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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浩

資 訊 交 流

1. 嗇色園黃大仙祠(九龍黃大仙竹園村
2 號)於 10 月 1 日(周四)上
嗇色園黃大仙祠
午 7 時至下午 5 時舉行開放日。留意祠內鳳鳴樓禮堂有道教
道教
科儀道服展覽。
科儀道服展覽
2.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 (西營盤西邊街 36A 西區社
區中心 後座) 現舉行《
《西營盤利民生活展》
。參與單位包括都
西營盤利民生活展》
市農夫、灣仔街坊、設計師、藝術家及社區工作者，透過他
們的作品和故事，分享他們對社區生活的想像及實踐經驗，
並鼓勵大家著手創造，並保護所住社區內的利民生活條件。
展期至 10 月 31 日。開放時間: 逢周二至周六 上午十時至下
午六時 (星期日、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3.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 於 10 月 31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假香港理工大學舉行 「日佔時期的大埔:
日佔時期的大埔:戰火歲月
的生活」
的生活」專題講座。講者馬木池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
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經理)。名額 100 人，費用全免。
4.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與 香港歷史博物館 合辦主
題「
「吾土吾情：
香港歷史
吾土吾情：華南地區土地與民眾
華南地區土地與民眾」
土地與民眾」講座 2015，假香港歷史
博物館地下演講廳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檔期如下：
博物館地下演講廳
10 月 10 日 鍾潔雄 『 黃大仙信俗與香港社會民生』
黃大仙信俗與香港社會民生』
10 月 17 日 潘淑華 『再造傳統：
再造傳統：廣州的乞巧節與城隍誕』
廣州的乞巧節與城隍誕』
10 月 24 日 危丁明 『華南地區齋堂與近代女性獨身文化
華南地區齋堂與近代女性獨身文化』
齋堂與近代女性獨身文化』
10 月 31 日 丁新豹
11 月 7 日 張瑞威

待定
『殖民地早期新界土地政策』
殖民地早期新界土地政策』

5.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商
場B1地庫B1007-1010號舖 )於10月3日（周六）下午2時至 4 時
繼續舉行『
『香港歷史影像系列』講座，今期講題『
『 變遷的城
香港歷史影像系列
境 ─ 從戰後建築看香港城市面貌』
從戰後建築看香港城市面貌』， 講者薛求理教授(香港
城市大學建築學系) 。講座會以普通話進行，將與讀者探索
香港建築設計的演進，了解香港現代歷史。
6. 中華書局的第五期【似曾相識的香港
似曾相識的香港】系列講座，於下列日期
中華書局
似曾相識的香港
逢周三晚上7時至9時假油麻地中華書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50號）舉行，報名查詢：2137 2348 / 2137 2322
電郵 ： marketing@chunghwabook.com.hk 費用全免，座位有
限，先到先得。
10 月 7 日 講題『
『濁世消磨—
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鬱結難舒的
「休閒生活」』
休閒生活」』，講者周家建（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
」』
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
10 月 28 日 講題『日軍在香港的暴行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講者丁新豹（前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
授）、劉智鵬（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
香港地方誌辦公室主任）。
7. 中華書局於
中華書局 10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黃大仙親仁
街 2 號城寨社區會堂 2 樓禮堂（黃大仙地鐵站 D1 出口，位於
黃大仙警署側，嘉諾撒小學對面）舉行『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講座，請來 7 位嘉賓進行對談，包括《黑暗之城：九龍城寨
的日與夜》譯者朱一心、昔日城寨的郵差阿寶，以及多位城
寨街坊等。
8. 香港觀鳥會 出版 觀鳥指南《
，內容豐富，圖
觀鳥指南《香港觀鳥地圖》
香港觀鳥地圖》
文並茂，介紹香港最熱門的四十二個觀鳥勝地之外，還配有
近二百幅高清雀鳥圖片和觀鳥基本知識，為觀鳥新手必備的
指南。

