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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
� 閱讀

閱讀是吸收知識、認識世界的第一步。閱讀可以是消閒方式，也可以是生活

的一部分。對您來說，閱讀又是甚麼？

香港公共圖書館積極推動閱讀，除透過提供豐富館藏，亦舉辦林林

總總的活動，當中包括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讀書會、與作家會面

活動及閱讀繽紛月等。多年來，參與圖書館閱讀活動的朋友不計其

數，並在活動中發現閱讀的不同意義。對他們來說，閱讀不只是看

書，更可以是認識其他族裔和文化的渠道、分享和服務的機會、不 

拘地點和形式的親近書本，以及一趟豐盛的閱讀之旅！

閱讀可以是認識別的族裔和文化的渠道。圖書館近年積極舉辦以種族

共融為目標的閱讀活動，如剛於觀塘區舉辦的「圖書館閱讀紛紛Fun：

無分國籍你我他」計劃。該計劃於六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行，為區內的小

朋友，特別是非華裔的小朋友，帶來連串的閱讀活動，包括攤位遊戲

日、兒童故事劇場、互動工作坊，以及「香港南亞少數族裔︰印度、尼

泊爾及巴基斯坦篇」巡迴展覽，透過閱讀讓區內華裔及非華裔的小朋

友彼此認識和了解。

閱讀就是隨時隨地的親近書本。由圖

書館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合辦的 

「閱讀嘉年華」，透過輕鬆多元及有趣

的形式推廣及提高閱讀興趣，每年都深

受中小學同學、老師及家長歡迎。

今屆的「閱讀嘉年華」於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舉行，精彩節目

包括遊戲和藝墟攤位、民歌歌唱比賽、話

劇比賽、故事劇場、寫作比賽、書展、作家

分享會等。屆時，香港公共圖書館亦會在

場內設置攤位遊戲，推廣閱讀和圖書館服

務。歡迎各位踴躍參與，一起度過既充

實又愉快的一天。

圖書館每年都舉辦「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

賽」及「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透過這兩項

全港性的活動，鼓勵莘莘學子多閱讀和思考；而

這兩項活動的頒獎禮，更見證著多位參加者對

閱讀的喜愛及投入，以及他們豐盛的閱讀旅程。

每年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頒獎禮都會表揚多

位獲「閱讀報告－每月之星」獎項的會員。

郭羨晴（左）及陳泳茵（右）分別以《活在當下》及《目

送》的讀後感表達親情的可貴，更在今年的「世界閱讀

日創作比賽」中獲得初中（中文）組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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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他們來說，閱讀可以是分享和服務。他們就是

圖書館閱讀大使計劃的參加者，當中包括中學生

和家長，如由大埔中學生組成的伴讀特工隊、觀塘

閱讀樂社區大使、東涌圖書館的故事爸媽，以及西

貢區圖書館的閱讀大使。

大埔圖書館的

「伴讀特工隊」

觀塘閱讀樂

社區大使

東涌圖書館的

「故事爸媽」

 西貢區的

「閱讀大使」

由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一月，將軍澳公共圖書館再次舉辦

「閱讀大使計劃」。計劃包括「啟發兒童閱讀工作坊」及

「閱讀大使講故事」兩部分，工作坊介紹親子共讀的重

要性、如何從小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提升與孩子朗讀

的技巧及為孩子選擇優質的圖書。完成工作坊的參加者

更會成為閱讀大使，於將軍澳公共圖書館實踐與孩子講

故事，推介圖書館資源，把閱讀風氣推展至社區。

日期：2013年11月23日及11月30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對象：育有0至8歲子女的家長

導師︰由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提供

日期： 2013年12月7日、14日、21日、28日及 

2014年1月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 (每節30分鐘)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對象：4-12歲小朋友

名額：每節20人

Hooked on Reading
Reading holds the key to knowledge.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rganizes a whole host of 
activities every year, whether regular 
activities, territory-wide or district-
based activities, to engage the public in 
reading and provide them with various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the joy and 
explore the meaning of reading.  

