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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檔案館來說，必要的社會預防措施使我們能夠繼續進⾏許多個體的⼯作：研

究和寫作、索引和編⽬、接觸更廣泛的世界、新的收購、保護和檔案修復。正如

您在這份年度報告中看到的，我們也能夠歡迎更多的訪客，包括研究⼈員、實習

⽣和志願者，以及⼩型團體。對於像我們這樣的檔案館來說，與教會、學術機構

和更廣泛的社區接觸是⾮常重要的，這有助於我們的成⻑和發展。

今年，我想特別提到我們的實習⽣計劃，該計劃已在⾹港和國外得到廣泛認可。

在過去的這個夏天，我們有來⾃三個機構的四名實習⽣，他們都在繼續他們在歷

史和相關領域的深造。我們的每位⼯作⼈員都教導他們、培訓他們、監督他們的

⼯作，這樣做是在幫助教育新⼀代，讓他們意識到檔案保護和地⽅歷史的重要

性。您可以在後⾯幾⾴看到更多關於實習⽣的資訊，您也可以考慮推薦您認識的

學⽣通過他們的機構申請實習項⽬。

在此我謹代表檔案館的⼯作⼈員，向你們每⼀位致以最美好的聖誕祝願。願2022

年是⼀個更新且嶄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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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話館⻑的話
  

過去的兩年對全世界的⼈來說都是困難的。儘管我們開

始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但在我們繼續⽇常⼯作時，我

們仍然⾮常關注⾹港的疫情。我們很幸運，在⾹港這⼤

流⾏病的情況已得到了良好的監控。

⾹港聖公檔案館館⻑



過渡期過渡期
  

鄺保羅⼤主教榮休

鄺保羅⼤主教於2021年1⽉1⽇榮休。⾹港
聖公會於2020年12⽉27⽇在聖約翰座堂舉
⾏「鄺保羅⼤主教榮休感恩崇拜」，在講道

中，時候任⼤主教陳謳明讚揚鄺⼤主教多年

來的領導以及對教會與社會⼯作的積極參

與。

謝⼦和主教陞座禮

⾹港島教區謝⼦和主教於2021年1⽉2⽇
（⼤聖巴西流及納⿑安的聖額我略⽇）

上午在聖約翰座堂陞座，就任教區第三

任主教。陞座禮以早禱形式進⾏，謝主

教當天以牧杖叩⾨三次獲邀進堂。

陳謳明⼤主教就職典禮

⾹港聖公會⽇於1⽉3⽇在中環聖約翰
座堂舉⾏「⾹港聖公會教省主教⻑就

職崇拜」，去年10⽉當選⼤主教的西
九⿓教區陳謳明⼤主教在崇拜上就任

⾹港聖公會教省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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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D DR. JAMES CHIEN'S
MATERIALS

新收館藏
 

感謝教省各堂校單位及教會成員對檔案館⼯作的⽀持。在2021年裡，透過多⽅的捐贈，檔案
館的藏品更為豐富。新收館藏包括個⼈藏品、歷史檔案、照⽚和⽂物等。我們的圖書館也增加

了⼀些書籍。

錢明年牧師⽂件聖約翰座堂檔案

招練俊牧師物品 公禱書

學校⽂件 歷史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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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及義⼯

 蔡芷婷  謝恩霖  施⾙然  Daniel JONES

參觀東蓮閣苑檔案館

紙本復修⼯作坊

從聖約翰座堂招募的義⼯
左起: Rosanna, 館⻑, Martin, Naomi

本館今年透過聖約翰座堂招募了

三名義⼯，協助整理座堂的檔案

及索引⼯作。此外，亦得到鄺淑

端⼥⼠協助，與檔案館職員⼀起

整理錢明年博⼠的藏品。我們衷

⼼感謝他們的參與及對檔案⼯作

的貢獻。

館⻑和鄺⼥⼠

 

歡迎我們的實習⽣! 今年夏天，有四名實習⽣加⼊檔案館。他們分別來⾃SOAS倫敦⼤學、⾹港浸會⼤
學、⾹港中⽂⼤學和本地國際⾼中港灣學校。實習⽣的⼯作包括協助整理檔案及編制索引，查考資料，

並製作查找指南等。芷婷還參與了⼀個特別⼯作項⽬，對公禱書進⾏⽐較。檔案館也為他們安排了⼀系

列的參觀外訪和⼯作坊。

實習計劃中的閃光點
⾹港聖公會檔案館⾏政助理練秀芬⼥⼠

義⼯

⾃2013年以來，我們的檔案館通過實習計劃與本地⼤學合作。多年來，已經接待了30多名實習⽣。偶
爾，⼀張張過去的⾯孔會飄進我的腦海。回想許多年前的⼀天，⼀位暑期實習⽣致電給我，說她對檔案

⼯作很感興趣，希望能在海外繼續進修檔案或圖書館管理課程。館⻑魏克利教授牧師答應為她的⼤學申

請寫⼀封推薦信。我們還為她安排約⾒⼀位在圖書館檔案特藏部⼯作的專業⼈⼠為她提供諮詢。幾年

後，我收到她的電⼦郵件，她告訴我已經畢業並獲得了圖書館管理學位。她的新⼯作將是在⾹港聖公會

⼀所中學的圖書館⼯作。此事多美啊，也多麼巧合啊! 

