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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啟動暑期 愛的旅程 
embarks on 

親

踏入暑假，許多家長都會帶子女外遊，享受親子時光。其實除了出外旅遊外，大家也可趁暑假
一家人經歷一次「親愛的旅程」呢 !

香港公共圖書館每年都會推出「閱讀繽紛月」，鼓勵小朋友在暑假善用圖書館資源培養閱讀
習慣。今年「閱讀繽紛月」的主題是「親愛的旅程」，圖書館預備了多項以「愛」為主題的活
動，鼓勵兒童及青少年善用暑期閒暇、涉獵不同主題的書籍、培養閱讀習慣和建立個人的閱
讀興趣。 

Looking to keep your kids entertained in this summer holiday? Instead of leaving for an overseas family  
trip, how about taking your children to a ‘Journey of Love’?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rganizes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programme every year to  
encourage summer reading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through a variety of fun activitie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is ‘A Journey of Love’. Starting from 13 July, this annual programme  
bring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an array of inspirational and enjoyable activities, all around the theme  
of love,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for children, variety shows, storytelling sessions,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talks and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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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題題展展覽覽探探索索家與家與愛愛   
EExpxplloorre fe faammiillyy a annd ld loovve ie in tn thheemmaattiic ec exxhhiibbiittiioonn

今年專題展覽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何鴻毅家族基金與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合辦，並由兩個展覽單元

融合組成。展覽以標緻和色彩繽紛的設計融合平面及立體展示，配以互動遊戲元素，雙線地引領參觀

者走進「愛」的探索旅程。

「親愛的旅程」展覽介紹一系列以愛為主線的有趣圖畫/故事書，鼓勵家長與孩子通過親子共讀，一

起欣賞生命裏的愛。展覽從「人與他人」及「人與大自然」兩方面引導孩子認識生命，學習「愛」所應
有的態度和行為，從而增進與他人和諧相處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環境的愛心。

「+碗」展覽分別從「碗」、「家」、「分享」和「團圓」四個角度，緊扣愛的主題。透過一家人的團圓
吃飯、共同努力、互相分享、相親相愛和彼此祝福，呈現中國人傳統重視「家與愛」的文化。家家都有

的碗，讓孩子欣賞家人為家庭、為團聚的辛勤努力，看看大家努力留下的美麗痕跡，一起分享當中盛

載的「碗碗情深」。 

Love is all around, whether it is among family members or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thematic exhibition, titled ‘A journey of Love Bon Bowl’ is composed of two main sections,  
each with fantastic design and colourful structures as well as interactive games. The  
exhibition will lead us through a dual journey in love exploration. 

The  first  section,  ‘A  Journey  of  Love’  aims  to  enhance  children’s  appreciation  of  life,  their 
ability in living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and their love for nature. Parents can make use  
of the storybooks and picture books showcased in the exhibition to teach their kids about  
love through reading together.  

In the second section ‘Bon Bowl’, the strong emphasis on ‘family and love’ in Chinese  
culture is highlighted in the setting of a reunion dinner. Bowls are common in Chinese  
family dinners, a symbol of sharing and reun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reunion  
dinner, family members share with each other not just the food, but also the fruits of hard  
work, blessings and love.

綜綜藝藝節節目以目以愛愛為為題題   
VVaarriieettyy s shhoows aws addd ld loovve te to to thhiis ss suummmmeerr 

除專題展覽外，多項以「愛」為主題的綜藝節目，包括英語戲劇、敲擊樂演奏會、
音樂劇、中國傳統木偶戲、伊索寓言故事劇場、「童聲．童樂」兒童合唱、中樂演

奏、「分享故事．分享愛」手鈴音樂會、「時空之旅@香港」視覺劇場等，將在中央

圖書館展覽館陸續登場。

此外，「親愛家庭＠故事書」親子演繹比賽亦會於八月五日進行決賽，歡迎大家到

場參觀。比賽給小朋友發揮創意的機會，與家長一起以講故事或戲劇的方式，演

繹與親情有關的故事，透過分享閱讀樂趣，鼓勵他們熱愛家庭，培養親子關係。 

Not to be missed are the variety shows to be staged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ey include English drama, percussion concert, mus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puppetry show, Aesop Fairy Tales Theatre, children’s choir,  
Chinese music mini-concert, hand bell concert and mime performance, which will keep 
your kids cool in the hot summer days! 

