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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展覽
Special Exhibition

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 」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eries: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Exhibition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而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更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科技在發展過程
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已和許多西方國家有不同程度的交流。明末，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揚基督信
仰，遠赴中國，努力學習中國文化，並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新穎奇特的西洋物品吸引學者和皇帝的
注意，藉以建立友誼。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對數學、自然科學等西方科學有着濃厚興趣。他除了躬
親學習外，還邀請西方傳教士來華教授科學知識，引進更多西方科學儀器，並任命宮廷製造科學儀
器。在此時，中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達到頂峰。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是一個融合科學與歷史的展覽，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
是今年度「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三個展覽項目其中一個，展出約120件故宮博物院珍藏的西方科
學儀器，展品包括繪畫、天文、數學、度量衡、醫學、武備、生活器具和鐘錶八大主題，其中多件
文物更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精彩展品包括銀鍍金渾儀、乾隆皇帝諭令宮廷畫家繪畫，以宏揚清朝威
德的《萬國來朝圖》、康熙皇帝御用鐵交槍、風雨寒暑錶、手搖電影機、英國自行車、多款珍貴的
鐘錶，以及多本清代科學書籍。透過參觀這些器物，觀眾更可反思當時中國科技落後於西方國家的
原委，從而認識科技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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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強展覽的教育和趣味性，香港科學館特別製作多媒體節目和互動展品，並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的慷慨捐助，舉辦多項相關教育及外展活動。讓觀眾透過親身參與，認識這些清宮儀器是
怎樣操作和運用了哪些科學原理。此外，香港科學館也同時為這展覽製作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式，提
供展覽資訊、遊戲和語音導賞。觀眾更可用這與小皇帝拍照留念。緊記在參觀前先下載應用程式，
參觀時便可享受更多樂趣！

China has a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civilisations in historical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historical eras, China had made exchange with western countries in varying degree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uropean missionaries travelled vast distances to come to China to spread
the Christian faith. While devoting much efforts to learn the Chinese culture, they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scientific apparatuses to China. It was the time that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reached the greatest heights.
The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Exhibition is one that merges science and history.
It is one of the three exhibitions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Series” solely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this year. About 120 exhibits presented in this exhibition are selected
from the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These exhibits cover eight
main themes: paintings, astronomy, mathematics, measurement, medicine, weapons, articles for daily
use, clocks and watches. Many of these historic relics are being exhibited in Hong Kong for the first time.
Some of the highlights in this exhibition are the gilt-silver armillary sphere; All nations coming to the
court to present tributes by court painter under the imperial edict of Emperor Qianlong, to show off the
power and might of the Qing Empire; an iron gun used by Emperor Kangxi; a clock with a barometer
and a thermometer; a hand-cranked mutoscope; a bicycle manufactured in England, many exquisite
clocks and watches, as well as science public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se historic treasures of
immense scientific value are a testimony to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oreover, through these historic relics, the audience may reflect upon the causes for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lag behind the Wes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ence, they may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advancement of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function and appeal of this exhibition,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has designed a number of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e exhibits for the audience. A number of
education and outreach activities supported by the Trust’s donation will also be arranged during the
exhibition perio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eir hands-on experience, they would have an appreci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se science apparatuses and their underlying scientific principles. Moreover, the
museum has also developed a mobile phone app for this exhibition, providing exhibit information,
games and audio tour guide service. The audience may also use this app to take photo with little
Emperors. Please remember to download the app before coming to the exhibition to ensure you will
have an enjoyable and fun-filled visit.

展期 Exhibition Period:

26.6.2015 至 Till 23.9.2015
3

專題展覽
Special Exhibition
Exhibitions

地點：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
票價：$35, $24.5#, $17.5*
(星期一、二、五、六、日及公眾假期，票價已包括
參觀常設展覽廳)
$10, $7#, $5* (星期三)
Venue: Special Exhibition Hall,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Admission Fee: $35, $24.5#, $17.5*
		
(Mondays, Tuesdays, Fridays, Saturdays, Sundays
and Public Holidays, fee including admission to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Hall)
		
$10, $7#, $5* (Wednesdays)
#20人或以上於同時段參觀的團體之標準票特惠價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一名陪同的看護人)及
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博物館通行證持有人及由持票成人陪同參觀的四歲以下
小童免費參觀
博物館週票不適用於此展覽
#Special rate of Standard Ticket for groups of 20 people or more

per visit
*Applic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and one accompanying minder ) and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Free admission for Museum Pass holders, and children
under 4 years old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with ticket
No free admission for Museum Weekly Pass holders

聯繫課程：小學常識科「日常生活中
的科學與科技」、「國民身份認同
與中華文化」及「了解世界與認識資
訊年代」、中四至中六組合科學科物
理部分「波動」、中四至中六物理科
必修部分「力和運動」及「波動」、
中四至中六物理科選修部分「天文學
和航天科學」和中四至中六中國歷史
科選修部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Curriculum Links: Primary School General
Stud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hinese Culture” & “Glob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Information Era”, S4-S6 Combined
Science Physics Part “Wave Motion”,
S4-S6 Physics Compulsory Part “Force
and Motion” & “Wave Motion”, S4-S6
Physics Elective Part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 and S4-S6 Chinese
History Elective Part “宗教傳播與文化
交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故宮博物院合辦
香港科學館及故宮博物院聯合籌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獨家贊助
鳴謝 :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4

Jointly presented by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Palace Museum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and the Palace Museum
Solely sponsor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Acknowledgement: Design and Cultural Studies Workshop

精選展品 Exhibit Highlights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銀鍍金南懷仁款渾天儀

盤式手搖計算器

Gilt-silver Armillary Sphere,
Engraved "Ferdinand Verbiest"

Mechanical Calculator

這是一個可以演示太陽、月亮圍繞
地球轉動情況及日、月食現象的
小型天體演示儀器。
This is a small demonstrative
apparatus that can show how the Sun
and Moon orbit around the Earth as
well as the solar and lunar eclipse.

