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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交 流

英 浩

1.香港道教日
慶祝活動系列之「
「中華文化古書 ·畫·
1.香港道教日(2019)
香港道教日
文物展」
文物展」 ，於 3 月 2 日上午 11 時假香港中央圖書館 2-5
號展覽廳舉行，展期至 3 月 6 日。
2.香港海事博物館
2.香港海事博物館(
香港海事博物館(香港中環八號碼頭)
香港中環八號碼頭) 於 3 月 2 日 (星期六)
16:00 – 17:30 舉行「
「金山夢與金山庄：
金山夢與金山庄：令香港經濟起飛
的香港—
。十九世紀中葉，
的香港—加州貿易 」專題講座(粵語)
專題講座
美國加州發現大量金礦，成千上萬的人從珠江三角洲一
帶橫渡太平洋到加州尋金。中國人從此稱加州為「金山」,
「金山夢」亦成了眾人夢。香港是通往金山的主要口岸，
華人出洋帶動了客運和貨運、出入口貿易、僑匯和兌換、
修理船隻等業務，金山庄這個行頭成為了香港經濟的一
大支柱，而港－加貿易更影響到中國和東南亞各地的市
場 。 憑博物館門券免費參加。講者：冼玉儀(香港大學
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香港歷史博物館專家榮
譽顧問) 。
3.東華三院
國史教育中心(
3.東華三院檔案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
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與
及歷史文化辦公室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香港)
於 3 月 16 日（周六）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假東華醫
院禮堂(上環普仁街 12 號李兆史紀念大樓地下) 合辦「東
東
華醫院倡建總理 -- 黃勝 (1825
18251825-1902)
1902 與近代香港社會」
與近代香港社會
專題講座，講者葉深銘博士(國史教育中心學術委員) ，
須電話留座，
須電話留座，東華三院文物館 電話：27700667。
4.香港中文大學
4.香港中文大學於
香港中文大學 3 月 23 日周六下午 2 時至 3 時半(周六)
假康本國際學術園 405 室舉行「清朝新界土地的律例與
清朝新界土地的律例與
習慣」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
習慣」講座，講者張瑞威教授
講座
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免費入場。
5.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覽 2019 定於 3 月
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香港花卉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5 至 24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
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今屆維園花展以大紅
大紅
維多利亞公園
花為主題花，會場設有售賣花卉及其他園藝產品的銷售
攤位，並有一系列與花藝相關的合家歡活動，包括香港
花展攝影比賽、學童繪畫比賽、展品比賽、音樂及文娛
表演、花藝示範、廚藝示範、綠化活動工作坊、綠化推
廣攤位、導賞服務、康體活動及親子遊戲等。
6.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
洪聖傳統文化節
6.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每年主辦盛大慶典-洪聖
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
洪聖傳統文化節
定於 3 月 17 日至 3 月 23 日期間於鴨脷洲洪聖廟舉行! 屆
時有多項精彩大型活動包括: 接神儀式、放水燈祈福、
傳統龍舟拜廟、賀誕會景巡遊、正誕日(洪聖寶誕)進廟祝
壽上香祈福、賀誕神功戲、宴請紅伶晚宴、頒贈旗典禮、
綜合表演晚會及送神儀式等。有關活動由華人廟宇委員
會贊助機構、鴨脷洲街坊福利會及鴨脷洲旅遊促進會為
協辦機構、旅遊事務署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為支持機構。
詳情請瀏覽網址: www.akfwa.com。
7.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在以下日期逢周六下午 3 時至 5 時，舉行「
「穿越紫禁城」
穿越紫禁城」
系列 －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3 月 23 日講題：
「故宮 ─ 虛擬世界中的現實奇跡 」，
講者張沛沛女士(故宮博物院) 。

8.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8.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香港文物探知館專題展覽廳
現展出「
「穿越紫禁城 ─ 建築營造」
建築營造」展覽。
展覽。展覽簡介皇
城的規劃佈局，以及紫禁城由來、規劃、建築特色，並
重點介紹紫禁城內規格最高的建築 — 太和殿。同時亦
會解構紫禁城建築八大作中的木作、瓦作、油作和彩畫
作，透過營造技藝的介紹，深入淺出地展現紫禁城建築
所蘊藏的深厚歷史文化和智慧。展覽亦會介紹香港中式
建築物的風格和特色，讓參觀者從中了解保育文物建築
的重要性。展期至 4 月 7 日。客席策展人：蕭國健先生 (本
地得獎建築師及藝術家)

