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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本會」) 保留本刊一切內容之版權。如欲轉載本刊文章，須經本
會允准。本刊所載之外界文章所發表之言論及意見並不一定反映本會的立場。而來稿一切內
容及聲明所涉及之責任概由作者負責。本會雖竭力確保本刊所載的資料準確可靠，惟不對使
用該等資料所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會慶邀請
廖長江議員獲授「銀紫荊星章」
「製造創意－南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團」圓滿結束
葉國華教授獲邀出席中華出入口商會講座
黃富榮主席出席軍事生活體驗營畢業典禮
《那年五月》成功演出
活動預告
歷史文化學堂
華夏風情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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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紙的藝術

文化保鮮紙：
品嚐廣興紙 寮 的 「 紙 魅 」
■文：安虹

攝影：鄧婉芝

自從蔡倫造紙以後，紙便與中華文化

廣興紙寮推廣紙文化的決心還

結下了不解之源，紙上談兵、洛陽紙貴、

體現在環境保育領域。他們鼓勵讓

力透紙背、一紙空文……五千年來，有關

紙張融合在居家室內裝潢，或是裁

紙的故事還未結束。在台灣，就有造紙廠

剪成可換洗的紙布時裝，打造另類

用最傳統的手工造紙方式、最天然的材

雋永的時尚設計；甚至研發出可以

料，製造出一張又一張創新的紙製品。

食用的手工紙——菜倫紙，讓年輕

展示廳懸掛著不同材料做成的紙樣，

一代嘗試倍感新鮮的口味。

成百上千種的創新紙品彷彿是廣興紙寮精

只因一個信念，重塑了傳統手

心打造的紙世界。在台灣手工造紙業步進

工造紙的繽紛世界，廣興紙寮將紙

夕陽時，紙寮第二代接班人並無放棄家傳

張重於泰山的文化，傳承在一張張

事業，而是堅守「用自然與心的感動，一

輕於鵝毛的紙上。期待它繼續以保

張一張認真的製造，保存傳統手工造紙的技藝」的信念，堅持以台灣當地的

存技藝的堅毅、與民同樂的互動、

植物與農特產為原料，幾經鑽研，經過蒸煮、漂洗、打漿、抄紙、壓水、烘

手工紙的創新，開創紙故事嶄新的

乾等過程製造出精美細膩的手工紙，其中更包括重新仿製了書畫界顯赫有名

一章。

一絲不苟的造紙過程

的「楮皮仿宋羅紋」宣紙。
「紙談文化」是廣興紙寮的特色，為了讓更多的民眾了解並傳承這項技
藝， 在紙寮隆隆作響的機器旁邊，有一個紙藝教室，參觀者可以體驗傳統手
工造紙的過程，以及創作不同的紙張藝術。專業的導師傳授抄紙的手法，再
一步一步詳細地解釋拓印的技巧，從紙張的選擇、烘乾、剪裁、裝裱，白紙

南台灣

上著實的圖案，展示出紙張與中華文化結合而成的特殊魅力。
現場拓印成品

攝影：陳坤德

紙魅

紙魅：紙幣玫瑰花

紙魅：孔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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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紙的藝術 紙糊熊貓

■採訪：程頌婷

快閃熊貓 紙談保育
千六熊貓遊香港 創意保育展
相信大家對於在過去的六、七月於香港不同旅遊景點快閃出現的 1600 隻紙糊熊貓，依然記憶猶新。它們在數天時
間內探訪了社會階層，傳遞愛與歡樂。雖然紙糊熊貓已經被人領養，但大家不要忘記 1600 隻熊貓遊香港的目的及意義。
1600 隻熊貓早於 2008 年起已經遊遍大約 100 個的國家，這個環球巡迴展是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與法國著名
藝術家 Paulo Grangeo 合作的，以回收廢紙為材， 設計不同大小的熊貓模樣，再以人手製成全球野生熊貓僅存數目的紙
糊藝術品，宣揚保育及人與自然共存的訊息。
此次 1600 熊貓除了以展覽形式呈現外，亦舉辦了『香港製造』紙糊熊貓工作坊，在宣揚保育訊息的同時，把紙糊
藝術傳承給大眾。本會有幸獲主辦方安排進入工作坊採訪，一睹紙糊熊貓的誕生。

紙熊貓
問答時間

這次展出的熊貓真的是 1600 隻嗎？

紙糊最早源自哪兒 ?

