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香港國際博物館日 2019 

香港海事博物館 5 月 18 至 19 日免費開放及舉辦特備活動 
 

2019 年 5 月 15 日，香港 —為慶祝國際博物館協會每年設定之「國際博物館日」，位於中環八號碼頭的香港海

事博物館將於 5 月 18 至 19 日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本年度國際博物館日以「作為文化中心的博物館 傳統的未

來」為主題，本館再獻新猷，與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與媒體與傳播系、Morpheus Antique 和「憶昔」合

辦連串有關海洋、燈塔及港口設施等特備活動，包括展覽及公眾講座、電影放映、手尋文物和親子活動，讓觀

眾可參與其中，並從中了解香港的海事文化及歷史故事。屆時海事博物館禮品店會送出限量禮品，頂層咖啡廳

Café 8 亦將舉行現場音樂表演，以感謝公眾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如欲下載高清照片及相關說明，請按連結：https://bit.ly/2VsFRDm  

5 月 18 日 (星期六) 

「進港了！」巨型棋盤遊戲 

活動在海事訓練學院學生協助下進行。參加者將選擇操控各

式貨運船舶，再利用學生提供的提示，確定船隻進入港口的

條件與航道，親身領略香港航運業的工作概況！ 

 

14:00 - 16:45 

每節時間為 15 分鐘 

最後一節於 16:30 開

始 

活動籌號在 13:00 於 

訪客服務處開始派

發，先到先得，派完

即止。 

 

顧國敏船舶模擬駕駛體驗 

 

14:00 - 14:30 
14:45 - 15:15 
15:30 - 16:00 
16:15 - 16:45 

 

5 月 19 日 (星期日) 

「進港了！」巨型棋盤遊戲 

活動將在海事訓練學院學生協助下進行。參加者將選擇操控

各式貨運船舶，再利用學生提供的提示，確定船隻進入港口

的條件與航道，親身領略香港航運業的工作概況！ 

 

 

14:00 - 16:45 

每節時間為 15 分鐘 

最後一節於 16:30 開

始 

活動籌號在 13:00 於 

專題展覽和文化活動

廳派籌櫃檯開始派

發，先到先得，派完

即止。 

https://bit.ly/2VsFRDm


   

 

 

燈塔記憶 – 青洲燈塔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 

《燈塔記憶》是由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與媒體與傳播系共同舉辦的跨學科燈塔古蹟研習實踐項目。 

 

1. 顧國敏船舶模擬駕駛室 

 

14:30 - 15:00   
15:15 - 15:45   
16:00 - 16:30   

活動籌號在 13:00 於 

專題展覽和文化活動

廳派籌櫃檯開始派

發，先到先得，派完

即止。 

2. 《燈塔記憶：青洲燈塔》展覽 11:00 - 17:30 即場參加，無需報名 

 
3. 《青洲燈塔檔案精選與互動式 

3 維燈塔建築模型展覽》導賞團 

14:00 - 15:00 

4. 「試試自己導航」導賞團 13:00 - 15:00 

5. 青州燈塔紀錄片放映及 3D 模型展示 

              電影放映及講座 

15:00 - 16:15 

6. 焦點座談（第一場） 

主持人：鄺子晴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議題：「聽聽專家說」 

講者： 

「航行亞洲」童恩通 船長 

香港海事博物館特別顧問 

「青洲燈塔的過去與現在」梁耀 

海事處助理輔航設備監督 

「青洲燈塔天氣記錄」蔡掁榮 

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 

 

焦點座談 （第二場） 

主持人：王康瑜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議題：文化古蹟保育的教育影響 

講者： 

何舟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 

第一場： 

16:20 - 16:50 
 
 
 
 
 
 
 
 
 
 
 
 
 
 

第二場： 

16:50 - 17:30 



   

 

 

黃天 香港城市大學 LHRC 項目歷史與學科專家 

景祥祜 香港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 

 

現場提供語言翻譯服務： 

語種：英語、粵語、普通話 

紀念印象：紀念品及其歷史 

與 Morpheus Antique 合辦 

 

Morpheus Antique 由一班熱愛收藏的愛好者所組成，專注於

藝術、文化、歷史、工藝、古董收藏等不同範疇。本次公眾

活動形式參考英國博物館的文物互動模式來進行。屆時負責

人會在展示桌上擺放各類型文物讓公眾人士在參觀過程中接

觸，從而產生了解文物背後故事的契機。 

 

12:00 - 14:00  
15:00 - 17:00 
 

餘響遶梁－客家村落在大埔 

與「憶昔」合辦 

 

「憶昔」是由一群熱愛和關注本土歷史文化發展的年青人組

成，透過在社區舉辦多元的教育活動 ，向不同年齡人士推廣

本土文化，從而加深香港人對本地文化的認識和欣賞。是次

活動目的是透過小型展示和互動環節，以生動有趣的方法以

小見大，透過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圍名歌》，向大

眾介紹當中隱藏的歷史故事與海岸變遷。 

11:00 - 17:00  

(小型展示)  

14:00 - 17:00  

(互動環節) 

 

國際博物館日特別優惠: 

博物館禮品店 -消費滿港幣 100 元可獲贈品乙份（送完即止） 

Café 8（博物館頂層茶座) - 任何惠顧可享九折優惠、5 月 19 日 16:00-19:00 將有現場音樂表演。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香港海事博物館網頁 或 Facebook 專頁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admin
http://www.facebook.com/HKMaritimeMuseum


   

 

 

2019 年 5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 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 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閉館前三十分鐘開始停止售票  

地點： 香港中環八號碼頭香港海事博物館 (摩天輪旁) 

查詢電話： (852) 3713 2500 

網站： www.hkmaritimemuseum.org 

Instagram: @hongkongmaritimemuseu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MaritimeMuseum/ 

門票： 免費 

 

關於香港海事博物館  

香港海事博物館榮獲 2017 年「旅行者之選」中國十大博物館之一，是船運公司、商界、私人 機構及香港政府

全力支持的非牟利獨立註冊慈善團體。博物館致力保存、收藏及展示與香港及珠江三角洲海上貿易及與海事有

關的藏品，以演繹不同年代的海上歷史故事，及闡述船舶和海洋在古今與未來扮演着的重要角色，每年訪館人

數逾 10 萬人次。博物館於 2005 年在赤柱美利樓對外開放，並自 2013 年起遷至中環海濱核心區的八號碼頭。館

內現時設有 15 個展廳，共展出近千件藏品。本館另設活動場地、海事文化中心、頂層社企茶座及禮品店，致臻

為訪客提供非一般的博物館體驗。本館亦提供教育活動讓廣大市民、學校及社團組織參與，寓教於樂。欲了解

更多，請瀏覽 www.hkmaritimemuseum.org。   

 

傳媒查詢，請聯絡： 

市場部副經理 

蔡惠鈞 (Virginia Choy) 

電話：+852 3713 2508 

電郵：virginiachoy@hkmaritimemuseum.org 

市場助理 

王倩欣 (Christine Wong) 

電話： +852 3713 2518 

電郵：christinewong@hkmaritimemuseum.org 

 

http://www.facebook.com/HKMaritimeMuseum/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
mailto:virginiachoy@hkmaritimemuseum.org
mailto:christinewong@hkmaritimemuseu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