What’s more, a contest on dramatisation on ‘Family and Love in Story Books’ will also  
be held in the HKCL, giv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isplay their  
creativity and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love i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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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爺爺嫲嫲嫲嫲陪陪我我放放暑假暑假   
RReeaaddiinngg w wiitthh gr grananddppaa an andd gr grananddmama

分分館活館活動動親親子子樂樂   
FFuunn--fifilllleed ad accttiivviittiiees fs foor kr kiidds as annd pd paarreennttss 

今年的「閱讀繽紛月」還加入「爺爺同我一齊放暑假」這個項目，鼓勵長者及

兒童一齊閱讀繪本圖書，促進長幼互動溝通。內容包括「親愛家人—長幼互動劇

場」，由長者以話劇及默劇形式演繹不同故事，以及二十場在圖書館舉行的「親愛

相傳—公公婆婆講故事」環節。 

A new interactive programme called ‘Reading with Grandpa and Grandma’ has been  
added to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to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through reading together. A series of storytelling sessions by the  
elderly will be held in branch libraries and the elderly will also present different stories  
in drama or mime in the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Love Your Family’.

配合小孩子不同的興趣，「閱讀繽紛月」推出多元化的親子工作坊和兒童文學工作坊，例

如「故事多面體：親子繪本創作工作坊」、親子繪本工作坊、創意溝通工作坊、親子戲偶

故事工作坊、仗頭紙偶工作坊、兒童詩歌朗誦及創作坊和兒童故事演繹及創作坊等，趣

味性與教育性兼備。

此外，圖書館亦於多間分館舉行多場「講故事學語言」，分別以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

透過講故事和互動的親子遊戲，帶領小朋友進入感動和快樂的閱讀世界，享受輕鬆學習

語言的樂趣，並在故事當中學會愛的重要，懂得尊重、包容和與人分享，促進親子交流。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亦安排「閱讀漫遊：聆聽小心靈」及「童話．童畫」書籍展覽及

閱讀約章計劃，鼓勵家長陪同小孩子一起在暑假輕鬆享受閱讀樂。 

Other than the exhibition and activities at the HKCL, we have also organized a host of 
interesting and enriching workshops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other branch libraries to tie 
in with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They include parent-child workshop on picture books,  
creative communication workshop, paired puppetry storytelling workshop, paper puppet  
workshop and a series of workshops on creative writing for children. 

A number of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Storytelling’ sessions in Cantonese, Putonghua  
and English will also be held in various branch libraries. Two book displays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and a reading charter programme are also on the list to help parents and kids keep  
on reading during the long summer days.

部分活動須預先索取入場券。有關活動詳情

及索取門券的安排，可參閱於各香港公共圖書

館派發的《閱讀繽紛月》節目小冊子，亦可致

電2921  2660查詢或瀏覽網址www.hkpl.gov. 
hk/srm。 

Don’t miss this annual popular large-scale library  
event that is guaranteed to inspire and delight!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booklet  
distributed at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srm or call 2921 2660. 

「親愛的旅程  + 碗」專題展覽  
Thematic Exhibition:
 A Journey of Love Bon Bowl 

13.7    1 p.m. - 7 p.m. 

14.7 - 12.8   10 a.m. - 7 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Exhibition Gallery,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善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過個充實暑假 	
Enrich your summer with HKPL’s e-resources
想趁着暑假自修備試 IELTS？想為子女尋找寓學習於娛樂的網站？

又或想利用暑假改善英語水平？公共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定能幫到

您，讓您足不出戶也可過一個充實暑假！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站為市民提供不少網上學習的指引及參考資

源，包括多媒體資訊系統及多項電子參考資源，如電子書及資料庫

等。現為大家介紹三個適合中小學生使用的電子資料庫。 

Preparing for the IELTS this summer? Looking for an interesting and  
educational website for your kids? Shopping around for some online  
resources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Why not check out the 
e-resources offer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The HKPL provides web-based self-learning guidance and resources to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its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and various  
electronic resources such as ebooks and electronic databases. Here are  
three databases suitable for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考好IELTS好幫手  Get a great score with Road to IELTS  
Road to IELTS 是專為應考  IELTS 人士而設的線上互動學習平台，分為
Academic 及 General Training 兩組模式。每組模式提供超過 120小時
由英國文化協會專家設計的互動題材、錄像資料、應試技巧及可下載的

