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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回歸25周年南區
歷 史文化探索遊

忘
景致



活動簡介

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由香港仔坊會主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
『「南」忘景致南區歷史文化探索遊』於2022年8月至12月期間開
展，透過舉辦一連串多元化、融合傳統及創新、動靜兼備的活動，
包括歷史文化導賞團、工作坊及講座，提升南區居民對南區的歷史
文化之興趣、認識及關注區內歷史文化等相關議題，同時體驗不一
樣的南區魅力，共同歡度香港回歸25周年盛事。

南區是香港漁業發展的重心。在過去半世紀，曾為小漁港的南區經歷不同階段的城市化進程，
依山而建的屋邨及樓宇，大橋連接香港仔與鴨脷洲，改變南區的人文景觀。但香港仔避風塘依
然保留漁港風味，舢舨仍穿梭於避風塘間，兩岸船廠繼續為漁業服務，與岸上高樓形成南區獨
特的文化風貌。

在另一方，南區為香港文化遺產的寶藏庫，保留自香港開埠初期的歷史古蹟及傳統習俗。赤柱
的歷史建築群見證著區內成為中西薈萃、古今交融之地；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薄扶林村保留昔
日傳統習俗及文化景觀，在山下訴說著南區過百年之變遷。

歷史建築及傳統習俗的交匯，水上文化及陸上文化的交織，形成南區獨有的景致及人文精粹，
讓區外和海外遊客流連忘返。

南區簡介

導賞團路線圖

路線A 薄鳧林牧場 》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舞火龍 》華富邨 》大大百貨公司原址 》
      「雙塔式」大廈 》盂蘭勝會 》瀑布灣 》神像山坡

香港仔海濱公園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街渡舢舨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
 水月宮 》洪聖古廟 》龍竇 》鴨脷洲大橋 》船廠

舊赤柱警署 》赤柱郵政局 》赤柱公立醫局 》八間屋 》赤柱天后廟 》
 美利樓 》「同昌大押」石柱 》赤柱卜公碼頭

路線B

路線C

忘
景致



南區歷史文化導賞團

薄鳧林牧場遊一遊

遊覽南區古蹟活化最新景點「薄鳧林牧
場」，走訪原為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
舍的英式古建築，透過歷史檔案及相
片，認識南區昔日大牧場的歷史。同時
走訪薄扶林村，了解昔日村落的獨特歷
史及人文風景。

華富邨探秘導賞團

遊覽南區著名公共屋邨華富邨，透過歷史相片細說華富邨的歷史、社區秘景、
人情風味乃至建築特色，了解屋邨的昔日生活情懷。

以導賞遊方式，帶領南區居民遊覽區內各大街小巷及古蹟建築，尋訪昔日社區生
活情懷，並實地考察當年南區漁民生活及文化，讓南區居民親身體驗及認識南區
獨有歷史及文化。

忘
景致 生活情懷



歷遊赤柱團

遊覽具有歷史價值的赤柱古
蹟建築群，了解赤柱歷史，
親身感受匯萃中西文化的南
區。

漁民生活及文化體驗團

遊覽香港仔及鴨脷洲兩岸古建築群，
一探兩岸林立船廠，了解香港仔及鴨
脷洲之歷史變遷，親身體驗南區獨有
的漁民文化及產業發展。

香港仔避風塘舢舨遊

乘著舢舨近距離觀賞香港仔避風塘
船隻穿梭之景色，從水上認識香港
仔避風塘背後的獨特歷史及故事。
登上住家艇，透過漁民歷史相片及
捕魚工具，了解昔日香港仔水上人
生活習俗及文化。 

忘
景致 漁民生活及文化

忘
景致 名勝古蹟



「藍」區曬一曬

由導師親自示範藍曬相片
製作過程，經過塗上感光
液、壓版及曝曬等過程，
將南區具歷史及文化特色
之影像顯影出來，參加者
體驗沖洗照片的樂趣外，
也體會南區影像之美和珍
貴。

Fotomo立體相拼貼工作坊

由導師親自示範Fotomo製作的過程及
技巧，透過多張相片製作出立體模
型，將南區獨有景色或小店的相片以
生動方式呈現出來，顯得更有層次及
真實，體會當中的社區情懷。

