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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1.

2.

3.

4.

5.

6.

7.

英 浩

香港文物探知館(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於以下日
港文物探知館
期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講座：
25.11.2017「神靈場所：
神靈場所：香港中式廟宇建築基本認識」
香港中式廟宇建築基本認識」 講
座 ，講者：梁以華先
生(香港建築師學會文
物保育委員會主席)
9.12.2017「
9.12.2017「香港基督
宗教百年建築」
宗教百年建築」講
座 ，講者：陳天權先
生(歷史建築研究者)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香港歷史博物館 11 月 29 日舉行 「綿亙萬里 ── 世
界遺產絲綢之路」
界遺產絲綢之路」展覽。該展覽為香港政府慶祝香港特別
展覽
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重點項目之一，亦為第十屆「
「亞洲
文化合作論壇」
長
文化合作論壇」的一項主要活動。展覽以絲綢之路「長
安 — 天山廊道的路網
天山廊道的路網」
路網 為核心，該路網跨越中國四省（陝
西、河南、甘肅及新疆）
、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
展覽將透過來自三國的珍貴文物，展現該路網的歷史及文
化價值。展品精選自陝西、河南、甘肅及新疆四省的文物
共一百六十多件（套）
，當中超過一半為一級文物，另超
過五十件（套）文物則來自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
展品包括玉器、絲織品、三彩胡人俑、金銀器、青銅器及
大型壁畫等。展覽將加入多媒體及互動元素，豐富參觀者
的學習體驗。展期至 2018 年 3 月 5 日。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於以下時段舉行「綿亙萬里
綿亙萬里
香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
──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系列講座：22 / 12（
12（六）10am 12:30pm 2:30 - 5pm 「綿亙萬里
綿亙萬里 ──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
展覽講座
(普通話主講) ，講者：國家文物局委派專家團。
展覽
30 / 12（
「綿亙萬里 ──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
12（六）3 - 5pm「
世界遺產絲綢之路」
策展分享講座，講者：周志廉先生(香港歷史博物館助理
策展分享
館長)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海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
博物館專題展覽廳(
專題展覽廳(香港筲箕灣東喜道 175 號)現
展出「
「出生入死 ─ 戰地記者」
，展期至 1 月 31 日。展覽
戰地記者」
回顧戰地記者的出現、他們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近年香港媒體參與戰爭報道的故事，當中包括十九、
二十世紀的多場主要戰爭，如克里米亞戰爭、甲午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及越戰等。透過戰地記者的報道、影像和
片段，讓觀眾認識戰地記者為報道戰事所付出的努力，
體會戰爭的殘酷，揭露戰爭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帶來的
傷害，以及反思和平的可貴。
孫中山紀念館地下高層專題展覽廳，現展出「
「字裡行間
孫中山紀念館地下高層專題展覽廳
─ 檔案中的孫中山」
檔案中的孫中山」展覽，展期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
文獻檔案乃指由中央至地方政府機關、機構組織等的記
錄及相關的庋藏，均為研究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檔案以
文字、照片、聲音、影片等形式保存，為國家的珍貴文
化資產，並反映其時的歷史真像。是次展覽選取中國第
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文獻檔案複製件，配合歷史照片，
回顧孫中山先生在民國時期奮鬥所走過的艱辛道路，並
及國民對孫先生的推崇，藉此讓公眾認識及學習孫先生
不屈不撓的革命及愛國精神。
孫中山紀念館地下高層專題展覽廳於
孫中山紀念館地下高層專題展覽廳 12 月 16 日(周六)
周六)下
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香港科技教育的起源與香港現代化」
香港科技教育的起源與香港現代化」
講座，講者：馬冠堯工程師。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海防博物館演講廳
博物館演講廳於
演講廳 12 月 30 日(周六)
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清中葉廣東的海難救助制度
清中葉廣東的海難救助制度」講座，講者：郭
嘉輝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項目員)) 。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9.

由香港
香港藏書票協會
「香港國際藏書票大展 2018 預
香港藏書票協會主辦「
藏書票協會
展」
，現假香港嶺南大學鄺森活圖書館
香港嶺南大學鄺森活圖書館舉行。展出英國私
香港嶺南大學鄺森活圖書館
人藏家收藏歐洲藏書票，以及會員創作的一系列藏書票。
展期至 11 月 3 日，藏書票和愛書看書有關，最早為西方
藏書的習慣，好似“圖書的身份證”
，以證明書籍的擁有
人。
資料提供：最早的藏書票據説可追溯到一四七○年，當時
的歐洲貴族送書給修道院時，製造了一大批印有天使的藏
書票作紀念。直至後來水陸交通便利，歐洲人來到亞洲，
傳入日本，日本是最早傳入藏書票的亞洲國家。而後又在
民國初年傳入中國，魯迅倡導的版畫運動推動了中國藏書
票的發展，郁達夫、葉靈鳳均為藏書票在中國的發展作出
貢獻。香港畫家梅創基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學期間，以版
畫藏書票為例進行美術教學。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有鳳來儀
有鳳來儀：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舉辦
中文大學文物館
有鳳來儀：湖北出土楚文化
玉器」
玉器」展覽，展出一百五十八件（套）湖北出土曾國（郭
家廟、曾侯乙）和楚國（山灣、姚家港、曹家港、九連墩）
玉器，年代從西周至戰國中晚期。展品是首次在香港亮相，
整個展覽以戰國九連墩玉器為中心，按照墓葬時間進行排
列，旨在探討楚文化玉器與受中原文化滲透的曾國出土玉
器之間的關聯。楚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達到鼎盛，盛行時
間超過八百年，不僅與北方中原文化相抗衡，還對長江下
游的吳越文化和黃河下游的齊魯文化產生影響。展期至
2018 年 2 月 25 日。

郊野及海岸短訊

1.

2.

為慶祝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成立
40 周年，今年 4 月起，漁護署
漁護署會舉
郊野公園
漁護署
辦一連串活動，包括遠足植樹日、深度遊郊野公園，以及
讓市民參與行山徑修復工作等，預料參加人數合共約 1
萬人。當中兩項活動「郊野樂同行」
郊野樂同行」，共有 6 次遠足活動，
每次參加人數約 1000 人，料整項活動有 6000 人參加。
「綠色親子大露營」
綠色親子大露營」是推廣環保的戶外體驗活動，同時是
特區政府成立
20 周年的慶祝活動，漁護署
漁護署與香港童軍總
特區政府
漁護署 香港童軍總
會將於 11 月 25 日至 26 日在西貢郊野公園西壩合辦。預
計可供 1000 至 1200 人參與。活動包括晚會、觀星、工作
坊及親子活動，讓參加者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亦可培養
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而活動舉行前將製作短片，以進一
步推動減廢的露營活動。更多其他活動可參閱漁
漁護署網頁:
護署網頁:
cp40
40.afcd.gov.hk。
40

鳴

謝

本會成立 20 周年誌慶活動聚餐，承蒙以下會員友好贊助禮
金或抽獎禮品，增添會慶氣氛，謹此致謝：
郭樹遠堂、郊聯會代表吳偉民、馬顯添、李蓉蓉、
尹兆江、樂半天、聶金鳳、陳綺華
並多謝以下多年來本會活動通訊站的支持：
香山學社、太子數碼沖印公司、大自然戶外用品公司、
領峰戶外用品、雄峰戶外用品店、沙木尼登山用品、
永禎祥畫架等。(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遺漏，敬請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