9. 港大美術博物館徐展堂樓 1 樓(薄扶林般咸道 90 號)現舉行《烽
火山河：
火山河：民國與抗戰（
民國與抗戰（1912 至 1946）》
1946）》展覽
）》展覽，當中展出有關
展覽
孫中山冒起的歷史，並講述中國人民為建立民主共和國所付
出的巨大努力、外來因素對當時中國政治的影響，以及中國
日後如何演繹這段歷史，免費入場。展期至 11 月 15 日。查詢
電話：2241 5500；網址 http://www.hkumag.hku.hk。
10.
10. 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 (九龍鯉魚門海傍道中 45 號) 現舉行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秘密大營救》
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秘密大營救》主題展。開放時間：平日
14：00 – 18：00、周末 12：00 – 18：00 (逢周一休館)，展期
至 10 月 18 日。
11.
「香港潮州節」
11.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第三次舉辦「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香港潮州節」，於 10 月 8
日至12 日(每日)上午 10 時 --下午 10 時在香港中環遮打花園舉
行活動，包括展示潮汕文化、潮汕美食品嘗及舞台文藝表演
等。
12. 「2015 古蹟周遊樂」
古蹟周遊樂」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舉行，屆時牛棚藝
術村、F11 攝影博物館、茶具文物館等 25 幢用作藝術及文化
場所的歷史建築，將於特定時間內開放予公眾參觀，展示香
港豐富的文物資源。部分歷史建築免費入場，並設有免費導
賞團，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參觀者可在歷史建築內收
集設計獨特的歷史建築蓋印留念。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將分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別於 10 月 5 日至 11 日，和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5 日在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和尖沙咀文物探知館舉辦相片展覽，展
出參與活動的歷史建築相片。有關「
「2015 古蹟周遊樂」
古蹟周遊樂」的詳
細資訊，請瀏覽文物保育網站（www.heritage.gov.hk）或致電
2848 6230 查詢。
13. 通識基礎課程發展基金贊助、香港中文大學
通識基礎課程發展基金贊助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通識教育部
於本學年通識沙龍以「
「給未來的自由十講」
給未來的自由十講」為題，邀請十位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主講，分別從政治、科學、宗教、哲學、
教育、經濟、文藝等角度出發，反思自由的價值，希望為我
城的下一代提供思想養份。10 月 22 日 7 時至 9 時假香港中
文大學 利黃瑤璧樓 3 號演講廳主辦『生命的自由
生命的自由：
生命的自由：經濟發
展和生物保育』
費用全免，歡迎所有
展和生物保育』講座，講者趙紹惠。
講座
人士參加。查詢 Enquiry：gefp@cuhk.edu.hk
網上報名 Online reservation：http://www.cuhk.edu.hk/oge/gesalon
14. 航空探知館(二號客運大樓第六層非禁區)
)以饒富趣味、精采刺
航空探知館
激的設施，讓大家探索引人入勝的航空知識，並重點介紹香
港航空業發展。館內的陳列展品及裝飾圖案都以航空為主
題。館內設施包括展望台及飛機駕駛艙模型。 開放時間星期
一至五: 11:00 - 22:00 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 : 09:30 - 22:00。
15. 規劃署上月定出東涌河谷
東涌河谷的發展審批地區草圖，將東涌河納
規劃署
東涌河谷
入範圍，限制區內發展，綠色力量，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長春社、觀鳥會、與創建香港等九個團體，歡迎政府定
出發展審批地區圖，但認為法例無法阻止地主干擾生態的人
為活動，憂慮東涌河生態仍會被發展破壞，建議當局保留河
道兩旁的植被及避免進行土木工程，施工時需特別小心，並
需改善附近村落將污水倒入河流。
資料提供：東涌河全長約 3 公里，孕肓大量稀有物種，
曾發現盧氏小樹蛙、北江光唇魚及裳鳳蝶等棲息，河口的東
涌灣就有俗稱馬蹄蟹的中國鱟及海龍的居所。同時吸引候鳥
覓食，包括全球少於 3,400 隻，屬近危物種的候鳥黃嘴白鷺。
河谷生態豐富，有受保護植物香港大沙葉及裳鳳蝶。
16. 萬里機構出版元朗文化系列第三本《
《元朗美景好風情》
，作者
萬里機構
元朗美景好風情》
鄧達智和鄧桂香為元朗居民，以導賞形式帶領讀者們欣賞元
朗古廟建築，介紹一些昔日美景場地和周邊的美食，追憶被
遺忘了的農村片段，用筆墨記錄已忘卻的鄉土風情，甚有意
義。

郊野及海岸短訊

1. 漁護署 舉辦「
「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自己帶走」公眾教育活動，鼓勵郊
野公園遠足人士帶走自己的垃圾，保護郊野環境和生態。署
方並選定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和四條遠足徑包括馬鞍山郊遊
徑、大欖涌郊遊徑、港島龍脊和大嶼山鳳凰徑第三段，實施
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除在主要出入口位置外，護理區和路
徑沿途不設垃圾箱。
2. 漁護署首次舉辦的
『香港生物多樣性同樂日
香港生物多樣性同樂日』
漁護署
香港生物多樣性同樂日 會在 11 月 15 日
假九龍公園廣場及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舉行， 設有公眾講
座、 閉幕禮 、工作坊攤位、觀鳥及樹木導賞。 參加者只需
要集齊指定數量的印章，便可即場換領精美紀念品，小朋友
和家長們不容錯過。
3. 漁護署 設立 HKBSAP YouTube 頻道，
頻道 可找到有關本地野生動
植物、公眾活動及其他與《 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相
關的影片。

內

部

動

態

本會代表 於 9 月 19 日午間分別參與「
【香港歷史影像系列講座】
之「
「流光迅影香港情 ─ 從五十年代的攝影作品看香港歷史」
，
從五十年代的攝影作品看香港歷史」
講者艾思滔
艾思滔（
、
【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系列講座】之
艾思滔（Edward Stokes）
Stokes）
「日據香港與重光，
，講者
講者鄺智文
日據香港與重光，19421942-1945」
1945」
講者鄺智文博士
鄺智文博士 。

鳴

謝

承蒙香港本土盂蘭文化研究會召集人張熙明先生
張熙明先生為本會於
9月
張熙明先生
23 日晚，成功主持舉行『過節
過節–
過節– 台灣北部在鬼月的節慶』
台灣北部在鬼月的節慶』見聞
分享會。
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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