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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旺角始創中心將日本三大祭之一
的『京都祇園祭
京都祇園祭』
旺角始創中心
京都祇園祭』首次帶到
英 浩
香港， 現時『
『祇園祭山ｘ
園祭山ｘ模型及精品珍藏展』
模型及精品珍藏展』於始創中心地
資 訊 交 流
面大堂舉行，展期至 8 月 31 日止。
6. 運輸處批准來往香港仔至長洲的渡輪己於
8 月 8 日起投入服
運輸處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發跡香
務，上落客地點位於長洲公衆碼頭及香港仔海濱公園旁登岸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為配合「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港」專題展覽，於以下日期下午 3 時至 5 時正在九龍尖沙咀海
(近香港仔中心) 。
防道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聯合主辦以下講座；
7. 香港福建同鄉會和舟山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
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福建同鄉會 舟山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
舟山市普陀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普陀
8 月 8 日–「
「戰後香港城市、
山佛教協會將於
8 月 22 日聯合主辦「福佑香江．
戰後香港城市、工業與工人」
工業與工人」講座。
講座。講者 :呂
山佛教協會
福佑香江．普陀山南海觀
大樂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香港研究講座
音庇護祈福巡遊」
「福佑香江．
音庇護祈福巡遊」及「
福佑香江．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千
教授)。
人齋宴」
「福佑香江．
人齋宴」。「
福佑香江．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巡遊」
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巡遊」將於
8 月 15 日–「
「從線到衫」
當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上午 10 時在北角區進行，普陀山道慈大
從線到衫」專題座談。主持：陳志雲先生(傳
專題座談
媒工作者)、 潘偉賢先生(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裁)、鍾國斌先
和尚將引領巡遊隊伍，由北角海關大樓（電照街）出發，沿馬
生(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永遠榮譽會長)、鄧達智先生(時裝設計
寶道 → 琴行街 → 英皇道 → 油街 → 電氣道 → 大強街
師)、莊偉茵女士(香港公益金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14/15)。
至城市花園道公園結束。
8 月 29 日–「
「香港棉紡工業家」
8.「福佑香江．
香港棉紡工業家」講座。講者鄭宏泰博士(香
講座
福佑香江．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千人齋宴」
普陀山南海觀音庇護祈福千人齋宴」當晚於會展
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
中心新翼 3 樓大堂舉行，擬設 200 席、近 2,500 人參加。大會
任 )
將於現場配樂誦讀「普陀山宣言」，展示（新六和）吉祥簽
2.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名寶幛，向信眾贈送開光觀音寶相及吉祥卡。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CACHe）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慷慨支持，得以為香港電台推出的《
《香港歷史系列 III》
9.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
《教育與承傳(
III》舉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教育與承傳(二)──南來諸校的口述
──南來諸校的口述
辦相關系列活動，主題由二次大戰時的香港保衛戰出發，再探
故事》
故事》，作者梁操雅, 丁新豹, 羅天佑。本書以口述史的形式，
討本地醫療、報業、航運、法治、交通、房屋、地區發展與華
透過校友、導師或院長等同寅的親身闡述，輔以對有關文獻
商關係等不同範疇的發展脈絡和軌跡。並且舉行研討會，邀請
的整理，描繪了真光
真光、
真光、培英、
培英、培道、
培道、培正及協和五所學校的
培正及協和五所學校
三位歷史學者闡述對三個範疇的研究所得，共同考證交流。
滄桑歲月，豐腴了那個時期的社會情狀的資料及證據，更清
8 月 30 日 (星期日) 14:30 – 17:00 香港理工大學 N002 室
晰地反映了自民國初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省港兩地的歷史發
自民國初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省港兩地的歷史發
舉行，費用全免。
