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敏婷⼩姐
�

⼤學修讀英國⽂學，現職可持續發展顧問和科學考察⽀援，
經常游⾛世界各地做環境管理評估和訓練野外考察隊員，⾜
跡遍及全球五⼗多個國家和南北兩極。她亦經常參與不同媒
體製作，包括港台電視31《探索⼤世界》、港台《⽂化花
園》、《野外動向》雜誌、《⾹港郊野全接觸》等等，向⾹
港⼤眾和海外觀眾推廣⾃然科學、環境保育、歷史⽂化等資

訊。
�

⽗⺟和祖上起碼七代都是銅鑼灣蜑家⼈，作為第⼀代在岸上
出⽣和成⻑的「蜑家妹」，李敏婷透過搜集⻑輩⼝中的⽣活
⽚段，重塑這個消失族群的集體回憶，以專⾴《蜑家妹出⾛

記》分享的家庭⼩故事，留住⾃⼰的根。
�

題⽬：⾹港蜑家⽅⾔與⽂化
�

摘要：透過⽇常與家中⻑輩的對話，探索⽣活⽤語中的蜑家
語⾔和⽂化痕跡，例如天氣、⽅向、動作、⼝⾳變異等。講
者亦會分享銅鑼灣⽔上族群的歷史和演變，以社會變遷、⼯
作、⼈員交流等⽅⾯，介紹族群⽇常⽤語中蜑家話、廣東

話、英語或其他外來詞交匯混雜使⽤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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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註冊導遊協會

何祥榮教授
⾹港樹仁⼤學中國語⾔⽂學系教授。北京⼤學⽂學博
⼠，師從饒宗頤、袁⾏霈等國學耆宿，著有《南北朝駢
⽂藝術探賾》、《四六叢話研究》、《閬⾵樓辭賦駢⽂
論集》、《漢魏六朝鄴都詩賦析論》等，並發表關於詩
經、楚辭、古詩、賦、古代散⽂、駢⽂、⽂學批評等論
⽂近三⼗篇。⽂學創作有《懷蓀室詩詞集》、《閬⾵軒
儷體⽂鈔》等。

題⽬：清末以來⾹港古詩詞與旅遊名勝

摘要：本講座旨在探討清末以來⾹港古典詩詞與旅遊⽂
化的關係，通過考察多位詩詞家如姚筠、朱彊村、熊潤
桐、潘⼩磐、饒宗頤的詩詞作品，以加深了解⾹港旅遊
名勝例如維多利亞港、宋王臺、淺⽔灣、太平⼭、流浮
⼭、港珠澳⼤橋等景點的歷史與⽂化內涵，並在古典詩
詞中呈現的藝術美。⼀⽅⾯可加深認識⾹港古典詩詞的
發展概況；另⼀⽅⾯也可瞭解⾹港旅遊⽂學的特徵。

劉珮欣博⼠
�

⾹港樹仁⼤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早年在⾹港
⼤學完成社會科學學⼠及社會學哲學碩⼠後，前往英國
⽜津⼤學留學，並取得社會學科學碩⼠及哲學博⼠學
位；在2012年任職樹仁⼤學前，⼀直在⾹港⼤學擔任
講師和博⼠後研究員。劉博⼠的研究範疇包括社會網

絡、貧窮、⾝份認同，以及⽣死和疾病等議題，研究對
象主要為在港的少數族裔⼈⼠以及被迫移居⾹港的難

⺠，亦會以社會學的⾓度探討⾹港⽂化現象。
�

題⽬：從社會學的⾓度看⾹港旅遊⽂化
�

講座摘要：旅遊社會學旨在探討旅遊的社會結構、社會
功能、社會關係和影響。這次講題主要從社會學的⾓度
探討⾹港旅遊⽂化，當中包括旅遊形式及意義的演變、
⽂化保育和⽣態旅遊的崛起、旅遊產品商品化、急速的
城市化對旅遊以⾄旅客⼼態的影響，以及社會上不同持
份者（政府、⺠間組織與市⺠）對旅遊發展的參與等。
最後會引⽤當代社會學者Zygmunt�Bauman�的論述，
指出網絡急速發展和全球化改變了⼀般⼈對距離和地⽅

的感覺，也為旅遊提供了⼀種新的定義。

馮國強博⼠
馮國強博⼠先後出版《韶關市區粵語語⾳⾳變研究》
（2012年）、《珠三⾓⽔上族群的語⾔承傳和⽂化變
遷》（2015年）、《中⼭市沙⽥族群的⽅⾳承傳及其⺠
俗變遷》（2018年）、《兩廣海南海洋捕撈漁諺輯注與
其語⾔特⾊和語彙變遷》（2020年）、《廣州⿈埔區⽅
⾳與漁農諺和鹹⽔歌⼝承⺠俗的變遷》（2021年）。先
後為廣東廣州市⿈埔區、中⼭市南頭、⾩沙、板芙、三
⾓、⺠眾、橫欄、港⼝、⿈圃、東升各鎮撰寫區志、鎮志
中的⽅⾔志。

