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歷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 ： 嶺南大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二、時間 ： 2007年6月7 – 8日

三、地點 ： 嶺南大學

  香港歷史博物館

四、會議議題 ： 1.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歷史狀況

  2. 香港與內地的歷史聯繫

  3. 香港與中西經濟文化交流

五、工作語言 ： 中文（粵語、普通話）、英文

六、籌備委員會名單

主席 ： 陳坤耀教授 嶺南大學校長

副主席 ： 王建朗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田   豐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秘書長 ： 劉智鵬博士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 

副秘書長 ： 明基全先生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金以林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科研處處長

  劉豔芬女士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辦公室主任

秘書處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查詢 ： 電話： (852) 2616 8008

  傳真： (852) 2466 8158

  電郵： hkschrp@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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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開幕典禮 r

日期 ： 2007年6月7日 (星期四)

時間 ： 上午9時30分至10時

地點 ： 嶺南大學主樓李應林演講廳 (MBG07)

主禮嘉賓

陳坤耀教授 嶺南大學校長  

江藍生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  

田   豐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周達明先生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典禮程序

09:00 接待賓客就座

09:30 典禮開始

09:35 主禮嘉賓進場及上台就座

09:40 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致歡迎辭

09:45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江藍生教授致辭

09:50 主禮嘉賓主持剪綵儀式

09:55 典禮結束，嘉賓及與會學者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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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程序 ,
日期 ： 2007年6月7日 (星期四)
場地 ： 嶺南大學
  開幕儀式及主題發言：李應林演講廳 MBG07
  A組：MBG07
  B組：MBG19

大會開幕儀式

大合照及茶點

主題發言

趙令揚教授：香港史研究之問題與難題

劉存寬教授：駱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試析

小組報告（1）

A組  主持：步平教授

1. 鄭德華教授： 香港與近代廣東僑鄉

2. 楊耀林教授： 深港地區「遷海復界」

 以來的鄉約

3. 蕭國健教授： 香港之客家人

午膳

小組報告（2）

A組 主持：呂大樂教授

7. 劉義章教授：惶恐與盼望：「沙士風

暴」、「抗疫」與香港社會凝聚

8. 單光鼐教授：香港中產階級：香港社

會的中堅力量

9. 丘杉教授：論香港在「和諧世界」理

念推廣中的角色和作用

10. 張麗教授：香港社會習俗風尚的歷史

變遷

休息及茶點

小組報告（3）

A組 主持：王建朗教授

15. 游靄瓊教授：新形勢下的深化粵港合

作的思考

16. 丘立誠教授：香港早期歷史—考古學

的地緣與文化關係

17. 麥英豪教授：同根同源，粵港一家親

18. 施漢榮教授：偉大構想  光輝實踐 —

 「一國兩制」與粵港澳關係論文集

休息及茶點

小組報告（4）

A組 主持：趙雨樂教授

23. 周家建先生：日佔時期的香港航運

24. 金以林教授：抗戰時期國民黨香港

黨務

25. 陸曉敏教授：對《沉重的歷史》一

書的幾點回應

晚膳

Group B  Chair：Prof LI Siu-leung (李小良)

4. Prof HAMASHITA Takeshi (濱下武志)：Hong 

Kong in Global History Study Perspective

5. Dr Grace CHOU Ai-ling (周愛靈)：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1950's Hong Kong

6. Prof HO Lok-sang (何濼生)：Contrasting 

economic policy before and after the handover

B組 主持：劉蜀永教授

11. 張俊義教授：1948年九龍城事件及廣州各界

的聲援活動

12. 侯中軍教授：不平等條約體系中的近代香

港—基於條約視角的考察

13. 蘇亦工教授：史德鄰報告與香港華人習慣權

利之困境

14. 蔡志祥教授：祖先的節日、宗族的節日：80年

代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

B組 主持：冼玉儀博士

19. 胡從經教授：許地山與香港的文化勃興

20. 李谷城教授：香港古代報業與中西文化交流

21. 鄒穎文小姐：從《宋台秋唱》看前清遺民在香

 港的文化活動

22. 羅卡先生：重塑被遺忘的傳奇—訪尋電影先驅

 伍錦霞的工作報告

B組 主持：蔡志祥教授

26. 鄭寶鴻先生：銀行、金銀號與早期的香港華人

社會

27. 馮邦彥教授：從利豐看香港華人家族企業經營

管理模式的演變與發展

28. 張曉輝教授：近代中國的官營企業與香港

09:30 - 10:00

10:00 - 10:30

10:30 - 11:30

11:30 - 12:30

12:30 - 14:00

14:00 - 15:30

15:30 - 15:45

15:45 - 17:15

17:15 - 17:30

17:30 - 18:30

19:00 -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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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07年6月8日 (星期五)
場地 ： 香港歷史博物館
  A組：演講廳
  B組：1號活動室
  閉幕儀式：演講廳

小組報告（5）

A組 主持：李慶新教授

29. 劉蜀永教授：香港地方志編修緣起

與特點

30. 陳佳榮先生：何時得見「香港人」

的「香港通史通志」?