南區歷史文化工作坊

以社區藝術作介入點，讓南區居民在創作各類型藝術作品的過程中，親身領略南區獨
有的美。南區居民透過工作坊親身參與及製作南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充分認識南區
區內獨特風俗及儀式。

忘
景致 生活情懷



捕夢網工作坊

捕夢網有祈求平安並帶來好運之意義，並可驅除
惡夢，讓人美夢入睡。由導師會親自教授捕夢網
的編織方法，參加者可以享受手作的樂趣，也體
會漁民獨特風俗儀式。

舞火龍工作坊

由經驗豐富的火龍紮作師傅介紹
香港仔舞火龍的歷史，認識火龍
紮作的由來及結構，包括龍頭、
龍身和龍尾。參加者可以親手參
與紮作「迷你版」火龍部分同舞
動火龍，一嘗此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傳統工藝及文化。

龍舟工作坊

由香港仔漁民後人、龍舟教練
介紹香港仔龍舟文化歷史，從
迎接龍舟到來，到龍舟老化離
開人間，當中的傳統儀式蘊含
著神與人的連結。參加者可親
身接觸龍舟之用具，深入了解
這項南區傳統蜑家文化的歷
史。

忘
景致 漁民生活及文化

忘
景致 非物質文化遺產



尋根‧香港仔海鮮舫歷史講座
作為香港著名地標之香港仔海鮮舫歷
史悠久，見證南區漁業發展的轉變，
盛載不少南區人的集體回憶。

冼培安先生作為漁利泰海鮮舫家族傳
人，見證香港仔海鮮舫的興盛及沒
落。透過冼生展示珍藏海鮮舫歷史相
片及物品，讓大眾重新認識海鮮舫及
理解昔日面貌。

追溯 ‧ 香港仔社會和廟宇

早於香港開埠初期，已有不少漁民定居於香港仔。漁民文化及風俗塑造香
港仔避風塘兩岸之景觀。漁民出海或歸航時為了祈求神靈保佑，故興建不
少供奉神明的廟宇，這些廟宇至今仍屹立於避風塘沿岸，形成香港仔獨有
的人文風情。

是次講座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
系講師郭錦洲博士作為講者，訴
說香港仔的歷史及社會變遷。

「邨」越時空—南區舊屋邨的生活情懷
南區擁有不少著名屋邨，華富邨及漁光村均在南區屹立超過半世紀，但即
面臨重建，當中昔日社區情懷及人文景觀會因而改變。

是次講座邀請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暨行政總裁陳智遠先生作為講者，追溯
華富邨及漁光村的歷史及變遷。

南區歷史文化專題分享講座
透過邀請專家學者就南區歷史文化各議題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其研究成果，
並附設問答環節，有助提升南區居民對南區歷史文化及社會變遷的了解。

網上重溫講座內容

網上重溫講座內容

網上重溫講座內容

忘
景致 生活情懷

忘
景致 漁民生活及文化

忘
景致 歷史建築及文物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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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情 懷
路線A 

薄鳧林牧場 》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舞火龍 》華富邨 》大大百貨公司原址 》
      「雙塔式」大廈 》盂蘭勝會 》瀑布灣 》神像山坡

南區有不少歷史悠久的村落及屋邨，昔日社區的生活
情懷及秘聞在社區流存。擁有過百年歷史的薄扶林村
與即將重建的公共屋邨 - 華富邨地理位置鄰近，兩者
透過傳統習俗連繫，形成另一個社區。

薄扶林村及華富邨位於薄扶林，薄扶林早於清嘉慶年
間(1819)的《新安縣志》已有記載。香港開埠後，薄
扶林因其地理位置及氣候涼快，成為當時英國商人的
夏季避暑勝地，不少別墅林立該區，見證着香港早期
的歷史發展。

薄鳧林牧場
薄扶林為香港出產牛奶的發源地。1886年，蘇格蘭傳染病專家
Patrick Manson醫生與香港商人合作成立牛奶公司。在港的西方
人對牛奶有需求，故選址有穩定水源供應及氣候較為涼快的薄扶
林興建香港第一個牧場——薄扶林牧場生產本地鮮牛奶。

