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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是寫作的繆思，文字可讓記憶化成一道永恆風景。文學作品以文字作印記，或

記故人，或記舊物，或記往事，使往昔歷經的悲與喜，在事過境遷後得以回味。新

一屆的文學節將以「念念不忘」為主題，探究文學與記憶的關係，覓尋文學裏值得

珍視的記憶，讓大眾咀嚼回味那些觸動作家的難忘時光和微妙人情。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於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屆時圖書館將推

出一連串推廣香港文學的活動，包括「念念不忘」專題展覽、「文學與記憶」研討會、「第十二屆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獲獎作品導讀會、文學變形比讀、「思憶如詩如歌」朗誦分享會、「豆棚說

書」系列講座、圍讀工作坊、從創作談起、仲夏詩會、與文學團體合辦的專題交流會及香港文學

節之友計劃。

今今屆香港文學節的專題展覽以「記憶」、「懷念」為主旨，首部分為紀

念離世的重要香港文學作家而設，讓他們的文學生命光輝再現；另一

部分會分題推介以記憶為寫作繆思的香港文學作品，讓觀展者欣賞

和理解個人經歷對寫作的影響和意義。

「作家紀念」展區為紀念已離世的香港文壇先輩，他們為香港文學

的發展奠下了穩重的基石，各有不同的時代經歷和個人際遇，在各

個文學範疇創作出色的作品。他們的文學人生和作品，是本地文學至

為念念不忘的記憶風景。

「記憶文學」展區以五個題旨介紹香港文學作

品，包括成長歷練、親情友愛、城市漫遊、食事滋

味及生活日常，從中了解作家如何透過詩歌、散

文、小說等不同載體，以文學的語言和手法書寫

與記憶有關的情事。

「文學與記憶」研討會共分三講，主題分別為「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尋找城市的文學記憶」及「書頁上的美味記憶」，並邀得

多位著名學者參與。本地講者及講評人包括唐睿先生、許定銘先生、樊善標教授、葛亮教授、游靜教授、陶然先生、區仲桃博士、黃念欣教授

及黃子平教授等，海外講者則有來自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的鍾玲教授、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呂文翠教授，及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

語言文化系及比較文學系的張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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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青、黃碧雲、鍾國強、梁科慶及韋婭五位「第十二屆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獲獎作家，將在「雙年獎獲獎作品導讀會」中分享其

創作心得，帶領讀者深入閱讀他們的獲獎文學作品，解構作品的真

意，引導開啟閱讀之門。

文學節也提供了文學經驗分享的平台。「文學變形比讀」由曾經改編和演繹文學作品的創

作人/團體/評論人，講述和分享文學如何與其他表演媒體融和結合，變形成為新的觀賞

作品的經驗。「思憶如詩如歌」朗誦分享會則邀請資深詩人聚首一堂，分享他們參與詩社

詩坊、出版詩刊詩集等的回憶和經驗，並揀選在他們創作歷程中最重視的個人或前輩的

作品來朗讀。

至於與本地大學合辦的「豆棚說書」系列講座，更會把圖書館化身豆棚作蔭，匯聚學者名

師說書論文，由古文談到外文，又由香港再到電影，推介優質文學作品。

此外，以中學老師及同學為對象的「圍讀工作坊」，亦正接受報名。工作坊將以圍讀方

式，由本地作家及學者向參加者推介及欣賞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歡迎學校報名參加。

查詢：2928 4551。

今屆的前奏活動已於年初推出，包括「當我想起你」徵文比賽、「文影共舞」短片創作比

賽及文學作品演繹比賽，以及文學行腳活動。

文學節活動主要以粵語進行，另有部分活動分別以普通話或英語講述。想知多些今屆

香港文學節詳情？請留意六月中旬展開的節目宣傳，及屆時於各公共圖書館及康文

署文化場地索取節目小冊子，有興趣的市民亦可瀏覽香港文學節網站www.hkpl.gov.

hk/10hklf。

The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examines memory in literature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 lovers will have an enlightening and mesmerising summer as the coming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will bring together a wide range of programmes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symposiums by renowned writers and scholars, guided reading sessions, workshops on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dialogue with creators, comparative readings of literature and adaptations, 
as well as poetry recitals.

Present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reading and local literature, the Festival 
will run from June 26 to July 13. Developed on the theme ’Feeling Nostalgic÷, this year÷s Festival is 
to highlight the memories and reminiscences expressed and portrayed in different literary works.