這是一部由清宮造辦處依照巴斯加計算器原理
製造的盤式手搖計算器，利用齒輪裝置，可進
行加減運算。
This was a mechanical calculator that Qing Court
produced based on the design of Pascal’s calculator.
Employing a set of gears, it can perform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 故宮博物院
© 故宮博物院

天平

Balance
這是一件利用等臂桿的原理製作的儀器，用來量
度物體的重量。從砝碼的重量來看，在清宮中，
它可能是用於量度體積較大的物件。
This balance employs the lever principle to measure
the weight of objects. From the scale of the weight, this
balance may be used for measuring larger objects.

鐵製機輪帶風雨寒暑錶

Metal Clock with Piston Wheels,
Barometer and Thermometer
這錶由法國製造。除了作計時之用，當機械
開動時，隨着大風輪旋轉，活塞會作上下移
動，演示出蒸汽機械的基本操作原理。
This device was made in France. Besides showing
current time, when the device is activated,
the rotation of the wheel drives the vertical
movements of the piston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a steam engine is demonstrated.

5

專題展覽教育活動
Special Exhibition Education Programmes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講座系列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Lecture Series

© 故宮博物院

清代宮廷中的西洋科學儀器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銅鍍金測炮象限儀

每當提起貢品一詞，我們都會立即聯想到價值不菲、美輪美奐的珠寶、擺設甚至珍貴的食材，但
大家可知道貢品中也有科學儀器。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王朝，亦是歷代王朝中，中西文化交流最頻繁及廣泛的朝代，宮廷亦成為西
方科學交流和傳播的主要平台。總的來說，清代西洋科學的西學東漸可分為三個不同階段，每個
階段的背景和特色有什麼不同？西洋科學對清代的宮廷和社會生活又有那些影響呢？就以上的問
題，我們特別邀請了這方面的專家、故宮博物院宮廷部副研究館員萬秀鋒先生為我們講解。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講者：萬秀鋒先生（故宮博物院宮廷部副研究館員）
日期：27.6.2015 （星期六）
時間：2:30pm - 4:00pm
語言：普通話（to b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Free admission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2732 3223
6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Special Exhibition-Education Programmes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講座系列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Lecture Series

Image credit: NASA/NOAA/GSFC/Suomi NPP/VIIRS/Norman Kuring

中西科技觀和宇宙觀的異同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and Cosm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自從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於上世紀發表了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之後，世人皆對中國古代的偉大科技成就讚歎不已。但眾所周知，基於好奇心、
探究精神、實驗方法，和嚴謹數學表述的「現代科學」，最終沒有在傳統中國出現。
16世紀以降，歐洲的「現代科學革命」開啟了「工業革命」，最後令她的「堅船利炮」遍及全球。
是次講座將從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和哲學等多種角度，探討東、西方的宇宙觀、知識觀和科學
觀在這次「歷史大分流」中所起的作用。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講者：李逆熵博士（香港科普作家）
日期：22.8.2015（星期六）
時間：2:30pm - 4:00pm
語言：粵語（conducted in Cantonese）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Free admission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2732 3223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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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展覽教育活動
Special Exhibition Education Programmes

© 香港太空館

「穿越時空看天文」半日遊
“Understanding Modern and Ancient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Field Visits

西貢天文公園

「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介紹清代期間由歐洲傳教士帶來的貢品，展出不少與天文學和天體測量
有關的儀器，包括日晷、渾天儀、天球儀和望遠鏡等。為了加深市民對這些天文儀器的認識和應
用，香港科學館特別舉辦「穿越時空看天文」半日遊考察活動。
活動共有兩個環節，首先由專人導賞參觀香港科學館「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之後乘坐專車
到訪西貢天文公園，由本地天文學會會員介紹天文公園內的古代天文儀器的原理和應用，如天氣
許可，更可透過望遠鏡嘗試觀星之樂。

地點：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及西貢天文公園
日期：25.7.2015, 8.8.2015, 22.8.2015及12.9.2015（星期六）
時間：4:00pm - 8:0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費用：每位50元（博物館通行證持有人九折優惠，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半價優惠)
年齡：10歲或以上（必須為香港居民，年齡不符者，恕不接受申請。15歲或以下人士須由一位年滿18歲的
家人或監護人陪同，每位家人或監護人最多可攜同兩名10至15歲的子女參加）
名額：每節40人（所有名額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
（逾期恕不受理）
截止申請：2.7.2015（星期四）
公開抽籤：6.7.2015（星期一）上午10時於科學館地下課室舉行
抽籤結果公布日期：8.7.2015（星期三）
報名表格可於香港科學館詢問處索取或從以下網址下載
http://hk.science.museum/ms/wsi2015/activities.html
2732 3249 / 2732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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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軍事足跡」半日遊
“Military Footprint” Field Visits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合辦

© 故宮博物院

© 香港海防博物館

Jointly organised with 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康熙帝御用鐵交槍

香港海防博物館古蹟徑內的軍車及大炮展覽場

雖然二百多年前的香港是一個小漁港，但因其獨特的歷史及地理因素，不少與軍事和海防有關
的古蹟便遺留了在香港這片土地上。
在「西洋奇器－清宮科技展」中，將會展出清代與武傋有關的展品；為了加深市民對軍事文物
及古蹟的認識，香港科學館特別舉辦了「軍事足跡」半日遊的考察活動。活動分為兩部分，首
先會由專人導賞參觀「西洋奇器－清宮科技展」，之後乘坐專車到香港海防博物館，由香港史
學會的會員帶領作實地考察在館內的古蹟徑。

