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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1.

2.

3.

4.

5.

英 浩

6.
7.
8.

CACHe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於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2 月 16 日 （周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假前西區裁判法院多用途活動室（西營盤
薄扶林道 2A）舉行「香港燈塔縱覽
香港燈塔縱覽」
香港燈塔縱覽」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講者：潘
講座
新華博士(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席教授、註冊工程
師、建築工程安全專家)。今年研究領域拓展至香港的基建
和石礦場築建歷史以及香港、澳門、珠海和新加坡等地的
燈塔古蹟。是次講座將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內容包括: 燈
塔的起源、設計、建造和維修； 過去和現在燈塔擔當的角
色；昔日和現時的環境情況； 燈塔管理員的工作、生活和
文化傳承； 探討未來可行的用途。
資料提供：1850
年代中期,
資料提供
首次有人提議在香港鄰近
海域建造燈塔, 希望能夠
引領船隻往所要去的港口,
9.
或顯示航道中的危險礁
石。最初燈塔的選址都是位
於中國領海範圍，因此建議
未能獲得中國政府同意。
至 1870 年代，由於香港航運變得愈來愈繁忙，加上商界大
力支持，香港政府於 1875 年興建了鶴咀燈塔和青洲燈塔，
一年後再建成哥連臣角燈塔。而香港境外的蚊尾洲燈塔及
由滿淸海關建造之橫瀾島燈塔亦於 1890 年代初相繼落
成，方便了香港南面及東北面的船隻駛往香港。1905 年為
了安裝從鶴咀燈塔遷移的燈座加建了青洲新燈塔，至 1912
年燈籠洲燈塔亦開始亮燈。
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廳現正展出
「金漆輝映：
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廳
金漆輝映：潮州木雕 」，
潮州木雕是中國著名的民間木雕體系，具鮮明的地域特
色，流行於粵東舊潮州府屬地區。通過約 120 件(套)來自廣
東省博物館的藏品，展覽將解構潮州木雕的實際應用、創
作題材和藝術特色等，引領觀眾領略潮汕風尚習俗和人文
精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潮州木雕項目傳承人辜柳希
先生別具特色的大型蟹簍亦會在展覽中展出。展覽也會透
過木雕展品帶出不同主題，介紹香港承傳下來的潮汕風俗
和傳統。
香港歷史博物館與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在以下日期(逢周日)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下午 3－5pm 合辦「金漆輝映
金漆輝映：
金漆輝映：潮州木雕」
潮州木雕」講座系列：
講座系列：
17/2 講題：「潮汕文化在香港
潮汕文化在香港」
潮汕文化在香港」，講者: 胡炎松先生 (盂蘭
文化節總統籌、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常務會董) 。
24/2 講題：「
「家鄉(
家鄉(潮州)
潮州)的飲食文化」
的飲食文化」，講者: 許美德先生
(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理事長) 。
香港歷史博物館 與 華人廟宇委員會在以下日期逢周六下
華人廟宇委員會
午 3－5pm 合辨「廟宇文化講座系列
廟宇文化講座系列」：
廟宇文化講座系列」：
26/1 講題：
：「香港開筆禮的文化
，講者:
徐振邦先生 (香
「香港開筆禮的文化」
香港開筆禮的文化」
，
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
16/2 講題：
：
「論盡
「論盡「廟」語 —
廟宇中的民俗文
化」
， 講者: 張熙
明先生 (歷史文
化研究者、自由撰
稿人) 。
9/3 講題：
：
「二次大戰前香港的廟宇文化活動
，講者:沈思
「二次大戰前香港的廟宇文化活動」
二次大戰前香港的廟宇文化活動」
，
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副研究員)
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於 16/3（周六）
周六）下午 3－5pm 舉行「穿
越紫禁城」
「細看紫禁之巔」
越紫禁城」講座系列，
講座系列，講題：
細看紫禁之巔」，講者: 馬
素梅博士 (古建築裝飾研究者) 。