模擬試題，讓使用者深入了解考試模式以提高應試信心。 

Road to IELTS 的形式緊貼真實考試；內容包括考試中最常見的話題和
涵蓋IELTS考試必考的聽、說、讀及寫四個技能。大家可以自由規劃、監
控自己的學習進程，完成練習後可即時查看答案和分數，與其他考生的

備考狀況作比較；更可根據自己的學習程

度靈活安排學習時間、隨時隨地進行線上

練習。 

Road to IELTS不單能幫助同學為升學作
好準備，也適合有意提高個人英語程度的

人士使用。 

Improve your IELTS score with Road to IELTS, a free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that enables you to understand IELTS and prepare effectively 
for it. This database comprises an Academic Module and General  
Training Module, each containing over 120 hours of interactive
practice exercises, advice videos from British Council experts, hints  
and tips on question types as well as downloadable practice tests,  
organized into four skill area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Other features include e-books, teacher tutorials, practice zones,
timed practice tests, My Profile section and My Progress section  

which allows you to monitor your own progress and 
compare it against other users worldwide.  

Road to IELTS is also suitable to those who wish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tandard.

 

 

 

 

趣味學習新發現   
Knowledge comes alive 

小朋友求知慾強，喜歡透過動畫及影片等趣味方式學習。牛頓教科

書影音資料館精選了近 400條有關自然科學的短片，將學習素材多
媒體化。學科範圍包括動植物、生態保育、

天文氣象、自然景觀及地球科學等。每段影

片長約兩分鐘，並附有重點題目，加深小朋

友對內容的了解，更配合深入淺出的中文旁

白，解說科學原理及自然現象。  

Kids are curious and like to explore knowledge in an interesting  
way through animations and videos.  Newtonkids Digital 

Museum provides a collection of nearly  
400 video clips, each about two minutes  
long, covering various themes on natural  
science with Chinese narration and  
text. Topics include animals and plants,  
ecology protection, weather and climate,  
natural landscapes, earth science, etc. 
Selective questions of general interest 
are posted to help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故事時間的另類選擇   
An alternative to storytime
若嫌故事時間單調，家長可跟子女一

起使用拿索斯線上有聲書圖書館，聆

聽以純正英 /美語朗讀的兒童經典著

作，幫助仔仔女女增進文學知識，提

升英語聽讀講的能力。大部分的內容

在螢幕均附上同步全文，讓使用者邊

聽邊閱讀。 

If you and your kids want to make your storytime more  
interesting, try the audio books on the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You can listen together to the children  
classics narrated in native British/American accents.  
Some of the texts are displayed on the computer screen.  
While listening, your kids can also read informative notes  
about the work, enjoy the recording and improve their skills  
in English reading, lis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編輯精選 | Editor’s Pick 

5

圖書證持有人可透過圖書館網站 (www.hkpl.gov.hk/chi/remote)使用以上三個電子資料庫；也可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各

分館內使用（流動圖書館除外）。查詢： 2921 0222 

These three databases are available at all libraries of the HKPL except mobile libraries. Library card holders of the HKPL may  
also access the databases via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remote). Enquiries: 2921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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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分區圖書館暑期節目樂繽紛 
悠 長 假 期 添 意 義
暑假又至，如何度過一個充實又有意義的假期呢？各區公共圖書館於暑假期間與區議會

合作，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讓區內居民參加。部分推介如下，當中總有一項適合你﹗

　

 活學通識

中西區

傳統文化與風俗：

香港節慶風俗講座及

傳統手工藝工作坊


透過專題講座及工作坊，加強社區對香港

文化傳承的重視，以及區內居民對香港民

間節慶及傳統風俗的認識。

「香港傳統節慶與風俗」專題講座

日期： 8月 11日 (星期日 )

時間： 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講者： 劉國偉先生（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

中心執行總監）

查詢： 2922 6055

迷你花牌製作工作坊

日期： 8月 4日 (星期日 )

時間： 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地點： 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對象： 6至 8歲小朋友

查詢： 2921 7106

中式花紐製作工作坊

日期： 8月 18日 (星期日 )