地點：香港科學館特備展覽廳及香港海防博物館古蹟徑
日期：7.8.2015 及 21.8.2015 (星期五）
時間：10:00am - 2:0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費用：每位50元（博物館通行證持有人九折優惠，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半價優惠)
年齡：10歲或以上（必須為香港居民，年齡不符者，恕不接受申請。15歲或以下人士須由一位年滿18歲的
家人或監護人陪同，每位家人或監護人最多可攜同兩名10至15歲的子女參加）
名額：每節40人（所有名額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
截止申請：2.7.2015（星期四）
（逾期恕不受理）
公開抽籤：6.7.2015（星期一）上午10時於科學館地下課室舉行
抽籤結果公布日期：8.7.2015（星期三）
報名表格可於香港科學館詢問處索取或從以下網址下載
http://hk.science.museum/ms/wsi2015/activities.html
2732 3249 / 2732 3223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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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展覽教育活動
Special Exhibition Education Programmes

「奇器來了！」外展互動劇場工作坊
“Here Comes the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utreach Interactive Drama Workshop

© 故宮博物院

香港科學館特別在「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展覽期間推出一個全新的外展互動劇場工作坊，免
費讓學校和註冊非牟利團體預約申請。成功預約的學校或團體將獲安排在其指定場地進行戲劇演
出及工作坊。參加者不但可以透過工作坊中有趣的互動環節認識西洋奇器的科技知識，更可以在
戲劇演出中看到曆法之爭的故事，讓大家回到過去，了解當時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學習態度，以
及對外來科技儀器的興趣。

「銅鍍金赤道式日晷」當中
的科學原理是什麼呢？

地點：學校或團體提供的室內場地，面積須不少於30平方米
人數：最少40人
語言：粵語 (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適合程度：高小及中學生
費用：免費
表演日期：1.7.2015 至 30.9.2015
時間：星期一至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活動需時約1小時
申請辦法：2015年6月1日開始接受申請，所有申請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
理。申請人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732 3223 預約申請，並須於預約確認
後一星期內將填妥的申請表格傳真至本館 (傳真號碼：2311 2248)。申請
人如未能如期遞交申請表，則其電話預約將被取消。如申請的表演日期
距離遞交申請表的時間少於兩星期，有關申請將不獲接納。

聯繫課程：
小學常識科「日常生活中的科學
與科技」、「國民身份認同與中
華文化」和「了解世界與認識資
訊年代」、中四至中六物理科必
修部分「力和運動」、中四至中
六物理科選修部分「天文學和航
天科學」及中四至中六中國歷史
科選修部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
流」

有關活動詳情和下載申請表格可瀏覽
10



http://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ed/special_programme/hcwsi2015.html

科學電影 Science Film Shows

奇妙的機械世界
Wonders of the Clockwork World
這齣紀錄片由夏佛教授介紹數百年來，這些能模仿日常人類和動物動作、令人驚嘆的機械系統
如何製作及設計，及當中未曾披露的故事。夏佛教授還認為這些已逐漸被人遺忘，將藝術和工
程技術結合而製造的機械系統，是現代科技製成品的元祖－從音樂錄製到電影創作，到今日的
數碼時代。
Documentary presented by Professor Simon Schaffer which charts the amazing and untold
story of automata - extraordinary clockwork machines designed hundreds of years ago to
mimic and recreate life. Professor Simon also reveals that these long-forgotten marriages of art
and engineering are actually the ancestors of many of our most-loved modern technologies,
from recorded music to the cinema and much of the digital world.
電影名稱 Film Title

奇妙的機械世界
Wonders of the
Clockwork World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9.7.2015

星期日 Sunday

2.8.2015
9.8.2015

星期日 Sunday

13.9.2015
20.9.2015

星期日 Sunday

星期日 Sunday

星期日 Sunday

2:30pm - 3:30pm
及&
4:30pm - 5:30pm
2:30pm - 3:30pm

2:30pm - 3:30pm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語言：英語旁白，配以中文字幕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Venue: Lecture Hall,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Language: English narration with Chinese subtitles
Free admission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2732 3223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註:「西洋奇器－清宮科技展」兒童實驗活動：兒童科學營「人體漫遊」及兒童趣味實驗班「拆解古代科學儀器」
已於5月22日截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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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博 物 館 節 2 015
Muse Fest HK 2015

「穿越」— 香港博物館節2015
“Transcend” - Muse Fest HK 2015
你有興趣了解博物館種種工作背後的有趣故事嗎? 那就不要錯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首度主辦的香港博物館節各項精采活動。
第一屆香港博物館節為期16日，並以「穿越」為主題，把公共博物館幕後的專業人員匯聚一起，
包括館長、文物修復人員、專業設計師等，與市民互動接觸，透過不同形式和富趣味的活動和多
元化展覽，帶領參加者在歷史、藝術、科技、天文、文化、考古、電影保存和文物修復等知識領
域內馳騁探索，尋找啟發和新體驗，豐富市民對博物館的認識。
除參觀展覽，以及穿梭博物館鮮作開放的幕後工作室外，市民更可跟隨館長漫步城市，穿街過巷
尋找歷史印記。此外，還有開幕活動、博物館派對、多項工作坊和表演等。有關詳情，請瀏覽網
頁 http://www.lcsd.gov.hk/specials/musefest2015/b5/index.php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behind-the-scene stories of museums? If so, don’t miss the wide array of
fun-filled programmes present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s first Muse Fest HK,
which can definitely meet your needs.
Running for 16 days and with “Transcend” as the theme, the first Muse Fest HK gets together the
professional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nvolved in public museums, including curators, conservators and
designers, for an intensive encounter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diversified and fun-fille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nd exhibitions, they will lead participants to surf freely across the world of history, visual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tronomy, culture, archaeology, film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enabling
them to get inspiring and unparalleled experience and an in-depth knowledge about museums as
well.
Apart from visiting exhibitions and museum workshops which are rarely opened for visit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able to follow the curators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city to trac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arks
hidden in the urban streets. Besides, a series of programmes such as opening event, museum party,
workshops and performances will be lined up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details, please browse the
website http://www.lcsd.gov.hk/specials/musefest2015/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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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Date：27.6.2015 _ 12.7.2015

香港科學館精選節目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Selected Programmes

