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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
selected pictures and documents exhibition 

圖片文獻展細說 

他們曾與晉商、徽商並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團；經營着清朝全盛時期唯一的中西商貿口岸；被

西方世界認為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們就是曾在中西經濟及文化交流歷史上佔

據着重要地位的廣州十三行。

要認識廣州十三行的由來、發展和興衰？當中有哪些具代表性的行商？他們對嶺南文化的發展

又起了甚麼作用？鴉片戰爭如何令十三行走向衰落？現正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的「廣州十三

行圖片文獻展」，與大家一起探視廣州十三行的繁榮與滄桑。

展覽加強粵港文化交流合作
展覽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聯合舉辦。聯展不單標誌着粵港兩地在圖書館文化活動方面的緊密合作，更是香港公共

圖書館五十周年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一百周年誌慶節目之一。

展品來自兩地三館
展覽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廣州十三行的歷史；第二部分簡述由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精選的相關珍貴廣東文獻館藏。

展品包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文獻資料書影及介紹、香港藝術館的二十八幅歷史繪畫圖像及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館藏書籍。透過介紹

廣州十三行的歷史及相關的歷史繪畫、廣東地方文獻資料及文獻種類概略，展覽讓參觀者得以初探廣州對外貿易的歷史，並對嶺南文化

有更深認識和瞭解。

畫像展現昔日廣州口岸風貌
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這八十

餘年間，廣州一直是清政府唯一對歐美各國的通商港

口。展覽其中一個亮點是二十八幅香港藝術館珍藏的

歷史繪畫圖像。這些繪畫圖像重現了當時外國商船抵

達廣州的路線、珠江一帶及廣州十三行區的風貌、清代

廣州及近郊地圖、行商畫像及住所外貌、茶葉裝箱外

銷、林則徐銷煙、鴉片戰爭及簽署 

《南京條約》的情景，讓參觀者更

瞭解昔日港口的風貌。

展覽注入多媒體互動元素
展覽同時選取了十五種文獻資料，包括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著的《廣東新語》、 

十三行之同文行潘氏族譜《[潘氏]河陽世系》、行商伍崇曜主編的《嶺南遺書》和潘仕成匯輯的《海山仙館藏真》，以展

現廣州外貿的歷史和行商的文化生活。

此外，展覽亦介紹二十六種廣東地方文獻，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探究嶺南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包括第一部廣東地理輿

圖總集《廣東輿圖》、清代駐粵軍隊專志《駐粵八旗志》及第一部古代粵人詩文總集《嶺南文獻》等。  

參觀者可於展場內的互動式多媒體顯示螢幕，閱覽上述歷史繪畫圖像和廣東地方文獻的書影及相關介紹；同場並展

出香港中央圖書館相關的館藏書籍。

配合講座及導賞服務
展覽期間並會舉辦配合講座，由丁新豹博士主講。丁博士將講述何謂十三行、商館區的生活狀况、商館的發展及被焚

經過、沙面的地形、建設及演變，讓大家對十三行及其興衰有更具體的認識。

     為加深莘莘學子對清代廣州對外貿易的歷史及嶺南文化的興趣和認識，圖書館更會安排學校參觀及提供導賞服務，並 

     有相關工作紙和館藏資源推介小冊子，以配合老師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

Jointly presented by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and Sun Yat-
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selected pictures and documents exhibition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o enrich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ton during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ies, 
as well as the culture of the Guangdong region during that period.

As a collaboration to foster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he exhibition is also one of the commemorative 
programmes mark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centennial of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exhibi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The second part showcases 
the valuabl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held by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exhibition is a set of 28 historical picture 
images from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portraying the Canton 
customs, main places along the trade route, those prominent Hong 
merchants, the trade and life in the Thirteen Hongs. 

Other exhibits also include images and information of 15 types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Thirteen Hongs and 26 Guangdong 
local documents such as local gazetteer, genealogy, anthology 
and biography, all from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gether with the related 
collections from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ey all provide a 
window to the past of Canton, a 
longtim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South China,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Interactive touch screen kiosks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exhibition for visitors 
to access the digital versions of these 
historical pictures and documents.

Not to be missed is a tie-in talk titled ‘From 
the Factories to Shameen: A Glimpse of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ton’. Dr. 
Joseph Ting will spea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ctories, the Hong system, the 
landscape and growth of Shameen. 

