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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聖公會⾺丁樓檔案館 ( 前為教會迎賓館)

 



⾹港聖公會檔案館已對常⽤的檔案和期刊進⾏數碼化⼯作。⽽我們也⾮常重視時間

的深度：我們的書堆仍然傳遞著時間的氣味和泛⿈的紙張，⽽那些不知名的⼿所寫

的段落並未有消失。簡⽽⾔之，我們在索引、寫作、講座和座談會等事上，肩負着

傳揚⾹港聖公會傳統的重要任務。

兩千多年前，上帝通過拿撒勒⼈耶穌基督來到我們中間，⽽我們則通過我們的歷史

和今天的信仰來慶祝這⼀事件。祝您們聖誕和新年快樂。

檔案主任的話

第2⾴

今年是我們⾝處困難時期的重要⼀年。特別在2022年上

半年，我們持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隨後在7

⽉，本館從主教府遷往位於上亞厘畢道的⾺丁樓地下新

址。主教府現正進⾏裝修。在搬遷後的數⽉中，本館⼤

部分時間均⽤於整理箱⼦。但夏天結束後，⼜開始了正

常的⼯作。

親愛的朋友們：

⾹港聖公會檔案館檔案主任

今年的諾⾙爾⽂學獎得主安妮-歐諾 (Annie Ernaux) 曾提到關於互聯網在查找資訊⽅

⾯的⼒量：

因網路是緬懷過去事物的極佳渠道。檔案和所有我們甚⾄從未想像過能夠

再次找到的舊事物能毫不遲疑地讓我們伸⼿及到。記憶變得取之不盡，但

時間的深度，通過紙張的氣味和泛⿈的書⾴、加之⽤不知名的⼿劃過線的

段落所傳達出的感覺，似乎已經消失了。在此，我們⽣活在無限的現在。



檔案館過往⼗年⼤事記

2010

籌備成⽴檔案館。

2012

成⽴⾹港聖公會檔案館，其辦公地點設於⾹港中環下亞厘畢道的主教府。

鄺保羅⼤主教委任魏克利博⼠牧師為教省檔案館主任。

為慶祝中華聖公會成⽴100周年，⾹港聖公會於2012年6⽉7⽇⾄9⽇舉辦 「聖

公會：回溯過往，展望未來 -- 在華聖公會歷史及其對⾹港聖公會之影響」國際

學術研討會。

國際會議結束後，於6⽉邀請耶魯⼤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司⾺倫 (Martha

Lund Smalley) ⼥⼠為檔案館開辦檔案管理⼯作坊。

2013

開始整理檔案資料和照⽚，並編寫索引⼯作。

同時推⾏實習⽣計劃，與本地⼤學、內地及海外聖公宗機

構/部⾨合作。

2014

相繼⾛訪本地、海外和內地檔案館，查閱整理有關⾹港聖公會和中華聖公會的

資料。

12⽉出版書籍：魏克利 / 陳睿⽂《萬代要稱妳有福 ─ ⾹港聖公會聖⾺利亞堂史

(1912-2012)》 (基督教中國宗教⽂化研究社)。

鄺保羅⼤主教倡議成⽴⾹港聖公會

檔案館。

2011

出版書籍：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港⼤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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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2⽇舉⾏⾸屆檔案館開放

