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迪生
中國香港

演講主題
文化多樣性的地方意義：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個案研究

伊曼紐爾．卡波各 
Emanuel Caboco
安哥拉

演講主題
安哥拉文化多樣性的概況：
文化、人民及語言

卡蒂婭．珊桃絲．波捷亞 
Kátia Santos Bogéa
巴西

演講主題
巴西的文化遺產：
多樣性、身份及記憶

廖迪生，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
教授、華南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課題為華南地方社會文化、
文化傳承與保育、民間宗教、食物與全球化等。主要著作有《大
時代中一位老香港的足跡：何銘思口述史》、《非物質文化遺產
與東亞地方社會》、《香港天后崇拜》、《大澳》、《大埔傳統
與文物》及《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等。

伊曼紐爾．卡波各，社會學學士及文化遺產專家。現為安哥拉國
家文化遺產研究所副所長，負責歷史文獻的調查、編目和管理。
曾參與修定“安哥拉文化遺產指標性清單”以及草擬城市姆班扎
剛果列入《世界遺產名錄》（2007-2017）的申請。同時亦是遺
產管理的培訓導師及作家，在遺產研究領域具備多個學位，曾編
寫圖書目錄冊、小冊子、小品，並於該國眾多不同類型的刊物上
撰寫文章。

卡蒂婭．珊桃絲．波捷亞，畢業於馬拉尼昂州聯邦大學歷史系、
聖保羅大學巴西史及地區史學。1979 年 11 月起駐馬拉尼昂州，
開始專門從事文化遺產相關的工作；1980 年開始於國家歷史藝
術遺產研究所（IPHAN）工作，專注研究馬拉尼昂州的文化遺
產，以及聖路易斯和阿爾坎塔拉歷史城區的保育工作。2003 年
至 2015 年間，獲委任為駐馬拉尼昂州國家歷史藝術遺產研究所
（IPHAN）主管，期間與研究所的技術團隊將歷史名區的經濟加
速增長計劃（PAC）推行到聖路易斯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方面，成功爭取將“克里奧爾鼓舞”和“敬牛節文化綜合體”
列入巴西非物質文化遺產。

講者簡介

姜波
中國北京

演講主題
從泉州到波斯灣：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族群與宗教

姜波，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
古學博士，曾任美國哈佛大學、美國國家美術館訪問學者。曾參
與隋唐洛陽城、西漢長安城等遺址考古發掘。現為國家文物局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國
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執行委員、中國古跡遺址理事會
（ICOMOS-CHINA）副理事長、中國海交史研究會副理事長。主
要研究領域為水下考古、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與漢唐都城考古。

馬若龍 
Carlos Marreiros
中國澳門

演講主題
多樣性與非物質遺產：尋求建立
合作的平台

方麗珊 
Maria José de Freitas
中國澳門

演講主題
從物質到非物質：
澳門五個世紀的中葡文化共存

馬若龍，澳門出生，曾於澳門、葡萄牙、德國和瑞典接受教育，
1983 年回澳，現為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文化藝術團體管理者、
組織領袖、作家及大學教授。他曾以建築師、藝術家和創作人
身份，獲頒多個本地及國際獎項，其作品亦曾獲多份國際出版
物所引用。他是 MAA 馬若龍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
1989 年至 1992 年間，出任澳門文化司署司長。

1987 年，獲澳門總督授予「文化功績勳章」；1999 年，分別獲
澳門總督及葡萄牙共和國總統頒授 「英勇勳章」及「殷皇子騎
士團高級軍官勛章」；2002 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頒授「專業功績勳章」。同時亦兼任澳門基金會信
託委員會委員、多個澳門政府諮詢機構及文化遺產委員會的成
員、澳門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副主席、澳門建造商會名譽會長，
以及澳門仁慈堂婆仔屋文化及創意產業空間主席。

方麗珊，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受葡萄牙文化影響之文化遺產學”
博士。1993 年完成崗頂劇院的翻新工程，1993 至 1995 年期間帶領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建築中心完成大三巴牌坊修繕工作，2002 年憑
著氹仔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項目獲亞洲建築師協會（ARCASIA）
頒發建築翻新項目類別之建築獎（ARCASIA Award）。

2003 年 至 2005 年 擔 任 辛 特 拉 世 界 遺 產 中 心 (Centro do 
Património Mundial de Sintra) 主管，期間負責統籌“辛特拉文
化 景 觀 管 理 計 劃 ”(Plano de Gestão da Paisagem Cultural de 
Sintra)，並在 2005 年 2 月呈交該計劃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3 年第八屆絲綢之路市長論壇獲委任為世界公民組織 (World 
Citizens Organization) 大使。2017 年以聖若瑟大學客席講師身
分倡導並舉行多個關於文物影響的研討會。現時積極參與國際論
壇以探討被評定建築物的保育及修復工作。最近擔任澳門文學節
中的“河畔城·跨越界限：歷史與策略”的策展人。



瑪麗亞 ‧ 娜莎妮 ‧ 薩爾達
Maria Nazaré Ceita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演講主題
從社會文化互融到非物質遺產的保
存：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案例