「我要做館長」體驗之旅
“Be a Curator” Interactive Journey
香港科學館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動展品。互動可讓觀眾透過親身操作和體驗，加深學習的樂趣。要
設計一件成功的互動展品，一點也不容易。在設計互動展品時，科學館的創作團隊會細心選擇主
題、考慮物料的選用、科學知識的應用和表達方式、外形設計、互動性、創意、甚至展品的安全
問題等多項因素。
「鏡子世界」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常設展覽，這次旅程就帶大家重溫這個展覽的誕生過程，和認
識製作展品時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
地點：香港藝術館展覽廳
日期：27.6.2015 28.6.2015 4.7.2015 5.7.2015 及12.7.2015（星期六、日）
時間：2:00pm - 5:0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不設名額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光之紀錄@科學館」工作坊
“Record of Light @ Science Museum” Workshop
眼睛捕捉了文字或圖像的光線反射，才能在腦袋印下記錄，接收視覺訊息。如果以光直接繪畫文字
和圖像，效果又會怎樣？透過以電筒在黑暗中寫字畫畫，配合相機快門，跳動的文字圖像立刻呈現
眼前！
地點：香港科學館課室
日期：28.6.2015（星期日） 1.7.2015（星期三） 4.7.2015（星期六 ）及 5.7.2015（星期日）
時間：2:00pm - 2:45pm, 3:00pm - 3:45pm及4:00pm - 4:45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每節20－25人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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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博 物 館 節 2 015
Muse Fest HK 2015

香港科學館精選節目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Selected Programmes

「展覽夢工場」幕後遊
“Dream Works of Exhibition“ Behind-the-Scene Tour
香港科學館的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動元素。互動可讓觀眾透過親身操作和體驗，加深學習的興
趣。科學館館長會為大家打開這道神秘門，窺探互動展品的誕生過程。神秘大門是不會長開的，
大家不容錯過。
地點：香港科學館課室
講者：陳淑文女士（香港科學館館長）
日期：3.7.2015（星期五）
時間：3:30pm - 4:3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20人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與博物館設計師會面」研討會
“Meet the Museum Designers” Seminar
展覽設計是博物館工作中重要一環。多間博物館的專業設計師將與你分享製作天象節目及大型展覽
的幕後故事，包括「皇村瑰寶 ─ 俄羅斯宮廷文物展」、「敦煌 ─ 說不完的故事」、「刻畫人間 ─
朱銘雕塑大展」及「巨龍傳奇」等。
地點：香港藝術館大堂
講者：陳榮海先生（香港太空館高級設計師） 馮雪梅女士及朱偉雄先生（香港歷史博物館設計師）
伍子輝先生（香港文化博物館設計師） 江國樑先生及陳福慧女士（香港藝術館設計師）和
溫美霞女士（香港科學館設計師）
日期：4.7.2015（星期六）
時間：3:00pm - 5:0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70人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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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館精選節目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Selected Programmes

「能量穿梭機」幕後遊
“Energy Machine” Behind-the-Scene Tour
能量穿梭機是科學館最大型的展品，在館內操作已超過24年了。要讓一件這麼大的展品保持良好
狀態，「醫生」們也要花上不少功夫。透過參觀展品的大腦中心，參加者可深入認識這件鎮館之
寶的「 身體 」構造和運作。
地點：香港科學館展覽廳
講者：黃志堅先生（香港科學館高級技術主任）及李國輝先生（香港科學館技術主任）
日期：4.7.2015 及11.7.2015（星期六）
時間：2:30pm - 3:15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每節10人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水火不容」科學示範
“Fire in the Water” Science Demonstration
水和火一向被視為不可共存的相剋物質，水可以作為滅火之用。在這個別出心裁的科學示範中，水
將會被分解成為能夠燃燒的氫和氧，科學示範人員更會以氫和氧為材料，展示種種與水火相關的奇
妙科學現象。
地點：香港科學館展演講廳
日期：5.7.2015 及12.7.2015（星期日）
時間：2:30pm - 3:00pm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名額：每節295人
免費活動，先到先得。
Free programm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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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及論壇
Lectures and Forum

講座 Lectures

「科學為民」服務巡禮講座系列
“Science in the Public Service” Lecture Series
題目及講者 Title

日期 Date

氣候警鐘敲響
The Tolling of Climate Alarm Bells

4.7.2015

講者：唐恒偉先生 （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

Saturday

應用路邊遙測技術於控制在用車輛廢氣排放
The Application of Roadsid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Control In-use Vehicle Emissions
講者：李建中先生（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星期六

4.7.2015
星期六

時間 Time

2:30pm - 3:30pm

3:30pm - 4:30pm

Saturday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18.7.2015
肥胖不但影響兒童身心健康，而且兒童期肥胖及其相關的不良行為習慣往往會持續到成年期而導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星期六
11:00am - 12:00 noon
致長期病患。大量研究證實，適當的體力活動及合理的營養是維持正常體重的必要條件，但各種
Saturday
講者：譚穎湘女士（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因應兒童運動不足和不良飲食習慣的干預措施往往收效甚微或難以持續。近年來，社會及城市環
境研究的發展為探索兒童肥胖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社會生態模型認為，兒童肥胖及其相關行為
香港空氣質素監測網絡
18.7.2015
方式（如體力活動不足）的出現與家庭、社會及城市物理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然而，這類研究
Air Monitoring Network in Hong Kong
星期六
12:00 noon - 1:00pm
成果目前多來源於環境空間較廣闊的歐美國家，香港有着獨特的城市環境及社會文化，這些因素
Saturday
講者：蔡敏儀博士（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主任）
又以怎樣的方式影響着本地兒童的肥胖問題？本講座將結合本地的科研成果，介紹社會及城市環
境如何影響兒童體力活動水平，繼而探索各種預防兒童肥胖的新措施。
香港排污基建規劃與實施
1.8.2015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星期六
11:00am - 12:00 noon
Sewerage Infrastructure in Hong Kong
講者：林卓峰工程師（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香港防洪策略 — 剛柔並用
Hong Kong’s Flood Protection Strategies –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講者：梁華明先生（渠務署高級工程師）