時間： 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對象： 9至 12歲小朋友

查詢： 2922 6055

灣仔區

故事環保寶系列

透過講故事及製作環保手工等活動，讓參

加者培養閱讀的習慣及提高環保意識。歡

迎6至12歲小朋友參加。

一張紙的神秘飄流

日期： 8月 2日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2時至 4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內容： 以故事介紹紙張製作過程、環保紙

張及環保四用原則等；模擬廢物分

類；製作再造紙。

查詢： 2879 5560

我的有機暑假

日期： 8月 9日 (星期五 )

時間： 下午2時至 4時

地點： 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內容： 以故事介紹有機耕種；觀賞植物標

本；製作環保盆栽。

查詢： 2923 5065

 閱讀推廣

沙田區

「開拓孩子閱讀的天空」
專題講座

講座將幫助家長認識孩子的成長與興趣，

了解子女閱讀的歷程；培養親子共讀及自

主閱讀的習慣；並透過掌握閱讀的氛圍、

態度和技巧，鼓勵孩子開拓閱讀的天空。

日期： 8月1 7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時 30分至 5時

地點：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30 1911

深水埗區

深水埗暑期閱讀推廣—

閱讀越多寶」「

於七月一日至九月八日期間舉行，是次活

動以科技生活為主題。區內圖書館及社區

圖書館會安排「掏寶」遊戲、閱讀心得分

享、互動故事劇場 — 與「埗埗」同遊科技

城等活動，讓居民認識科技已融入日常生

活中，並藉此鼓勵小朋友多閱讀有關科學

及科技的書籍，提升他們閱讀

的多元口味。此外，公共圖書館

及各社區圖書館亦舉行多場兒

童故事時間，歡迎12歲或以

下的兒童參加。詳情請參閱

宣傳單張或向深水埗區公共

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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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親子

元朗區

「親子郊遊樂」專題講座

日期： 7月 27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 30分至4時

地點：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26 7520

西貢區

親子布偶工作坊

西貢區公共圖書館

於七至八月期間舉

辦暑期閱讀推廣活

動，透過一系列以

濕地及季候動物

為主題的互動布

偶工作坊，提升兒

童對相關童書的

閱讀樂趣。表演

團體會於將軍澳公共圖書館及西貢

和將軍澳地區十九間社區圖書館表演，把

閱讀風氣推展至社區。

查詢： 2706 8101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長者為本

荃灣區

「長者健康及運動系列」講座

講座邀請專家講解與長者運動及健康有

關的資訊，鼓勵長者多做適量運動及防治

疾病。系列共分三講，分別以長者腦疾病

的防治、長者體適能簡介及運動安全為

題，更會提供健腦小貼士。

講座一：認識腦退化症

日期： 7月 20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時 30分至 5時

地點： 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  2490 3891

種族共融

九龍城區

「共融的天空 —

認識我們的社區」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認識南亞裔

文化」及「社區尋寶樂」工作坊、「漫步龍

城．領略多元文化」講座及導賞活動、「九

龍城的變遷」圖片展覽及「龍城今昔」書籍

展覽等，加強區內居民與少數族裔在生活

及文化方面的交流，促進彼此了解和溝通，

同時加深大家對九龍城社區的認識。

查詢： 2926 4055 (九龍公共圖書館)

觀塘區

「圖書館閱讀紛紛Fun：
無分國籍你我他」計劃

透過一連串的推廣活動，加深觀塘區內的

少數族裔人士對公共圖書館服務和設施的

認識，協助兒童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並

提供一個溝通平台，讓他們有機會跟華人

共處，認識中國文化，協助他們融入社區，

達至種族共融。

內容包括「香港南亞少數族裔︰印度、尼泊

爾及巴基斯坦篇」巡迴展覽、攤位遊戲日、

兒童故事劇場及互動工作坊。

查詢： 2927 3055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2927 3155 (順利邨公共圖書館)

想知道其他公共圖書館的

暑期活動？可瀏覽圖書館

網頁：www.hkp l.gov.hk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lining up in our branch 
libraries this summer 

Fancy a meaningful and enriching  

summer?  Check  out  the  various  

programmes organized by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your neighbourhood. 