31. 劉澤生教授：關於一個港澳學術研

究專欄的探討

32. 關禮雄博士：日佔時期(1942-

1945)：香港汲取了甚麼教訓？

休息及茶點

小組報告（6）

A組 主持：劉澤生教授

37. 雷強教授、黎熙元教授、王鐘楊先

生：僑匯券對換券的社會經濟意義

和1957-1994的粵港關係

38. 鄧樹雄教授：從六十年代的放任主

義到七十年代的積極不干預主義：

歷史回顧與分析

39. 鄭會欣博士：董浩雲與香港的遠洋航運

40. 陳文鴻博士、翁海穎博士：香港的

城市發展：從殖民地的約束到一國

兩際的機遇

午膳

小組報告（7）

A組 主持：金以林教授

45. 許振興教授：英華書院與香港的教

育發展

46. 趙雨樂教授：軍國民教育與近代香港

47. 姚繼斌博士：戰後香港教師教育的

歷史點滴：從《教院口述歷史》看

師資培訓速成班

48. 李金強教授：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

新式教育的興起

休息及茶點

小組報告（8）

A組 主持：鄭德華教授

53. 馬楚堅教授：兩廣總督百齡與粵港

海寇之殄滅

54. 李慶新教授：香港與廣東海防

55. 馮錦榮教授：十九世紀晚期日本軍

 艦訪港小史

閉幕儀式

主持：劉智鵬博士   明基全總館長

大會總結：田豐教授

晚膳

B組 主持：鄧開頌教授

33. 游子安博士：六十年來香港德教會的歷史與發

展

34. 危丁明先生：香港的傳統宗教管理初探

35. 李志剛博士：香港回歸十年基督教會在社會變

遷中的發展—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為例

36. 湯開建教授：香港早期基督教史研究—美南浸

信會在香港的活動

B組 主持：丁新豹博士

49. 鄧開頌教授：廣東為香港和平回歸發揮了獨特

作用

50. 楊文信博士：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藏十九世

紀香港文獻選介

51. 陳明銶博士：香港歷史之學術研究和課程發展

新趨向：自1980年代過渡期至今特區成立十

周年之回顧與反思

52. 陳偉明教授：香港近代史研究雜談

09:30 - 11:00

11:00 - 11:15

11:15 - 12:45

13:00 - 14:30

14:45 - 16:15

16:15 - 16:30

16:30 - 17:45

18:00 - 18:30

19:00 - 20:30

B組 主持：丘杉教授

56. 周建華教授：香港政黨發展的特點及其未來走向

57. 李彭廣博士：從「共識政治」到「否決政治」：

香港行政立法關係的質變

58. 梁紹傑教授、明柔佑先生、謝雋曄先生：《香

港近事編錄》鉤沉

B組 主持：陳偉明教授

41. 劉智鵬博士：《新安縣志》中的香港史料

42. 張一兵教授：香港的寶安類型圍村 — 香港歷

史建築的文化背景（之一）

43. 鄧聰教授：香港考古與古代史重建

44. 全洪教授：從湧浪遺址出土遺物看新石器時代

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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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丁新豹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文灼非先生    信報財經月刊

史秀英主任    東華三院

危丁明先生    書作坊出版社

何濼生教授    嶺南大學經濟系

吳志華博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呂大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李小良教授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李志剛牧師    基督教文化學會

李谷城教授    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李金強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李培德博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李彭廣博士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周家建先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周愛靈博士    嶺南大學歷史系

明柔佑先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明基全總館長    香港歷史博物館

林苑鶯女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冼玉儀博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姚繼斌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系

胡從經教授    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

翁海穎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

馬楚堅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梁炳華博士    中聖書院

梁偉基先生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梁紹傑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梁操雅先生    香港考評局

許振興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陳   蒨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陳文鴻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

陳佳榮先生    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陳桂英館長    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

游子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馮錦榮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楊文信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鄒穎文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研究資料特藏

趙令揚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趙雨樂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劉智鵬博士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劉義章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劉蜀永教授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蔡志祥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鄭會欣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鄭寶鴻先生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鄧   聰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鄧樹雄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

蕭國健教授    香港珠海學院

謝雋曄先生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羅   卡先生    香港電影資料館

關禮雄博士    關禮雄律師行

Prof DAVIS Richard Lee   嶺南大學歷史系

Prof RHORDS Edward   嶺南大學歷史系

3 與會者名錄（按姓氏筆劃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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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鄭德華教授    澳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

王大慶教授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王建朗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江藍生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步   平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金以林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侯中軍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徐   浩教授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高   翔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   麗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俊義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單光鼐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楊建國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

劉存寬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戴   寅博士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蘇亦工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廣東

丘   杉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丘立誠教授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田   豐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全   洪教授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李慶新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周建華教授    廣東行政學院

施漢榮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張一兵教授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

張曉輝教授    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

陳偉明教授    暨南大學文學院

陸曉敏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麥英豪館長    廣州博物館

游靄霞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湯開建教授    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

馮邦彥教授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

楊耀林教授    深圳博物館

雷   強教授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劉澤生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劉艷芬主任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鄧開頌教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黎熙元教授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南京

黃鴻釗教授    南京大學

海外

陳明銶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楊國雄教授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濱下武志教授    日本龍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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