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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政府已成立「改善碼頭計劃委員會
改善碼頭計劃委員會」，根據公共安全、通往附
改善碼頭計劃委員會
7.
近郊遊景點和自然遺產的暢達程度、地區訴求、碼頭的使用量
英 浩
資 訊 交 流
8.
及技術可行性等因素，初步敲定首十個公共碼頭
十個公共碼頭為北區荔枝窩
十個公共碼頭
碼頭、大埔區深涌碼頭、荔枝莊碼頭、東平洲公眾碼頭、西貢
盂蘭文化節於
蘭文化節 9 月 1 日至 3 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號球場舉 9.
區糧船灣碼頭、滘西村碼頭、離島區北角碼頭、榕樹灣公眾碼
行。
10.
頭、二澳碼頭，以及荃灣區石仔灣碼頭。當局正招標聘請顧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早前公布首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
公司，就各擬議項目進行技術研究，盡快提升其結構安全和改
份「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12.
善現有設施。
作名錄」
（代表作名錄
作名錄」
（代表作名錄）
代表作名錄），涵蓋
13. 7. 政府新聞處早前推出全新網上圖片銷售服務，
市民可以透
政府新聞處
共二十個項目，為政府提供參
14.
過網上「
「政府圖片檔案與銷售系統
政府圖片檔案與銷售系統」
售系統」，瀏覽同購買新聞處歷
考依據，就保護香港非物質文
15.
史同主題圖片檔案庫，無需要再親身去北角政府合署圖片資
化遺產（非遺）
，特別是具有高
16.
料室睇相買相。新系統可以讓世界各地互聯網用戶瀏覽超過
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
17.
20 萬張數碼相，部分圖片於 19 世紀中期拍攝。政府圖片檔
在分配資源和採取保護措施時訂立緩急先後次序。
案與銷售系統圖片共分為 6 個類別，
：「香港特寫
、
個類別，分別為：
「香港特寫」
香港特寫」
代表作名錄項目包括南音、宗族春秋二祭、香港天后誕、 18.
「新聞事項」
、
「城市風貌
、
「經濟發展
、
「文化與體育
新聞事項」
「城市風貌」
城市風貌」
「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
「文化與體育」
文化與體育」同「昔
中秋節——薄扶林舞火龍、正一道教儀式傳統、食盆、港式奶茶 19.
日香港」
「昔日香港」
日香港」。當中「
昔日香港」的歷史圖片，大部分由個人或組
製作技藝、紮作技藝、香港中式長衫和裙褂製作技藝和戲棚搭建 20.
織捐贈，最古老的圖片可追溯到 19 世紀中期。市民可以免費瀏
技藝。此外，早前已被列入更高門檻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 21.
覽網頁低解像度的圖片，用來作個人用途，可以買高解像度圖
錄的十個本地項目亦自動納入代表作名錄，分別為粵劇、涼茶、 22.
片（約 1900×1600 像素）
，每張收費 61 元。有興趣市民可以
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中秋 23.
瀏覽﹕ www.photostore.gov.hk
節——大坑舞火龍、古琴藝術（斲琴技藝）
、全真道堂科儀音樂、 24.
8. 地政總署轄下的測繪處
測繪處出版有
5 張郊區地圖，是以彩色雙面
地政總署
測繪處
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黃大仙信俗。於 2017 至 2018 度內，非遺
及摺本形式印製，至今年 10 月中旬，有香港島及鄰近島嶼
香港島及鄰近島嶼香港島及鄰近島嶼
辦事處將舉辦專題展覽，介紹代表作名錄的項目，並舉行工作
第七版 (2015
大嶼山及鄰近島嶼新界西
(2015)
2015)、大嶼山及鄰近島嶼
大嶼山及鄰近島嶼 第八版 (201
(2016
2016)、新界西
坊、傳承人示範及同樂日等活動，提升公眾對代表作名錄項目的
北部新界東北及中部西
北部 第九版 (2014
(2014)
2014) 、新界東北及中部
新界東北及中部 第七版 (2015
(2015)
2015) 和西
認識和了解。
貢及清水灣貢及清水灣-第十四
第十四版 (201
(2017
2017)。
珠海學院、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與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香港歷史博物館 10 月 7
、
「美食天堂
、
港識多史」網頁 www.hk01.com 有「社區探秘」
社區探秘」
「美食天堂」
美食天堂」
日至-11 月 4 日，逢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假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
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 9. 9. 「港識多史」
「假日文青遊」
、
「香江舊事
假日文青遊」
「香江舊事」
香江舊事」等欄目，講述香港遊樂場史、
舉辦以下連串講座
講座：
講座：
本土稻米由來、本地同性戀史等等。(按：一年前，各大院校
