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ng Kong Wetland Park
香 港 濕 地 公 園 

 
Public Lecture - Wetland Exploration Series「濕地探索」公眾講座系列 

 

Learn from Nature  觀自然、學做人 
14:30 – 15:30pm, 9 December 2006 (Saturday), Theatre, Hong Kong Wetland Park 

2006 年 12 月 9 日 (星期六) 下午 14:30 – 15:30 香港濕地公園 放映室 
 

 
About this Lecture 
Watching birds and nature is a journey of 
discovery – of the surrounding and of oneself.  
It encourages people to get away from 
everyday worries and see for themselves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Lecture will start from several stories, using 
birdwatching as a medium, to encourage 
people to learn about themselves and to live 
happily. 
 
Highlight of the Lecture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nature 
 Learn about ourselves from the watching 

birds 
 Concern about the environment 

 
Who should Attend 

 Birds, nature and wetlands enthusias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 on nature conservat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peaker 
Mr LAM Chiu-ying －  To many people, Mr 
Lam is an expert in the field of meteorology.  In 
addition to his full-time post as the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Mr Lam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Mr Lam has been a birdwatcher for 
30 years, tirelessly promoting bird watching 
activity to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Birds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and “Thoughts on Wings (in 
Chinese)”. 
 
Language 
Cantonese 
 
 

 
關於本講座 
觀察自然和鳥類，讓我們重新與大自然聯

繫，張開耳朵和眼睛，探索自己和周圍環境。

這種觀察也讓我們遠離每天營營役役，感受

到生命積極的一面。 
 
講座內容以幾個故事為起點，談及觀鳥怎樣

一步一步地透過認識自然變成認識自己，並

學懂快快活活地過日子。 
 
講座重點 

 感受自然之美 
 透過觀察鳥類認識自己 
 學習關心環境 

 
講座對象 

 愛好雀鳥、自然和濕地的人士 
 學生、熱愛環境保育的教師 
 非政府組織 
 政府部門 

 
講者 
林超英 － 很多人認識的林先生是氣象學的

專家，其實他除了是香港天台台長外，也是

一位擁有 30 年經驗的觀鳥者，努力把觀鳥活

動普及至香港市民大眾。林先生現時是香港

觀鳥會會長，著作包括《香港及華南鳥類》

和《飛羽神思》。 
 
語言 
廣東話 
 



 
 

 

  
致  ：漁農自然護理署香港濕地公園「外訪節目分組」 
傳真：2617 1158 
電郵：programme@wetlandpark.com 
 

香港濕地公園 ── 濕地探索公眾講座系列 

「觀自然、學做人」報名表格 
 
填寫此申請表前請先參閱「報名須知」 

 

申請人姓名：                          博士/小姐/女士/先生* 職位： 

時間：下午 2：30 – 3：30                

機構： 

郵寄地址：   

聯絡電話：                                 (手機)                          (辦公室)                    

電郵：                                      傳真： 

其他參加者 (最多 9 人；12 歲以下小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 ) 

(1) 姓名： 職位：         (6) 姓名： 職位： 

(2) 姓名： 職位：         (7) 姓名： 職位：        

(3) 姓名： 職位：         (8) 姓名： 職位：        

(4) 姓名： 職位：         (9) 姓名： 職位：        

(5) 姓名： 職位：         預留名額合共：_____________位 
 

報名須知： 

1. 本講座以廣東話進行。 

2. 申請表所有欄位的資料必須填寫。申請人如果没有提供足夠、正確和清楚的資料，本署可能没法處理這申請，或會影響申請處理時間和結果。

3. 此申請不能轉讓，申請表一經接收，申請日期和時段均不能更改。 

4. 每個申請限量最多 10 個名額(包括申請者)。 

5. 申請在活動舉行前 5 個工作天截止(12 月 5 日)。 

6. 所有申請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理，覆函會在收到申請表後 5 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聯絡人。 

7. 參加者必須在講座舉行當日到達覆函指定地點向香港濕地公園職員報到。愈時不候。請於講座舉行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 (下午 2:15) 辦理登記

手續。 

8. 講座並不包括香港濕地公園入場費。香港濕地公園成人入場費每位港幣 $ 30，小童/學生/老人每位港幣 $ 15。全年通行證適用。如參加者達

十位人士，可於網上訂購團體優惠票，詳情請瀏覽 www.wetlandpark.com。 

9. 參加者須自行安排交通到達和離開香港濕地公園。私家車泊車車位有限，收費為每小時港幣$8。參加者請盡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濕

地公園。 

10. 若在講座舉行當日天文台懸掛黑色或紅色暴雨警告或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中的任何一個警告，活動將會取消及並不另行通知。本署有權因應

活動當日天氣情況或未能預見到的情況下取消/終止/調整未開始或進行中的活動。所有因惡劣天氣情況被取消的活動均不會延期舉行。 

11. 個人資料收集聲明：個人資料乃由申請人自願提供，所收集的個人資料只會作為申請香港濕地公園有關活動之用。資料將會提供處理申請工

作人員參閱，作為審批、聯絡及相關的用途。申請人如需要查閱或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料，請以書信方式(須在信中填寫申請者覆函檔號)向

本署職員查詢。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漁農自然護理署香港濕地公園  

傳真： 2617 1158 

「不」索取香港濕地公園舉辦的活動資料申請 

本人不希望以  電郵 傳真 郵寄  所有 方式收取任何香港濕地公園舉辦的活動資料。(請在適當地方 )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所有講座覆函會以電子郵件通知聯絡人 

檔號：2006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