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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圖書館電子資源HKPL e-resources

全天候『無牆圖書館』
Your 24hrs/7days "Library Without Walls"

在現今高速發展的數碼時代，大家除了可來到各公共

圖書館借書外，更可隨時隨地登入圖書館網站，免費

使用豐富的電子資源，包括不同類型的電子資料庫和

電子書，來翻查資料及自學進修，體驗使用「無牆圖

書館」服務的樂趣和方便。你準備好成為無牆圖書館

「達人」了嗎？

In this fast growing digital era, your quest for knowledge 
is no longer confined by physical boundaries. To facilitate 
your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r stud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ebsite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free 
e-resources, such as e-databases and e-books, for your access 
at any time in any place. With this ‘Library Without Walls’, 
your online treasures are only a few mouse clicks away.

可靠資訊此中尋
Reliable information search

上網搜尋資料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然而，網上資訊林林總總，

質素參差，如何取捨？圖書館多元化的電子資源，均經過專業圖

書館館長的精心篩選，讓你可省時省力地找到可靠的資訊。現時

圖書館訂閱了約六十個電子資料庫，當中二十多個更可在圖書館

以外的電腦瀏覽。

Googling or Internet searching has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fe. But 
does the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se common search engines come from 
reliable sources?

The HKPL has subscribed about 60 e-databases and more than 20 
of them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computers outside the libraries. 
Specially selected by ou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these databases 
provide quality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and save your time and effort in 
verifying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you get.

研究及學習好幫手
Research and study made easy

這些資料庫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學術論文、環球新聞、科技新知、環

保消息、文藝資料等。例如OmniFile Full Text Mega、AccessScience、

GREENR、Biography in Context等，均為研究提供豐富資源。

此外，部分資料庫尤其適合中學同學使用，例如幫助同學一站式

找尋專題研究資料的eLibrary CE、讓小朋友活學自然科學的牛頓

教科書影音資料館、就世界議題提供多角度分析文章的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專為預備應考IELTS人士而設的Road to 

IELTS等。

圖書館最新添置了節慶大書電子版，適合3至8歲的小朋友使用，

讀者可透過動畫故事、遊戲和手工等，以活潑生動的形式了解十

三個節慶的由來和意義，以及世界各地的節慶習俗，教育性與趣

味性兼備。

All the e-databases subscribed by the HKPL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from world news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rt and literature. No matter what subjects 
you are researching on,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our e-databases.

Students will also appreciate how useful some of our databases can 
be for their study and assignments, such as eLibrary CE, Newtonkids 
Digital Museum, 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 and Road to IELTS. 
A recent addition is ‘Kiss Holiday’. This interactive multimedia Chinese 
database aims to teach children, aged from 3 to 8, the history and 
custom of 13 main festivals through animated stories, games and 
handic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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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戶讀萬卷書
Thousands of e-books at your 

fingertips

在無邊無際的互聯網找尋優質讀物從何入手？

圖書館現時的電子書館藏多達十六萬項。中文電子書有方正數

字圖書和遠景，英文電子書就有eBooks on EBSCOhost、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Safari Tech Books Online和ebrary Academic 

Complete，以及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的有聲書。登記讀者只

要透過圖書館網頁，便可免費借閱不同種類的電子書，真正是足不

出戶也可讀萬卷書。

 

If you are craving for some online good reads, the HKPL also offers 
more than 160,000 quality e-book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y 
include eBooks on EBSCOhost,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Safari 
Tech Books Online,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pabi Chinese Ebook Collection and Vista Eboo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ollection. HKPL’s registered readers can simply access these 
e-book databases through the library website.

免費網上欣賞音樂
Enjoy free music online

若想安坐家中，免費收聽古典樂、爵士樂及中樂等樂章，甚或一

邊欣賞音樂，一邊閱讀有關該樂曲的簡介、作曲家及音樂家的資

料，那就不要錯過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   

Naxos Music Library內藏超過七十五萬首古典音樂、爵士樂、鄉謠音

樂及中國音樂的錄音資料。

圖書館最近更添置了Naxos Music Library Jazz〈拿索斯線上爵士音

樂圖書館〉，提供各類型的爵士樂章，是認識全球爵士樂及樂手的

不二之選。

For music enthusiasts, the Naxos Music Library is a database not to 
be missed! An online collection of recorded music in streaming audio, 
the database contains over 750,000 tracks of Classical music, Jazz, 
World, Folk and Chinese music. While listening, users can also read 
notes on the works being played as well as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composers or artists.