現時「薄鳧林牧場」為一級歷史建築，其範圍為當時牛奶公司經
理宿舍「寶馬」（Braemar），該宿舍由主樓、傭工宿舍和車庫
組成，現內設有小型展覽館，展示牛奶公司歷史檔案及相片，重
塑昔日南區作為本港牛奶原產地之歷史。

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是香港島僅存的三條古老村落之一，相傳此村落大約在
17世紀已經建成，當時居民主要務農養畜，隨後定居下來慢慢發
展成為村落，為南區最早的原居民的住處，見證南區的過百年的
歷史變遷。

薄扶林村舞火龍
薄扶林舞火龍是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更是薄扶林村的文
化象徵。每年中秋節前夕及正日晚上，薄扶林村會舉辦舞火龍
傳統習俗，祈求村內風調雨順，村民身體安康。相傳此習俗源
於十九世紀末一場瘟疫，當時村民相信香火能袪災除病，龍為
祥瑞的象徵，故以禾草紮成龍的形態並插滿香枝，巡遊全村，
最後瘟疫成功退去。薄扶林村舞火龍巡遊分為兩天進行，火
龍向村內伯公壇和李靈仙姐塔進行拜祭，拜訪村內每
家每戶。最後，舞火龍巡遊至華富邨瀑布灣以
「龍歸滄海」作完結。

華富邨
作為香港最著名的
公共屋邨之一，華
富邨素有「平民豪
宅」之稱，除了面
向一望無際的無敵海景外，也擁有不少紀錄，如華富邨乃為香港
首個以市鎮形式出現的屋邨。邨內設有獨立的商場，街市、停車
場、學校及圖書館，讓令屋邨居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可以自給自
足。薄扶林公共圖書館更是當時繼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後第二個在
港島區的公共圖書館。然而，這條已有半世紀歷史的屋邨，即將
開始踏上清拆重建之路。

大大百貨公司原址
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昔日的華富
邨有國貨公司及戲院，為邨內居民提供娛
樂場地。而曾經紅極一時的香港百貨公
司——大大百貨公司坐落在屋邨入口。根
據街坊口述，該百貨公司內有酒樓夜總
會，頂樓還有一個遊樂場及滾軸溜冰場。
大大公司於1974年開業，全盛時期共設七
間分店。其後大大公司因遭受股票市場衝
擊，於1986年停業。

「雙塔式」大廈
華富邨規劃及建築設計因應地
勢高低而進行規劃，各樓宇高
低錯落，讓更多居民能享受海
景；二邨因應地勢設計「雙塔
式」大廈，用兩個天井作為中
庭，接連着兩幢不同高度的大
廈，省卻平整坡度的工程，有
利空氣流通及採光。當中，華
興樓及華昌樓是香港首批落成
的「雙塔式」大廈。此建築設
計被日後其他屋邨所沿用，起
了示範作用，對香港公共屋邨
發展有重要貢獻。

盂蘭勝會
每年農曆七月，華生樓、華
昌樓、華泰樓、華景樓及華
翠樓的互助委員會會舉辦盂
蘭勝會，以超度亡靈，祈求
平安。華富邨早期有不少潮
籍居民入住，他們重視盂蘭
勝會，並在社區開始延繼此
項傳統。直到現在，五座舉
辦的盂蘭勝會已列入香港非
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舉辦盂
蘭勝會需要不少居民的人
力、物力及捐款才能成事，
反映出華富邨的鄰里感情及
關係深厚。

神像山坡
瀑布灣公園是偷閒避靜和欣賞日落的隱世景
點，而瀑布灣更是在城市中難得一見。這條
瀑布水源來自薄扶林水塘，但隨1863年落成
薄扶林水塘，截流後瀑布灣的瀑布規模大
減，瀑布的氣勢已大不如前。但每逢大雨的
時候，壯觀的景色又會再重現。適逢每年中
秋節，薄扶林村村民沿路夜舞火龍至到尾聲
後，會在瀑布灣向大海擲火龍作為完結。