07/10
「戰前香港電
07/10 馬冠堯「
的社交網站 Secret 專頁有個招募帖，邀請有心人一起撰寫
話：科技的演變、
科技的演變、 專營權的
香港歷史，發帖者自覺像個騙局，以為會沒人理會；怎料一
風波、
風波、本地化和對外通訊」
本地化和對外通訊」
年後，當初的奇想竟然成真，名為「港識多史」的網頁面世，
14/10 鄺智文「日軍在港防務
日軍在港防務
更吸引幾萬人瀏覽。史網由十幾個年輕人自發製作，他們鑽
及盟軍對港戰略 19421942-1945」
1945」
研香港地區史、災難史、飲食史、旅遊史等千百年前的本地
21/10 丁新豹「
「戰前香港在華
歷史，並在網上撰寫成輕鬆短文。策劃人說，這些小故事鮮
人世界的角色與地位」
人世界的角色與地位」
有於中學歷史教育和教科書被提及，卻同樣影響今天香港面
28/10 危丁明「樊仙和華光崇拜看神靈信仰與生活變遷
樊仙和華光崇拜看神靈信仰與生活變遷」
樊仙和華光崇拜看神靈信仰與生活變遷」
貌：「我們在這城市長大，想多點人認識她的過去。」)
04/11 潘淑華「
「民國時期悅城龍母廟的進香文化」
民國時期悅城龍母廟的進香文化」
1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赫德傳-三聯書店
赫德傳--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
--大清愛爾蘭重臣步上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珠海學院、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與 Cache
位高權重之路》
位高權重之路》，作者馬克．奧尼爾，譯者程翰。赫德爵士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將於以下日期逢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假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是位愛爾蘭人，自 1863 年起，直至 1911 年他辭世止，擔任
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舉辦「
「保世除暴 良民感
保良局中座大樓關帝廳
良民感恩」歷史講座系
歷史講座系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接近半世紀。他創設大清郵政、在中
列：18/11、25/11、2/12、9/12。
國沿海建立燈塔制度、代表中國採購英國戰船，為現代中國
香港海防博物館 現舉行「
「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戰地記者
——戰地記者」
戰地記者」展覽，展出
展覽
海軍奠下基礎、他參與結束中法戰爭（1884 至 1885 年）和
約三十組戰地記者的隨身裝備、珍貴報道、新聞圖片和影像，從
約的談判等貢獻。
歷史角度講述戰地記者的誕生、發展及戰爭攝影背後故事，展期
展期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香港海防博物館位於筲箕灣東喜道 175 號，
逢周四休館。詳情查詢可電 25691500，或瀏覽網址
郊野及海岸短訊
hk.coastaldefence.museum。
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香港小說學會協辦
2017 年文學月會 / 香
香港公共圖書館
山頂設山火瞭望台，其作用主要是為監察郊野公園內是
山頂設山火瞭望台
港文學「
「作家腳蹤」
逢周六下午
作家腳蹤」系列專題講座，於以下日期逢周六
逢周六下午 2 時
否有山火發生。目前全港共有 10 個山火瞭望台，遍布九龍
30 分至 4 時假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地下演講廳)
地下演講廳)舉行。
舉行
及新界各有利觀察位置。在 9 月至翌年 4 月之旱季，由漁
9 月 30 日 第一講：
第一講：「革命先烈楊
革命先烈楊衢雲」
衢雲」，講者楊興安博士（香港
農自然護理署職員 24 小時當值，每當有山火發生，便會即
小說學會榮譽會長）
時通知山火控制中心，再由控制中心統籌滅火工作，如派
10 月 21 日 第二講：
，講者蕭國健教授（珠
第二講 「五四文人•
五四文人•葉靈鳳」
葉靈鳳」
出滅火隊救火或要求直昇機協助。
海學院中國文學學系教授）
11 月 18 日 第三講：
「學者詩人•
，講者黃勁輝博士（電影
第三講：
學者詩人•也斯」
也斯」
鳴
謝
導演）
12 月 16 日 第四講：
「天才劇作家•
，講者朱少璋博
第四講：
天才劇作家•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代表袁偉文贊助本會印刷費及
20 周年會
士（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
以上粵語主講
以上粵語主講，
粵語主講，免費入場•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座位先到先得，請於講座舉行前 15
慶抽獎費用。
分鐘入座，
分鐘入座，查詢 2921 0323
﹏ ﹏ ﹏珍 惜 生 命 熱 愛 生 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