紙糊熊貓的材料
包括哪些？

正確答案應該是 1596 隻，1596 這

「紙糊」英文 Paper Mache 源自法國，

個數字來自於對中國野生成年大熊貓的

但法國並不是第一個造紙糊的國家，而

報 紙， 紙 板， 米 糊，

數量統計，所以我們之前看到的千六隻

是中國 ﹣也就是發明紙張的地方。早在

無 毒 亞 克 力 膠， 水 漆， 橡

熊貓，點數時要記得扣減四隻，不然怎

漢代，中國人已用紙糊製作頭盔。後來

膠。 全 部 顏 料， 黏 膠 均 為

麼數都數不對喔！可參看下圖紙熊貓的

傳到日本、波斯等地再在 17 世紀傳到歐

有機材料，環保無毒。

尺寸和組成。

洲，普及成家庭式製作的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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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讓我們先看看製作紙
糊熊貓所需的材料吧！

材料：

5

1. 石膏熊貓模
2. 報紙
3. 畫筆
4.

製作
解構

製作步驟：

1. 收集廢紙或舊報紙

黑色及白色無毒性、
有機塑膠彩 (Acrylic)

5. 粘米槳糊
6.

鉛筆 ( 用作畫稿如眼
睛)

7. 風筒 ( 用作吹乾報紙 )

2. 用紙剪成小塊並沾上
粘米槳糊，一張一張
地貼上熊貓軀幹至完
7. 一隻具可持續發展精神的紙糊熊貓

全覆蓋。
5. 發揮創意草擬自己獨
特的紙糊熊貓

在工作坊深入淺出的傳授中，參與者發揮自己無限
的創意設計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紙糊熊貓，導師亦在教授
時宣揚的保育和環保訊息。雖然『1600 熊貓遊香港』
的活動已圓滿結束，但是這並不代表紙糊藝術和保育問
題會隨之消逝。在元創方展覽期間，每日三場製作紙糊
熊貓的工作坊，向眾多的參與者傳承這手工藝，而活動
亦已成功引起市民大眾關注保育問題。

3. 等待紙糊熊貓完全乾
透

6. 再用黑色塗上眼睛，
耳，鼻，四肢位置

如果你還想製作屬於自己的紙糊熊貓 ...
在 PMQ 的紙糊熊貓工作坊已告一段落，然而，保育和
傳承的意念值得延續下去，因此，本會計劃在未來推展
紙糊熊貓工作坊至全港中小學。學生就可以足不出校，
4. 塗上白色顏料

省去排隊和抽籤，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紙糊熊貓了。密
切期待！
特此感謝元創方 (PMQ) 公關部的協助安排參與是次工作坊，Allrightreserved 公司提供部份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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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訪談：撕藝大師李昇敏 ( 敏叔 )

■文：李海旭

都市古衙門
的
撕紙藝術家

李昇敏
曾經的九龍城寨
曾經的頑皮小孩
九龍城寨已成為一段香江歷史，空餘一座古色古香、充滿嶺南文化氣
息的九龍城寨公園。而這座安於寧靜的公園，依舊臥虎藏龍，其中一位佼
佼者，就是大隱於市，出生平凡而顯出不平凡的民間撕紙藝術家李昇敏。
因為他的和藹慈祥，人們都習慣叫他敏叔。
採訪當日，敏叔穿着一身紅衣，繫著腰包，一臉慈祥地在城寨公園的
樹蔭小徑下和我們侃侃而談。敏叔以前是一名普通的商行職員，負責出外
收款看貨，並無深厚的文化背景，甚至他自認以前念書時是一名頑皮的小
孩，不愛念書，唯因有位用心的良師，使他發現中國文字詩詞之美而愛上
敏叔作品

