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香港文物探知館(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於以下日期
香港文物探知館
英 浩
(周六)下午3時至5時舉行下列講座:
資 訊 交 流

1.

2.

3.

4.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CACHe 於 11 月 19 日(周六) 下午 3 時
至 5 時假香港大學鈕魯詩樓 419 室（KB 419）舉行「中華復興建
中華復興建
築背後的歷史、
築背後的歷史、政治與美學」
政治與美學」講座。講者：李浩然博士(香港大學
講座
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主任)。講者將為大家探討此建築風格背後
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與政治的根源，同時介紹由民國時代開始發
展出來，從國內散播到臺灣，新加坡與香港的「
「中華復興建築」
中華復興建築」
例子。查詢方法：電 2291 0238、電郵: info@cache.org.hk 網頁: www.
cache.org.hk
香港海事博物館(
聚沙成海：
香港海事博物館(中環海濱長廊的八號碼頭)現舉行「聚沙成海
聚沙成海：
海上及陸地的古絲路貿易」
海上及陸地的古絲路貿易」展覽，
展覽，展期至 12 月 31 日。是次展覽
透過各類有趣的古絲路文物，以小觀大，激發觀眾思考兩條延綿
交替的海陸古絲路上，中國是如何與亞洲、中東和歐亞地區在文
化、藝術、宗教和技術等多方面交流。展品多元化，包括：中國
和東南亞的出口陶瓷，中亞、東南亞、蒙古和地中海貿易的珍貴
寶石飾物，游牧民族使用的金銀器，仿金屬造型的南中國貿易
瓷，手繪絲織般圖案的土耳其馬鞍，以及在中國使用的羅馬玻璃。
「 育養海岸–
香港海事博物館(
育養海岸–
香港海事博物館(中環海濱長廊的八號碼頭)現舉行「
守護海洋的日子」
」 展 覽 ，展期至 2 月 26 日。海洋垃圾在香港無
守護海洋的日子
疑是一個長期問題，不僅影響香港的沿岸景致，更對海洋生態和
食物鏈造成威脅。雖然近年香港政府每年收集超過 15,000 公噸的
海洋垃圾，但仍然有很多位於偏遠地區的天然海岸及海底環境並
沒有定期清理，飽受海洋垃圾問題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世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及合作伙伴在 2014 年起，展開為期兩年的
海洋保育及海岸調查計劃「育養海岸」，於香港不同海岸收集及
分析海洋垃圾及生態數據，並進行清潔行動。是次展覽，總結該
會為期兩年的調查結果，展示香港海洋垃圾問題的嚴重程度，並
希望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令海洋重拾生機。
今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及孫中
香港歷史博物館 孫中
山紀念館正舉辦一系列的活動紀念這位一代偉人，包括舉辦三個
山紀念館
專題展覽，和大家一起從不同角度回顧孫中山先生一生走過的艱
途歲月，以及他胸懷的理想國度；出版《
《迎難而上：
迎難而上：辛亥革命期
間的孫中山》
間的孫中山》專書；在孫中山誕辰當天舉辦孫中山紀念館同樂
專書
日，以及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辦講座。孫中山紀念館亦推
出《
《孫文兵法》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孫文兵法》歷史互動劇場和外借及運送「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
展板服務，將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等歷史內容
帶到校園，讓同學們深入認識及了解孫中山先生的事蹟，從而增
強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此外孫中山紀念館亦會推出教材套裝配合
常設展覽，協助老師設計能活學歷史上的教學活動。紀念活動詳
情可留意香港歷史博物館網頁
香港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hk.history.museum
香港歷史博物館網頁http://hk.history.museum 及 孫中山
紀念館網頁http://hk.drsunyatsen.museum
紀念館網頁http://hk.drsunyatsen.museum。
http://hk.drsunyatsen.museum。

5.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於11月11日至22日舉行「
「香港各界紀念孫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中山先生誕辰150
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型展覽
150周年大型展覽」
周年大型展覽」，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辦。

6.

商務印書館尖沙嘴圖書中心於11月12日(周六)下午5時至晚上7時
舉行【閱讀香港系列
閱讀香港系列】之「群力勝天
群力勝天：
閱讀香港系列
群力勝天：戰前香港碼頭苦力與華人
社區的管治」講座，主講：姚穎嘉博士(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特
社區的管治
任導師)，主持呂大樂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香
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講者本人又是作者，對此項研究涵蓋1844
年至1945年，通過認識碼頭苦力的生活和工作，探討這些華人低
下階層如何與政府發生互動，尋找認識華人社會的新角度。

11月26日. 舊照中的香港，講者許日彤先生.
12月10日 鯉魚門一帶的軍事設施及其歷史, 講者：鄺智文博
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
8. 沙龍影友協會
沙龍影友協會現正在港香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 (一至五號)
舉辦展出<<
<<第四十九屆國際攝影沙龍
<<第四十九屆國際攝影沙龍>>展覽
第四十九屆國際攝影沙龍 展覽，展出大量來自世
展覽
界各地攝影家的優秀作品，展期至 11 月 7 日。
9.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鑪峰古今
<<鑪峰古今 -香港歷史
文化論集 2015 >>,主編蕭國健、游子安，各大書局有售。
>>
10. 三聯書店
三聯書店出版《
《承先啟後：
，作者馮
承先啟後：利豐馮氏邁向 110 週年》
週年》
邦彥(暨南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創辦於 1906
年的利豐，從千年商港廣州出發，開啟了自己的「海上絲綢
之路」
，以香港為中轉站，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產品輸往美
國、歐洲及世界各地。面對新時代和新挑戰，2012 年更名為
「馮氏集團」的利豐集團如何進行全球佈局，未雨綢繆、把
握機遇，本書將娓娓道來。
11.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出版《
《城傳立新：
，作者何
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
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
，
佩然(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的城市開拓工程，自 19 世
紀中最先從港島起步，繼而進至九龍半島及新界。本書深入
分析過去 160 年香港土地及港口開發的歷史，並選輯了大量
珍貴歷史圖片，圖文並茂，把近代香港崛起至興盛的脈絡重
構，是了解香港城市演變的必備讀物。
12. 明愛
明愛(倫敦
倫敦)學院
倫敦 學院與英國航空歷史文物中心
學院 英國航空歷史文物中心於
英國航空歷史文物中心 12 月 14 日至 1
月 9 日假香港歷史博物館一樓大堂舉行聯合主辦「
「港英航
情：回顧兩地航空發展史」
回顧兩地航空發展史」展覽，
展覽，展期至 2017 年 1 月 9 日。
13.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12 月 24 日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香
港航空歷史 125 年講座」
年講座」，講者吳邦謀先生（工程師）。
14.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12 月 25 日周日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淺
談英國華人職業史」
談英國華人職業史」講座，
講座，講者李中文女士（明愛（倫敦）
學院院長）。
15.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12月31日(周六)
下午3時至5時舉行「
「獅
香港歷史博物館
子山下起飛 — 香港航空及旅遊業戰後發展」
香港航空及旅遊業戰後發展」講座，
講座， 講者
王迪安博士（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謝
浩麟博士（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郊野及海岸短訊
漁農自然護理署現推行郊野公園自然大使獎勵計劃
郊野公園自然大使獎勵計劃，至
2017 年
漁農自然護理署
郊野公園自然大使獎勵計劃
3 月 31 日止,，目的鼓勵大眾身體力行支持減廢的郊遊活動,包括:
1. 透過認識學習，培養關注自然環境的意識
2. 透過體驗活動，培養欣賞和愛護自然環境的態度及價值觀
3.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用行動支持自然保育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