Guided tours, with related worksheets and 
resources guide provided, will also be 
arranged for interested schools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knowled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Hongs.

歷史繪畫圖像及文獻資料書影分別由香港藝術館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提供。 
Images of the historical pictures and thos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and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respectively.

粵海關(19世紀初期)
Canton Customs (Early 19th century)

行商伍崇曜編輯的 
《嶺南遺書》
Lingnan Yishu 

(Books in the Past in 
Lingnan), compiled 
by Hong merchant 

Wu Chongyao

十三行同文街一景
Steps by the Northern Entrance to 

New China Street

廣州沙面全景
 Panoramic View of Shameen, Canton

行商伍秉鑑畫像
Portrait of Wu Bingjian,  

the Hong merchant

行商潘仕成匯輯的 
《海山仙館藏真》
Haishan Xianguan 

Cangzhen (Antholog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Stored in 
Haishan Xianguan) 

compiled by  
Hong merchant  
Pan Shicheng

廣州十三行圖片文獻展 

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selected pictures and documents exhibition

展期Period	 	 ：	9/1/2013	–	5/2/2013

地點Venue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1-3號展覽館	

	 	 	 	 Exhibition	Gallery	1-3,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查詢Enquiries：	2921	0285

配合講座 Tie-in Talk： 

從十三行到沙面：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的廣州風貌 
From the Factories to Shameen: 
A Glimpse of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ton

講者Speaker		 ：	丁新豹博士		Dr	Joseph	Ting	

日期Date		 	 ：	19/1/2013	（六	Sat)	

時間Time		 	 ：	3:00pm	–	5:00pm	

地點Venue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Lecture	Theatre,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CANTON has been China’s main southern gateway to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year 1757,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ordered the closure of all ports  to foreign trade with the exception of Canton. All foreign maritime trade was handled by 

the ‘Hong Merchants’ of the Thirteen Hongs (also known as ‘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ll the way until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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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開埠早期的新界鄉村，村民如何學習製作小型炸彈獵獸？村中小孩又如何學曉五穀知識、

海產名稱，甚至英文字詞？現正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舉行的「翁仕朝特藏」專題

展覽，透過豐富有趣的地方文獻，展現香港開埠早期的鄉村生活面貌。

兼顧狩獵的讀本《治炸山豬野禽、

作炸彈妙方》記錄製作小型炸彈的

材料、份量及用法，教導村民於山間

獵獸，還仔細叮囑如何收藏，免生

意外。

1954年出版的《社會課本》 《繪圖兒童白話尺牘》

手抄本《英語不求人》選錄英文字詞，

配以中文解釋及廣府話讀音，如Cash錢

（音）契死、Money銀錢（音）滿李。

兼顧五穀知識的讀本《白菓馬薺

歌》把各種蔬果名稱，嵌入1,722字

的歌謠之中，讓孩童朗朗上口，以

收記誦、認字、識物之效。

見證香港早期鄉村教育的「翁仕朝特藏」 
展期：現在至4月30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 
查詢：2921 0323

知多一點點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香港鄉村生活特藏」收集了幾位早期新界人士如翁仕

朝、邱元璋及李晏濂等的藏書及文獻，內容包括土地買賣、教育、文學、醫

藥及玄學命理等，為研究早期香港的經濟、社會、文化及傳統鄉村生活提供

了極具價值的珍貴原始資料。「特藏」現有書籍約一千二百冊，文獻約一千

件，存藏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供市民在館內參閱。

*
處士：是指身懷才學，卻隱居不願意出來做官的人。

翁仕朝（1874－1944）是香港開埠早期新界地區的處士
*
，

屬於基層社會的知識分子。一九零九年，翁氏在西貢海下

村開館訓蒙，兼具塾師、中醫、地師三重身分，又致力於

鄉里之間營辦教育、醫療、堪輿、村族事務、官民溝通等

工作，儼然成為傳統村族的領袖。

展覽展出翁仕朝留下的書籍、文獻及筆記等，包括其以啟

蒙為本、鄉土為重的師塾教材、讀本，探視香港早期鄉村

教育的特色，趣味和知識性兼備，讓參觀者更多認識香港

開埠早期鄉村教育的特色。展期至四月底。對香港新界歷

史及文化有興趣的朋友，別錯過這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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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電子化的今天，因為教學和學習而上網找尋資料極為普遍。但哪裡可找到有質素、涵蓋多個
領域、可靠且具權威性、簡單易用、免費的電子資源？由專業的公共圖書館館長所揀選的電子館藏便
是大家的最佳選擇。

Multimedia and e-resources have become useful tools in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is digital age. But where can we obtain comprehensive, reliable, user-friendly and free online 
resources? The e-resources offer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and selected by 
ou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are your best choice.

