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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1.

英 浩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
CACHe）於 11 月 21 日（周
六）香港大學紐魯詩樓 419 室（KB419）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塘西風月–
塘西風月–石塘咀風月場所發展
石塘咀風月場所發展」
場所發展」專題講座，
講者鄭寶鴻先生 (香港歷史博物館顧問)，費用全免。
查詢 2291 0238
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www.cache.org.hk
2. 中華書局的第五期【
【似曾相識的香港】
中華書局
似曾相識的香港】系列講座，繼
系列講座
續於下列日期逢周三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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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免，座
位有限，先到先得。報名查詢 2137 2348 / 2137 2322。
電郵: marketing@chunghwabook.com.hk，
11 月 4 日 講題『
『多泡一會：
多泡一會：靠泡而來的《
靠泡而來的《鬼月鉤
沉》』，講者周樹佳（民俗研究員、民俗文化課程導
》』
師）。
11 月 11 日 講題『
『細味新界鄉村文化』
細味新界鄉村文化』，講者蕭國
健（香港史學會指導顧問，珠海學院教授、香港歷史
研究中心主任）。
11 月 25 日講題『
『建築保育與本土文化』
建築保育與本土文化』，講者林中
偉（香港建築師學會古蹟及文物保育委員會前主席）
3.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逢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仍舉行「地區古蹟」
地區古蹟」講座系列：
講座系列：
11 月 14 日講題 『九龍東工業文化遺產：
九龍東工業文化遺產：回顧與前
瞻』，講者許焯權教授（香港教育學院客座教授、香
港大學訪問教授）
11 月 21 日講題 『漫談尖沙咀黑頭角訊號塔』
漫談尖沙咀黑頭角訊號塔』，講者
岑智明先生(香港天文台台長)
12 月 5 日講題『
『文物保育與香港經驗』
文物保育與香港經驗』，講者林中偉
先生(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
4. 民政事務局早前推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週年
民政事務局
紀念網頁”
紀念網頁” www.victory70.gov.hk。網頁介紹香港一系
列不同形式紀念活動，包括 9 月 3 日抗戰勝利紀念日，
以及發行抗戰勝利紀念郵票。並按月份列出由政府部
門、地區團體、民間組織和社區各界舉辦的一連串紀念
活動，包括官方紀念儀式、發行紀念郵票、文物及圖片
展覽、抗戰遺蹟導賞、研討會、講座及教育工作坊、抗
戰電影欣賞、抗戰書籍展覽，以及文藝晚會等。 網頁
也概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及至 1941 年日軍佔
領香港，直至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過程，讓香港巿
民回顧抗日戰爭勝利歷史，體會中華民族復興是得來不
易。當局希望藉此紀念網頁，介紹一系列不同形式紀念
活動，讓公眾參與，銘記歷史。
5. 香港教育博物館(
「再
香港教育博物館(香港教育學院 D1 座平台)，現舉辦「
遇孔子」
遇孔子」主題展覽，讓參觀市民立足現代，從生活出發，
主題展覽
與孔子來一場穿越 2500 年的約會。透過特別設計寓教
於樂的互動體驗，配合教育活動和導賞，讓不同年齡的
參觀者都可享受一個結合靜態觀賞和動漫遊戲的綜合
展覽。並因而從教育與普及的角度，探究跨越二千多年
的儒家思想傳承和發展，反思傳統文化在廿一世紀全球
化浪潮和數碼化時代面對的挑戰與機遇。免費入場參
觀，逢星期一至星期日（公眾假期休館），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展期至明年 6 月 30 日。