無心插柳到
撕紙高手

中國文學，亦由此成就日後的撕紙傳奇。

說起撕紙的源由，可說是無心插柳。大約 30 年前的農曆新年，敏叔在家中休息，突然一陣風吹來，把盆桔上的一
張紅紙捲下，正好飄到了他的身邊。閒着無事的他，見紅紙方整卻沒特別用途，棄之可惜，便忽發奇想用手把紅紙一
點點地撕出一個「吉」字，沒有剪紙經驗的他撕出來的字卻有模有樣，家人見之奇特便貼於牆上，後來拜訪的親友亦
嘖嘖稱奇，但謙虛的敏叔並沒多製。真正成名是多年後他為一所公司收款時，隨手撕出了公司名字，公司覺得優美奇巧，
於是裱於公司讓大家欣賞。從此敏叔的手藝口耳相傳，傾慕之人紛紛找他撕紙，並邀他到藝墟擺攤及開班教學。敏叔
為此樂此不疲，開始在住所附近的城寨公園常駐表演，決心把這門手藝發揚光大。
在傳統的紙藝上，敏叔力求創新。他不斷向難度挑戰，嘗試各種不對稱字體的創作，並應不同人的喜好撕出不同
語句，無論「潮語」或傳統祝賀詞都難不倒他。為吸引小孩，他更會撕下一些卡通人物，令小孩發現傳統中華紙藝文
化的美而願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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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傳承
方成大師
敏叔那精湛的技藝雖亦為人尊敬，但最為人敬重的

十分樂意應任何團體邀請表演並傾囊相授撕藝，無論對

還是他那顆把中華傳統文化及精神傳下來的心。在他的

方是老是幼是中是外，在他看來，所有人都可以是撕紙

談話內容裏，他雖然自謙地形容自己漫不經心地撕紙，

高手，關鍵在於有沒有心去學去練。除了教授撕紙，他

但仍可感受到他為這項藝術投入的一片心機。雖然他說

更重視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從尊師重道，到

平常撕紙不打草稿，但之所以他能不打草稿便能撕出精

儒家孝道。在他看來，技藝傳承只是小事，精神傳承才

美作品，全憑他平常有機會有靈感便會撕，不會停歇，

是令一眾技藝文化傳承的重點。作為一個人，可以不懂

甚至在乘地鐵時也能用任何一款紙來撕，甚麼紙質以至

這些技藝，但不能沒有以上各種精神，否則難以為人所

廢紙及撕剩的紙屑在他的用心下也能化腐朽為神奇，成

尊敬。教授撕紙時，他例必會教導如此道理，以讓他的

為一幅幅驚為天人的作品。

學生能真正傳承中華文化。

敏叔還用心研究文學以及教學，他隨手撕下的對聯
就連一眾素昧平生的中文老師也大為讚賞。而更應為大

敏叔，一個平凡而慈祥的伯伯，因着他對中華文化
的執着與熱誠，才成就出現今的大師。

家欣賞的，是他傳承中國文化的心。只要時間許可，他

敏叔撕出八合薈萃
過程實錄

數分鐘後，
已有『八合』
二字的雛型。

3

我們邀請敏叔為
我們撕下『八合薈
萃』四字，敏叔二
話不說就拿了一張
紙對摺，舖排四字
的格局。

1
開始
撕『八』字

2
準備撕
『萃』字的
外框。

4

已撕下『八合
薈』的形態，再
撕『萃』字。

5
修飾四字後

7

6
成品 !!!
多謝敏叔 !