2013 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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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館活動

⾹港聖公會檔案館網上虛擬遊覽

由⾹港聖公會檔案館舉辦的跑⾺地墳場

歷史導賞團於2021年10⽉23⽇舉⾏。當
天合共有30名參加者。館⻑帶領⼤家參
觀了位於那裡的復活⼩聖堂，該聖堂在

第⼆次世界⼤戰前曾是聖約翰座堂的安

息教堂。其後還參觀了多個與⾹港和聖

公會有關的名⼈墓⽳。

⾹港聖公會檔案館應聖公會明華神學院的邀

請，參加了⼀個名為 "世界現場參觀 "項⽬。 檔
案館與⽇本Rapidswide公司和図書館総合展運営
委員会以及澳⼤利亞查理斯特⼤學的圖書館研

究⼩組合作，於2021年6⽉12⽇在網上展⽰了
40分鐘的檔案館虛擬遊覽，並介紹我們的⼯作
及展品。

跑⾺地墳場歷史導賞團

 新書發佈會和獨奏會

館⻑魏克利教授牧師剛出版了新書：

Hong Kong's Last English Bishop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Gibert Hindley Baker 。檔案館於2011年10⽉16⽇舉⾏了
⼩型新書發佈會。發佈會結束後，緊接著⼀場獨奏會，

由莫冠⽂先⽣演奏古琴，陳睿⽂博⼠演奏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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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聖公會檔案館於2020年12⽉4⽇暫時閉館，並於2021年2⽉22⽇重新開放供檔案查閱和參
觀。⾃重新開放以來，我們經已接待了約20名研究⼈員，他們的研究課題涉及⾹港聖公會歷史
的各個領域。研究者⼤多數是博⼠⽣，另有其他是教會成員、本地學⽣或對本地歷史感興趣的

⼈⼠。

研究⼈員和訪客

我們的檔案館在2020年有41位訪客。⽽在2021年到⽬前為⽌有超過260位訪客到訪。在這⼀年
裡，我們的檔案館也接待了多個團體訪客。其中包括聖公會學校的校⻑和宗教科⽼師、聖⾺提

亞堂的⻘年團體、⾹港衛理公會檔案委員會、崇基學院團體和⾹港⼤學的學⽣團體等。

 聖保羅書院
到訪主教府
贈送書院⽯碑裱糊拓本

 

現時⾹港聖公會檔案館所在的主教府，原本亦是聖保羅書院所

在地。今年適逢該校170周年校慶，校⽅在7⽉份邀請了⽂物復
修與⽯刻拓印專家⽅惠燕博⼠把會督府外圍牆鑲嵌有該校校名

「聖保羅書院」與早期校訓「恭敬天主、愛⼈如⼰」的⽯碑拓

印並製作拓本。聖保羅書院的代表和⽅博⼠於11⽉24⽇到訪主
教府檔案館，並致送上該⽯碑的裱糊拓本。校⽅亦邀請了陳謳

明⼤主教、謝⼦和主教及蘇苡保榮休主教分享並⾒證這有意義

的時刻。聖保羅書院源廸恩校⻑表⽰，該項⽬是教會、書院、

教師和家⻑之間的合作，從⽽更新了教會和書院之間的歷史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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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出版物

⾹港聖公會檔案館歷史研究中⼼對⼤中華地區的聖公會和基督教歷史進⾏研究。我們正在整理⼗

九世紀初⾄今的英國聖公會神職⼈員名單；準備⼀系列關於⾹港聖公會主教的⼩冊⼦；並確定與

英國聖公會歷史有關的中國基督徒和外國傳教⼠。其中部分內容反映在我們由⾹港⼤學出版社出

版的《聖公會：中國聖公會歷史研究》叢書中。我們還在出版⼀些⾹港教區的中⽂歷史，以及為

同⾏評審的期刊和其他出版物出版中⽂和英⽂的論⽂。

《福⾳永流：⾹港聖公會聖⼠提反堂史

（1865-2015）》

出版書籍

歴史研究中⼼

Hong Kong’s Last English Bishop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Gilbert Hindley Baker
作者: 魏克利 Philip L. Wickeri
系列: 在華聖公宗研究
出版社：⾹港⼤學出版社（2021年10⽉出版）

A SHORT BIOGRAPHY OF CHARLES RIDLEY
DUPPUY, BISHOP OF HONG KONG 
中⽂譯本 《杜培義主教傳略》
作者：翁景睴 Tim Yung
翻譯：梁鳳怡

系列：⾹港聖公會歷任主教研究系列2
出版社：⾹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 (2021年11⽉
出版）

更多出版物更多出版物
即將⾯世!即將⾯世!