Also on the list is the Naxos Music Library Jazz which offers a mix
selection of jazz legends and contemporary jazz. 

有興趣使用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快登入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香港中央圖書館亦定期舉辦使用電子館藏

的簡介會，查詢電話：2921 0222或電郵：hkcl_ref@lcsd.gov.hk

Interested in using these online gems? Visit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 User education sessions on HKPL’s e-resources 
are also regularly organized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or 
enquiries, readers are welcome to contact the librarian on duty at 
2921 0222 or email to hkcl_ref@lcsd.gov.hk. 

新添電子資料庫 Recent additions

節慶大書電子版

Kiss Holiday　

以台灣親親文化的「節慶大書系列」設計而成

的多媒體互動中文資料庫。

The database is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published 

by Chin-Chin Publications Ltd. in Taiwan. 

家長和老師可利用教學區的資源作親子閱讀

和教學之用。

Parents and teachers can u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uggested to help children learn more 

about festivals and holidays.

拿索斯線上爵士音樂圖書館 
Naxos Music Library 
Jazz

包含32,000多位爵士樂手及作曲家之作品。

Recordings of over 32,000 artists are re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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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為你打造優質閱讀空間
Your reading oases @ HKPL
幻想在風和日麗的日光下，閱讀喜愛的書籍，確實別有

一番閒情逸致；而色彩繽紛的閱讀環境，更有助提高閱

讀的樂趣。

剛於今年首季投入服務的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及藍

田公共圖書館，自開館至今已成為愛好閱讀人士的好去

處。前者是全港首間設有戶外庭園閱讀空間的公共圖書

館，後者則為觀塘區注入更多閱讀色彩。

Enjoying your favourite reads under natural sunlight or in a 
colourful setting is no longer a dream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PSTSWPL) and the Lam 
Tin Public Library (LTPL). Both libraries, since opening early 
this year, have become ideal destinations for book lovers. 
The former is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where people can enjoy 
reading in an outdoor courtyard, while the latter combines 
colours with contemporary interior design to enhance your 
joy of reading.

戶外閱讀添寫意 
Enjoy reading under natural sunlight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坐落於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高座，樓高八層，是香港面

積第二大的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設計滲入了元朗屏山傳統的建築元素，大樓用上了石

磚、木屏風及生銹鐵等多種材料，營造出傳統與現代共融的風格。

圖書館現時館藏約有34萬項，充份照顧該區居民的閱讀興趣。圖書館特別在幾個樓

層設有戶外庭園，讀者更可攜書到此閱讀，在自然光下感受閱讀樂趣，份外寫意！

Located at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Leisure and 
Cultural Building, the eight-storey PSTSWPL in the 
High Block is the second largest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Ping Shan in Yuen Long District, the architects made 
use of various materials, such as bricks, wooden screen 
and rusty iron to nurture a style of tradition fusing with 
modernity.

The library has an initial stock of about 340,000 books to 
cater for the residents’ reading needs. Inside the library, 
the open space of the atriums and the surrounding 
curtain wall allow natural light into the whole building, 
creating a relaxing environment for reading.

全港第二所青少年圖書館 
The second library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eens
該館還特別設立了一個專為12至17歲青少年而

設的青少年圖書館，館藏包括過往會考和文憑試

試題，以及漫畫等，無論館藏或空間設計方面都

能切合青少年的需要和喜好。

The PSTSWPL also houses a Young Adult Library, 
the second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Whether they 
are looking for examination past papers or comics, 
teenage readers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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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綠化平台參與圖書館活動，或

是在小說天地「打書釘」，都是不錯的

選擇。

How about participating in library 
programmes at the green roof or reading 
a novel in the fiction corner?