6. 由政府和藝術團體（藝育菁英）合辦的「
「水墨階梯」
水墨階梯」，
是「美善之都」社群藝術計劃四大部分之一，目的是於
鬧市繁忙的階梯上，創作虛靜安寧的中國水墨畫，為途
人帶來詳和平靜的空間，同時將水墨帶入社區，弘揚中
華文化。 全港首條「水墨階梯」設於饒宗頤文化館內，
並得到饒宗頤教授的特許，將其水墨畫作「荷花圖」製
作「水墨階梯」，以示對計劃的支持。其他地區及機構
即積極籌辦「水墨階梯」，包括中西區、灣仔區、油尖
旺區、觀塘區、荃灣區、粉嶺區等。每條「水墨階梯」
可維持 8-10 年，即使設在戶外亦可抵受風吹雨打。據
知荃灣已有 3D 畫天橋，尖沙咀有鮮花樓梯等。
7. 香港舊郵筒
舊郵筒仍展示皇冠標記或不同年代的英國皇室徽
舊郵筒
號，是本港歷史一部分，市民看到這些舊郵筒只會持觀
賞角度，不代表眷戀殖民地年代，奇怪香港郵政指郵筒
上的皇冠標記容易令市民混淆，建議以香港郵政的蜂鳥
標誌遮蓋。另外，香港郵政會從庫存的古郵筒中，挑選
七個分屬不同款式的舊郵筒，回復原貌後放置在歷史建
築，作為郵政文物供市民觀賞。
8. 環保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月前舉行「
「鳳園蝴蝶嘉年華
環保協進會鳳園蝴蝶保育區
2015 暨香港蝴蝶保育日」
香港蝴蝶保育日」，該會公佈於今年 4 及 5 月的
蝴蝶普查中，發現兩個珍貴品種的蝴蝶，分別是被漁護
署評為非常罕見的嫵
嫵灰蝶（Udara
dilecta）與罕見的大斑
大斑
灰蝶
尾蜆蝶（Dodona
egeon）
，兩種蝴蝶以樹林為棲息地，後
尾蜆蝶
者有登高習性，市民現時在鳳園也有機會一睹兩蝶芳
蹤。
(按：環保協進會由 2011 年起做「華南地區香港越冬斑
蝶標放普查研究」
，在本港不同地點標記及放生逾 4,000
隻有遷移習性的蝴蝶，以了解牠們的飛行路線。過去 5
年的研究中，協會分別在 2011 及 2013 年紀錄到由日本
遷移到港的大絹斑蝶（Parantica sita），飛行距離超
過 2,500 公里。)
9. 政府早前刊憲將三幢一級歷史建築物，包括位於尖沙
尖沙
咀大包米訊號塔、西營盤
咀大包米訊號塔 西營盤高街
西營盤高街舊
高街舊精神病院正立面
精神病院正立面、跑馬
正立面 跑馬
地掃桿埔馬場先難友紀念碑，全部升級為法定古蹟。
地掃桿埔馬場先難友紀念碑
資料提供：
資料提供：
1.訊號塔
訊號塔早於
1907 年由香港天文台興建，當時天文台
訊號塔
將原位於前水警總部的報時球搬至訊號塔(尖沙咀
黑頭山)，其後訊號塔負起向維多利亞港船隻報時工
作，具有深厚歷史意義。訊號塔原本樓高三層，高
四十二呎，1927 年後加建一層，外形上更加顯眼。
訊號塔的外牆由紅磚砌成，具有濃厚巴洛克及愛德
華歐洲風格，整體大樓呈四角型，其斜角設計分外
優雅。
2.高街精神病院
高街精神病院建於
1892 年，原為國家醫院人員住
高街精神病院
所。古蹟辦指該建築具有寬闊的拱形陽台，花崗岩
石的建築材料令外貌顯得分外堅固，是本港少有具
有早期巴洛克特色。
3. 1918 年馬場大火發生後，東華醫院主席唐溢川領
導興建公墓以安葬罹難者，並於 1922 年在跑馬地
掃桿埔建立馬場先難友紀念碑
馬場先難友紀念碑。

內

部

動

態

本會本會已於 10 月 17 日晚上順利完成 18 周年誌慶聚餐活
動，筵開五席。

鳴

謝

1. 本會成立 18 周年誌慶活動聚餐，
周年誌慶活動聚餐，誠蒙以下組織
誠蒙以下組織、
組織、商戶
及會員友好贊助現金或抽獎禮品，
及會員友好贊助現金或抽獎禮品，謹此致謝：
謹此致謝：
郭樹遠堂、
郭樹遠堂、香港市政事務職工總會福利部、
香港市政事務職工總會福利部、香港郊野活動
聯會、
聯會、史蹟民俗探究會、
史蹟民俗探究會、傷健漫遊、
傷健漫遊、大自然戶外用品公司、
大自然戶外用品公司、
樂天一族、
樂天一族、M48 FITNESS CLUB HONG KONG 、
吳偉民、
吳偉民、温勵程、
温勵程、陳建業、
陳建業、程錦春、
程錦春、馬顯添、
馬顯添、李蓉蓉、
李蓉蓉、
樂半天、
樂半天、伍碧玉、
伍碧玉、黃德明、
黃德明、郭德芬、
郭德芬、莫殿欽、
莫殿欽、陳妙玲、
何景洪、
何景洪、黃靄言、
黃靄言、曾冬和、
曾冬和、區冠明等。
區冠明等。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2. 友晟出版社社長梁榮亨送贈新書《
友晟出版社
《知情識趣遊香港 2 》
(2015)，
(2015) 《探遊香港摩崖石刻》
探遊香港摩崖石刻》(2015)各一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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