7

文化對談：創意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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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考察

■文：陳坤德

黃詩恆

今年暑假，36 位「製造創意－南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團」
學員，拜訪了台灣的樹德科技大學，並與該校老師互動，從理論
和實踐中體會創意是如何製造出來的。此行令大家多所啟發，尹
立主任更就激活創意，分享了他在教學中的得著，其中對創意教
學的觀點，對理解和發揮個人創意甚有幫助。
其實，人人都有創意，但怎樣把它引出，確是我們所關注的。
尹立主任認為，這與需要「時間」去培育有關。由於要在短時間
內找出創意，或是被逼迫遞交作品，桎梏思維，創意就被局限；
大家需要被逐步帶領，學習基本技法，築成概念並建立模式後，
才能做出具有創意的製成品。例如：學生會率先想起筆記本，這
是因為他們會自然地由熟識的事物想起。若然學生有了基本資料
（基本設計知識、技術），便會激發創意發想，想要與旁人不一樣。
所以，創意這種意識，是需要用時間來堆積的。
駁二藝術特區創意商鋪

主任小檔案

尹立 Aaron Yin，台灣設計師協會榮譽理事長、樹德科技大學動畫與遊戲設計系系主任。對於
設計有高度的想像與熱情，也是一個積極推動設計活動的實踐者，在設計執行與設計教學領
域穿梭，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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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主任幫助學生理解創意的方法也極具創意和實用性。他說：「凡修讀
我的課的學生，需要完成三件事。我的第一堂課，便先要讓學生認識自己，
這是創意關鍵，華人在這方面注重較少。我會向學生發問各種問題，然後和
他們一起分析。將個人的生命經驗，綜合技術及資源，一起可作為未來創作
的滋養。創意不需往外尋找，由自己身上發掘會有更多的驚喜。學生可以用
課本、制服、玩具，收集物件等，製作獨一無二的作品，如：家族舊照總覽。」
對自己有認識，是了解創意的第一步，進而探討周遭的人和事。「第二
件事是，學生需要閱讀一本書，與其他人分享。閱讀書籍有助我們了解人的
故事。只要是具有故事性和劇情，有起承轉合，就能為創意提供養份。」
樹德科技大學藝術作品

原來，「一個人的旅行」也可補充創意養分。主任認為，不須到太遠的
地方，因旅行的主要目的是為培養學生的內在，從以規劃旅行至旅行途中，
均可感受不同的人、故事或遇到的特別情況。將這些經歷全部演化成屬於自
己的意念及概念，並透過專業技術來呈現想法，創意也就自然流露了。
尹主任向我們介紹「好漢玩字節」（2010 年）。它是一個結合文化、創
意和產業的大型活動。西方人重視圖案，東方人重視文字，故此，尹主任以
中國文字的藝術特點、構造，結合民間信仰的種種環節，並以「漢字」為主題，
加入各方流行文化，如聲音、服裝、彩妝、餐具、書法（蘭亭序）等，以科技，
多媒體及電腦呈現漢字之特色及美感，以概念製成產品。
讓生活、文化結合新技術，顯示出時尚美感，不但流行，饒有創意，為
文化產業的發展，開拓新視野。( 相關網址：http://w2.khcc.gov.tw/DCCF/p2.htm)

創意空間

手
繪
紙
製
藝
術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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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佳

2008 年考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現為清華大學美術學
院就讀研究生，她的作品曾多次參加校內外展覽及被收藏家
收藏。

作者參加了一個由網上發起的「本子計劃」。計劃持續了 3 個月，作者堅持每

日創作一副作品，最終完成了 81 幅的盆栽系列。三個月採用不同的主題，分別是
「結繩」，「符咒」以及「維
度」，以表現作者對藝術的
理解。一本橙色的硬紙本，
一疊日本和紙，幾組彩色筆，
通過作者的巧思，呈現出千
變萬化的紙上盆栽。

結繩主題

符號主題

空間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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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