展及教育承傳，諸如這些學校的起源與發展、民初非外化對
展及教育承傳
第一節：
這些學校的衝擊、戰時師生如何顛沛流離地接受教育、諸校
第一節：「香港的醫療衛生發展史」。講者 :丁新豹博士(前香
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為何自穗南遷來港開設分校，及在省港兩地繼續發展的情況
第二節：
等，重塑本港師範教育的發展歷程。
第二節：「19501950- 80 年代香
港公共房屋」。
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
《從廣州到香港 真光流金歲月的口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講者 : 劉智鵬博士
述故事》作者梁操雅、
杜子瑩、 李伊瑩。真光已創校 140
述故事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
年，全書共載錄八則與校友的訪談故事，旨於留住各受訪者
研究部主任)
於真光不同時期所經歷珍貴的口傳記憶，以及從個人的獨特
第三節：
體驗及情懷，為真光的歷史承傳加添一份「人情味」。
第三節 ： 「 戰後香港航運
史」。
11. 商務印書館(
《匠人 匠心 匠情繫紅磡-商務印書館(香港)
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有限公司
匠情繫紅磡--承
--承
講者 : 周家建博士(前古物
傳與變易》
傳與變易》，作者梁操雅。全書分兩大部分，首部為紅磡從
古蹟辦事處研究主任)
1950 年代至今的發展演變，加上丁新豹博士講述兒時的紅
報名辦法：公眾人士網上報名
磡，及鄭寶鴻先生的紅磡珍貴相片和解說。第二部分為聖匠
http://www.cache.org.hk/signguestbooka.php。
堂在紅磡區服務的各種範疇，以口述故事方式記錄。
教育團體報名則請填妥活動報名表格下載 :
http://www.cache.org.hk/download/CACHe_
內
部
動
態
com_pgm_app_gp_form.pdf ) 後傳真至 22910236。
查詢 電話: 2291 0238
電郵:
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1. 會長郭志標以作者身份出席 7 月 17 日早上「細味香江
細味香江，
網頁 www.cache.org.hk
細味香江，緬懷
3.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舊事」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CACHe）承蒙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舊事」的香港書展活動。
捐助，展開保育社區文化遺產計劃，出版《
《點滴皆辛苦——
2. 本年 10 月是本會成立十八週年誌慶
十八週年誌慶日子，原定
10 月 18 日(周
點滴皆辛苦——六
——六
十八週年誌慶
十年代香港制水故事》
日)的聯歡敍餐，改為 10 月 17 日(周六)
十年代香港制水故事》一書，以六十年代制水為主題，請來 14
周六) 晚上 6 時半至 9 時半假
位經歷過制水的「過來人」
，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將訪談整
紅磡理工大學文康樓四樓『
紅磡理工大學文康樓四樓『南北小廚』
南北小廚』聯歡敍餐，參加者每位
聯歡敍餐
理成文，將他們的故事記載成冊，保留香港這一段特殊的歷
港幣 2 8 0 元，小童 12 歲以下、長者 70 歲以上均各收優惠價港
史。如欲取得《
《點滴皆辛苦——
幣 220 元。歡迎支持本會的新舊會員及友好携伴及早報名參加，
點滴皆辛苦——六十年代香港
——六十年代香港制水故事
六十年代香港制水故事》
制水故事》，請
連同附$5 郵費的回郵信封（書刊尺寸為 10.5 公分 x15 公分 x2
促進情誼，席間有抽獎助興。(按：歡迎贊助印刷費、抽獎禮品)
公分）
，郵寄至「香港西營盤西邊街 36 號 A 後座 長春社文化
古蹟資源中心收」
，信封面請列明「索取《
《點滴皆辛苦》
，或
點滴皆辛苦》」
鳴
謝
親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領取。印量有限，每人可免費獲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贈一本。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開放時間：
中心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香港史學會理事李國柱先生送贈《
《無障礙古蹟旅遊指南三–
香港史學會
無障礙古蹟旅遊指南三–香港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星期日、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東部》
、
《香港歷史探究二
東部》
《香港歷史探究二–
香港歷史探究二–香港東部歷史》
香港東部歷史》書刊各一本
書刊各一本。
各一本。該書是
4. HK Discovery 野外動向雜誌
野外動向雜誌新設香港郊野網頁版，內容有遠足
動向雜誌
共融網絡獲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並與香港史學會
香港史學會合辦，得
共融網絡
香港史學會
資訊、畫廊相片、廣告服務、顧問項目、 3E 戶外教室、 媒體
以出版。
／節目製作、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報導／新聞稿、合作伙伴、
好友連結等。詳情請看 platform.hkdiscovery.com。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