Public  libraries  and  district  councils  

of  various  districts  are  presenting  

an array of free activities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and interest  

throughout  our  branch  libraries  this  

summer.  Highlights  include  ‘Read  

more, Get more ’ Summer Reading  

Programme in Sham Shui Po district;  

a  storytelling  and  workshop  seri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Wan  

Chai  district;  a  thematic  talk  on  loc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customs  

as well as hands -on workshops on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parent -child  

puppet  drama  workshops  in  Sai  Kung  

district;  programmes  promoting  racial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in both Kwun  

Tong and Kowloon City districts; and  

more subject talks on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family trails in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elderly  health  

and fitness in Tsuen Wan Public  

Library as well as paired reading in Ma  

On Shan Public Library. 

Explore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ebsite  (www.hkpl.gov.hk)  

to discover more activities for the hot  

summer  days! 

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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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陪您放暑假
三張讓您透心

涼的
書單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8

Cool Books

for this Sum
mer!

炎炎夏日，與其在戶外給烈日融化，趕快走進圖書館翻翻書、借回家，讓書香送走悶熱吧！

如何為自己訂一張暑期閱讀餐單？不妨參考今年三個好書選舉和書獎的得獎書目，看看中小學

生的閱讀取向，又或是學者專家的精挑細選，從中找尋適合自己口味的好書。

「第十屆書叢榜」、「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第六屆香港書獎」的結果已分別於五

月和六月揭盅，三張書單合共推薦三十本好書給大家，無論是莘莘學子或在職人士，都不愁沒有

心水選擇呢！ 

第十屆書叢榜：
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香港公共圖書館

 書籍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館藏索書號


《慢吞吞王國》 黃曦 小魯文化 J 857 4468

《神功戲殺人事件》 徐焯賢 香港學生文藝 857 2851

《謝謝你，生命！》 草場一壽 大田 J 861.59 4414

《巫婆的孩子》 烏斯拉．瓊斯 維京國際 JJ 4084

《砵砵車的一生》 大細路劇團 小樹苗 J 859.4 1152

《神秘的寶藏》 帕瓦內洛 小樹苗 J 889 1050

《森林謎案》 楊紅櫻 新雅文化 J 859.4 4624

《怪婆婆》 科克爾 讀家文化 JJ 2022

《走出考試恐懼症》 盧智暎 臺灣麥克股份 J 176.5 2186

《洛洛和小熊》 Yvonne Jagtenberg 木棉樹 JJ 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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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第二十四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最受中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香港公共圖書館
 書籍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館藏索書號

《有米》 陳曉蕾 三聯書店 542.309391  7564

《嘉薰醫生：心謀》 陳嘉薰 突破 857  7544

《擁抱》 (平裝 ) 幾米 大塊文化 848 2290

《幸福窮日子》 阿濃 突破 848 7135

《交換》 貝德福德 天下遠見 J 889 1435

《今日阿婆金句》 卓韻芝 明報 848 2104

《女兒的六個爸爸》 法伊勒 大塊文化 528.2 5447

《劏房小孩！力爭上游，匱乏中學習》 樂仔 紅投資 783.91  2227

《我的遺書》 陳偉霖 三聯書店 783.91 7521

《 He llo World》 黃照達 三聯書店 948.11 4463

9

第六屆香港書獎獲獎名單

作者/編者/ 香港公共圖書館
 書籍 譯者 出版社 館藏索書號

《 千日無悔 ─ 我的心路歷程》 程翔 宣道出版社 895 2687

《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      
張家偉 香港大學出版社 739.127 1132

的分水嶺》

《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陳冠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41.209391 7535

《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呂大樂 中華書局 739.127 6042

《烈佬傳》 黃碧雲 天地圖書 857 4411

《 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 廖偉棠 三聯書店 829  0029

《誰像天使？》 張曉風 基督教文藝 J 857 1167

明愛社區發展
《 薄扶林村 ─ 太平山下          

服務 (策劃)、 三聯書店 739.189  4544

的歷史聚落》

冼昭行(撰寫)


《舊箋》 古蒼梧 牛津大學出版社 856.28 4044

韓麗珠、      857 4411 / 
《 雙城辭典》 聯經出版事業 

謝曉虹 857 0465

知多一點點
「書叢榜」和「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香港公共圖書館聯合主辦。 

今屆「書叢榜」獲選為「最喜愛作家」是馬翠蘿，而幾米再度獲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最受中學生