Regular reading activities, such as 
book displays, recommended booklists, 

storytelling sessions,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reading clubs and 

meet-the-authors sessions, are held in branch libraries to broaden 
readers’ reading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in the wide 
repository of resources available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Territory-wide 
large-scaled reading activities include Summer Reading Month, the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Reading Carnival.  

Reading fun for all nationalities
The previous years have also seen an increase in library activities which 
aim at racial integration and target for children of ethnic minorities.  A 
recent example is the ‘Reading Fun in Libraries for All Nationalities’ 
which brought a series of games days, storytelling sessions, interactive 
workshops and roving exhibitions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n the six public libraries of the Kwun Tong District. 

Sharing the love of reading 
From now till January 2014, the Tseung Kwan O Public Library has 
organized the ‘READ Ambassador Programme’ in which parents, 
who are passionate for storytelling, attend training workshops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skills, as well as 
knowledge on selecting storybooks for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fter the training, these READ Ambassador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storytelling to a group of young audience. 

Exploring the joy of outdoor reading
Coming up on 23 November will be the 25th Reading Carnival to be 
held at the Victoria Park.  Through games, competitions, story theatre, 
book displays and authors’ sharing, the carnival helps promoting a 
reading culture among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Reaping the fruits of reading
Reading can both be fun and fruitful.  The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and the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encourage students not only to read, but also think about what they 
read and share their thoughts in book reviews.  The fruits of their 
reading journey are not only shown in their excellent book reviews, 
but also the prizes they get in the annual prize-giving ceremonies.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KPL’s latest reading activities? Please 
click into the library website at www. hkpl. gov. hk or check out the 
publicity posters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快來參與圖書館的閱讀活動，發掘屬於您的閱讀意
義！想知圖書館最新推出的閱讀活動？請瀏覽圖書館
網頁(www.hkpl.gov.hk)或留意圖書館內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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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ces

s quality English ebookson your mobile devi

大家現可免費下載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英文電子書館藏
至個人的流動裝置內閱讀，體驗「隨行隨睇」的方便
和樂趣。

Why limit your reading to just paper books? HKPL’s 
newly launched mobile use and download services 
of ebooks allow anyone on the move quick, easy 
and convenient access to a large collection of 
quality ebooks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anytime and 
anywhere!

由十一月開始，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可隨時

隨地經圖書館網站，免費借出ebrary Academic 

Complete電子圖書資料庫及EBSCOhost英文電

子書館藏的英文電子書，並下載至自己的電腦或

是流動裝置內離線閱讀。

大家只要直接透過流動裝置（iOS／Android），

配合所需的應用程式（如ebrary App或 Bluefire 

Reader App）便可下載及閱讀電子書，更可使用

應用程式提供的其他輔助功能。讀者同時間可下

載最多十本ebrary Academic Complete的電子

書，最長可借十四日。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提供超過八萬七千

冊由主要英文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電子

圖書；涵蓋範圍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科技

等；EBSCOhost則有四千多項英文書籍，包括參

考工具書及各科資料。

Since November, registered readers can now
check out and download ebooks on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and EBSCOhost via the HKPL 
website onto their computers or mobile devices for 
reading offline.  

Registered readers can simply download and read 
the ebooks via the ebrary App or Bluefire Reader 
App and enjoy other supplementary functions
offered by the applications.  A maximum of 10
English ebooks of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can 
be checked out and downloaded at one time for a 
maximum of 14 days.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provides over 87,000
English ebooks in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from major English book 
publishers / university presses, while EBSCOhost
comprises some 4,000 titles of reference books
and other general information books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ces

想立即嘗試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閱讀電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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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wait to read ebooks on your smart phones or tablet comp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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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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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嶄新活動突破傳統框框