1.8.2015
星期六

22.8.2015

地下空間發展的動力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22.8.2015

3223
 2732
講者：岑家華先生（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師）

12:00 noon - 1:00pm

Saturday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講者：王香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
美化斜坡 — 創造綠色生活環境
日期：6.4.2013（星期六）
Landscaping of Slopes –
時間：3:30pm
- 4:30pm
Create a Green
Living Environment
語言：粵語（conducted
in Cantonese）
講者：張偉文博士（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土力工程師）

FreeThe
admission
on firstof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Dynamics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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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星期六

11:00am - 12:00 noon

Saturday

星期六

12:00 noon - 1:00pm

Saturday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2:00pm - 5:00pm，公眾假期除外 Mon to Fri: 9:00a.m. - 1:00p.m., 2:00p.m. - 5:00p.m., except public holidays)

題目及講者 Title

日期 Date

與樹同行
In Touch with Our Trees

29.8.2015

講者：范敬維博士（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管理主任）及
馮劍勇先生（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管理主任）

Saturday

星期六

香港紅潮監察及管理
Red Tid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29.8.2015

講者：李安安博士（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主任）

Saturday

認識創新科技統計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5.9.2015

講者：關倩和女士（政府統計處高級統計師）

Saturday

香港環境輻射監測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Monitoring in Hong Kong

5.9.2015

講者：林學賢博士（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

Saturday

香港海洋沉積物卸置的管理
Management of Marine Sediment Disposal
in Hong Kong

19.9.2015

講者：盧志華先生（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礦渣微粉混凝土
Use of Ground Granulated Blastfurnace Slag
in Concrete
講者：王曉丹先生（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

資訊及通訊科技與環境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講者：郭榮興先生（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高級電訊工程師）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六

19.9.2015
星期六

3:30pm - 4:30pm

2:30pm - 3:30pm

3:30pm - 4:30pm

2:30pm - 3:30pm

3:30pm - 4:30pm

Saturday

10.10.2015
星期六

2:30pm - 3:30pm

Saturday

10.10.2015

講者：鄧紹平博士（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科學主任）

Saturday

Free admission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2:30pm - 3:30pm

Saturday

氣候變化與食物安全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afety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語言：粵語 (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時間 Time

星期六

3:30pm - 4:30pm

聯繫課程：
中四至中六綜合科學及高中通識教
育科「科學、科技與環境」

 2732 3223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2:00pm - 5:00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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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及論壇
Lectures and Forum

講座 Lectures

研究資助局講座系列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Lecture Series
與研究資助局合辦
Jointly organised with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香港科學館每年都會與研究資助局合辦講座，旨在向市民大眾講解和展示本地學者的研究；繼
五月份所舉行有關廢物回收及處理污染之講座，七月將會請來林嘉仕博士及宗永強教授講解氣
候和海平面變化及其相關研究。
題目及講者 Title

日期 Date

氣候變化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空氣質素影響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ir Quality of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18.7.2015

講者：林嘉仕博士（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

海平面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變化
以及對香港的影響
Sea-level Change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to Hong Kong
講者：宗永強教授（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星期六

時間 Time

2:30pm - 3:30pm

Saturday

18.7.2015
星期六

3:30pm - 4:30pm

Saturday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Free admission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2732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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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健康學堂 — 兒童篇」講座系列
“Children Health Problems” Lecture Series
香港兒科基金、香港兒科醫學會主辦，香港科學館協辦
Organised by Hong Kong Paediatric Foundation and The Hong Kong Paediatric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香港兒科基金每年都會邀請不同界別的兒科專業人士主持講座，透過這些講座，分享最新的兒
科知識給予大眾，從而提高市民對兒童成長、健康及疾病的認識，讓兒童在健康的環境中成
長。今年的講座系列名為「健康學堂－兒童篇」，首兩場講座已於六月舉行，以下是八月份講
座的詳情。
題目及講者 Title

日期 Date

最新兒童預防疫苗的認識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Paediatric Vaccines

1.8.2015

講者：趙長成醫生

Saturday

兒童的成長及發育問題
Childr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5.8.2015

講者：鄭碧純醫生

Saturday

星期六

星期六

時間 Time

2:30pm - 3:15pm

2:30pm - 3:15pm

註：每次講座完畢後都設有30分鐘（3:15pm - 3:45pm）答問時間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語言：粵語（to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免費活動，可用下列其中一種方法登記預留座位。另外，亦預留部分名額以先到先得形式即場入座。
1. 網上登記：http://www.hkpf.org.hk
2. 致電2632 2982 林小姐報名
3. 傳真參加者姓名至林小姐 ，傳真號碼：2636 0020
查詢電話：講座詳情或登記預留座位，請致電2632 2982（林小姐）; 有關科學館資訊，請致電：2732 3223（柳小姐）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Free admission. For reservation, please register by one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In addition, some seats will be reserved
for on-site audienc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1. Register online: http://www.hkpf.org.hk
2. Register by phone 2632 2982 ( Ms Lam )
3. Fax the name of participant to Ms Esther Lam, fax number: 2636 0020
Enquiries: For lecture details or reservation, please contact Ms. Esther Lam at 2632 2982. For the Museum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s. Lau at 2732 3223 (Mon to Fri: 9:00am - 1:00pm, 2:00pm - 5:00pm, except public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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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及論壇
Lectures
Lectureand Forum

論譠 Forum

「2015邵逸夫獎得獎者」科學論壇
“Meet the Shaw Laureates 2015” Science Forum
與邵逸夫獎基金會合辦
Jointly organised with The Shaw Prize Foundation

