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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指引 

1) 請填妥附件的活動報名表格，選擇參與活動並填上所需資料，學校可先決定活動的日期及

時間。 

 

2) 每所學校在本學年最多可申請本中心 3 項免費教育活動。 

 

3) 學校必須傳真活動報名表格至本中心，本中心才會處理申請。 

 

4) 學校需要得到本中心職員的電話確認後，申請才算成功。 

 

5) 所有免費教育活動名額有限，先報先得，成功報名的學校將收到本中心的電話確認。如活

動參加名額已滿，該活動報名將會暫停。 

 

6) 申請借用教學展板並不計算入申請教育活動的次數內。 

 

7) 如天文台於活動前兩小時前懸掛三號或以上強風信號，或發出黃色﹑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所有室外活動將取消或延期；如天文台於活動前兩小時前懸掛八號或以上強風信號，或發

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所有室內活動將取消或延期，CACHe 將會作個別通知及另外安排

活動日期。 

 

8) CACHe 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絶對保密，並只會作 CACHe 與閣下通訊之用。 

 

9) CACHe 保留所有活動報名的最終決定權。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下稱「CACHe」）在此活動負責收集及處理你的個人資料，CACHe 會遵守及履行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之規定，並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準確及安全。CACHe 擬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地

址、電郵地址、聯絡電話號碼）透過郵寄、電子郵件、電話通話、短訊及互聯網通訊等的方法，用作提供最新

CACHe 資訊、問卷調查、籌募活動、捐款或通訊、活動及其他通訊，用作推廣 CACHe 活動之用途。 

 

CACHe 將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妥善處理及儲存，除轉移給相關方面作活動之外，並不會出售或轉移 閣

下的個人資料。 倘若 閣下希望停止接收以上資訊，請以書面(信封註明「私隱保護」)或電郵通知 CACHe。如有

任何查詢，請透過以下途徑與 CACHe 聯絡。  

 

地址：香港西營盤西邊街 36A 後座｜電話︰(852) 2291 0238 ｜傳真：(852) 2291 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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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何去何從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教學展板：香港華人生活連環圖– 死亡之旅 

常言道：“他朝君體也相同”，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過去數十年，香港的殯

葬文化受到不同的外在因素影響，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過往的中國傳統的「死亡觀」

出現極大的落差。是次香港華人生活連環圖系列，以死亡為主題，展示香港華人生活的變遷。

我們帶領大家走進時光隧道，穿梭香港殯、葬、墓、祭的古今演變，探討當中時下頗具爭議

的時事話題。 

 

借用時間︰1 星期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全校師生 

費用：全免 

 

內容： 

 香港殯儀館發展 

 香港墓葬形式的變遷 –從土葬到海葬 

 祖先祭祀的演變  

 紙紮祭品多樣化 

 

備註︰ 

現凡報名申請借用「香港華人生活連環圖– 死亡之旅」教學展板，將可免費獲贈「專題講座：人生自古誰無死」

或「社區考察：香港華人生活 (死亡篇)」活動一次，該活動將不計算入申請次數內。 

 

條件及細則 

1. 展板須妥善擺放在蓋地方，以免被強風吹毀、受潮或被日光直射。 

2. 展板如有損毀，須立即通知本中心。本中心有權向學校/團體追討賠償。 

3. 所有外借資料版權屬本中心所有，不得擅自翻印、複製或更改外借資料內容。 

4. 外借完結後請申請學校附上一張或以上於展覽期間的活動照片予本中心，以茲記錄。 

 

申請辦法： 

1. 請先致電本中心預約日期，然後於兩日內遞交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須至少於借用日期前兩星期提出申請，外借日期先到先得。 

3. 學校需要承擔外借資料的運輸費用，請於借還前一日與本中心聯絡運送事宜。 

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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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何去何從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專題講座：人生自古誰無死 

活動時間︰45-60 分鐘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200 名學生 

費用：全免 

 

內容： 

 圖解死亡之旅 

 生活素質：香港墓葬形式的變遷 –從土葬到海葬 

 個人成長：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落葉歸根與港人歸屬感的建立 

 祭品的演變 –食山頭、紙紮食品與網上祭祀 

 

社區考察：香港華人生活 (死亡篇) 

活動時間︰2 小時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每團 20 - 25 名學生 

費用：全免 

集合地點：上環港鐵站 

考察路線：文武廟  廣福義祠  卜公花園  東華醫院  普仁街  紙紮舖  

 

導賞重點： 

 認識早期華人生活 

 東華醫院的建立與其服務 

 民間信仰與死亡儀式 

 

申請辦法： 

1. 請將活動報名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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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傳統服飾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教學展板：華人生活連環圖–「祺」袍芳華 

「祺」袍芳華教學展板將提供有關旗袍的相關知識，包括款式、縫製工具及本土流行概況等，

我們製作了一套六塊的教學展板供學校免費借用，以推廣傳統華人生活的歷史。教學展板展

示各款旗袍、花鈕、製作旗袍工具的珍貴圖片，配合中英對照的文字講解，針對新高中通識

教育科課程的專題研習，加深學生認識及思考本土的歷史與文化。 

 

借用時間︰1 星期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全校師生 

費用：全免 

 

內容： 

 中國服裝的發展 

 旗袍的結構 

 香港旗袍的發展 

 旗袍款式演變 

 製作旗袍的工具 

 