首辦「圖書館之夜」 
The first night-time programme
圖書館定期舉辦展覽、講座及工作坊等。另外，為善用六樓的綠化平台，亦將計劃

為區內中學生舉辦「圖書館之夜」，是圖書館首次舉行的晚間活動，當中包括觀

星活動。詳情可留意圖書館的網頁。

The PSTSWPL regularly organizes various extension activities such as exhibitions, talks 
and workshops. A highlight is stargazing for secondary students to be held at night time 
at the green roof on 6/F.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ebsite. 兒童圖書館地方寬敞，讓家長與小朋友

無拘無束地閱讀。

Parents and their kids can enjoy reading 
together in the spacious Children’s Library.彩色天地 享繽紛讀書樂

More reading fun in a colourful library
從新界西轉到九龍東的觀塘。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新建的圖

書館正可為這個蛻變中的舊區注入一番新氣象。

三月底啟用的新藍田公共圖書館，乃是將德田邨的小型圖書館重置到藍田綜合大

樓五至六樓，並升格為一所面積達2,900平方米的分區圖書館。主要設施包括成

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室、推廣活動室、互聯網數碼站、展覽區、多媒

體資料圖書館、電腦資訊中心及學生自修室。大家前來藍田公共圖書館之餘，不

妨順道使用藍田綜合大樓的其他文康設施！

Residents in Kwun Tong may have to wait for 
a few more years to see a revamped Kwun 
Tong after the Kwun Tong Town Centre
redevelopment project completes, but they 
can now enjoy enhanced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library facilities in the upgraded LTPL.

Reprovisioned from Tak Tin Estate to the 5/F 
and 6/F at Lam Tin Complex, the LTPL, which 
was opened to the public at the end of March, 
is an upgraded district library with a floor 
area of 2,900 square metres. Major facilities 
include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an Exhibition Area, a 
Multimedia Library, a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and a Students’ Study Room.

圖書館以色彩及不同類型的書架為設計重點。

Striking colour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LTPL.

以閱讀森林為主題的兒童圖書館必能吸引家

長和小朋友駐足閱讀。

The reading jungle theme in the Children’s Library 
attracts parents and kids to stay and read.

借閱限額增加至八項
Increase in loan 
quota to 8 items

除為讀者提供優質的閱讀環境外，

圖書館亦不斷提升借閱服務。自今

年三月一日起，每位登記讀者最多

可以外借八項圖書館資料及其附

件，或十六項逾期雜誌，以及預約

八項圖書館資料，讓有需要的讀者

外借更多資料，家長亦可為年幼的

子女揀選更多合適的書籍進行親子

閱讀。

To further enhance our lending 
services, starting from 1 March of 
this year, each registered reader can 
borrow a maximum of eight items 
of library materials together with 
accompanying library materials, or 
a maximum of sixteen items of back 
issues of periodicals; and to reserve 
a maximum of eight items of library 
materials. With increased loan quota, 
readers can now borrow more library 
materials and parents have more 
choices when selecting items for their 
children for pair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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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講座及展覽

另類歷史文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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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識一地的歷史和文化有許多方法，參

加圖書館的講座及展覽也是個不錯的途

徑。由現在至明年初，多間分區圖書館為

大家帶來三個照片展覽及三場專題講座，

與眾一起輕鬆認識地區歷史和文化。

三個照片展覽包括「香江舊影：香港城市的

變遷(1841-1941)」展覽、「舊日南區」專題照

片展覽，以及於七間公共圖書館巡迴舉行的

「粵港澳歷史建築攝影大賽優勝作品展」。

家長不妨帶同仔仔女女一起參觀，加深他們

對社區以至粵港澳地區的歷史、文化和古蹟

的認識。

現正於柴灣公共圖書館舉行的「香江舊影：香

港城市的變遷（1841-1941）」展覽，由香港歷

史博物館提供展板，展期至9月31日，對昔日

香港面貌有興趣的朋友快把握這個機會。

「舊日南區」專題照片展覽將於今年十月至

明年一月分別於南區四間公共圖書館舉行，

透過相片介紹南區往昔的風貌。配合是次

專題展覽，四間公共圖書館並會舉辦書籍展

覽，推介相關的館藏。

「粵港澳歷史建築攝影大賽優勝作品展」是粵

港澳文化資訊網（www.prdculture.org）為粵

港澳三地文化交流而舉辦的重要合作活動。

攝影大賽的獲獎作品會於粵港澳三地進行巡

迴展覽，讓大眾深入認識三地的歷史建築，加

強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

16-22.9.2013	 東涌公共圖書館

16-30.10.2013	 九龍公共圖書館

1-14.11.2013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16-28.11.2013	 柴灣公共圖書館

1-15.12.2013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17-31.12.2013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3-21.1.2014	 沙田公共圖書館