有否想過在圖書館內玩遊戲、做實驗、拍

照、觀星，甚至留通宵？已啟用九個月的屏

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不單是首間讓市民到

戶外庭園閱讀的公共圖書館，更於十月中

打破傳統，首次舉辦圖書館過夜活動。

來自元朗及天水圍八間中學的七十多名中

學生，於十月十一日參加了由圖書館與香

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合辦的「夜遊圖

書館─科學與創意之旅」，在屏山天水圍

公共圖書館度過一個難忘不平凡的晚上。

當晚同學在館內參與多項生動有趣而富啟

發性的活動，如定向遊戲、實驗、偵探活

動、創意發明及在圖書館的綠化平台觀星

等，從中發掘及體驗科學的奧妙，認識以

科學為主題的圖書，並了解圖書館有關的

資源及設施。

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嶄新的活動還有現正舉行與屏山傳統

有關的「屏山碗碗」活動，內容包括展

覽、導賞及教育工作坊。展覽藉著碗分

享當中盛載的價值和溫情，並透過立體

展品等，展示昔日農村生活，介紹屏山

的地理特色及傳統讀書風氣。

教育工作坊則分為親子組(4-7歲)及高小

組(8-12歲)，透過介紹碗的造型、紋飾、

飲食形式，參加的小朋友能更深認識

傳統中國文化中家庭與個人之間的相

處關係、屏山以至元朗的傳統風俗；並

從閱讀中發掘更多相關知識。「屏山碗

碗」活動至明年一月十九日結束。報名

及查詢：2126 7520。

觀星活動 

Stargazing
圖書館定向活動：猜書名

Library orienteering: Guessing book titles

世界之最破冰遊戲

Ice-breaking challenge: Top of the world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hosted the first overnight library activity
More than 70 teenagers from eight schools in Yuen Long and 
Tin Shui Wai participated in ‘A Night at the Library - A Journey 
of Science & Creativity’ at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on October 11.  They spent the night at the library to 
experience a journey of science and creativity and took part in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games. They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gaze at the stars on the green roof of the library and explore 
the library’s resources.  

From now till next January, another innovative programme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s of the Ping Shan community is being 
held at the library. Titled ‘Ping Shan Bon Bowl’, the programme 
includes an exhibition, guided tours as well as workshops for 
primary school kids and their parent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 posted in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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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
周末另類好

節目

正為周末節目而煩惱？又或想找些既輕鬆又有

意義的活動？參加圖書館活動也許是個不錯

的選擇。公共圖書館經常舉辦形形色色、不同

課題的活動，如講座和工作坊，幫助不同年齡

的讀者獲取資訊和善用餘暇。多元化的內容由

地區歷史到全球生態，親子關係到英語戲劇俱

備，為大家的周末生活增添色彩。

 全球漁業危機與環保海鮮

 24/11 (星期日)    2:30-4:00pm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講者 :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代表

講座檢視全球海洋面臨的挑戰及香港的海洋資源狀況，探

討全球海洋與香港的關係，認識何謂環保海鮮，以及介紹

有關的計劃和成效。關心全球生態的你萬勿錯過。 

 齊減一噸CO2   你我做得到

 4/1/2014 (星期六)    3:00-4:30pm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講者 : 梁勉恆女士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講座將介紹全球暖化危機及「噸噸愛地球」行動，喚醒大

家對全球暖化的關注，鼓勵投入有機低碳生活；並介紹簡

單又省錢的節能生活小貼士，從日常生活中持續減低二氧

化碳的排放，把減碳概念付諸實行。

 趣談香港公屋歷史

 23/11 (星期六)    2:30-4:00pm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講者 : 陳志華先生

香港的公共房屋經歷數十年發展，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簡樸

的徙置大廈，演變為現今設計優良、設施齊備的現代化屋

邨。今天，超過三百萬市民居於公共租住房屋或各類型的

資助自置居所單位。講座將回顧公屋過去的發展及展望未

來的方向。

 舊日九龍城

 30/11 (星期六)    2:30-4:00pm
 九龍公共圖書館    講者 : 高添強先生

大家對九龍城有多少認識？講座將探討昔日九龍城村落的

發展，並展示九龍寨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面貌，讓參

加者進一步認識九龍城的歷史。無論是否九龍城居民都歡

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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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有法：
如何建立理想的親子關係