喜愛的作家。

「第六屆香港書獎」由香港電台文教組、香港出版總會合辦，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所有被提名的書

籍均為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首次在香港或非本地出版之中文書籍 (包括翻譯作品 )。

十四位評審從三百多本合資格的書籍當中，選出二十本進入決選，然後再進行公眾投票及第二輪評審，

揀選最出色的作品予以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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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和金  
感情的花粉 富 ，

活賦與幻的會講話 麵包和腸
、 想

常生
的北極熊、 同學把平」 。

的企鵝和練
金雞獨立 到。參賽找「 品中 活點滴獎作 享生

罩 比賽」的獲 ，分
戴口 文故事創作

等題材
和愛護寵物

屆「學生中 家庭
、尊敬長者

、親愛都可在今
保 惜食

字宣 環 、揚
透過文

魚……

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2013

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共收到接近二千篇參賽故

事。各組別的優勝作品已塵埃落定。

高小組冠軍〈早餐歷險記〉開首扼要幾筆，便帶出一些

小學生不珍惜父母準備之早餐。擬人化的麵包、腸粉等

紛紛表達心聲及氣憤之情，最後老乞丐把這些食物當成

自己的美味大餐，增添諷刺意味。

亞軍〈小海龜環遊世界〉巧妙地把自然和現實的知識融

入故事，小海龜的旅遊見聞都是一幅幅叫人訝然的畫

面：戴口罩的企鵝，北極熊因只有小塊浮冰而要練「金

雞獨立」等等，環保主題突出，富有童趣。季軍〈螃蟹小

丁〉以擬人化之螃蟹角色，訴說如何令別人接納自己，

把人們眼中的「缺點」化作力量，寓意積極。

初中組的三甲作品，都是圍繞著親情而寫成溫馨感人

的美篇。冠軍〈這裡的天空沒有星〉透過描述鄉村和城

市不同的星空，藉著天上閃爍的繁星，訴說對故鄉祖母

的懷念。亞軍〈夢裡尋家千百度〉從一幅畫展示有趣的

情節，一步步引領主角找回父母及弟妹，令分散的家團

圓，帶出親情不僅建立在血緣上，還存在於彼此的關愛

中。季軍〈撥打家的電話〉描寫港鐵車廂裡一幕溫馨的

爺孫兩代情，領悟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理。

高中組冠軍〈黑暗中的彩虹〉寫一位男盲人去琴行途

中，被一隻纖幼而柔軟的手牽引帶路，故事充滿懸念，

峰迴路轉，到最後，才知道女的是啞巴，正是琴行的女

老闆。亞軍〈花兒〉以簡潔的情節，訴說愛的奧秘。美麗

的花朵為孕育新生代而無悔地作出犧牲，正是大自然奇

妙而偉大之處。季軍〈愛還是害〉靈活地運用擬人化的

設置，加入幻想和誇張的原素去描繪金魚的命運，慨嘆

少女不懂愛護寵物。

獲獎作品將會結集出版，存放在各公共圖書館，並會寄

贈給學校圖書館。此外，讀者稍後亦可在香港公共圖書

館網頁內的多媒體資訊系統瀏覽獲獎作品集。

2013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得獎名單

獲獎作品 獲獎者 就讀學校

冠軍 〈早餐歷險記〉 梁仲言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高小組 亞軍 〈小海龜環遊世界〉 高芷楠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季軍 〈螃蟹小丁〉 何進龍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冠軍 〈這裡的天空沒有星〉 薛梓晴 天主教南華中學

初中組 亞軍 〈夢裡尋家千百度〉 蔡 倩 深培中學

季軍 〈撥打家的電話〉 鄭 婕 藍田聖保祿中學

冠軍 〈黑暗中的彩虹〉 陳錦龍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高中組 亞軍 〈花兒〉 麥麗婷 嶺南中學

季軍 〈愛還是害〉 彭諾恩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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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

中國古代金飾講座系列 
Talk Series on Ancient Chinese Gold
黃金自古以來都是財富和權力的象徵，但黃金的歷史，大家又知幾多呢？中央圖書館與中文大學

