳門歷史城區》、
澳門文化遺產叢書》
5.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 於 7 月 25 日 (周六)舉行[[從
等各類書籍，並發行紀念郵票等。((按：魯班先師木工藝陳列
日用品讀歷史：
周二農曆六月十三日魯班先師正誕日
正誕日))開幕
開幕。
日用品讀歷史：香港戰後歷史講座 + 工作坊]
工作坊]，邀得蔡思行博
館於 7 月 28 日(周二農曆六月十三日魯班先師
正誕日
。)
士(香港大學歷史系博士)，於百年古蹟內為大家講述戰後香港
大大小小的事件。上午 11:00 – 12:30 先就著作《
《香港史 100 件
郊野及海岸短訊
大事 (下
(下)》分享講解，回顧近六十年影響深遠的大事，重塑歷
史大圖畫；下午 2:00 – 4:00 則是互動工作坊，從隨手可用的日
用品，解讀當中記載的香港故事。須報名及收費
須報名及收費，查詢：電話:
漁護署
「四季遊歷郊野公園」
須報名及收費
漁護署曾於去年舉辦過「
四季遊歷郊野公園」攝影比賽，鼓勵市
2291 0238、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www.cache.org.hk。
民捕捉四季不同景色。今年 6 月起舉辦「
「郊野．
郊野．美景@
美景@大嶼」
大嶼」活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與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現聯合主辦
「發
動，分為階段一
階段一：
10 月 15 日止。階
階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階段一：風景攝影比賽，作品提交以
風景攝影比賽
跡香港」
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舉行，重溫百多
段二：
跡香港」展覽，
展覽，假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段二：我最愛的景點選舉、階段三
我最愛的景點選舉 階段三：
階段三：遊．大嶼。詳情見
大嶼
年香港工業的發展，特別是戰後至 1980 年代製造業的黃金歲
http://www.natureintouch.gov.hk/outdoor/activity/nit_2011/0/665。
月。展覽以文字、圖片和視聽節目等闡述香港工業的成長、工
業區的設立及其與社區的關係、工人生活和工廠大廈的建築特
內
部
動
態
色，讓觀眾認識上一輩人胼手胝足、努力耕耘的成就。展覽更
邀請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學生參與創作，以香港工業為題，設
1. 本會祝賀香港柔功門總會
香港柔功門總會於
香港柔功門總會 7 月 18 曰(周六)舉行夏漢雄宗師
計及製作一系列視覺藝術作品，從不同角度演釋香港工業的昔
寶誕暨香柔功門總會第一屆執委會就職典禮。
日面貌。展期至 9 月 13 日。
2. 本年 10 月是本會成立十八週年誌慶
十八週年誌慶日子，現正籌備
籌備民俗講
十八週年誌慶
籌備
7. 香港中央圖書館 (五樓縮微資料閱覽區))現舉行「新聞故事系列
座–9 月 23 日(周三)晚、攝影講座–10 月 8 日(周四)晚與 10
- 風月塘西：
風月塘西：從新聞報導看香港的娼妓歷史」
從新聞報導看香港的娼妓歷史」專題展覽。
專題展覽。透過
月 14 日(周三)晚。10 月 18 日(周日)會有聚餐聯歡，午間或晚
舊報章的新聞報導和歷史圖片，回顧十九世紀中葉香港開埠初
間舉行仍在商議中。以上活動詳情稍後公布，敬希會員友
期至 1930 年代政府宣佈禁娼前的一段娼妓歷史。展期至 10 月
好，舊雨新知垂注。有興趣者，歡迎提早報名，以便安排！
31 日(周六)，查詢：2921 0349。
8. 2015 年適逢李鄭屋漢墓
李鄭屋漢墓發現六十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
李鄭屋漢墓
香港歷史博物館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漢武盛世：
漢武盛世：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流」
帝國的鞏固和對外交流」展覽，屬香港賽馬會呈獻
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