⽇。

與⾹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合辦專題講

座 ：《數碼時代的檔案》及 《如何

建⽴學校或教區檔案室》。並於4⽉

16⽇及13⽇兩天邀請耶魯⼤學神學院

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司⾺倫 (Martha

Lund Smalley) ⼥⼠擔任嘉賓分享有關

主題。

在主教府建⽴防⽕室，作為儲存歷史

檔案和珍貴書籍的所在地。

7⽉，檔案館同⼯跟隨聖公會莫壽增

會督中學前往廣州展開歷史之旅。曾

與莫壽增主教的孫兒們⾒⾯並參觀救

主堂和安葬莫主教及夫⼈的基督教公

墓。

⾹港聖公會檔案館網站於3⽉22⽇

正式啟動。

3⽉25⽇舉⾏2017年檔案館開放

⽇。主題為：『⾹港聖公會歷史

中的公禱書』。

歷史諮詢委員會和⽂獻諮詢委員

會分別於6⽉21⽇和7⽉19⽇舉⾏

會議，其後兩個委員會於2018年

合併為⼀。

7⽉份出版書籍：左芙蓉《華北地

區的聖公會》  (宗教⽂化出版

社)。

2017

為慶祝國際檔案⽇，檔案館於6⽉13

⽇參與由⾹港檔案學會籌辦的外展

活動。活動中，有來⾃本地檔案館

的展覽以及知名檔案員、歷史學家

和學者的講座。聖公會檔案館亦設

⽴展覽專區，向⼤眾介紹本館之⼯

作。

2016

國際檔案⽇ (2015)

成⽴⽂獻諮詢委員會並於1⽉16⽇召開了第⼀次會議。

於5⽉出版書籍 Philip L. Wickeri (魏克利) , ed. , Christian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Culture: Essay on Anglican and Episcopal History in China (⾹港⼤學出版社)。

10⽉⾄12⽉，舉辦《紙本及書籍修復》⼯作坊，由此檔案館同⼯及聖公會機構
同⼯⼀起參與。

12⽉出版書籍：Moira M.W. Chan-Yeung, The Practical Prophet: Bishop Ronald R.
Hall of Hong Kong and His Legacies (⾹港⼤學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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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檔案館同⼯前往澳⾨，與天主教檔案公處進⾏交流訪問。

3⽉30⽇舉辦2019年檔案館開放⽇。主題為『教育乃是為了更好的社會: ⾹港

聖公會學校的歷史貢獻』。

6⽉，檔案館網站增設 『每週照⽚』專欄及『網上資源』的搜索功能。

2019年檔案館館⻑及研究員陳睿⽂博⼠前赴德國參加會議，會後應邀訪問了

梵蒂岡圖書館天。

7⽉出版書籍：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Thy Kingdom Come: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Anglicanism in Hong Kong, Macau, and Mainland China,

(⾹港⼤學出版社)，並於9⽉18⽇舉⾏了新書發佈會。

歷史與⽂獻諮詢委員會（由歷史諮詢委員會和⽂獻諮詢委員會合併⽽成）成

⽴，並於3⽉7⽇召開了第⼀次會議。

3⽉24⽇舉⾏2018年檔案館開放⽇。主題為『邁向教省成⽴(1849-1998)』。

5⽉出版書籍：Ruiwen Chen, A Short Biography of John Shaw Burdon, Bishop of

Hong Kong 及中⽂版《包爾騰主教傳略》(宗教教育中⼼)。

⾹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舉辦交流團，並邀請檔案館為來⾃⽇本⽴教⼤學的兩名

實習⽣開辦為期⼀天的檔案管理⼯作坊。

陳睿⽂博⼠赴英查閱聖公會資料，並從蘭⾙斯宮圖書館和伯明翰⼤學圖書館獲

得了4000多張⽂獻檔案史資。

2018年出版書籍：Wai Ching Angela Wong and Patricia P. K. Chiu,  Christia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The Anglican Story (⾹港⼤學出版社) 以及⼀本關於聖

公會婦⼥的中⽂書籍陳睿⽂﹑周舒燕，《聖公會敍事：基督教婦⼥與華⼈會》

(商務印書館(⾹港)有限公司)。兩本書的發佈會於10⽉舉⾏。

2019

2018

2018及2019年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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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的臉書⾴⾯於1⽉啟動。