香港公共圖書館不但提供豐富多元的電子館藏，更積極協助老師和同學認識及善用

它們，圖書館早前應邀參與了「學與教博覽2012」。香港中央圖書館多位館長在「最

新電子學習資源及科技」研討會上，向教學界人士介紹公共圖書館電子館藏的種類

和特色，包括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等，以及「參考及資訊服務」。

除重點介紹慧科電子剪報、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方正Apabi中文電子書及ebrary 

Academic Complete英文電子書，以及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 (CE)，Science in 

Context、GREENR、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等專科數據庫；並以蝴蝶生態、高鐵、氣

候變化及全球暖化等為題，示範如何靈活運用

圖書館的網上資源在教學取材或日常學習中。

當日參與的人士對圖書館的介紹均深感興趣，更有校長即席邀請圖書館稍後到其學

校作個別介紹。學校團體若想了解更多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及服務，歡迎聯絡所屬區內

的公共圖書館安排探訪。

各位老師和同學，想知圖書館有哪些既適合中學生課外閱讀或作專題研習使用、又可24

小時經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遙距使用的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大家可登入香港公共圖書

館網頁www.hkpl.gov.hk，點選「專題資源選介」連結，瀏覽或下載圖書館特別為新高

中學制編製的電子資源選介小冊子。

The HKPL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apping into our rich e-resources. 
A recent example is our participation in one of the seminars of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po 2012. In the seminar titled ‘The Latest eLearning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librarians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gave a detailed briefing on public libraries’ 
services and e-resources to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s. The libraries’ e-resources, 

including e-books and online databases, as well as the online reference enquiry service were highlighted. 

Features of WiseNews, Apabi Chinese e-books and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and 
online databases such as 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 (CE), China Journals Full-text 
Database, Science in Context, GREENR and 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s were 
specially highlighted. In addition, maglev train and global warming were also used 
as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to make use of the library’s e-resources in lesson 
preparation and study. 

Special e-resource guides, introducing the range of e-book collections and databases 
that students can access 24 hours a day through the HKPL Website for extracurricular 
readings or for thematic projects, are available for New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y can simply browse or download these e-resource guides 
at HKPL Homepage (www.hkpl.gov.hk) under ‘Selected Resources Lists on Specific 
Topics’. Schools are also welcome to contact public libraries in their districts for outreach 
presentation on HKPL’s e-resources and services at their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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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書館規例，讀者是不可使用別人的圖書證外借圖書館資料。有見及此，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八月八日推出「擔

保人專用圖書證」計劃，以便利下列三類未能親臨圖書館的人士外借圖書館資料：

1.	 需要家長或監護人協助的未成年讀者；

2.	 年滿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或

3.	 行動不便（傷殘或長期病患）的成年讀者。

計劃的試行期為六個多月，讓讀者有充足的時間適應新安排。但由今年三月一日起，任何人都不可以使用他人的圖書
證借書；大家若有需要，就要及早申請「擔保人專用圖書證」，以便替上述人士外借圖書館資料。

有關申請辦法，請瀏覽網址www.hkpl.gov.hk/gcard，或向各公共圖書館查詢。

電話查詢：2921	0208

三月一日起，要有「擔保
人專用圖書證」先

至可以幫人借書呀！

From March 1 onwards, make sure you 

have a “Library Card for Guarantor’s Use” 

before you borrow books for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Libraries Regulation, a library card is not to be lent or transferred for borrowing library materials. 

In view of thi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introduced the “Library Card for Guarantor’s Use” scheme on August 8, 2012 
to meet the reading need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patrons:

1. young readers who need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parent or guarantor;

2. senior citizens aged 60 or above; or 

3. adult library card holders who are unable to visit the library (due to mobility impairment or prolonged illness).