題⽬：珠三⾓蜑家⽅⾔略述

摘要：第⼀部分主要通過蜑家⽅⾔的⾳系、詞彙介紹蜑家
⽅⾔。第⼆部分簡單談⼀談關於蜑字的意思。第三部分是
通過地名「排」字來看珠三⾓⽔上族群的來源。

陳永豐⽼師
⾹港樹仁⼤學中國語⾔⽂學系⾼級講師，主要任教中國
⽂字學、漢語⾳韻學等學科，研究興趣涉及古⽂字、古
代漢語、現代漢語及粵⽅⾔等領域。

題⽬：⾹港境內地名的歷史來源

摘要：⺠族的發展與遷移，總在地域名稱上留下⼀些痕
跡。⾹港處嶺表南端，群⼭聳⽴，海隅圍繞，既宜墾⽥
耕作，也宜泛海⿂羹。這個⾃古本是百越⺠族活動場
所，⾃中原⺠族的遷⼊，閩越漁⺠的寄居，使得⾹港地
名，雜⼊了不同時期、不同族群的語⾔成份。當中有些
名稱雖以漢字書寫，但不能以漢字字義作簡單解釋，這
是壯侗、客家、閩南等不同族群曾在不同時期，寄居於
這⼭嶺海島的結果。從⾹港境內的地名中，可探知其命
名的⽅式、意義及來源。

日期：2022年1月22日 
時間：10：30-17：30 
地點：Zoom Webinar 平台網上舉行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區志堅博⼠
�

現任⾹港樹仁⼤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港旅遊業議會課程評
審委員、⾹港⼩童群益會市場委員會委員，曾獲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海德堡⼤學東亞歷史⽂化學系、北京師範⼤學歷
史⽂化學院、東洋⽂庫等⾼等院校及學術機構訪問學⼈，著
作：合編《⾹港海關百年史》、《改變⾹港歷史的六⼗篇⽂

獻》、《古蹟與⽂化保存：中⽇及臺港的研究》、《⾮物質⽂
化遺產在⾹港》、The�Perspect ive�of � the�Eastern�and
Western�Cul ture�及�The� Introduct ion� to� the�Peop le ʼs
Republ ic �of �China ;個⼈著作《⿓總顯威：九⿓總商會七⼗
五歷史》、《明理愛光：杜葉錫恩教育思想及實踐》等，主要
從事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社會⽂化史、⾹港歷史的教研⼯

作。
�
�

題⽬：景觀導賞與⽂化旅遊：宋皇臺、侯王廟的故事
�

摘要：⾃宋皇臺站開幕後，很多中學、⼩學⽣進⾏專題研習，
不少旅遊業界⼈⼠組團參觀九⿓城、宋皇臺⼀地,�對這兩處⼈
⽂景觀的歷史⽂化及飲⾷課題尤其關注，⽽九⿓城曾是⼀個三
不管地⽅，有些電影及電視⽚表述為⼀個＂不良＂的地⽅。但
宋皇臺的故事與⺠初清遺⽼南下⾹江的史事，⼤⽯⾃⼭上移往
啟德機場的故事悖�有關係，是次結合旅遊業界導賞及歷史⽂
化，介紹九⿓城區的潮籍⽂化、節慶、宋皇臺及侯王廟故事。

演講嘉賓
王家琪博⼠

�
⾹港樹仁⼤學中國語⾔⽂學系副系主任（課程發展）、助
理教授。⾹港中⽂⼤學中國語⾔及⽂學系哲學博⼠畢業，
從事⾹港⽂學及現當代中⽂⽂學研究。著有《素葉四⼗
年：回顧及研究》（2020）、《也斯的⾹港故事：⽂學
史論述研究》（2021），編有《⻄⻄研究資料》（合

編，2018），學術論⽂散⾒於多份中⽂學報。
�

題⽬：⾹港⽂學散步與地誌⽂學
�

摘要：⾃盧瑋鑾教授⾸編《⾹港⽂學散步》(1991)以
來，加上本地⼤學和⺠間⽂化團體⻑期主辦多次活動，⽂
學散步的概念⽇漸成熟。近年⼜⾒不少以⾹港地誌⽂學為
題的專書和⽂集出版，加上網上地景資源的開發和應⽤，
令⾹港⽂學與社區的聯繫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材料。本次簡
短演講之中，王家琪博⼠將會介紹在⾹港⽂學研究之中上

述有關概念的沿⾰、意義以及可資參考的資源。

曾仲堅博⼠
樹仁⼤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美國北卡羅萊納⼤學
教堂⼭分校傳播學博⼠。研究興趣包括城市⽂化、
經濟⽂化、普及⽂化等。

題⽬：⾹港⽂學中的城市空間

摘要：本次講座將會簡略回顧⾹港⽂學中關於城市
空間的描述與取態，並討論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脈
絡。講座的討論將包括三個時期:�戰後重建期、60
年代末開始的急速經濟發展期，與及80-90年代
的⾦融化時期。