義⼯計劃於3⽉開始，協助檔案館的⼯作。義⼯⼀般經由聖公會各堂引薦或由內

部推薦。

6⽉12⽇，本館與聖公會明華神學院、⽇本⼤學、和澳⼤利亞查理斯特⼤學合辦

『世界現場參觀』項⽬，本館提供⾹港聖公會檔案館線上虛擬參觀。

7⽉，聖保羅書院委託復修與⽯刻拓印專家對主教府花園內的『聖保羅書院及恭

敬天主 愛⼈如⼰』⽯牌進⾏拓印⼯作。其後校⽅於11⽉致送該⽯牌的裱糊拓本

予檔案館。

8⽉，檔案主任獲邀加⼊聖約翰學院檔案館諮詢委員會。

10⽉出版書籍：Philip L. Wickeri, Hong Kong’s Last English Bishop: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Gilbert Hindley Baker (⾹港⼤學出版社)，並在10⽉16⽇舉⾏了新書

發佈會。

2021

由於疫情關係，檔案館⾃2⽉起暫停接待訪客和檔案查閱申請，並於5⽉4⽇重新
開放，提供有限度查閱服務。

於7⽉⾄11⽉期間，舉辦《紙本及書籍修復》⼯作坊。課程包括⼋節授課及⼀天

的實踐⼯作坊。

2020

10⽉23⽇舉辦 『跑⾺地墳場歷史導賞團』，

參加者合共30⼈。

11 ⽉ 出 版 書 籍 ： Tim Yung, A SHORT

BIOGRAPHY OF CHARLES RIDLEY DUPPUY,

BISHOP OF HONG KONG ; 其中⽂版《杜培

義主教傳略》由梁鳳怡翻譯  (宗教教育中

⼼)。 跑⾺地墓場歷史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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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2022年初的疫情及檔案館搬遷關

係，檔案館只接待少數訪客及研究⼈員。

截⾄12⽉中，有超過80⼈到訪。 

在2022年裡，檔案館經歷了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及搬遷。雖然

在⼯作安排、辦事處環境和活動計劃安排上需要作出許多調

整，但⼀切都很順利並⼰逐漸轉⼊正軌。

充滿挑戰的⼀年

檔案館搬遷
由於主教府正進⾏裝修，檔案館⾃2022年7⽉起遷往

⾹港上亞厘畢道1號⾺丁樓地下A室（前教會迎賓

館）。

在主教府收拾⽂件 ⾺丁樓檔案室⼊⼝ 檔案儲存庫

研究⼈員和訪客

檔案館主任與訪客, USPG 總幹事/秘書⻑
Duncan Dormor 牧師

本年合共接待了8名學術研究⼈員。包括

⼤學教授、博⼠⽣、聖公會各堂及學校

成員。來館⽬的主要是作專題研究、撰

寫畢業論⽂或出版歷史著作。

研究⼈員 第7⾴
 



歷史照⽚

上書院路現被稱為上亞厘畢道。遠處的建築是上書

院，此乃聖保羅書院的附屬建築物。

2022年，透過多⽅的捐贈、內部轉贈及購買等形式，檔案館的藏品更為豐富。新收的

館藏包括歷史圖⽚、⽂物、禮儀⼩冊⼦和書籍等。

卷軸⽯碑

⾹港中華聖公會和⾹港英聖公會教友為祝賀何明華

會督於1939年10⽉10⽇獲中華⺠國政府頒授紅⾊⽩

藍鑲領綬采⽟勳章，特製⼀幅卷軸頌詞⽯碑以祝賀

何會督。

"⾹港-上書院路"，約1869年.

中⽂禮儀⼩冊⼦

基督堂國語禮拜中⽂早禱禮⽂及聖餐禮⽂，1930

年代。

牧愛堂國語禮拜聖餐禮⽂附樂譜及新堂祝聖特刊

號，1955年。

書籍

《初期教會與中古教會史》，1964。

《在葡萄園中》，1970。

《靈思集》，1976。

《李兆強教憲牧師傳略》，作者:周億孚，

以及李牧師三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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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館藏