 8/12 (星期日)    2:30-4:00pm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講者 : 廖寶琪先生

講座內容包括親子關係常見現象及影響、理想親子關係模

式及溝通錦囊等，為各位家長打打氣。

 親子教育講座系列 (一)：
啟蒙閱讀的技巧

 11/1/2014 (星期六)    2:30-4:00pm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講者 : 莫萊茵女士

喜愛閱讀的小朋友有甚麼特質？如何讓小朋友喜歡閱讀，

以及實踐優質伴讀的技巧？若你心裡也有這些問題的話，

便不要錯過這個講座。

 親子教育講座系列  (二)：
創造童「畫」的兒童成長歷程

 19/1/2014 (星期日)    2:30-4:00pm
 元朗公共圖書館
 講者 : 莫萊茵女士

看圖畫與畫圖畫對小朋友有甚麼益處？如何認識兒童畫背

後的意思和內容？兒童繪畫有甚麼元素？大家可在這個講

座中找到答案。

 兒童言語治療講座系列（一）：
認識言語障礙

 7/12 (星期六)    3:30-5:00pm
 大埔公共圖書館
 講者 : 龔韻心女士 (言語治療師)

 兒童言語治療講座系列（二）：
言語障礙工作坊

 28/12 (星期六)    3:30-5:00pm
 大埔公共圖書館
 講者 : 龔韻心女士 (言語治療師)

兩場講座將介紹言語障礙的種類、成因、特徵及處理方

法，介紹提升兒童語言能力的方法及技巧，並提供適當的

支援技巧及策略給家長。

 種族共融系列 :
《英語戲劇工作坊之齊來演民間故事》

 23/11 (星期六)    2:30-4:30pm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八樓推廣活動室
 導師 : 安徒生會代表

工作坊以民間故事書為起點，鼓勵兒童多閱讀及對戲劇故

事的興趣。歡迎小四至小六的華裔及非華裔小朋友參加，

加強不同種族兒童間的認識和合作。

 兒童英語戲劇工作坊

  7,14,21/12/2013及11,18,25/1/2014 (星期六)
 4:00-5:30pm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導師 : 中英劇團代表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於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一月，舉行六節以

香港文化為主題的英文戲劇故事工作坊，對象為六至十歲

小朋友，運用嶄新的戲劇教育法，透過互動遊戲及戲劇活

動，引發及增加兒童對英文故事書的閱讀興趣和培養對戲

劇藝術的賞析能力。

想知更多分區圖書館舉行的活動？

大家可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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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又來了！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

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地球與

我」為主題，舉辦「4‧23世界閱讀日創作

比賽」。

地球，是我們的家。千百萬年來，我們在這

個行星上繁衍生息，建設美好的家園。今

屆比賽希望引發兒童及年青人對環境保育

的閱讀興趣，認識它對地球持續發展的重

要性，鼓勵他們擴闊閱讀領域以培養多角

度思考能力；從而建立愛護地球及環保的

觀念，關懷生活環境。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is organizing the ‘4 ·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n 2014’ on the theme 
‘The Earth and I’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Book Day on 23 April.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stimulate children 
and youth on the reading interes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find out 
its import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think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so that they learn to love and 
protect our earth as well as our living 
environment. 

比賽分為以下四個組別：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組別Categories 主題Theme 形式 Formats

初小組 (小一至小三)

Junior Primary (P1-P3 )
我的理想地球
My Ideal Earth

設計書籤，畫出你心目中最美麗的綠色地球。
Design a bookmark in the form of graphic drawing to share 
your ideal Green Earth. 

高小組 (小四至小六) 

（中／英文組）

Senior Primary (P4-P6 )
(Chinese / English )

綠色生活
Green Life

透過寫信給家人/老師，表達你在看過一本紙本書或電子書

以後，對綠色生活的想法。
Write a letter to your teacher or family member to express your 
view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aily life after you read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中／英文組）

Junior Secondary (S1-S3 )
(Chinese / English )

與自然共處
To Live with 
Nature

自選一本與環境生態有關的紙本書或電子書，透過閱讀報

告的形式，分享書本內容及你的感想。 
Choos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that is related to 
ecology 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rite a reading report to 
summarize the content and share your feeling. 