廣東區一等獎：土樓盛事

澳門區一等獎：爺．孫 香港區一等獎：雷生春

三場專題講座分別介紹六、七十年

代駐港的日資百貨公司、不同年代

的香港巴士及新界圍村的歷史。

走出匱乏年代 — 

談六、七十年代落戶香港的

日資百貨公司

講者：鍾寶賢教授

日期：9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港巴故事

講者：龔嘉豪先生

日期：9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油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屏山圍村歷史淺談

講者：蕭國健教授

日期：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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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fferent kind of tour on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ree ongoing photo exhibitions and three upcoming subject talks 
in various branch libraries offer valuabl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thematic photo exhibitions include ‘A Century of Changes: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1841-1941)’ being held until 
end September at Chai Wan Public Library, ‘Old Days@Southern 
District’ to be held between October 2013 and January 2014 at the 
four branch libraries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and a roving exhibition 
titled ‘Exhibition of Winning Entries of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Historical Buildings Photography Competition’ being held at seven 
branch libraries until January 2014.

Three subject talks on the Japanese department stores in the 60s-70s 
Hong Kong,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bus servi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alled villag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ill be held on 28 September at 
the Chai Wan Public Library, Yau Ma Tei Public Library and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respectively.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For details of the exhibitions and talks, please visit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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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藏珍 — 中國法帖
Exhibition on Chinese Model Calligraphy
中國的書法藝術源遠流長，臨帖學書的風氣，早在千年前已在中國盛行。香港中央圖書館現正舉

行「翰墨藏珍 — 中國法帖」展覽，希望讀者在觀賞這批翰墨珍品的同時，也加深對中國書法和

拓本藝術的興趣和認識。

展覽特別從「文獻徵集行動」所得的文獻藏品中，挑選出一批歷代名家的法帖展出，當中包括《淳

化閣帖》、《宋搨星鳳樓帖》、《初拓三希堂法帖》、《洛神賦十三行玉刻真本》、《觀海堂蘇帖》，

以及《荺清館法帖》等。

Books of stone rubbings have provided exceptional 
calligraphy models used for imi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 exhibition on 
Chinese Model Calligraphy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October. 

Specially selected from the HKCL’s Documents Collection 
Campaign, a number of books on stone rubbings illustrating 
famous calligraphic works in Ancient China are on display.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Chunhua Ge Tie’, the first anthology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works dating back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0th Century AD). Don’t miss this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展期Period：現在至十月 Until October

地點Venue：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 Rare Book Reading Room, 8/F, HKCL

查詢Enquiries：2921 0323

  

播種和收穫 —《新穗詩刊》介紹
Exhibition on Harvest Poetry Magazine
當代香港本土文學繁榮、多樣而深化，是上世紀不同文學社團及作者努力的成果。其中創刊於一九

八一年的《新穗詩刊》在香港新詩史上舉足輕重，發揮過承先啟後的作用。詩刊前身原為文社，成

員包括洛楓、陶傑、陳昌敏、鍾偉民等。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的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專題展

覽，回顧《新穗詩刊》的不同發展階段。

對香港本土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參觀完展覽後更可在香港文學資料室借

閱「香港文學特藏」的豐富館藏，當中包括香港文學書籍及期刊、

作家手稿、畫像、剪報，以及香港文學作家資料庫。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an exhibition 
introdu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arvest Poetry Magazine, a 
local poetry periodical in the 1980s, is also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KCL from now to December.

展期Period：現在至十二月 Until December

地點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8/F, HKCL

查詢Enquiries：2921 0323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精華遊

家長們的愛心選擇
相信每位家長都希望子女長大後成為有愛心的人。然而，大家會用甚

麼方法來幫助小孩子培養出一顆愛惜他人和關愛大自然的心靈？

今年暑假期間，就有不少家長帶同仔仔女女來到中央圖書館，參觀香

港公共圖書館「閱讀繽紛月」的專題展覽「親愛的旅程+碗」。展覽分

別從有關「愛」的圖書和中國傳統所重視「家與愛」的文化出發，與小

朋友分享生命中的「愛」，並藉此推動兒童家庭閱讀，

共度一個充滿

「愛」的夏日。

8

親子共讀充滿「愛」
小孩子都是喜歡看和聽故事，教導他們愛心，最好是從故事開始。「親愛的旅程」展覽搜

羅了一系列以「人與他人」及「人與大自然」的愛為題材的兒童圖書，鼓勵父母透過親子共

讀，引導孩子認識生命，學習「愛」所應有的態度和行為，增進他們與他人和諧相處的能

力，以及認識愛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關懷‧珍惜」的故事：

《紗娜的紅色毛衣》及

《小紫花仙子的故事》

「分享‧幫助」的故事：

《門》及《石頭湯》

 「包容‧體諒」的故事：

《 南瓜湯》及《鱷魚和長頸鹿： 

搬過來、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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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的故事：