沒有紙的旅行

智 庫 組 織 Roundtable Community 前 總 幹 事
全職旅行專欄作家

旅行不帶紙，其實不是發生了很久的事。記得十四年前，

我在進大學之前那個暑假第一次做背包客，獨自出發到澳洲自
助旅行，起行前找了很久才在圖書館找到一本中文的澳洲旅行
書，我還記得作者是簡培發先生。那本書當時其實也已出版了
好幾年，資料也當然不及 Lonely Planet 詳盡，但那個時代要找
旅行資料不容易，簡先生那本書有第一手資料，已經十分不錯。
甚至不用說得太遠。記得五六年前我到印度旅行時，手上

拿的就是一本厚厚的 Lonely Planet，是過境印度前在尼泊爾一
間舊書店買的，舊版比新版便宜一大截，當然是窮遊者的恩物
了。Lonely Planet 是最流行的旅行書，特別是在印度，除了來
自日本的旅行者外，幾乎每個國家的遊客都會手拿一本（日本
背包客有自己的旅遊書）。可想而知，大家的旅行路線也會如
何相似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個小城巿，LP 介紹了一家專賣奄
列（類似的東西吧）的路邊攤，我也按圖索驥地去光顧。那間
得到 LP 介紹的攤檔，食客多得排著隊等買奄列，攤檔還有一本
留言冊讓你寫下食後感想；旁邊那幾間賣一模一樣食物的攤檔，
則門可羅雀，食客寥寥。有說一間店子若得 LP 好好介紹，那接
下來至少三年不用擔心生意，這也確實是有道理的。
可是 Lonely Planet 的影響力，也正隨著紙張在旅行中的消
失而遞減；LP 過去幾年接連賣盤和裁員，也證實了紙本的旅行
書正漸漸被時代淘汰。以我為例，曾經也是 LP 不離身，可是這
兩年的旅行卻幾乎沒有翻過 LP―網上海量的網頁、論壇、地圖
和手機程式，提供了更新更快更準確的資料；我背包中的旅遊
書，已然換上了手機和手提電腦。加上在世界各地都越來越容
易上網，資料為主的旅遊書也將越來越不重要了。
除了旅遊書，我旅行時其實還喜歡帶上一兩本閒書。我特
別喜歡在旅程中閱讀別人的遊記，感覺就像有另一個自己，在
平行時空同樣在旅行著。然而對於一個長途旅行的人來說，書
本實在是個令人左右為難的選擇―既喜歡帶書甚至買書，卻又
不想叫背包越來越重。記得大學時代我回內地旅行了兩個月，
情不自禁地買十多二十本書，背包重得幾乎揹不起，實在魚與
態掌，難以兼得。於是當電子書的時代來臨時，我也一頭撞進
電子書的懷抱去了。一部薄如記事簿的 Kindle，可以裝下十個
旅程也讀不完的書；要買新書，也只需要連上網，書本就唾手
可得了。我當然還是最喜歡紙本書拿上手翻閱的那種質感，買
書也仍然是我的嗜好，但在旅途上，卻不得不與紙張告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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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丹

綠色生活

新華社上海分社新聞信息中心

呼喚人們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生產一份牛肉漢堡，相當於損失 55 平方米的雨林；

茹素，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飲食上的投射。地球上

生產 250 份漢堡，一個足球場那麼大的雨林則遭受破

的萬事萬物都是統一的整體，人與動植物之間息息相

壞……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給過一個資料：全球範圍

關，相互協助。每當我們砍掉一棵樹或殺死一隻動物，

內，畜牧養殖業使用的淡水占全球淡水總用量的 70%

其實質都是殺死自然、傷害自己的一小部分。

以上，造成 80% 的森林被砍伐。
一個不爭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過去供應世界過
半人口飲用的地下水正在逐漸乾涸枯竭。
然而，我們真的缺水嗎？生產一磅牛肉需要耗費