A trial period of more than six months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scheme to give readers sufficient time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new arrangement. With effect from March 1, 2013, readers should take note that without the “Library Card for 
Guarantor’s Use”,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use other people’s library cards to borrow books. Anyone who has to borrow 
library materials on behalf of those people as stated above should apply for a “Library Card for Guarantor’s Use”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www.hkpl.gov.hk/gcard), or visit any public libraries.

Telephone enquiries: 2921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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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九月至二零一二年八月期間，東涌公共圖書館參與

由香港離島婦聯會在東涌區推出「故事家庭樂」鄰里支援計

劃。計劃結合政府、商界和民間的力量，善用跨界別企業的優

勢，以「親子閱讀」為切入點，舉辦故事會提升家庭親子關係，

增強家庭之間的支援網絡，實踐社區承托家庭的理念。

計劃成功動員企業義工講故事，由東涌公共圖書館長期借出

繪本兒童圖書及場地舉行故事會，將說故事的專業知識及技巧

傳授給區內的家長及義工；同時成功建立家庭、社區與子女間

的溝通平台及聚腳點，增強彼此間的連繫，鞏固家庭及鄰里關

係。

與此同時，各區的公共圖書館會繼續與地區團體協作，建立更

緊密的伙伴關係，發展地區圖書館服務及籌辦活動，以便能更

切合市民的需要和期望。

In the period between September 2010 and August 2012, the 
TCPL participated in a project on ‘Family Story Telling — 
Neighborhoods Support Project’, which was executed by the 
Hong Kong Outlying Islands Women’s Association Ltd with the 
cooperation from various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society.

Under the project, a series of story-telling workshops,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essions, parent-child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reward scheme had been conducted in the 
library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comprising various sectors.

The project has proved to be a success. Community partnership 
and mutual help network had been built up. In addition, family 
coherence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communication had been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while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were also fostered.

At the same tim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18 districts will upkeep 
close partnership with local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ing library 
services and organising activities that better meet public’s needs 
and expectation.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awarded Social Capital Builders Logo

東涌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一月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頒發「社會資
本動力獎標誌」，以表揚該館參與由基金資助的「故事家庭樂」鄰
里支援計劃。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TCPL) was awarded the Social 
Capital Builders Logo from the Community Investment and 
Inclusion Fund (CIIF) last November for its previous participation 
in a CIIF-funded project.

東涌公共圖書館獲頒                           
                   社會資本動力獎標誌



「與作家會面」活動3月至5月的

何永業
3月16日

(六/ 3:00–4:30pm)
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閭丘露薇
4月27日
(六/ 3:00–4:30 pm)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梁寶儀
3月23日

(六/ 3:30 – 5:00 pm)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麥樹堅
5月4日
(六/ 3:00–4:30 pm)
屯門公共圖書館

郭一鳴
4月13日

(六/ 2:30–4:00 pm)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陳曉蕾
5月11日
(六/ 3:00–4:30 pm)
九龍公共圖書館

李怡
4月20日

(六/ 2:30–4:00 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蔡珠兒
5月18日
(六/ 3:30 – 5:00 pm)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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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度「與作家會面」活動三月展開