高中組 (中四至中七) 

（中／英文組）

Senior Secondary (S4-S7 ) 
(Chinese / English )

簡約生活
A Simple Life

以專題研習的形式，整合曾閱讀多於一份的相關資料，探究

簡約生活、善用資源與地球持續發展的方法和重要性。 
Write an essay to discuss the ways and importance of simple 
life, and no waste of resources in our daily lives through 
reading more than one piece of reading materials. 

比賽截稿日期 Deadline of submission : 6/1/2014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有關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向就讀學校查詢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Competition details and application form have been sent to school and uploaded onto the HKPL Homepage. 

查詢Enquiries：2921 2660    網頁Homepage：www.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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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匯百宗 — 周錫輝先生藏書選
Exhibition on Mr Chow Shek Fai Collection
提起中國武術，大家會不會想起少林峨眉等武術門派，還是太極洪拳等套路？

中國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武術名家留下的拳譜記錄和專著，更是重要的文化遺產。香港中央圖書

館現正舉行「武匯百宗 — 周錫輝先生藏書選」展覽，展出多項由周錫輝先生珍藏的武術典籍，加深參觀者對

中國傳統武術發展和轉變的認識。

展覽從圖書館「周錫輝文庫」中，挑選出一批與武術相關的書籍展出，包括《古本少林宗法圖說》、《太極拳圖

解》、《螳螂拳術叢書》、林世榮著的《虎鶴雙形》與《工字伏虎拳》，以及《祕傳暗器三種合刊》等。這批書籍

為周氏逝世後，其家人響應圖書館的「文獻徵集行動」而捐贈。整個文庫單以武術專著而言，便超過一千二百

多項，完整地涵蓋內外兩家武術，不僅豐富圖書館的館藏，也為讀者提供寶貴的參考研究資料。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martial tradition that includ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fighting styles and schools.  A 
fascinating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collectables relating to Chinese martial arts are now on display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February next year.  

Donated by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late Mr Chow Shek Fai 
and specially selected from the HKCL’s Documents Collection 
Campaign, the exhibits include rare books on the distinctive 
Shaolin style and Tai Chi Chuan. 

日期Date : 1. 11. 2013 – 28.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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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亦莊亦諧 — 記「曲帝」胡文森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 
A Memorial of WOO Man-sum, the ‘Emperor of Songs’
大家也許聽過《飛哥跌落坑渠》、《詐肚痛》、《扮靚仔》等上世紀六十年代粵語鬼馬通俗歌曲， 

但又知不知它們是出自誰的手筆？

胡文森（1911-1963年），活躍於上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粵語歌壇的創作奇才，有「曲帝」

之美譽。從淒婉的《燕歸來》到活潑的《載歌載舞》（後被改編成《賭仔自嘆》），精緻的

《秋月》到諧趣的《飛哥跌落坑渠》，曲、詞創作，胡文森無不通曉，更為超過一百部電

影撰寫歌曲或配樂。跟他合作過的藝人包括小明星、任劍輝、芳艷芬、紅線女、何大傻

及鄭君綿等，不計其數，展現其豐碩的創作成果，同時也見證了粵曲過渡至粵語流行曲

的潮流。

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現正介紹胡文森先生，除深入介紹其音樂歷程和作

品外，還展出其珍貴手稿，讓參觀者更多認識這位資深音樂前輩。

A thematic exhibition introducing local musician WOO Man-sum 
and his compositions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from now to next February.  Named as 
the ‘Emperor of Songs’ and a genius in Cantonese song writing, 
WOO had composed a number of theme songs for over a hundred 
Cantonese films in the 50s and 60s. 