9.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於 3 月 27 日（週三）
4:30 pm - 6:00 pm 假香港中文
大學梁銶琚樓三樓會議室（303
室），舉行中大論道：道教研
究系列論壇（五十）之講座，
講題「
「十九世紀末扶鸞救劫運
動與廣東地方道教：
動與廣東地方道教：以粵西為
考察中心」
考察中心」，講者：志賀市子
教授（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文
學部教授），主持：黎志添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語言：普通話。
歡迎各界人士出席，查詢 Tel:
3943 1103，Email: daoist@cuhk.edu.hk。
10.香港海事博物館
現展出「
「糧船灣
10.香港海事博物館(香港中環八號碼頭)
香港海事博物館
志．
「活
「活」地方志」
地方志」展覽。香港海事博物館承蒙香港衞奕
展覽
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支持的《
《糧船灣志．
「活
糧船灣志．
「活」地方志》
地方志》
研究計劃，以地方志形式，搜集、調查並記錄西貢糧船
灣的歷史與文化，集中以糧船灣洲為研究對象，就漁業
發展、口述歷史、考古情況、文化遺產，作出系統性記
錄研究。與此同時，透過展覽，有助觀眾了解西貢作為
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在香港、南中國及海上貿易的關鍵
地位，藉此有助重新譜寫香江島嶼的重要漁民故事。是
次展覽為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廿五周年誌慶的重點
活動之一。展期至 7 月 31 日。
11.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研究於
2017 年完成，發展定位為新
11.
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
，約有
21 萬居住人口，
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
，
現任理工大學社會創新設計院總監的凌嘉勤(規劃署前
署長) 月前建議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在洪水橋站
前廣場地底建車站，興建跨境鐵路連接深圳前海，令洪
水橋定位提升為「
「新界北商務核心區」
（CBDN）
，就業職
新界北商務核心區」
位有潛力增至超過 15 萬個，幫助改善香港職位不平衡的
問題。
12.施政報告落實發展本港首間中醫院，將位於將軍澳百勝
12.
角。政府會在明年下半年就營運者招標，預計 2024 年底
落成並分階段啟用。
13.商務印書館
Chinese Medicinal
13.商務印書館出版香港中草藥大全
商務印書館
Herbs of Hong Kong，作者李甯漢 劉啟文。該館早期曾出
版一套八輯的《
《香港中草藥》
，成為不少香港巿民、植物
香港中草藥》
4 月 7 日講題：
「金窗繡戶 ─清代宮廷室內裝修藝術賞析
清代宮廷室內裝修藝術賞析」
清代宮廷室內裝修藝術賞析 ， 學及中醫學學者津津樂道的中草藥經典讀物。最新出版
講者：張淑嫻女士(故宮博物院) 。
的《
《香港中草藥大全》
香港中草藥大全》分上、下兩冊，共展示 800 種香
港常見且具藥用價值的中草藥，比《
《香港中草藥》
香港中草藥》多約

40 個品種，均為近十餘年發現的中草藥。此書中英對照，
詳細介紹各種中草藥的性能、藥理、藥方例子等，並附
以微距攝影的照片，清晰展現中草藥的原貌。

郊野及海岸短訊

1.

2.

本港野豬近年頻繁誤闖市區，漁護署
漁護署表示，這是由於
漁護署
有市民在戶外棄置垃圾，及餵飼野豬，亦曾發現有人
多次餵飼野豬，大部分人都不是居住於野豬出沒的地
方，更遺下大量食物殘渣，造成衛生及野豬滋擾問題。
漁護署表示，正計劃在野豬出沒地方，及經常有人餵
漁護署
飼的地點安裝紅外線相機，協助相關部門執法；亦會
引入追蹤器套在野豬頸部，每日收集野豬活動數據，
再估算本港野豬分布及活動模式，制定更有效的管理
策略。
漁護署於
漁護署 2017 年 1 月委託顧問進行研究，探求如何提
升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的康樂及教育潛力。是項研究
旨在制訂措施，加強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的功能，同
時又在自然保育與推廣戶外康樂活動和自然教育活動
之間爭取平衡，從而促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及環境的
可持續發展。是項研究旨在擬訂和提出可持續發展的
方案，以加強並擴大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的功能，同
時亦希望能盡量發揮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現有資源的
潛力。是項研究分四個階段進行，並透過公眾參與活
動，收集市民的意見、與持份者會面、公眾意見調查、
持份者工作坊及公眾論壇是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有助制訂有關的建議方案。有關諮詢文件，請在網上
下載。
上述的公眾論壇，漁護署在
漁護署 30.3.2019 (星期六) 10:00 am
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歡迎公眾在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將意見透過電郵送交漁農自然護理署。
(電郵：myviews@cp-recreation.afcd.gov.hk)

內 部 動 態
好友徐月清
徐月清女士(香港知名的客家文化推廣者)，上月
徐月清
(2 月 21 日)壽終將軍澳醫院，本會仝人深表哀悼，並謹
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鳴

謝

1. 亦師亦友黃垤華先生(香港史地研究者) 送贈《
《茂峰上
人(慈悲王)
慈悲王)搜稿》
搜稿》(2018) 刊物一本，香港荃灣東普陀
講寺出版，是慶祝茂峰長老 130 周年紀念 1888-2018 之
作。
2. 攝影好友文錦豪(六郎)送贈 《中國攝影藝術年鑒 2017
- 2018 港澳卷》
港澳卷》 ( 2019) 刊物一本，香港中國旅遊出版
社出版發行。

﹏ ﹏ ﹏ 愛護生命

享受自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