成長，是一條美好又艱辛的道路﹗在這道路上，總會遇上許多

困惑和難題，有的是來自家庭與學校對我們的期望，有的則是

源於多元社會和世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然而，這些困難和衝

擊往往是我們成長的契機，叫我們從中學懂認識自己、抉擇取

捨、承擔責任、追求真理……一步又一步，體會成長的美好。

「2013年與作家會面」將於今年三月至十一月舉行，今年的主

題為「踏出成長路」。十九位本地作家將陸續走入不同的公共

圖書館，與讀者分享閱讀對生命成長的重要性，鼓勵年青人成

為多閱讀且愛思考的一群，讓閱讀作成長路上的良伴。

活動共分為三個系列。君比、何永業、梁寶儀、麥樹堅、游欣

妮、黃擎天，將於「心靈與我 ∣ 在實現抱負中成長」系列分享個

人成長的軌跡，如何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尋找屬於自己的方

向，並在認識和實現抱負的過程裏學習成長。

古永 信、郭 一 鳴、許承 恩、陳 曉 蕾、葉 冠 霖、謝 傲 霜 在 

 「社會與我 ∣ 在關懷中成長」系列中勉勵年輕人踏出溫室和網

絡世界，認識與關心社會，尋找需要自己付出和委身的角落，在

關懷社會中學習成長。

李怡、區家麟、張翠容、馮一沖、閭丘露薇、蔡珠兒及蔡偉泉，

將於「世界與我 ∣ 在追求真理中成長」系列鼓勵年青人走在

眾聲喧囂、目不暇接的大世界的同時，也要保持自己內心的清

醒，做一塊會汲收新資訊、融滙主流價值的海綿，也要像篩子

般懂得去蕪存菁，在堅持和追求真理的過程裏學習成長。

活動詳情可於稍後參閱各公共圖書館派發的宣傳小冊子，或瀏

覽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mta。查詢：2921 2660。



「與作家會面」活動3月至5月的

何永業
3月16日

(六/ 3:00–4:30pm)
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閭丘露薇
4月27日
(六/ 3:00–4:30 pm)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梁寶儀
3月23日

(六/ 3:30 – 5:00 pm)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麥樹堅
5月4日
(六/ 3:00–4:30 pm)
屯門公共圖書館

郭一鳴
4月13日

(六/ 2:30–4:00 pm)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陳曉蕾
5月11日
(六/ 3:00–4:30 pm)
九龍公共圖書館

李怡
4月20日

(六/ 2:30–4:00 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蔡珠兒
5月18日
(六/ 3:30 – 5:00 pm)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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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合辦的「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 

 「第十屆書叢榜」，現正接受全港中小學生的投票，截止投票日期同為三月四日。

兩項好書選舉分別提供六十本候選書籍，供大家投票，書籍名單可參閱張貼在公共圖書館內的宣

傳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在這數十本讀物當中，總有你的心頭好。歡迎同學踴躍投票，透過你

神聖的一票，給予好書、好作者和出版商支持和鼓勵，齊為好書好作家鼓掌。

想參與「第十屆書叢榜」投票的同學，可向就讀小學的負責老師或圖書館主任索取選票。至於

「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的選票，則可於教協普讀網頁www.hkptu .org/read ing/

gdbook/book_voted_4c.pdf下載。此外，兩項好書選舉的推薦書籍亦在多間公共圖書館展出。

詳情如下：

「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推薦書籍展

展覽日期      圖書館

2.1.2013  -  31.1.2013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1.2.2013  -  28.2.2013 東涌公共圖書館

1.3.2013  -  31.3.2013 香港中央圖書館 (青少年圖書館)

1.4.2013  -  30.4.2013 屯門公共圖書館

1.5.2013 - 31.5.2013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1.6.2013  -  30.6.2013 九龍公共圖書館

1.7.2013  - 31.7.2013 沙田公共圖書館

1.8.2013  -  31.8.2013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1.9.2013  -  30.9.2013 上水公共圖書館

1.10.2013 -  31.10.2013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第十屆書叢榜」推薦書籍展

展覽日期      圖書館

2.1.2013  -  31.1.2013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1.2.2013  -  28.2.2013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1.3.2013  -  31.3.2013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1.4.2013 - 30.4.2013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1.5.2013 -  31.5.2013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1.6.2013  -  30.6.2013 荃灣公共圖書館

1.7.2013  -  31.7.2013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1.8.2013  -  31.8.2013 大埔公共圖書館

1.9.2013  -  30.9.2013 南葵涌公共圖書館

二零一二年剛過去，又是時候細數自己的閱讀紀錄了。這一年看過多少本好

書？被書本感動了多少次？一百二十本優質圖書正等着你投票支持，怎樣

忙都好，別忘為好書表態！

全
港
中
小
學
生
齊
來
普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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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圖畫故事組第一名：〈雞蛋小小與奇異先生〉
作者：呂美琦

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二零一二年中文文學創作獎」頒獎禮已於十一月二十
二日圓滿舉行！評判們經過多輪的篩選及評審，最後從
六個參賽組別共一千四百多份作品中，選出四十七份不
同文體的獲獎作品。