《聽那鯨魚在唱歌》及

《讓路給小鴨子》

「欣賞大自然」的故事：

《小火車的日落》及《月下的貓頭鷹》

「再見！親愛的！」的故事認識生命的短暫：

《獾的禮物》及《獨自去旅行》

碗碗情深家有「愛」
至於「+碗」展覽，分別從「碗」、「家」、「分享」、「團圓」四個

角度，緊扣愛的主題，透過立體裝置及碗的故事，向孩子介紹

中國傳統「家與愛」的文化。展覽中提出的信息，如分享、關懷

和尊敬等，都是小朋友值得學習的重要價值。

若錯過了這個充滿「愛」的展覽？大家稍後可登入香港公共圖

書館網頁(www.hkpl.gov.hk/srm)重溫展覽的內容和相關閱讀

推介。此外，各公共圖書館的兒童圖書館都藏有許多有益身心

的書籍，當中不乏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及圖畫書作家的作品，

讓小朋友在有趣圖畫書的薰陶下，認識生命中不同層面的愛，

體會愛的涵義。

碗的外形就好像一雙掬起的手，盛載著家

人雙手的努力。

大公雞碗內的漣漪在說

團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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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飯桌是一家人分享

交流的空間。

愛心演繹傳遞「愛」
暑假期間，還有家長選擇與孩子一起參加「閱讀繽紛月」舉辦的親子演繹比賽，

一同以戲劇方式，演繹多個與愛有關的故事，包括〈蔡順採葚孝母〉、〈江夏的

小黃香〉、〈小白兔送紅蘿蔔〉、〈爸爸的鞋子商店〉、〈就像你一樣〉、〈猜猜我

有多愛你〉等。活動既讓參賽家庭發揮創意，亦增進親子間的溝通和感情。

冠軍
黃禧（4歲）

〈就像你一樣〉

亞軍
歐凱悅（4歲）

 〈爸爸的鞋子

商店〉

季軍
張殷誦（5歲）

 〈蔡順採葚

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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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活動
繼續成長路上結伴行
成長，是一條美好又充滿挑戰的道路。

閱讀，是將別人的經驗化作自己的知識。

十多位本地作家自今年三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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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與作家會面」活動以「踏出成長路」為主題，鼓勵

年青人多閱讀、多思考，讓閱讀作成長路上的良伴。講

座分為「心靈與我—在實現抱負中成長」、「社會與我—

在關懷中成長」及「世界與我—在追求真理中成長」三個系

列。由現在至十一月將有以下八次會面活動。

九九月至月至十十一一月月「「與作與作家家會會面面」」活活動動

 

張翠容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9月28日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沙田公共圖書館

　

 

　

古永信
微小聲音．震盪社會

10月5日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葉冠霖
從潮語看公民社會

10月12日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東涌公共圖書館　

謝傲霜
權力與權利：香港、中國、北韓

10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粉嶺公共圖書館　

　

時 

許承恩
通識多角度

10月26日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馮一冲
從自煮到自主 —   

一個廚師社會學者的體驗

11月2日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青衣公共圖書館 

游欣妮
學．自．行．車

11月9日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藍田公共圖書館　  

君比
青春的足印 － 在成長路上創作，

在創作路上成長

11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有沒有想過在新學年訂定一張閱讀餐單，擴闊閱讀的深度和廣度？

以下是作家們的優質推薦，不妨為自己的閱讀餐單加點「營養」！

作家們推薦的書籍（括弧內數字為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張翠容

 《崩世代：財團化̇ 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 索書號：541.42 2420）

古永信

 《組裝香港》

 （索書號：739.13 2223）

葉冠霖 

《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索書號：176.4 4018）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索書號：612.8 CAR）

謝傲霜 

《 這就是天堂！：我的北韓童年》 

 （索書號：783.2 8044）

《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索書號：543.2 8044）

許承恩　

 《四種愛》

 （索書號：244.23 7454）

99 ways to tell a story: exercises in style 

（ 索書號：741.5 MAD）

君比

 《目送》

 （索書號：848 0102）

 《落葉歸根》

 （索書號：829 6611）

游欣妮 

 《辛波絲卡詩集》

 （索書號：880 9948）

馮一冲  

 《慢活》

 （索書號：191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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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 排名按姓氏筆劃序