文物館合辦「中國古代金飾講座系列」，從藝術、文化交流、工藝技術及收藏的角度認識中國金

飾，並提高大家對金飾的審美觀。

日期 講題 講者

講座一 8月 3日
吐蕃王朝 ﹝古西藏 ﹞高原金飾

〈公元 7至 9世紀〉

陳麗碧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

講座二 9月 14日
中國古代黃金服飾

(以普通話進行 )

許曉東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 )

講座三 10月 6日
黃金機遇？在二十世紀美國

收藏中國金器的經驗分享

姚進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 )

時間︰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59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gold and its artistic values, don’t miss this talk series on Ancient Chinese Gold 
to be held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For details: 2921 0259

知竹常樂 — 中國竹樂器展 
Exhibition on Chinese Bamboo Musical Instruments
從古時起，竹便與中國的音樂文化結下不解之緣，是製作吹管樂器的理想材料。目前中國樂器

以「吹管」、「彈撥」、「拉弦」和「敲擊」來分類，因此以竹為主要製作材料的樂器來說，仍是

吹管樂器佔大多數。

「知竹常樂  ─ 中國竹樂器展」展出近百種中國竹樂器，以吹管、彈撥、拉弦和敲擊分門別類，

包括笛子、獨弦琴、京胡、竹提琴、廣東二弦、竹板琴及蓮花板等，讓市民了解竹與源遠流長的

華夏音樂文化千絲萬縷的關係。

展期： 9月1日至 10月 31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 

Find out more about Chinese bamboo musical instruments at this exhibition to be hel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at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the 10/F of the HKCL. For more details: 2921 0259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水雲花草」董華強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Jiege’ and TUNG Wah-keung
甚麼是「節歌」？「水雲花草」又代表甚麼？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

將介紹本港著名音樂家、「節歌」創立者董華強先生，讓參觀者對「節歌」的

緣起、樂器、技法及唱腔，以及董氏如何推廣「節歌」藝術有更深的認識。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水雲花草」董華強

展期：現在至10月 31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Jiege’ and its creator Tung Wah-keung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from now to October. For  
more details: 2921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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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2013年度哲學講座：我是誰？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香港哲學會合辦 

2/8 (星期五 )

講題：自我的哲學分析

講者： 李敬恆先生（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兼職講師） 

6/9 (星期五 )

講題：心靈、人腦與人工智能

講者： 劉創馥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時間：下午 6時3 0分至 8時3 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85

免費入場 ‧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 15分鐘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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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星期日 )

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講題：夏季養生防病及常用湯水

講者：張群湘博士 (中醫副教授 )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26 7520

開始報名日期： 7月 28日 

28/9 (星期六)

下午 5時至 6時3 0分

講題：中醫與養生 (普通話講述 )

講者：何蘭茜 (中醫副教授 )

地點：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30  1911 

開始報名日期：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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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星期六)

下午 5時至 6時3 0分

講題：中醫藥治療不孕症

講者：沈碧 博士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94 3788

開始報名日期：8月 3日 

28/9 (星期六)

講題：腰痛的對策 (普通話講述 )

講者：舒旭醫師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51  4334

開始報名日期：9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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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講座系列 	  

21/9 (星期六)

講題：寫意的綜合性戲劇 — 崑曲

講者：陳春苗先生 (崑曲研究者 ) 

28/9 (星期六)

講題：詩的歌唱藝術 — 崑曲

講者：張麗真女士 (香港資深崑曲導師 )

表演嘉賓：陳春苗先生（曲唱）、  
蘇思棣先生（笛子伴奏）

時間：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59

免費入場 ‧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 15分鐘入座

博文公開講座系列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 

27/7 (星期六)

題目：建立成功品牌之策略

講者： 陳志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市場學系教授 ) 

24/8 (星期六)

題目：幽靈粒子與宇宙演化

講者：朱明中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
教授 )

時間：下午7時至 8時 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85

免費入場 ‧座位有限 ‧歡迎報名留座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由所屬區議會贊助 ) 

27/7 (星期六)

下午 4時至 5時 30分

題目：閱讀、品格、通識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查詢： 2706 8101 

27/7 (星期六)

下午2時 30分至 4時

題目：親子郊遊樂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26 7520 

17/8 (星期六)

下午 3時 30分至 5時

題目：開拓孩子閱讀的天空

地點：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30  1911

免費入場 ‧座位有限 ‧敬請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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