「2014邵逸夫獎得獎者 挑戰、
尋樂在科研」科學論壇
「邵逸夫獎」是國際性獎項，於2002年11月成立，由邵逸夫獎基金會管理及執行，以表彰在學術
及科學研究或應用上獲得突破成果，和該成果對人類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科學家。目前有三個獎
項，分別為：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數學科學，每年頒獎一次。2015年度邵逸夫獎得獎者已
於6月1日公布，共有五位得獎者。
天文學獎得獎者為威廉．伯魯奇 (William J Borucki) 以表彰他構思及領導開普勒計劃，這計劃大大
增進了對太陽系外行星系及恒星內部的認識。
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平均頒予邦妮 ．巴斯勒 (Bonnie L Bassler) 和彼德．格林伯格 (E Peter Greenberg)
以表彰他們發現群體感應，一種細菌間相互溝通交流信息行為的調控機制；這個發現對干擾細菌
的病原體或調控微生物群落在健康應用方面提供了新穎的方法。
數學科學獎平均頒予格爾德．法爾廷斯 (Gerd Faltings) 和亨里克．伊萬尼克 (Henryk Iwaniec)以表
彰他們對數論基本工具的推行及發展，讓他們及其他人能夠解決存在已久的經典問題。
為了讓市民大眾對得獎科學家的研究及其科研之路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鼓勵年青人參與科研工
作，邵逸夫獎基金會及香港科學館將於今年9月下旬聯合舉辦「2015邵逸夫獎得獎者」科學論壇。
有關詳情，敬請於8月底留意香港科學館網頁 http://hk.science .museum

課程
Courses

軟件自修室
Self-learning Software Corner
這個活動為大家提供一個輕鬆的環境，讓你選擇自己喜歡的自學軟件，在沒有人教授的模式
下，按照軟件上指示的方法來自行學習。每位參加者可獨立操作一部電腦。
軟件名稱
基礎篇、中級篇或進階篇

中文 Access 2013

中文 PowerPoint 2013

Adobe Dreamweaver CS5 (英文版)

中文 Excel 2013

中文 Windows 8

Adobe Fireworks CS5 (英文版)

中文 Internet Explorer 9

中文 Windows Vista

Adobe Flash CS5 (英文版)

中文 Outlook 2013

中文 Word 2013

Adobe Illustrator CS6 (英文版)

中文 Photo Impact 10

Adobe Photoshop CS4 (英文版)

基本電腦知識 2012

基本軟件及版權知識 2012

基本互聯網知識 2012

倉頡輸入法

兒童自選軟件樂園

所有軟件採用中文界面顯示，配以粵語旁述(倉頡輸入法及兒童自選軟件樂園除外)，部分內容或會採用英文名詞

活動時間表
7月

8月

9月

時間

星期三

15.7.2015
29.7.2015

12.8.2015
26.8.2015

9.9.2015
23.9.2015

10:00am - 12:30pm
2:30pm - 5:00pm
6:30pm - 9:00pm

星期五

10.7.2015
31.7.2015

7.8.2015
21.8.2015

4.9.2015
18.9.2015

10:00am - 12:30pm
2:30pm - 5:00pm

星期六

11.7.2015
18.7.2015

15.8.2015
29.8.2015

12.9.2015
19.9.2015

10:00am - 12:30pm
2:30pm - 5:00pm

地點：香港科學館電腦室
名額：每節28人
參加辦法及須知：
1. 有興趣者可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格於活動舉行前最少三個工作天前傳真至香港科學館（2311 2248）或投入香港科
學館一樓大堂的「報名表格收集箱」，或寄抵九龍科學館道二號香港科學館拓展組，信封面上註明「軟件自修
室」，逾期恕不受理。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2. 每名參加者可報名參加一個月內的活動，最多可參加五天的活動。
3. 已報名參加的人士，若於活動開始十分鐘後仍未登記入座，本館會將其名額轉配給即場參加的人士。
報名表格可於科學館詢問處索取或從網址 http://hk.science.museum/zh_TW/web/scm/pp/slcp.html 下載
2732 3223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科學影院
Science Theatre

電影名稱 Film Titl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隱秘王國 ─ 在廣闊天空下
Hidden Kingdoms _
Under Open Skies

15.7.2015
5.8.2015
30.9.2015

星期三 Wednesday

隱秘王國 ─ 隱秘森林
Hidden Kingdoms _
Secret Forests

22.7.2015
12.8.2015
9.9.2015

星期三 Wednesday

隱秘王國 ─ 城市叢林
Hidden Kingdoms _
Urban Jungles

29.7.2015
19.8.2015
16.9.2015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2:30pm - 3:30pm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2:30pm - 3:30pm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2:30pm - 3:30pm

地點：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語言：英語旁白，配以中文字幕
免費活動，即場入座，座位先到先得。
Venue: Lecture Hall,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Language: English narration with Chinese subtitles
Free admission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BBC

©BBC

星期三 Wednesday

聯繫課程：中四至中六組合科學生物
部分「生物與環境」及中四至中六生物
科必修部分「生物與環境」

 2732 3223
22

(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9:00 am - 1:00 pm, 2:00 pm - 5:00 pm，公眾假期除外 except public holidays)

活動花絮
Programme Sidelights

2015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Hong Kong Student Science Project Competition 2015
「2015香港學生科學比賽」的初賽和決賽，已分別於3月21日及4月11日在新界白石角科學園舉
行，並於初中組和高中組的發明品及研究項目中，選出冠、亞、季軍和優異獎，得獎學生將前往
海外參觀及交流。
另外，今年首次派出兩隊得獎隊伍 — 英皇書院和裘錦秋中學（元朗）前往美國休斯頓參加科學比賽 一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World Energy,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Project 2015，並在不同組別中
獲得銀獎和銅獎。

高中組的發明品冠軍裘錦秋中學(元朗)，
發明品名稱「廚房油煙消減 ／回收系統」

評判向參賽隊伍詢問問題

學生們介紹其參賽作品

得獎學生、工作人員和評判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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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Programme Sidelights

2015中學校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Secondary School Science Quiz Competition 2015
「2015中學校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已於4月23日圓滿結束，比賽題目涵蓋不同的科學範疇，藉此
鼓勵學生接觸各類科學新知，擴闊視野。比賽採用多項選擇題及解難項目形式進行。

參賽者正利用遙控器輸入多項選擇題答案

同學們通過仔細分工，務求在限定時間內完
成解難項目

通力合作應付解難項目 !