馮淑芳⼥⼠�
�

現任⾹港註冊導遊協會副主席，在旅遊業⼯作多年，
曾任職⾹港旅遊發展局、主題公園、及內遊及外遊旅
⾏社。馮⼥⼠後投⾝旅遊業⼈才培訓⼯作，擔任⾹港
理⼯⼤學-⾹港專上學院旅遊科⼀級講師及課程主

任、職業訓練局旅遊課⾼級導師等。
�
�

題⽬：⽂化旅遊在⾹港
�

摘要：⽂化旅遊是現時⾹港及世界旅遊的⼤趨勢，⾹
港在⽂化旅遊的發展，尤其是在⽂化景點上⾯的貢獻
如何呢？本講座內容會簡單講解⾹港近年如何發展本
地的⽂化遺產成為優質的⽂化景點，在保育之餘，讓

各地的遊客可以從中體會⾹港⽂化的精髓。

⻩志恩博⼠
⾹港註冊導遊協會顧問,�在⾹港理⼯⼤學酒店及旅遊業
管理學院（SHTM）教授本科和研究⽣課程近20年，
2002年獲得SHTM最佳教學獎，2017年獲得SHTM
傑出服務獎，於2018年退休。�⽬前是G�&�D匯⿓旅
遊、酒店和教育諮詢的創始⼈和專家顧問。他在⾹港及
海外（主要是澳洲及中國）旅遊及旅遊相關機構（包括
旅⾏社、郵輪公司及主題公園）擁有豐富的⾏業經驗。
他也是經認證的�GSTC（全球可持續旅遊會）培訓師.�

題⽬：電⾞遊的體驗與樂趣

摘要：⽤⾹港為例⼦分享電⾞遊的體驗與樂趣。⾹港的
電⾞是最便宜的公共交通⼯具，遊電⾞河是最經濟的觀
光節⽬。電⾞⼜是⾹港眾多交通⼯具中最環保的，對於
追求低炭旅遊的⼈⼠，最適宜不過。

掃碼報名座談會資訊



開幕致辭

閉幕致辭

主持

張越華教授
社會學系主任

王維永先⽣
⾹港註冊導遊協會主席

致辭嘉賓
⿈君良博⼠
⾹港樹仁⼤學
協理學術副校⻑（教學發展）

魏楚雄教授
歷史學系主任

⾹港樹仁⼤學
協理學術副校⻑（教學發展）
⿈君良博⼠獻辭�

⾹港樹仁⼤學
歷史學系主任

魏楚雄教授獻辭

⾹港樹仁⼤學
社會學系主任

張越華教授獻辭
⾹港註冊導遊協會主席
王維永先⽣獻辭

⾹港註冊導遊協會
副主席

馮淑芳⼥⼠獻辭�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

副系主任（語⾔教學）、助理教授
伍鈞鈞博⼠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主任
楊若薇教授獻辭

從社會學的⾓度
看⾹港旅遊⽂化

珠三⾓蜑家⽅⾔
略述、⾹港蜑家
⽅⾔與⽂化

⾹港境內地名的
歷史來源

閉幕致辭
致辭嘉賓
楊若薇教授
⾹港樹仁⼤學中國語⾔⽂學系主任

馮淑芳⼥⼠
⾹港註冊導遊協會副主席

景觀導賞與
⽂化旅遊：
宋皇臺、侯王廟
的故事�
區志堅博⼠
⾹港樹仁⼤學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 :00 -2 :30

清末以來⾹港
古詩詞
與旅遊名勝�
何祥榮教授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教授

2 :30 -3 :00

劉珮欣博⼠
⾹港樹仁⼤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3 :00 -3 :30

馮國強博⼠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

3 :50 -4 :40

休息3 :30 -3 :50

陳永豐⽼師
⾹港樹仁⼤學中國語⾔⽂學系⾼級講師

4 :40 -5 : 10

5 : 10 -5 :30

李敏 ⼩姐
可持續發展顧問
和科學考察⽀援

婷

12 :30 -1 :30

開幕致辭�
主持：伍鈞鈞博⼠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副系主任（語⾔教學）、助理教授

10 : 10 - 10 :30 參加者及講者報到�

⾹港⽂學散步
與地誌⽂學�
王家琪博⼠�
⾹港樹仁⼤學
中國語⾔⽂學系副系主任（課程發展）、助理教授

11 :00 -11 :30

⾹港⽂學中的
城市空間�
曾仲堅博⼠
⾹港樹仁⼤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1 :30 -12 :00

⽂化旅遊
在⾹港�
馮淑芳⼥⼠
⾹港註冊導遊協會副主席

12 :00 -12 :30

午餐休息

電⾞遊的
體驗與樂趣
⻩志恩博⼠�
⾹港註冊導遊協會顧問

1 :30 -2 :00

10 :30 -11 :00

座談會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