全球營養界權威專家們也紛紛達成共識：人類從
動物飲食中索取的營養成分，均能從植物飲食中找到
替代。植物飲食比動物飲食更有利於人類的身心靈健
康發展。

2500 加侖的水，而一份含豆腐、米飯和蔬菜的純素餐

愛因斯坦說：「世界上沒什麼比進化為茹素更能

點用水量僅為 98 加侖。全世界有 11 億人缺乏安全的

利益人類健康，也更能增加地球上物種存活的機會。」

飲用水，我們卻每年浪費 3.8 兆噸乾淨的水來生產肉
品。

此外，在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的當
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農業的經營模式。美國一項

據美國環保署估計，農業（主要指肉品類）造成

研究發明，有機農業能維護農業和環境之間的自然平

美國境內近四分之三的水源污染。一座豢養 50 萬頭豬

衡，可以保護表土，保持水源清潔，若是全世界都採

的養豬場，每年所產生的排泄物比紐約市曼哈頓 150

用有機農耕，這些土壤每年可吸收並儲存碳排總量的

萬人還多。畜牧養殖場的土地無法全部吸收這些排泄

40%，使地球環境直接受益。

物，未被消化的部分排泄物就流入附近的河川和土壤，
引發了棘手的水土污染問題。

調查顯示：如果取消農業補貼，讓生產成本全都
反映在產品售價上，那麼在美國買個最便宜的漢堡都

小小一口肉食的背後，資源消耗與環境代價驚人。
一份資料顯示：生產一公斤牛肉消耗 1.69 億瓦特的能
源，足以讓一輛普通歐產汽車行駛 250 公里。比起純
素飲食，一餐肉食耗用的土地多達前者的 17 倍，使用
的水則多達 14 倍，所需能源也要多 10 倍。
聯合國 2006 年發表的報告顯示：全球畜牧養殖業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全球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飛機、
火車、汽車、摩托車的總排放量還多。50% 以上的全
球暖化是由畜牧養殖業造成的。
時下，為緩解環境危機和宣導健康飲食，全球掀起
了一股茹素風潮。茹素不僅僅是一種綠色的生活方式，
更是一種人與自然、人與自己和諧共存的生命哲學。

要花上 35 美元。政府與其繼續補助畜牧養殖業，還不
如逐漸關閉並轉型為畜牧業，停止這種毀滅式發展的
經濟模式，用優惠或是鼓勵的政策引導農民轉向有機
農耕採用有機的天然農耕法。
如此，糧食產量就會增加，作物會更健康，土壤
也會更有生機。土壤一旦恢復生機，我們的食物就會
越來越充足，生活越來越綠色，並逐漸朝永續農耕方
向發展。
所謂「道法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應該
順應自然，而不能違背自然；遵循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保護地球生態應成為每一名地球人的共識。保護地球，
人人有責。多素少肉，綠色生活，需要喚醒人們對大
自然的敬畏之心。

【少年香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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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天地

形 容 香港的字詞多不勝數， 在這裡，
不 同 地區城市的朋友濟濟一堂，你眼中的香港又是怎樣的？
拿 起 筆，擷取一厥詞，記錄這份屬於你的感動吧！

多樣性

Vereta Gour (Indian 印度 ) ▪ South Island School（南島中學）

Diversity

徵稿及翻譯：鄧婉芝 安虹

香港的與眾不同在於不同宗教、文化、信仰的人

Hong Kong can be best described as a diverse community, with
so many religions, cultures and belief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could
not be more different, The environment ranges from the commercial
centre of Hong Kong, Central to the history capturing Stanley. All these
minor differences give way to the amazing feeling and environment of
HK. And whats more Hong Kong is in the centre of trade allowing us to
have so many diverse life styles from the simple flat to the grand villa.