24

兩位同學正全神貫注於測試和比較

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各獎項得主順利誕生。以下是得獎名單：
團體獎項
冠軍：華英中學
亞軍：香港培正中學
季軍：皇仁書院
優異獎：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喇沙書院
個人獎項
冠軍：李鈞濤（荃灣聖芳濟中學）
亞軍：吳天華（華英中學）
季軍：梁逸朗（皇仁書院）

評審代表柳啟瑞博士頒發獎盃和獎狀
給予個人獎項冠軍李鈞濤同學

團體獎得獎學校學生和評審代表英汝興教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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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Programme Sidelights

2015香港國際博物館日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2015, Hong Kong
2015香港國際博物館日於5月16及17日舉行，今年的主題為「博物館致力於社會的可持續發
展」，香港科學館因應此主題邀請了12位來自本地不同博物館的館長，於一連兩天的講座系列
中，分享他們的見解和介紹其所屬博物館。除講座之外，本館亦與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聯合
舉辦了一齣跟氣候變化有關的科學話劇「新世紀保源計劃」。

首日講座系列，其中五位講者－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
鄒興華先生（左一） 香港歷史博物館助理館長
鄭美芝女士（左二） 香港大學許士芬地質博物館
館長河北塔博士（中）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助理
館長何懿行女士（右二）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副館長姚進莊教授（右一）

史秀英女士介紹
東華三院的歷史
及東華三院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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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空館館長
梁偉明先生細述
香港太空館的
發展

次日講座系列的講者：香港醫學博物館館長
董嘉欣女士（左一） 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
鄧慶燊先生（左二） 東華三院檔案及
歷史文化總主任史秀英女士（左三）
香港海事博物館總監韋持力先生（中）
香港科學館館長袁月寶女士及保良局
歷史博物館館長梁惠娟女士

氣候變化奇幻劇場 一「新世
紀保源計劃」這齣話劇的特
色，是觀眾也有演出的份兒。

生動活潑的互動話劇
中英劇團嶄新的演繹

觀眾的反應十分熱烈
小朋友十分投入話劇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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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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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通行證
Museum Pass

博物館通行證費用 Museum Pass Fee #

家庭 Family
(最多四人，須為親屬 for a maximum of 4 persons with kinship)

個人 Individual
優惠 Concessionary
(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full-time student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全年 Full Year *

半年 Half Year **

$200

—

$100

$50

$50

$25

# 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處處通」持有人購買博物館全年通行證可獲九折優惠。
海洋公園「智紛全年入場證」持有人可獲九折優惠。
* 博物館全年通行證有效期由發證日期起十二個月內。
** 博物館半年通行證有效期由發證日期起六個月內。
# Holders of Hong Kong Disneyland "Magic Access" can enjoy 10% discount for the purchase of Museum Annual Pass.
10% discount for holders of Ocean Park "SmartFun Annual Pass".
* Full Year Museum Pass is valid within 12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issue.
** Half Year Museum Pass is valid within 6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issue.

「博物館通行證」持有人請於通行證有效期屆滿前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博物館辦理續證手續。
如有任何查詢，可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博物館查詢（有關地址及電話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www.lcsd.gov.hk）。

Museum Pass holders may renew their Passes at any one of the Museums under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upon
expiry.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Museums under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for the addresses and telephone
numbers, please browse the website: www.lcsd.gov.hk).



申請表格可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博物館索取或從網址下載：
Application form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Museums under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or from the website :



www.lcsd.gov.hk/en/forms_lcs85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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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太空館

* 孫中山紀念館

香港鐵路博物館

Hong Kong Space Museum

Dr Sun Yat-sen Museum

Hong Kong Railway Museum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香港中環半山衛城道7號

新界大埔大埔墟崇德街13號

10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7 Castle Road, Central, H.K.

 2721 0226

 2367 6373

13 Shung Tak Street, Tai Po Market,
Tai Po, N.T.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2653 3455

* 香港藝術館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Fireboat Alexander Grantham
Exhibition Gallery

三棟屋博物館

10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香港鰂魚涌公園

 2721 0116

Quarry Bay Park, H.K.

新界荃灣古屋里2號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茶具文物館
Flagstaff House Museum of Tea Ware

 2367 7821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 香港海防博物館

香港中區紅棉路香港公園

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Hong Kong Park, Cotton Tree Drive,
Central, H.K.

175 Tung Hei Road, Shau Kei Wan, H.K.

 2869 0690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油街實現
Oi!

香港北角油街12號
12 Oil Street, north Point, H.K.

 2521 3000

香港筲箕灣東喜道175號

 2569 1500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羅屋民俗館
Law Uk Folk Museum

香港柴灣吉勝街14號
14 Kut Shing Street, Chai Wan, H.K.

 2896 7006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逢星期一上午10:00 —下午2:00休息
Closed on Mondays from 10:00am to 2:00pm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Lei Cheng Uk Han Tomb Museum

Hong Kong Visual Arts Centre

九龍深水埗東京街41號

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號A

41 Tonkin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7A Kennedy Road, Central, H.K.

 2521 3008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 香港歷史博物館

 2386 2863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 香港文化博物館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Sam Tung Uk Museum
2 Kwu Uk Lane, Tsuen Wan, N.T.

 2411 2001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上窰民俗文物館
Sheung Yiu Folk Museum

新界西貢北潭涌自然教育徑
Pak Tam Chung Nature Trail, Sai Kung, N.T.

 2792 6365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香港電影資料館
Hong Kong Film Archive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0號
50 Lei King Road, Sai Wan Ho, H.K.