日期Date： 1. 11. 2013 – 28. 2. 2014 

地點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10/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查詢Enquiries： 2921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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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唐詩宋詞被喻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大瑰寶，歷代詩人詞

客寫下了無數動人心弦的名篇佳作，傳誦至今。由香港公

共圖書館主辦的「第二十三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律

詩」，共收到一千二百多首參賽作品，頒獎禮已於九月二

十六日舉行。 

參賽者鄒繼洲以七言律詩〈假牙〉奪得公開組冠軍，香港

中文大學學生柳含青的七言律詩〈重遊東海嶗山〉，從眾

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學生組冠軍。兩位獲獎者選

材各有特色，分別記下鑲假牙後的日常趣事及借重遊嶗

山抒發情懷。而其他得獎作品亦題材豐富，有記遊憶事，

如漫步山泉、泛舟便江、旅遊船灣等，也有以詠嘆四季、

戲詠雪糕、憶海難、拾荒者為題，取材十分廣泛。

得獎名單及獲獎作品已上載於公共圖書館網頁，歡迎有

興趣的朋友登入欣賞，獲獎作品亦安排在公共圖書館展

出。今期《通訊》刊登公開組冠軍作品〈假牙〉及學生組

冠軍作品〈重遊東海嶗山〉，以饗讀者。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黃坤堯教授、何文匯教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

署長（圖書館及發展）李玉文及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

動）劉淑芬與得獎者合照。

 
公
開 編貝凋零合換新，一朝再齔喜回春。

組 啟脣便見排齊整，注目無從辨假真。
冠
軍 莫道蠟槍徒冒鐵，須知瓷斧足雕。

珍羞今後悠然嚼，愛此螟蛉勝至親。

學
生 重峰疊秀海雲浮，自古仙家此境幽。

組 高壁時題高士詠，故山昔與故人遊。
冠
軍 懸泉瀑激飛如練，積水潭清冷欲秋。

尚許翠微多嫵媚，有情好景為君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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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星期五)

講題：先 是人？先是女人？

講者：  文潔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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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21 028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2013年文學月會
香港文學專題講座「文學跨界」 系列
《城市文藝》協辦

30/11 (星期六)

講題：法律與文學

主持：梅子先生(《城市文藝》總編輯)

講者：古松教授(法律與文學專家)、 
鄧漢標先生(大律師)

7/12 (星期六)

講題：城市與文學

主持：徐振邦先生(作家)

講者： 潘國靈先生(著名小說家、文化評論

人)、葛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文

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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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地圖圖書館講座

8/12 (星期日)

講題： 保護地球 — 由綠色飲食開始

講者：周兆祥博士 
(資深綠色文明推動者)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51

憑券入場。入場券由11月29日起在香港中央

圖書館五樓地圖圖書館免費派發，每人限取

兩張，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資訊科技與你」講座
與互聯網專業協會合辦

30/11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精 明社交，安全應用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 921 2555

開始留座日期： 11月15日

8/12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科技如何改變傳統學習模式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 90 3891

開始留座日期： 11月23日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粵劇講座

23/11 (星期六)

講題： 女腔、芳腔、仙腔 : 
香港粵劇花旦的承傳文化

講者：李少恩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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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4/11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題目：骨 質疏鬆症的成因和預防方法

講者：蔡 德基醫生(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

骨質疏鬆預防及治療中心醫生)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查詢：2 922 6055 

7/12 (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題目：親子閱讀：伴讀技巧

講者：許娜娜博士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查詢：2 921 1055

14/12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題目： 由啟德新郵輪碼頭，揚帆出海！─ 
香港旅業新機遇

主持：彭爽先生（郵輪雜誌總編輯）

嘉賓： 林樹德先生（郵輪業諮詢委員會

委員）、梁港蘭小姐（經濟發展委

員會轄下會展及旅遊業工作小組委 

員）、項明生先生（旅遊達人）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672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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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文學月會
香港文學專題講座「文學跨界 」系列
《城市文藝》協辦 與互聯網專業協會合辦

「資訊科技與你」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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