們共冶一爐，也許多元化社會就是對香港最佳的描述。

Though their are still some negatives with the weather changing
so frequently its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but who doesn’t like a good surprise? No where else can you end up
going to disneyland in the pouring and stay in an expensive hotel on a
perfect day out. Altogether Hong Kong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and also
possibly the most diverse place of all.

我們總愛點突如其來的驚喜吧！或許，安排一天在迪

從中環這個金融中心到赤柱這歷史的一角，環境的細
微差異往往帶來令人驚喜的體驗。香港作為貿易樞紐，
不論居於斗室或是豪華別墅，均能各取所需，容納不
同的生活風格。縱使天氣變無法預測，風雲幻變，但

士尼盡興後，再置身華麗的酒店，沒東西比這些更好。
總的而言，我眼中的香港是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甚至
可能是最多元化的地方之一。

獨特的香港

劉曉雯（本會青年文化大使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是中西薈萃之地，透過香港這扇窗，能看到種

我認為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要，在於當中所包含的

種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但回頭一望，你又能否看見香

一份集體回憶以及香港的歷史。例如 : 提到「分分鐘需

港獨有的文化呢 ? 其實香港自身的道地文化很豐富，遠

要你」，我們回應「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提到「獅

離煩囂的長洲，有太平清蘸活動，每年吸引不少香港和

子山下」，總會想起大家一起拼搏的那些日子。本土

世界各地的朋友參加。 繁忙的旺角街頭有行人專用區，

文化總能引起本地人的共鳴，有著外來人不明白的情

為表演者劃分一塊寶貴的土地，表現自己的天賦。飲食

愫，從而把一個又一個的香港人緊扣在一起，拉近彼

方面，香港有獨一無二的茶餐廳文化，一個雞尾包，一

此的距離。相信，這就是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吧。 希望

杯凍奶茶，都是不少市民的最愛。交通方面，在繁榮的

香港人除了能看見「窗外」的明媚風光，亦不忘好好

銅鑼灣能看見緩緩行走的電車，供你慢慢欣賞一幢又一

欣賞這「窗內」的細緻美景。

幢的摩登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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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導

廖長江議員獲授

 會慶邀請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正邁向五周年，有我的你
的付出，有你的我的記憶，而共同推動中華文化的宗旨
一直沒變，在未來，還必將宗旨散播至更廣更遠。
五年來，文聯會從大氣電波到實地考察，足跡遍佈
了大中華，或許你有一段和文聯會有關的難忘故事，又

「銀紫荊星章」
7 月 1 日，本會名譽會長，全國人大
代表，立法會議員廖長江先生榮獲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
彰其長期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尤其在發展質素保證機制
方面表現卓越，為香港推行資歷架構奠定基礎，貢獻良多。

或許你有想對文聯會說的一些話，歡迎來信（電郵：

葉國華教授

info@hkccda.org）致本會秘書處，將你的心聲記錄下
來。本會將於下期刊登部分來稿。

獲邀出席講座

會慶活動精彩紛呈，歡迎你的加入！

本會董事長葉國華教授

① 宿霧考察團

應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邀請，

本會將組織會員會友赴菲律賓宿霧旅遊考察。宿霧，
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其商業和旅遊業都較為