今期《通訊》節錄了六組優勝作品的內容及評審委員的評語，讓讀者認識這些佳作。圖書館
已將各組評審委員對參賽作品的寶貴意見，輯錄成《評審意見輯要》，存放於香港中央圖書
館、大會堂、九龍、荃灣、沙田和屯門公共圖書館內的參考圖書館，供讀者閱覽。此外，
圖書館稍後亦會把各組別的三甲作品編印成書，除庋藏於各區公共圖書館，供公眾人士借閱
外，亦會送贈學校，與同學共享。

作品節錄：

《酒徒》和《我城》作為在報章上刊登的連載小說，其主題
思想內容必定會跟當時香港社會生活、政治世界的轉化相
關。……在芸芸的文類中，連載小說這種寫作形式，強調作者
處於特定社會時空，進行此時此地的「互動」創作。劉以鬯和
西西就是以「大量生產複製」的連載體式小說，針對香港六十
至七十年代的社會現象，作出其「互動」的回應。

評語節錄：

能對兩篇香港長篇經典釋出新意，結合報刊資料與文化理論，

二者融合卻不生硬。全文條理清晰，先有對理論的反省，再由展

示價值與膜拜價值兩方面切入討論。

 文學評論組第一名：
〈試論香港報章連載小說的意義：
 以《酒徒》和《我城》為例〉 
作者：李嘉慧

新詩組第二名：〈遠遊〉	

作者：鄭政恆

兒童故事組第一名：〈啾啾和針針〉 

中文文學創作獎獲獎作品

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寫出本地文壇新姿彩寫出本地文壇新姿彩

作者：徐沛筠、陳嘉怡

作品節錄：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啾啾居然沒打過一聲「哈啾」！

啾啾十分疑惑，自言自語說：「是因為花的品種不同嗎？難道
是因為我對鬱金香的花粉不敏感嗎？」

針針卻哈哈大笑，指著啾啾的觸角說：「不，一定是因為你觸
角上的口香糖阻隔了花粉，所以你現在不打『哈啾』了。」

啾啾嘻嘻笑著，跟針針擁抱起來。是鬱金香好，是口香糖也
好，啾啾知道，沒有針針，牠是不可能再嗅到花香，嚐到花蜜
的。

這是多麼奇妙，多麼美好的時光啊！啾啾、針針和其他小工
蜂，在彩虹般的鬱金香田裡採蜜。

啾啾和針針都把觸角伸得長長的，因為透過這雙幼長的小天
線，牠們不僅享受到花的香、蜜的甜，更品嚐到堅持和友愛的
成果。

評語節錄：

色彩鮮艷而不過分奪目，造型奇趣而不突兀疏離。由奇異先生

和雞蛋小小的意外相遇至森林歷險的一段，好有童趣。奇異先

生把自己的果皮脫下的情節，有趣生動，也為卡通造型增添幾

分趣味。

散文組第一名：〈右邊鈕扣〉
作者：潘子健

出席頒獎禮的嘉賓及評判與得獎者合照

作者：麥樹堅

作品節錄：

母親握著我的手，按落在左邊那排冬天裡涼涼的膠鈕子，一
直掃到冷衫下擺，說：「摸到了沒，女生的鈕扣都在左邊，衣服
就由右邊往左邊扣；男生的話鈕扣子是在右邊，衣服由左往右
扣才對……」

我最後把妹妹帶到G2000，這家店我還應付得了，抬頭一看，
半價清倉，難怪人頭湧湧，貨物都排亂了。她一進去就跑去看
大衣，我走到她跟前陪她看，看著她把大衣往身上套了，走到
鏡子前擺弄，感覺卻不自在的左拉右扯，頓時就笑了。「傻了
嗎，這件男裝的，細碼也不能套在女生身上。」我很自然的把她
的手捉起放在鈕扣那邊，說道：「摸到了沒，男生的衣服鈕扣
子都在右邊，衣服就由左邊往右邊扣；女生的話鈕扣子是在
左邊，衣服由右往左扣才對……」鏡子倒映，終於挑對了大衣
的妹妹朝我笑，似昔年的母親，好好看看的。

作品節錄：

線 ─ 的世界。

不對，該說世上充滿各式各樣的線，粗幼俱備，紛紜繚亂。也
不對，線組成了人和事，線是很多東西的本身。又，有些線在意
識裡，有些明顯得歷歷在目，它們的意義得要用人生去捉摸。