1974。



我們的義⼯計劃⾃去年11⽉起暫停將近⼀年，並於2022年10⽉恢復。兩位來⾃聖約

翰座堂的義⼯ Martin Ellison 先⽣和 Rosanna Mak ⼥⼠每週五下午都會來到檔案館

協助整理座堂的檔案及進⾏索引⼯作。另⼀位座堂教友何泳賢 (Megan Ho) ⼩姐在其

聖誕回港期間也來到檔案館協助館內⼯作。

檔案主任與泳賢

實習⽣ 
⾃開展實習⽣計劃以來，本館經已培訓超過逾30名實習⽣。今夏有兩位年⻘教友參與

暑期實習計劃。他們分別是來⾃聖公會聖腓⼒堂的盧咢中先⽣及諸聖座堂的嚴逸玲⼩

姐。除實習外，檔案館為他們安排了⼀系列參觀活動以及有關檔案⼯作的課程和實踐

⼯作坊。

實習結束後，由檔案主任頒發

感謝證書予兩位實習⽣

義⼯

檔案主任與 Rosanna and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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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成員輪換

⽂獻和歷史諮詢委員會

於5⽉份在主教府舉⾏會議

在⽂獻和歷史諮詢委員會的指導和專

業建議下，檔案⼯作進展順利。諮詢

委員會在2022年舉⾏了兩次會議。隨

著2022年數位成員的輪換，本年已增

選了兩位新成員，明年另將再增選兩

⾄三位新成員。 

2022年2⽉8⽇，本館檔案主任接

受了  "In Touch " 編輯  Michael

Gibb 先⽣的採訪。 In Touch 乃是

⼀份由聖約翰座堂出版的季刊。

檔案主任與 Michael Gibb 先⽣分

享了檔案館的⽇常⼯作和藏品。

陳睿⽂博⼠於  In Touch 2022年

冬季刊內發表隨筆《⼀曲⻑歌永

相系》。

In Touch 訪問

交流訪問
檔案館於8⽉11⽇與暑期實習⽣⼀起拜訪了聖⼠提反⼥⼦中學檔案部並得到校⽅的熱

情接待。在⾹港聖公會明華神學院的協調下，本館同⼯於9⽉23⽇參觀了位於⼤埔的

⾹港教育⼤學，瞭解其檔案館和圖書館的⼯作。

  

拜訪聖⼠提反⼥⼦中學檔案部 參觀⾹港教育⼤學

第10⾴



書籍出版

作者 : 魏克利

譯者：倪雪映、任曉哲、陳睿⽂

出版社：道⾵書社

該書將於12⽉底出版並於各⼤⾹港基督教書室有

售，售價為港幣$260元正。

作者：陳睿⽂ 
全書合共七章，涵蓋由1865年⾄2015年時
段。該書將於2023年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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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歡迎各位捐贈與⾹港聖公會歷史或聖

公會傳統有關的圖⽚、⽂件、出版物及⽂

物；亦歡迎捐贈與⾹港及內地基督宗教史

有關的⽂獻。我們特別對原版或數碼形式

的中⽂公禱書有所興趣。有意捐贈者，敬

請透過電郵（archives@hkskh.org）或電話

(852) 2526-5221）與我們聯絡。

藏品徵集

《辦好教會：丁光訓與他的時代》

《福⾳永流：⾹港聖公會聖⼠提反堂史

（1865-2015）》



網站統計
與2021年相⽐，⾹港聖公會檔案館網站不論在瀏覽⼈數、點擊率和⾴⾯流覽量⽅⾯均

有普遍增⻑，增⻑率分別為1.31%、1.52%和1.18%。

臉書⾴⾯統計
檔案館的臉書⾴⾯⽬前有679位追隨者。以下圖表和表格為12⽉份第⼆周所進⾏的

⼀般統計。

 2021 年3⽉ - 2022 年2⽉

 網站瀏覽 (最活躍國家/地區)網站活動數據

 臉書 (最活躍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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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培訓和晉升