擔任其會員大會專題講座「南海局勢多面睇」的主講嘉賓，

發達，本次考察將赴當地了解華僑生產生活情況。

南海局勢關乎著整個亞洲的氣候，背後更和中美關係有著
密切聯繫，中美之間的博弈決定著南海局勢的演變，值得

② 文化沙龍（10 月 25 日）
中國反貪之後下一步將如何？香港 2016 立法會選
舉、2017 行政長官選舉將何去何從？由香港現代易

各方關注。葉教授從整個亞洲的角度去闡述并分享其對時
下南海局勢的看法，不少在座聽眾表示受益良多。

學研究會會長謝寶笙博士主講，從《易經》中分析
預測中港前途，在易經智慧中尋找啟發。

《那年五月》成功演出

③ 酒會
10 月 25 日 11:30 假本會新會址（九龍新蒲崗大有

由火石文化呈獻、石中英（即本會名譽會長楊向杰教

街 1 號勤達中心 2107 室）舉行會慶酒會，屆時將

授）出品、黎文卓先生監製之音樂劇《那年五月》，於

有新一屆執委及青年文化大使理事就職禮。文聯會

2014 年 8 月 30 及 31 日在新光戲院

將廣邀五年來的會員會友參加，亦歡迎您的到來，

盛大公演，不少各界傑出人士到場支

一同慶祝文聯會五周年這個重要日子。

持。《那年五月》是第一齣以 1967
年『六七事件』為時代背景之音樂劇

「製造創意－
   南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團」

  圓滿結束
由本會主辦、
港台經濟文化協進
會資助的「製造創
意－南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交流團」已於 2014 年 8 月 18 至 24 日順利舉辦。
本交流團行程豐富緊密，參訪多個文化藝術景點，
如：都蘭新都糖廠、駁二藝術特區、打狗英國領事館文
化園區、紅毛港文化園區、高雄市立美術館、樹德科技

作品，描述一位工會工友與舞廳歌女
的浪漫激情故事。該劇既有豐富娛樂
性，亦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黃富榮主席出席

軍事生活體驗營畢業典禮
第四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於 8 月 3 日至 16 日
在新界粉嶺新圍軍營舉行，學員們透過軍旅生活鍛煉堅強
意志，培養青年學生保家衛國的情操。本會主席黃富榮先
生作為受邀嘉賓出席畢業典禮，當日，學子們身著迷彩服

大學、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等。讓團員在七天六夜中，

進行隊列和軍體拳匯報表演。儘管烈日當空，但每個學員

親身體驗台灣文創產業之發展。

都認真完成指令，精准和流暢的動作博得現場熱烈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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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學校即將突破 100 間
本會主辦的優質教育基金項目：「歷史文化學堂―近代中國 200 年 (1800-2000)」，自六月廣發邀請信至各中學後，
反應熱烈，至今已收到多達 90 間中學報名參加其中之活動，這個回應及延續實在令人鼓舞。
以下是講座信息預告：
序號

講者

講者簡介

日期

講題

1

麥勁生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
任、教授

2014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三）
下午 5:30-7:00

中國社會變遷和近代武俠小說

2

丁新豹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客席
教授、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
館長

2014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三）
下午 5:30-7:00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香港∕兩次
世界大戰期間的香港

3

區志堅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主
任

2014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二）
下午 5:30-7:00

從明信片看辛亥革命的意義

4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
任、教授

2014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五）
下午 5:30-7:00

公眾史、人民史、婦女史：個
人治史經驗的反思

免費講座詳情
首兩場講座由白耀燦先生主講，主題為朗誦培
訓及說故事的技巧；第三場講座由康一橋校長主講，
教授正字正音，擺脫懶音。歡迎公眾參與各位教師
和學生參與。

比賽詳情
目的：旨在培養參加者關心國家的意識，增加
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秉承中華文化精粹。

日期：2014 年 9 月 18、25 日、10 月 10 日
時間：下午 5:30 - 7:00
地點：風采中學、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參賽者用一分鐘的時間，以廣東話介紹你認為
有趣的中華文化，如中國某地的風土人情、社會風

獎

項

貌、歷史文化、民謠歌藝等。內容、形式全部自訂。
你可以用獨白、對談、故事、棟篤笑、數白欖、歌
唱等。

獲評優的 30 支隊伍，每隊可獲港幣 600 元書
券，更可親身到電台錄音，並於新城電台播出。

報名詳情：
歡迎教師、中學生及大專生參加比賽；歡迎個人及學校報名參加免費講座。詳情瀏覽本會網站 www.hkccda.org
或致電 2523 0800 向本會秘書處查詢。

今年 11 月初就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