 2739 2139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香港文物探知館
Hong Kong Heritage Discovery Centre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Kowloon Park, Haiphong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2208 4400
逢星期四休館 Closed on Thursdays

屏山鄧族文物館
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新界沙田文林路1號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100號

1 Man Lam Road, Shatin, N.T.

100 Chatham Road South,
Tsim Sha Tsui, Kowloon

 2180 8188

Ping Shan Tang Clan Gallery
cum Heritage Trail Visitors Centre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新界元朗屏山坑頭村

 2724 9042
逢星期二休館 Closed on Tuesdays

Hang Tau Tsuen, Ping Shan,
Yuen Long, N. T.

 2617 1959
*

辦理「博物館通行證」申請及續證
手續的博物館
The museum which process "Museum Pass"
application and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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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一休館 Closed on Mondays

Inclement Weather Arrangements

科學館開放情況

Museum Opening

1. 八號或以上烈風信號
科學館將會關閉。倘若八號風球除下時間
距離科學館正常關閉時間不足兩小時，當
日將不會開放。

1.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8 or above

2. 黑色暴雨警告
若科學館經已開放，則開放時間維持不
變。若黑色暴雨警告在科學館開放前生
效，科學館將不會開放，直至黑色暴雨警
告除下。倘若黑色暴雨警告除下時間距離
科學館正常關閉時間不足兩小時，當日將
不會開放。

If the warning is issued while the museum is in service,
the usual opening hours will remain unchanged. If the
warning is issued before opening hours, the museum
will be closed until the warning is removed. It will
remain closed if the warning is cancelled less than 2
hours before the usual closing time.

The museum will be closed. It will remain closed if
the signal is lowered less than 2 hours before
the usual closing time.

2.Black Rainstorm Warning

Museum Programmes
1.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8 or above

科學館活動
1. 八號或以上烈風信號
全部活動均會取消。
如該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始三小時或以前除
下，該活動將如期舉行。
2. 黑色暴雨警告
正在舉行的活動將繼續舉行，未舉行的活
動均會取消。
如該警告信號於活動開始三小時或以前除
下，該活動將如期舉行。
3. 三號強風信號或紅色暴雨警告
正在舉行的活動將繼續舉行，未舉行的
長者、親子、學生及兒童活動均會取消。
因天氣關係取消的活動，將另作安排。
如三號颱風信號 / 紅色暴雨警告早於長者、
親子、學生及兒童活動開始時間三小時或
以前除下，該活動將如期舉行。

All programmes will be cancelled.
If the warning signal is lowered 3 hours or more before
the activity commences, the activity will be proceeded
as scheduled.

2.Black Rainstorm Warning
Programmes in progress will continue. Programmes
which have not commenced will be cancelled.
If the warning signal is lowered 3 hours or more before
the activity commences, the activity will be proceeded
as scheduled.

3.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3 or Red
Rainstorm Warning
Programmes in progress will continue. Programmes for
the elderly, family groups, students and children which
have not commenced will be cancelled.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will be made for programmes cancelled.
Programmes for the elderly, family groups, students and
children will be held as scheduled if Tropical Cyclone
Warning Signal No.3 or Red Rainstorm Warning is
cancelled 3 hours or earlier before the programme
comm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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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票指南
Ticketing Information

常設展覽廳入場費
標準票
團體票*
優惠票**
四歲以下小童#
逢星期三

Permanent Exhibition Hall Admission Fee

$25
$17.5
$12.5
免費
免費

* 20人或以上於同時段參觀的團體之標準票特惠價
**適用於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一名陪同的看護人）

及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

需由攜票的成人陪同參觀

Standard Ticket
Group Ticket*
Concessionary Ticket**
Children under 4 years old#
Wednesdays

$25
$17.5
$12.5
Free
Free

* special rate of Standard Ticket for groups of 20 people or more
per visit
** applic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one
accompanying minder) and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 accompanied by an adult with ticket

特備展覽入場費

Special Exhibition Admission Fee

有關專題展覽「西洋奇器 — 清宮科技展」的票務詳
情請參閱本通訊第2-5頁

Please refer to p. 2-5 of this Newsletter for ticketing information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West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博物館週票/通行證

Museum Weekly Pass / Museum Pass

+週票

+家庭通行證
+個人通行證

		

+優惠通行證

		

$30
全年 $200
全年 $100
半年 $50
全年 $50
半年 $25

+ 於有效期內可無限次參觀下列博物館的展覽廳（部份

專題展覽除外)：香港科學館、香港太空館（何鴻燊天象
廳除外)、香港藝術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
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及孫中山紀念館

申請豁免入場費
凡在香港註冊的幼稚園、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專上學
院、大學、慈善團體及非牟利機構（所有提供補習班、商
科、語文及電腦課程等教育課程的私立學校除外）擬安排的
參觀人數不少於二十人，可於參觀前最少兩星期以書面申請
豁免入場費。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學校參觀查詢電話：2732 3220
(有興趣的學校請先致電選定參觀日期，然後才提交申請)
註冊非牟利機構查詢電話：2732 3268

+Weekly Pass
+Family Pass

+Individual Pass

		

+Concessionary Pass

		

$30
Full Year $200
Full Year $100
Half Year $50
Full Year $50
Half Year $25

+Unlimited admission during the validity period to the exhibition halls
of the following Museums (excluding some special exhibitions):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Hong Kong Space Museum (excluding Stanley
HO Space Theatr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Hong Kong Museum of Coastal Defence,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and Dr Sun Yat-sen Museum

Application for Waiver of Admission Fee
Kindergartens,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special schools,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and nonprofit-making organisations(except private schools offering educational
courses such as tutorial, commercial, language and computer courses)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arranging group visits of 20 or more visitors
may apply for waiver of admission charge. Application should be made
at least 2 weeks before the date of visit and will be processed on a firstcome-first-served basis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Enquiries for schools: 2732 3220 (please make telephone reservation for
the visiting date before sending in the application)
Enquiries for registered non-profit-making organizations: 2732 3268

票務處於開館時開始售票，並於休館前一小時停止售票，科學館的開放時間請參閱本通訊的封底內頁。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s Box Office opens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Museum until one hour before the closure of the
Museum. Please refer to the inside back page of this Newsletter for the open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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