 

  陳睿⽂博⼠經已完成聖⼠提反堂歷史書的撰
  寫。新書將名為：
《福⾳永流：⾹港聖公會聖⼠提反堂史

（1865-2015）》，將於202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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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和臉書

網站⼀般統計

檔案館臉書專⾴

 2019 年3⽉ - 2020年2⽉

檔案館的臉書專⾴在2021年1⽉

開始啟動。專⾴每週更新兩到三

次，包括分享教堂和學校的歷史

照⽚，公告和發佈我們的檔案⼯

作，活動和最新消息。⽬前我們

有⼤約380個追隨者。

 2020 年3⽉ - 2021年2⽉ 

 網站瀏覽 (最活躍國家/地區)

 網站活動數據

 網站活動數據

 網站瀏覽 (最活躍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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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復修⼯作

檔案整理和復修

檔案整理、索引編制和掃描

 
檔案館持續進⾏檔案整理、索引編

制和掃描的⼯作。⽩約翰主教的信

件已妥善整理。⽽有關我們⼀些主

教的資料也已建⽴了查找⼯具。

 

在⽇常的檔案⼯作中，我們會遇到⼀些易碎或損壞

的紙質檔和記錄。 如可能且⼜在我們的能⼒範圍內
的話，檔案館的職員會嘗試運⽤在保護課程中所學

到的知識來修復這些檔案。如上圖所⽰的折疊圖，

我們運⽤復修技術將地圖壓平，並將其安裝在紙板

上後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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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年中完成了《福⾳永流：⾹港聖公會聖⼠提反堂史（1865-2015）》⼀

書，是⾃⼰所欣然的。聖⼠提反堂是⾹港華⼈聖公會的⺟會， 因⽽該堂的歷

史可視作是⾹港聖公會整體的⼀個縮影。聖⼠提反堂是⼀個教會家庭，但也

是⼀個更⼤家庭的⼀部分。 這個更⼤的家庭包括其他堂會、教區和教省。⼀

個牧區的歷史元素是獨特的，但牧區也是⼀幅更廣泛畫⾯中的⼀部分。對於

具有主教制教會秩序的教會如聖公會⽽⾔尤其如此。在⾹港聖公會的牧區歷

史中，特別是五所最⽼的華⼈教堂（聖⼠提反堂是其中最早的）的牧區歷史

中，我們可以不斷地找到相似之處並建⽴聯系。牧區歷史所呈現的細節，在

⼀般歷史中是不易被複製的。並且，它是⼀部與地區、國家和世界相關的特

殊史。 

 

⼯作分享
⾹港聖公會檔案館江逴怡⼥⼠

本檔案館今年得到聖公會聖匠堂捐贈錢明年博⼠的藏品，⽽我有幸負責處

理和建⽴錢明年博⼠特別藏品項⽬。

錢博⼠是⾹港聖公會牧師，也是⼀位社會⼯作者，在本地和國際戒毒領域

有卓越的成就。他於1980年由⽩約翰主教按⽴為⾹港聖公會的會吏，1985

年獲鄺廣傑主教按⽴為義務聖品。其後，他在⾹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和⾹

港聖公會聖匠堂服侍。

在細閱他的⽣平時，我深深地被他的才華、努⼒、熱情和奉獻的⼼志所打

動。他不斷地進修和研究各種⽅法改進戒毒和治療⼯作，以回應千變萬化

的社會。雖然我未能與錢博⼠相遇，但是我⾮常佩服他服侍上帝和服務普

羅⼤眾的堅持和愛⼼。

我相信本檔案館其中⼀個使命就是叫我們感激和銘記前⼈的努⼒和成果，

並把他們侍主愛⼈的精神傳承下去。

⼯作分享
⾹港聖公會檔案館研究員陳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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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冠狀病毒的限制，2021年  檔案館沒

有舉辦開放⽇。本館計劃在2022年春季舉

辦 "基督教與中國地圖 "的展覽。展品將主

要從檔案館的收藏中挑選。

檔案館受陳謳明有⼤主教委託，撰寫⾹港聖

公會的歷史書籍。魏克利教授和陳睿⽂博已

承擔有關任命，負責新書的編寫。

未來計劃

 ⼝述歷史項⽬

多年來，檔案館對⼀些重要的聖公會成員進

⾏了⼝述歷史訪問。在我們最新的⼝述歷史

項⽬中，從10⽉開始，魏克利教授牧師和陳
睿⽂博⼠定期採訪了榮休⼤主教鄺保羅。這

段⼝述歷史將闡明榮休⼤主教的個⼈經歷和

他在擔任⼤主教期間的重⼤事件。

"基督教與中國地圖 "展覽

⾹港聖公會的歷史沿⾰

外展計劃及與其他單位的合作

館⻑魏克利教授牧師於本年8⽉ 獲聖約翰學院檔
案館之邀請擔任其檔案委員會顧問。此外，⾹

港聖公會聖三⼀座堂亦剛成⽴了「 聖三⼀座堂
⽂物廊」 並邀請館⻑於11⽉28⽇到訪參觀。檔
案館計劃於來年與教省現有的堂校檔案單位進

⾏更多的交流訪問以探討未來外展合作計劃的

可能性，藉此促進聖公會各單位對檔案的保存

和保護⼯作有更多認識。

聖三⼀座堂⽂物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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