瀑布灣
沿著瀑布灣公園海邊小路一直走，就會見到一座過千座
各式各樣的神像山坡。據說華富邨建成前，該地為一亂
葬崗。加上入伙後，邨內頻頻發生靈異事件，故居民們
在家中擺放神像供奉以求平安。後來居民因搬遷關係，
就將神像放到這個鄰近海邊的山坡上供奉，隨後愈來愈
多居民擺放神像佛像在此，便形成此獨特之景觀，更成
為邨內的地標，守護着華富邨。

薄扶林及華富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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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生活 及
文化

香港仔海濱公園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街渡舢舨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
 水月宮 》洪聖古廟 》龍竇 》鴨脷洲大橋 》船廠

路線B

香港仔避風塘港灣寬闊，是一個天然良港，加上鴨脷
洲作屏障，自然吸引大量漁船停泊，成為一個重要的
漁港及漁民聚居之地，是南區漁民生活及文化的匯聚
點。

隨著城市發展，原本只靠舢舨往來的香港仔與鴨脷
洲，大橋及地鐵的興建將兩岸連接起來，但舢舨依舊
在避風塘行駛，昔日漁村歲月的痕跡仍保留下來。而
各種因為水上人存在而衍生的行業及傳統，如造船
廠、海鮮飲食文化及龍舟傳統仍能夠在此體驗。香港
仔及鴨脷洲所形成的大型漁民社區，產生出不同漁民
文化及傳統習俗，更成為南區的象徵。

香港仔海濱公園
香港仔海濱公園是沿香港仔海旁
而建的海濱長廊，沿路可以看到
對岸鴨脷洲的景色和不少漁船及
舢舨駛經及停泊，漫步期間可以感受海風。整個公園的設計均充
滿懷舊漁港風情，並附上介紹香港仔漁港歷史，適合拍照打卡。
另外，香港仔海濱有多個碼頭，包括公眾碼頭、往南丫島及蒲台
島的渡輪及前往鴨脷洲的街渡舢舨，是南區交通接駁點。

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
香港市場售賣的活海鮮，大部分來自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政府
於1950年興建而成的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是現時全港最大、歷
史最悠久的魚市場。魚市場在一般凌晨3、4時開始運作，下午1
時左右收市。漁船到公海捕魚後，就會轉售給批發商及魚販，由
魚販將漁獲帶到魚市場，供應全港各酒樓、魚檔的海鮮。

街渡舢舨
「舢舨」是一種傳統水上運輸交通工具，為
昔日水上人的運輸與謀生工具，主要用作捕
魚、運貨、運豬隻等。現時，舢舨主要用作
來往香港仔及鴨脷洲的街渡及遊覽香港仔避
風塘的觀光船，是南區獨有的文化特色和交
通工具。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位於香港島鴨脷洲北岸海旁，前身為
城巴車廠，改建後於2009年正式開放。公園依照傳統漁
船外形設計出一座「風之塔」觀景台，可讓大家在公園
內欣賞到香港仔避風塘的優美景色，此外，鴨脷洲風之
塔公園觀景台下有一個有關傳統漁業及造船業的展覽
廊，讓大眾了解漁民生活及風俗。

水月宮
水月宮是一座觀音廟，已被列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雖然建廟
年份已不可稽考，根據廟內懸掛的「水月宮」牌匾及重修碑
記，可知水月宮早於1891年已經存在。水月宮與洪聖古廟同時
坐落鴨脷洲海旁，反映當時社區為多元信仰，不同善信崇拜不
同神明，而廟宇也成為社區的地標和發展歷史的見證。

洪聖古廟
建於1773年的鴨脷洲洪聖古廟，主要供奉南海之
神洪聖，庇佑漁民。洪聖是中國民間信奉的海
神。相傳洪聖大王是唐朝重臣，姓洪名熙，官至
番禺刺吏，通曉天文地理，常幫助漁民。這座法
定古蹟是香港少數面向大海的洪聖古廟，其原貌
和風水佈局仍保留下來。在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
洪聖誕。此外，香港仔避風塘舉行「遊龍」儀式
時所使用的龍舟龍頭、龍尾和鼓也收藏在洪聖古
廟中。可見洪聖古廟在社區是傳統文化歸屬之
處。