有些線用來守，有些線則要來衝，例如短跑，選手要在自己的
線道內跑，踏過界就取消資格；但終點的線要過，愈快過愈
好。法律的線要守：不可高買，不可詐騙，不可偷窺……銷售
員、售貨員、經紀的營業額要衝。然後有內外：要贏比賽，球要
打落界線之內，如乒乓球、排球、羽毛球；不想輸，要將對手
擯出界外，像相撲。又延伸出指數：社會的失業率要低，快樂
指數要高。尿酸指數高會關節痛，總膽固醇指數低可能患癌。

小說組第一名：〈辮子〉

評語節錄：

透過為妹妹買衣服懷念逝去的母親，寫來層層推進，情感真摰

動人。

評語節錄：

寫自小相識的三個男人的遭遇，一個醫生、一個列車司機、一個

小老板，彼此面對不同命運，但都受制於現實，理想被逼放棄，

「四十歲前做一件大事」，三人卻入院、降職、結業。故事線交叉

相連，語言生活化。

評語節錄：

相當勵志和正面的故事，文筆流暢。得了花粉敏感症的小工蜂，

並沒有因此而失卻自信，依然勤奮工作，拯救在危難中的同伴，

建立友情，互助互愛。最後更品嚐到堅持和友誼的成果。很適合

小朋友閱讀。結尾小工蜂觸角上黏著的口香糖阻隔了花粉，間

接醫治了過敏症，也為故事的完結帶點喜劇感。

評語節錄：

旅遊詩寫出如此水平，實屬難得。文字堅實成熟，象喻奇巧，駕

馭力強，觀察細密，敏覺力驚人，不但呈現歐遊的獨特觀照，也

靈視遊蹤中的文化、藝術、哲學、歷史與景點之間的意蘊，處處

皆妙語，句句有真章。

作品節錄：

作品節錄：

與驢子遊巴黎，走過蒙馬特的老房子

山崗上的聖心教堂遠遠瞰望

我們看風景從面前一一略過

牠沒有說話，再沒有鞭子揚起與吆喝的聲音

只忍受大地的重量

牠從來不看書

當我在莎士比亞書店翻閱陳年的毛邊書

驢子難得閑雅地看著不遠的巴黎聖母院

駝俠和野獸向牠歡呼招手

而序列中的聖徒如常沈默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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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文學月會-人文新潮
與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合辦

26/1 (星期六)

講題：物質小說：

  閱讀也斯作品的一種方法

講者：歐仲桃博士
主持：黃淑嫺博士

16/2 (星期六)

講題：古老傳說的現代演繹：

  上海與香港的戲曲電影

   《梁山伯與祝英台》

講者：許國惠博士
主持：葉倬偉博士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2921 264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地圖圖書館專題講座

24/2 (星期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講題：全球氣候變化的危機

講者：余遠騁博士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2921 0351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資訊科技與你」講座
與互聯網專業協會合辦

26/1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如何為兒童選擇iPhone / 

  iPad 電子故事書﹖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開始留座日期：1月11日

2/2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電腦入門基本功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開始留座日期：1月18日

23/2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家長的惡夢：打機！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開始留座日期：2月8日 

2/3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Android 手機平台介紹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055

開始留座日期：2月15日

17/3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電腦遊戲的簡介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開始留座日期：3月2日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中醫藥與健康生活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醫藥學學部合辦

19/1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失眠的中醫藥綜合調養

講者：董爽博士 (中醫助理教授)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555

開始報名日期：1月5日

16/2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中藥質量控制和有效成份的認識

講者：鄭全龍 (學院講師)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開始留座日期：2月2日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中醫藥健康講座：
探視中醫藥的宏觀與微觀世界
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合辦

19/1 (星期六)

下午5時至6時30分

講題：探視胃痛的中醫治療優勢

講者：張學斌博士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

查詢：2450 0671

開始報名日期：1月5日

23/2 (星期六)

下午5時至6時30分

講題：中醫辨証分期治療
  常見黃斑點疾病 (普通話講述)

講者：劉鑫醫師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0 3891

開始報名日期：2月9日

16/3 (星期六)

下午5時至6時30分

講題：中醫在糖尿病治療中的地位 

  (普通話講述)

講者：張娟醫師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109 3011

開始報名日期：3月2日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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