6. 孫中山紀念館一樓展覽廳
孫中山紀念館一樓展覽廳現舉行「
「北洋軍 . 政 . 歲月」
歲月」
展覽，
天津博物館聯辦。
展覽，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天津博物館聯辦。展期
至 23.1.2019。
資料提供：
資料提供：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軍
事政治集團，其歷史始於 1895 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
兵，他一方面擴充軍事力量，同時又在中央和地方安插
親信，逐漸形成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左右清
末以至民初的朝政。袁世凱於 1916 年病故後，缺乏有實
力和威望的人代替他統馭這個集團，北洋軍閥遂分裂為
皖、直、奉三大勢力，輪流執政。直到 1928 年國民黨北
伐成功，北洋軍閥才結束管治。北洋軍閥的興起和發展
歷史，有助理解近代中國政局的演變。是次展覽蒙天津
博物館的大力支持，借出 70 組珍貴文物，配合 28 組來
自香港歷史博物館、東華三院及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介
紹北洋軍閥的興起及其發展歷史，希望觀眾能對這段政
局動盪、軍閥並起的歷史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了解清
末民初中國政治的發展。
7. 孫中山紀念館在地下高層展覽廳 在以下日期逢周六下
午 3－5pm 舉行免費講座，只得 40 座位， 先到先得，滿
座即止， 展覽廳將於講座開始前 5 分鐘開放。
12/1 講題：
「袁世凱的功過和評價：
，
袁世凱的功過和評價：從報刊漫畫說起」
從報刊漫畫說起」
講者: 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
授）
。
23/2 講題：
「孫中山與二十世紀初的澳門社會」
，講者:
何
孫中山與二十世紀初的澳門社會」
，
偉傑博士（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理事）
。
16/3 講題：
「漫談昔日香港的風俗儀式」
，講者 : 鄭寶鴻
漫談昔日香港的風俗儀式」
先生（博物館專家顧問）
。
8.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於以下日期逢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正舉行連串講座：
5/1 講題：
：「香港石礦業的歷史與文物
，講者
: 潘新
「香港石礦業的歷史與文物」
香港石礦業的歷史與文物」
，
華博士(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客座教授)
26/1 講題：
「殖民地黃金歲月的香港維多利亞城與夜
香 」
，講者:
莊玉惜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
，
究所副研究員)
23/2 講題：
「鏡頭下的維城慶典與度歲習俗」
，講者:
鄭
鏡頭下的維城慶典與度歲習俗」
，
寶鴻先生(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
9/3 講題：
「戰前香港三行工匠與三行工會」
，講者: 何
戰前香港三行工匠與三行工會」
佩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人文學科研
究所所長)
30/3 講題：
「名垂千古：
名垂千古：香港華籍名人的墓誌銘與撰碑
名人」
名人」，講者: 鄧家宙博士(香港史學會總監)
9. 香港海事博物館(
花旗飄洋
香港海事博物館(香港中環八號碼頭)
香港中環八號碼頭) 現展出「花旗飄洋
－1784 至 1900 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
，旨在揭示十八
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
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美早期貿易的歷史。在十八世紀
末，中國是世界上古老的帝國，而美國則是剛成立的年
輕共和國。1784 年 2 月 22 日，喬治．華盛頓生日當天，
第一艘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從紐約啟程航向廣州，
正式造就了龍與鷹的相遇。特色鮮明的星條旗在船上迎
風飄揚，啟發了中國人稱美國為「花旗國」
。
展覽分為「
「夢想東方」
、
「口岸通商
、
「火船萬里
、
「居
夢想東方」
「口岸通商」
口岸通商」
「火船萬里」
火船萬里」
「居
家蒐藏」
「異鄉生活」
家蒐藏」及「
異鄉生活」五部分。展品選自香港海事博
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溫特圖爾博物館、費城
藝術博物館、迪美博物館、費城獨立海港博物館、哈佛
商學院貝克圖書館、凱爾頓基金會、太古集團香港歷史
檔案服務部、滙豐歷史檔案部，以及本地和美國藏家的
重要珍藏。通過展出珍貴的貿易商品、外銷工藝品、航
海儀器、檔案文獻等，呈現中美兩國在海上貿易、商業
經濟、航海技術、社會文化方面的互惠互利，並為公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