恭賀我們的同事江逴怡⼥⼠。逴怡修讀並完成了

《檔案學深造》⽂憑課程並獲取了專業⽂憑。此

外，已獲晉升為檔案助理的新職位。

檔案索引編寫和數碼化⼯作

江逴怡⼥⼠

檔案館的檔案索引編寫和數碼化⼯作正在不斷進⾏

中。我們已經開始將⼀些中華聖公會檔案及歷史期

刊，包括 St. John’s Review  進⾏索引⼯作。此外，

檔案館已把教會的憲章規例及議會記錄、⼿冊及報

告等數碼化。

檔案保護⼯作坊

我們的檔案保護⼯作包括保存和修復。檔案館致⼒以良

好及合適的條件與⽅法去保存我們的記錄，以延⻑它們

的壽命，避免對檔案造成進⼀步的損害。另⼀⽅⾯，亦

希望將受損或脆弱的歷史檔案和重要記錄恢復到原來的

模樣或更好的狀態。

檔案館中的兩幅歷史地圖現正由專家進⾏修復，這些地

圖將會在我們2023年舉⾏的地圖展覽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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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Review

廣東座堂地圖 

華南教區地圖



即將舉⾏的活動

未來計劃

建⽴我們檔案的線上⽬錄，並提供更多的數碼化資

料供研究所⽤。

為了改善檔案的管理和檢索功能，檔案館正在考慮

使 ⽤  RFID 射 頻 識 別 系 統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

考慮到檔案的增⻑速度和我們庫房有限的存儲空

間，檔案館部分檔案將會存放在其他地⽅。

地圖展

我們的地圖展將成為是2023年⾹港聖公會教省成⽴

25周年的慶祝活動之⼀。該展覽將於明年4⽉在⾹港

聖約翰座堂舉⾏。屆時將會展出地圖和⼀些珍貴的

歷史檔案。

講座和研討會

在未來⼀年，將舉辦有關『地圖的重要性』的講座。 檔案館還將與⾹港聖公會明華

神學院合作舉辦有關⾹港聖公會歷史及其他⼀些與檔案館⼯作有關的講座和研討

會。 

新書發佈會

有關兩本即將出版的著作《辦好教會：丁光訓與他的時代》和《福⾳永流：⾹港聖

公會聖⼠提反堂史（1865-2015）》新書發佈會將於2023年舉⾏。消息稍後將在檔

案館網站和臉書⾴⾯公佈，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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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剪影
 

2013年實習⽣參觀聖⼠提堂檔案室

2016年司⾺倫 (Martha Lund Smalley)
⼥⼠主持檔案研討會 

2016年書籍紙張復修課堂

2014年實習⽣協助
照⽚數碼化⼯作

2017年檔案館開放⽇，由時任
陳謳明主教主持開幕典禮

 2017年檔案館開放⽇義⼯合照

 2018年檔案館開放⽇，檔案館
主任為鄺保⼤主教介紹館藏展品

聖保羅書院及聖⼠提反⼥⼦中學校友會
聯合詩班於2019年檔案館開放⽇献唱

 2018年主教府導賞團

2012年中華聖公會100周年國際會議

2015年⽂獻諮詢委員會第⼀次會議



2022
時光剪影

 2019年檔案館於道⾵⼭舉⾏退修
 

2019年《爾國臨格》新書發佈會

2020年參觀聖約翰書院檔案館
2021年鄺廣傑榮休⼤主教到訪本館

2021年 伊利沙伯中學師⽣
到訪本館查閱檔案

 2021年東九⿓教區屬校
校⻑及⽼師到訪本館

2022年檔案館聖誕聚會及⼩型展覽

檔案主任於2019年
榮獲為 "傑出學者"

 2021年刑福增教授帶領中⽂
⼤學歴史研習班學⽣到訪主教府

www.archives.hkskh.org +852-2526 5221

archives@hkskh.org

⾹港上亞厘畢道1號⾺丁樓地下A室

⾹港聖公會檔案館

聯絡我們

 檔案館同⼯敬祝⼤家
聖誕及新年快樂 聖公會檔案館團隊  (由左⾄右)

陳睿⽂博⼠ (研究員)

練秀芬⼥⼠ (⾏政助理)

魏克利教授牧師 (檔案主任)

江逴怡⼥⼠ (檔案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