龍竇
香港仔避風塘仍保留著「遊龍」的漁民文化傳統，
目的是淨化社區，為社區祈福。而一艘艘傳統木製
龍舟，則存放在此。「遊龍」儀式是從洪聖古廟對
出的海面出發，在避風塘內進行巡遊。過往避風塘
內停泊多艘住家艇，龍舟會穿過水道，漁民在艇上
等候龍舟經過時會拜祭。

鴨脷洲大橋
鴨脷洲大橋通車之前，鴨脷洲一直沒有道路連接
對岸的香港仔，居民只能依賴街渡出入。隨著大
橋於1980年3月28日通車，鴨脷洲由「孤島」成
為「半島」。大橋與街渡一樣，把香港仔、鴨脷
洲兩地居民互相扣連，互相聯繫。 船廠

雖然住家艇及舢舨數量日漸減
少，但現時位於鴨脷洲西邨、
南灣及鴨脷洲大橋橋底一帶的
船廠則為避風塘船隻提供維修
服務。早於香港開埠初期，香
港仔有大量漁船停泊，而香港
首個大型船塢夏圃船塢於1857
年在香港仔落成，船塢的落成
促成香港仔發展成為船廠群。

香港仔與鴨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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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勝古 蹟
舊赤柱警署 》赤柱郵政局 》赤柱公立醫局 》八間屋 》赤柱天后廟 》
 美利樓 》「同昌大押」石柱 》赤柱卜公碼頭

路線C

赤柱的歷史可追溯至明朝，聚居在赤柱
的漁民主要來自福建及廣東沿岸。香港
成為英國殖民地後，由於當時赤柱聚居
人口最多，百業興盛，故殖民地政府在
此設立臨時行政中心，更有意計劃於赤
柱和香港仔一帶建埠。但赤柱經常受海
盜出沒及瘧疾威脅，最後政府放棄此想
法。

雖赤柱未能成為香港首府，三面環海的
地理環境乃為軍事重地的最佳選址。殖
民地政府隨後在赤柱落成不同軍事設
施，成為防衛香港島基地。赤柱作為香
港早期行政中心及軍事據點，故大量外
國人在此定居生活，繼而發展為現今中
西文化交薈之地。

舊赤柱警署
舊赤柱警署是香港現存有最悠久歷史的警察建築
物，建於1859年，是香港最早建成6所警署之一，
負責管理當地治安，現為香港法定古蹟。舊赤柱警
署樓高兩層，建造簡樸。建築物正面外牆飾有柱
廊，具古典建築風格，內部保留原有槍房的磚砌圓
拱形天花和壁爐。直至1974年新赤柱警署落成後，
舊赤柱警署便正式停用。

赤柱郵政局
赤柱郵政局是香港現存最古老、仍然運作
的郵局，建於1937年，現為二級歷史建築。
由於郵局建成時為英國國王佐治六世時期，因此
郵局窗戶的窗花上印有白色「GR」圖案作記號。現
在外部仍保留原有的人手操作郵票售賣機、附有英
皇佐治六世標記的入牆式鑄鐵紅色郵箱，展現當年
殖民地建築風格。

赤柱公立醫局
赤柱公立醫局原為1930年代建
成的住宅，於1948年改作醫務
衛生署轄下的公眾診所及科產
病房，為附近以漁業維生的村
民提供醫療服務。現為三級歷
史建築。由於香港1970年代初
出生率急速上升，故集中提供
產科病房服務。現在主要提供
門診及產科服務。赤柱公立醫
局對赤柱的醫療護理發展有重
要的影響。

八間屋
八間屋是赤柱七個二級歷史
建築及一個三級歷史建築連
成一組的歷史建築群，位於
赤柱大街盡頭。在1930年代
中期，當時政府計劃在黃麻角山上興建軍營及砲台，於是將黃麻角村的八戶村民安置至赤
柱灣，並為他們興建八間小屋。整列建築樓高一層，以紅磚疊砌而成，是碩果僅存的傳統
客家建築，尖頂瓦面，木門及木窗框則統一地漆上綠色，建築風貌型格一致及獨特。

赤柱天后廟
赤柱天后廟是南區歷史最悠久的一間天后廟，位於
美利樓旁，始建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廟
內保存了鑄於�乾隆三十二年的古鐘，上刻記着當
年村民陳信澤帶領全村民眾合資興建寺廟的歷史。
廟中還保留着同時期鑄造的鐵秤鉈、嘉慶二十四年
（1819年）造的門匾、木聯和鐵香爐及1865年建造
的一對門前石獅子。