條件及細則 

1. 展板須妥善擺放在蓋地方，以免被強風吹毀、受潮或被日光直射。 

2. 展板如有損毀，須立即通知本中心。本中心有權向學校/團體追討賠償。 

3. 所有外借資料版權屬本中心所有，不得擅自翻印、複製或更改外借資料內容。 

4. 外借完結後請申請學校附上一張或以上於展覽期間的活動照片予本中心，以茲記錄。 

 

申請辦法： 

1. 請將活動報名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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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我們的公共屋邨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專題講座：光與影的香港 — 我們的公共屋邨 

活動時間：1 小時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200 名學生 

費用：全免 

 

內容： 

 以電影的角度回顧香港公共屋邨的發展 

 生活質素變遷：從徙置大廈到和諧式 

 居民在屋邨的活動 

 公共屋邨的重建 

 

社區考察：沙田公共屋邨之旅 

活動時間：2 小時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每團 20 - 25 名學生 

費用：全免 

集合地點：沙田火車站 B 出口 

考察路線：瀝源邨  盛記麵家  禾輋邨  下禾輋村  龍華酒店  

 

導賞重點： 

 公共屋邨的歷史與發展 

 領匯管理公共屋邨下的危與機 

 公共屋邨「以人為本」和「自給自足」的概念 

 龍華酒家的保育項目 

 公共屋邨設計：從長型大廈到和諧式 

 

申請辦法： 

1. 請將活動報名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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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民以食為天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專題講座：盆菜 

活動時間︰1 小時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200 名學生 

費用：全免 

 

內容： 

 香港盆菜源流考 

 盆菜類別：九大簋、食山頭 

 公共衛生：從木盆到銻盆 

 個人成長：女性角色定型演變 

 盆菜的功能性：文化消費與鄉情聯誼 

 

社區考察：買餸煮飯 – 西營盤美食之旅 

活動時間︰2 小時 

對象：老師及中學生 

參與人數：每團 20 - 25 名學生 

費用：全免 

集合地點：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考察路線：海味街  正街街市  舊式麵包店  鹹魚欄  蒸籠舖 

 

導賞重點： 

 市區重建對傳統行業傳承的影響 

 街市類型演變及其面對的困難 

 手工藝式微：蒸籠舖 

 成行成市：從鹹魚欄到海味街 

 

申請辦法： 

1. 請將活動報名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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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工匠傳奇 
 

適合科目：通識教育科、歷史科、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科等 

 

民藝復興工作坊：迷你傳統花牌工作坊  

每逄新店開張、大時大節，色彩斑斕的大花牌總會出現在大廈外牆，增加城市的熱鬧氣 

氛。每個花牌都是製作師傅的精心傑作，內裡充滿傳統藝術及民間智慧。時至今天，打 

印技術及建築格局取代了傳統花牌製作，花牌營造的熱鬧氣氛在香港買少見少，間中才 

在舊區出現。工作坊中參加者可學習傳統手藝之餘，更可親身製作迷你花牌，送禮自奉皆宜！ 

 

活動時間：2 小時 

對象：中學生 

參與人數：40 名學生 

費用：全免 

 

申請辦法： 

1. 請將活動報名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91 0238 找李先生或電郵 wplee@cach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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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名表 

活動資料 

請列出欲舉行活動日期：(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 
 

日期 時間 年級/年齡 參與人數 參與活動名稱 

     

     

     

 

學校 / 機構資料 

名稱： (中文)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活動聯絡人 

姓    名：  (中文) (英文)  

科目/ 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學校印鑑 或 負責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請於活動舉行前 1 個月前填妥表格，傳真 2291 0236 / 電郵 wplee@cache.org.hk，並致電 2291 0238     

李先生，以茲確認。 

2. 本中心收到報名表後，以 電郵 或 電話 回覆活動聯絡人確認活動 

 

mailto:電郵wplee@cache.org.hk，並致電2291%2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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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板外借服務申請表(學校) 

外借項目 

 
 

外借項目 借還日期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5 月) 

華人生活連環圖︰*死亡之旅 /「褀」袍芳華 

*(請刪除不適用者) 

                  至 

 *借用期限為一星期。運送時間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學校 / 機構資料 

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申請人聯絡資料 

姓    名：  (中文) (英文)  

科目/職位：  

聯絡電話：  電郵：  

申請辦法： 

1. 請先致電本中心預約日期，然後於兩日內遞交表格，傳真至 2291 0236 或電郵至 wplee@cache.org.hk 

2. 須至少於借用日期前兩星期提出申請，外借日期先到先得。 

3. 學校需要承擔外借資料的運輸費用，請於借還前一日與本中心聯絡運送事宜。 

 

條件及細則 

1. 茲證明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訛，並無遺漏，並願意遵守有關的借用規則。 

2. 展板須妥善擺放在蓋地方，以免被強風吹毀、受潮或被日光直射。 

3. 展板如有損毀，須立即通知本中心。本中心有權向學校/團體追討賠償。 

4. 所有外借資料版權屬本中心所有，不得擅自翻印、複製或更改外借資料內容。 

5. 外借完結後請申請學校附上一張或以上於展覽期間的活動照片予本中心，以資記錄。 

 

 

 

  

學校/機構印鑑 及申請人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