第二十三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結果公 布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就讀院校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公共圖書館由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舉辦「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單年比詩，雙年比詞，旨在提高市民之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

能力。今年比賽的評審委員包括何文匯教授、周錫䪖教授、陳志清

教授、黃坤堯教授及劉衛林教授。

一如以往，比賽反應熱烈，今屆共收到一千二百多份參賽作品。當

中有寫地方的，如啟德郵輪碼頭、船灣及東海嶗山；又有寫人物的，如浩園抗疫殉職公僕、拾紙皮長者、前調景

嶺村老兵；也有寫生活小節，如假牙、雪糕，題材新穎廣泛，當中不乏水準之作。獲獎名單如下：

學生組

冠軍 柳含青 〈重遊東海嶗山〉 香港中文大學

亞軍 黃榮杰 〈啟德〉 香港教育學院

季軍 黃 照 〈風〉 香港浸會大學

優異獎* 莊淑雯 〈遊船灣〉 香港中文大學

張瑞芬 〈春暮〉 香港樹仁大學

劉智德 〈十一海難〉 香港理工大學

羅光輝 〈戲詠雪糕〉 香港浸會大學

羅偉深 〈歲暮讀書有感〉 香港中文大學

特別獎* 胡穎祺 〈秋怨〉 沙田崇真中學

黃希如 〈世雨〉 沙田崇真中學

公開組

冠軍 鄒繼洲 〈假牙〉

亞軍 李裕韜 〈過浩園抗疫殉職公僕墓〉

季軍 黃以芍 〈山泉〉

優異獎* 方富永 〈春日抒懷〉 

陳卿庭 〈秋遊遇雨偶作〉

陳樵山 〈遊莽山泛舟便江〉

葉烱光 〈謁中正陵寢〉

潘少孟 〈春望〉

特別獎* 王錦洪 〈見長者拾紙皮贈鈔感賦〉

吳碩駿 〈前調景嶺村老兵〉

頒獎禮於九月二十六日舉行。獲獎作品小冊子將於十月在各公共圖書館派發及上載於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poetrywriting)。

著名本地海外作家學者雲集

五場文學研討會
配合今年舉行的「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八月底和九月初舉行了五場以小

說、新詩、文學評論、散文及兒童少年文學為主題的文學研討會，藉此引發大家對文學的興趣。

研討會由二十五位來自本地、中國內地、台灣及海外的資深作家和學者主講，全都是「第十二屆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的評判。他們在研討會中彼此交流創作心得，探討不同種類的文學作品。題目包括：「小說

創作面面觀」、「新詩創作四維度」、「文學評

論的研究與實踐」、「散文創作多面體」及「兒

童少年文學的本土承傳」。大家稍後可在香港公

共圖書館網頁重溫研討會的錄音內容。「第十

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結果將於十一月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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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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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星期六)

下午7時至8時30分

講題： 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一個豐盛 
的老年？

講者：馮海嵐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教授）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2921 028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資訊科技與你」講座
與互聯網專業協會合辦

27/10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開放式網上教育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開始留座日期：10月12日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中國古代金飾講座系列 

6/10 (星期日)

講題： 黃金機遇？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
的中國金器收藏

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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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長者健康及運動系列講座 
 （荃灣區）

12/10 (星期六)

講題：長者體適能—骨骼鍛鍊知多些

26/10 (星期六)

講題：長者體適能—強心健康運動

講者：張應明先生（體適能講師）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0 3891

免費入場‧敬請報名留座

本土歷史講座系列（觀塘區）

6/10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觀塘—掌故與傳奇

講者：梁炳華博士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7055

19/10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觀塘—歷史變遷與傳統行業

講者：梁炳華博士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17/11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觀塘—香港第一個衛星城市與 
歷史圖片

講者：梁炳華博士

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4055

免費入場‧歡迎於講座舉行前兩星期報名

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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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星期五)

講題：儒家的道德自我

講者：鄧小虎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助理教授）

1/11  (星期五)

講題：個體與政治

講者：周松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 

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時間：下午6時30分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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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其他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5/10 (星期六)

下午2時至3時30分

講題：嬗變中的傳統書店

講者：馬國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

教授）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672

19/10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香港生態旅遊

講者：蘇毅雄先生（生態協會總監）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以上講座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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