美利樓
建於1846 年的美利樓原本座落於中環花園道的駐港
英軍軍營，以英國軍人和政治家美利爵士命名。因
原址興建中銀大廈，美利樓遂於1982年拆卸。美利
樓屬早期殖民地建築，具有維多利亞時期色彩，故
政府決定將整幢完整保留。美利樓被分拆3,000 多
塊花崗岩，並逐塊編上記號保存。直至 1998 年搬
至赤柱現址重建，成為當時香港最大規模的古蹟搬
遷工程之一。

「同昌大押」石柱
美利樓旁有多條中式石柱，刻着
「同昌大押」四個紅字，它們原本是
座落於旺角砵蘭街、上海街與亞皆老街交界
的舊式唐樓石柱。而「同昌大押」是一間樓高三
層的古老當舖，位於亞皆老街37號，是香港少有的
轉角唐樓，石柱則是其騎樓樓底的支柱。1990年
代，油麻地上海街進行重建計劃，「同昌大押」因
而拆卸，而其數條石柱獲保留，並於2007年移置美
利樓旁。

卜公碼頭
卜公碼頭前身名為畢打碼頭，是一座位於中環的海
事碼頭，負責接待貴賓，包括港督堅尼地、清醇親
王、孫中山等。其後，畢打碼頭因中環填海工程而
清拆重建，新一代碼頭於1900由港督卜公主持開
幕，並改名為卜公碼頭。1965年，卜公碼頭因維多
利亞港填海工程再次拆卸。而其鋼篷頂是香港首座
採用低炭鋼鐵結構件的建築物，於1909年由英國製
造運輸至本港，故被保留。2006年，鋼篷頂安裝在
以原卜公碼頭樣式興建新碼頭，讓此十九世紀的重
要碼頭重現於赤柱。

赤柱



參加「南」忘景致一連串體驗活動
後，使我和家人對南區的各方面加深
了認識，包括歷史、地理、文化、風
俗、景點、食物等等，我會更愛護和
保育此區，希望可以繼續舉辦此類活
動，令大家可找到更多生活的樂趣。

雷小姐

今次參加了「南」忘景致 – Fotomo
立體相拼貼工作坊，見到導師展示其
Fotomo立體相作品，實在是嘆為觀
止。導師亦都好有耐心去教導同幫助
每一位參加者，最後可以親手製作出
一個屬於自己的Fotomo立體相，感到
十分滿足及開心。

鍾小姐

參加者心聲



在「南」忘景致 – 「藍」區曬一曬中，導師
生動地教授製作藍曬技巧，還講解不少相關知
識。參加此工作坊令我可以輕鬆愉快地學會藍
曬外，最後更可以製作出一幅印有南區景觀的
藍曬作品，讓我重新認識了南區的美。

「南」忘景致 – 舞火龍工作坊活動十
分精彩，能夠邀請舞火龍師傅講解舞
火龍的歷史，同時指導我們紮作火
龍，最後還可以揮舞火龍，機會十分
難得。工作坊讓我們認識自身居住的
社區中的特色及文化，有助傳承此項
傳統習俗。

黃先生

李小姐

參加者心聲



「南」忘景致的導賞團內容及行程十分豐富，
導遊帶我們走訪赤柱，一次過參觀過不少歷史
建築物，從導遊口中才了解到當中鮮為人知的
故事。另外，導遊講解深入生動有趣，令我獲
益良多。

「南」忘景致活動多不勝數，一連串
體驗活動，包括香港仔避風塘舢舨遊
及漁民生活及文化體驗團，讓我去了
南區不同地方，例如船廠，對區內歷
史有更深入的認識，有很大的得著。
希望往後都繼續有這種歷史文化體驗
活動！ 

陳先生

羅先生

參加者心聲



冼培安先生
郭錦洲博士
陳智遠先生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
地址：香港仔大道180號B四字樓
電話：3550 5540
傳真：2870 0589
電郵：cc@aka.org.hk
網址：http://www.aka.org.hk

Facebook：AKACC社區中心
Instagram：akaccyout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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