瑪麗亞 ‧ 娜莎妮 ‧ 薩爾達，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人類
學範疇）學士，里斯本大學學院（ISCTE）社會經濟發展、經濟
與策略研究學士後學位，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非洲歷史研究碩士，
現於里斯本大學社會政治科學高等學院社會經濟發展範疇修讀博
士課程。現任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大學高等理工學院和聖多美和普
林西比盧斯埃達大學教授、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國家物質與非物質
遺產保護委員會主席。曾於 1995 年至 2010 年間擔任文化部總
部長、2010 年至 2014 年間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同時分別於
2005 年至 2010 年、2013 年至 2014 年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
家委員會秘書長、2007 年至 2009 年間擔任貝寧新港非洲遺產學
校董事會成員等。

塞西利亞．阿西斯 
Cecília Assis
東帝汶

演講主題
東帝汶傳統文化的演變

塞西利亞．阿西斯，畢業於印尼峇里烏達亞那大學人類學系，現
為東帝汶文化教育部文化總局局長，負責協調及執行文化遺產保
育、相關權利保護、推廣及支持文化活動、博物館和圖書館管理
等政策推行工作。曾參與協調多個重點工作項目包括：2011 年
至 2030 年東帝汶國家文化政策和文化戰略計劃、東帝汶國立圖
書館籌備工作小組、批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2 年、2003 年
及 2005 年的主要公約、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雅加達辦事處合
作之文化藝術活動及培訓、製作國內外展覽及刊物，以及促成多
個重大文化項目如國立圖書館、國立博物館及文化創意產業及藝
術學院等重要文化項目的推展，並建立保護及推廣東帝汶物質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局工作小組等。

亞歷山大 ‧ 安東尼奧，蒙德拉內大學歷史學學士，莫桑比克
高等科技學院（ISCTEM）發展與社會經濟學研究學士後學位。
2015 年獲委任為莫桑比克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化遺產所副主任。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間曾擔任古蹟部主任。作為該國文化遺產研
究領域的專家，曾出版多部著作並於多個國際會議及研討會上發
表文章，包括：2012 年北京舉行的文化管理研討會、2013 年大
津巴布韋舉行的法語國家世界遺產風險預防研討會、2014 年莫
桑比克島舉行的非洲葡語國家世界遺產風險預防研討會、2015
年羅馬舉行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大會、
2018 年 3 月南非舉行的非洲解放之路遺產項目南非國家部長級
圓桌會議等。

講者簡介

漢密頓．賈伊．莫雷拉．洛佩斯．
費南德斯 
Hamilton Jair Moreira Lopes 
Fernandes
佛得角

演講主題
佛得角：
大西洋群島和新興的文化遺產

費南道．佐爾治．佩雷拉．特謝拉 
Fernando Jorge Pereira 
Teixeira
幾內亞比紹

演講主題
建築的跨文化動向

安娜．寶拉．拉馬略．阿門多埃拉 
Ana Paula Ramalho 
Amendoeira
葡萄牙

演講主題
在具有葡萄牙文化影響的歷史地理
框架中，文化多樣性與多元文化的
意義。

漢密頓．賈伊．莫雷拉．洛佩斯．費南德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
學歷史學（考古學範疇）學士，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文化旅遊碩
士及馬德里自治大學考古學與遺產碩士，埃武拉大學歷史與遺產
研究博士生。曾擔任評定“國家級遺產聖阿馬魯節”項目協調員、
佛得角福戈島聖菲利佩市總體規劃顧問，並於 2011 年至 2012
年間出任佛得角文化部文化遺產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處處長、並
於 2017 年至今出任文化遺產所所長。

費南道．佐爾治．佩雷拉．特謝拉，俄羅斯建築學學士學位及葡
萄牙城市規劃碩士，是現任幾內亞比紹建築師委員會主席。多年
來擔任幾內亞比紹城市規劃局局長及國家環境局局長，曾於非洲
開發銀行任職顧問和於基礎建設及房屋部擔任秘書長，並於幾內
亞比紹權利之家擔任協調員。2012 年創立非政府組織“文化遺
產及公民身份組織（CPC）”專門研究建築與文化遺產保護的相
關事務。曾出席於巴西、葡萄牙、安哥拉、中國、厄瓜多爾、南
韓、澳門、塞内加爾、馬利、布基纳法索、多哥、貝寧和佛得角
等地召開的多個國際會議並擔任演講嘉賓。

安娜．寶拉．拉馬略．阿門多埃拉，葡萄牙埃武拉大學建築與景
觀遺產修復碩士，現為巴黎第四大學博士生。現任國際古跡遺
址理事會（ICOMOS）葡萄牙委員會副主席，並曾以葡萄牙官方
代表的身份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UNESCO）
2010 年在巴西利亞、2011 年在巴黎、2014 年在多哈（卡塔爾）
和 2015 年在波恩召開的會議，以葡萄牙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
2013 年 11 月於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大
會，期間葡萄牙獲選成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曾率領葡萄牙代
表團出席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 2011 年在巴黎及 2014 年在佛
羅倫斯召開的多個會議及全體大會，於 2006 年及 2010 年籌辦
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召開的“葡萄牙影響下的世界遺產”會議，同
時亦活躍於國內及國際上的會議及出版工作，以及多項技術研究
項目。

亞歷山大 ‧ 安東尼奧
Alexandre António
莫桑比克

演講主題
文化多樣性在莫桑比克旅遊業可持
續發展中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