Most programme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some in English or Puthonghua.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hk/10hklf. Enquiries: 2928 4551.

 

www.hkpl.gov.hk/10hk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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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最近使用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時，有否發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現網站已換了新裝？ website has recently changed its look?

配合數碼時代的發展，圖書館網站（www.hkpl. To enhanc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was revamped in end March with a gov.hk）於三月底換上全新面貌，提供簡潔易用
fresh new look. The new website features a modern layout and 的新版面，讓市民更方便和快捷地瀏覽圖書館
offers a more simple and user-friendly interface through which 資料及使用各種網上服務，享受「無牆圖書館」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access online e-services and library 

的樂趣。
materials,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of a ’library without walls÷.



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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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只需登入新網站，便可足不出戶得悉圖書館活動資訊及

新增館藏的最新消息，並可方便快捷地享用多項電子服務，包

括檢索圖書館目錄、自選多媒體資料、續借及預約圖書館資

料、查詢讀者個人外借紀錄、申請電郵通知書、閱覽電子書及

電子資源、重溫專題講座、預約工作站、查詢各公共圖書館地

址及開放時間等。

By visiting the new website, readers can easily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library activities and newly added library items, 
as well as enjoy a wide range of online library services, 
such as searching the library catalogue,  getting media-on-
demand, reserving or renewing library materials, checking 
readers' personal loan records, applying for e-mail notiflcation, 
browsing e-books or electronic resources, watching archival 
videos on thematic talks, booking a workstation and checking 
library addresses and opening hours.

大家只需選按「我的帳戶」及「向圖書館館長查詢」快捷按 The shortcut buttons for ’My Account÷ and ’Ask a Librarian÷ enable direct 
鈕，便可直接使用有關服務。新網頁更便利瀏覽及搜尋資訊， access to readers' accounts and enquiries on library services. The 

例如登入輕鬆有趣的兒童網頁及青少年網頁，可即時查看專 dynamic webpage for kids and the new page for teens offer easy access 
to recommended books and activities. The new database function makes 為有關讀者推介的書籍及各項活動；透過詳盡的活動資料
it simple to search through various library extension activities by type or 庫，讀者可按日期及活動類型快捷地掌握各項圖書館活動詳
date. The website also displays the booklist attractively with book covers. 

情。而圖書館推介的書目清單，更配以書本封面方便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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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個電子資料庫、十八萬項電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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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亦盡收列在新設的「電子資源專

頁」，方便讀者搜尋電子書或電子資料庫。讀者更可將喜愛的圖書及資

料，通過新網頁介面，在社交網站上與朋友分享。 

Readers can now explore conveniently in the new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all libraries÷ electronic resources, including over 60 e-databases, 
180,000 e-books and 750,000 tracks of classical music, jazz, folk songs 
and Chinese music. They can also share with friends their favourite books 
and library resources via the social media sharing feature on the new 
website.

此外，讀者只需選擇多媒體資料自選服務，即可檢索香港

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約十五萬項影音、多媒體

資料及二十五萬項數碼化舊報紙、電子書及其他圖文資

料。即使安坐家中，都可透過互聯網瀏覽或預約使用各

類型多媒體資料，自學消閒，隨意選擇。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media-on-demand service, readers 
can search the HKPL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for a 
wide variety of resources, including 150,000 audio-visual 
and multimedia items, 250,000 old newspapers, e-books 
and other digitised images and documents. Through the 
Internet, readers can search for and reserve their favourite 
multimedia materials for self-study or leisure anytime and 
anywhere. 

wwww .hkpl.gov.hk

再度再 獲選為優秀網站
Selected as a meritorious website again
憑着豐富的網上內容及電子資源，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最近在「2013優秀網站選舉」中

獲選為優秀網站。選舉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旨在鼓勵青少年多瀏覽健

康網站。

這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自二零零五年後再次入選為優秀網站。去年共有超過九百五

十萬人次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而點擊次數更高達一億二千九百多萬次，至於透過

網上預約及續借圖書館資料，則超過一千八百多萬項。

With its wealth of information and e-Resources provided online, the HKPL Website 
was recently selected as one of the winning websites in the ’2013 Meritorious Website 
Contest÷, organised by the Offlce for Film, Newspaper and Article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visit healthy websites. 

The HKPL Website was once again selected as the winner of the contest since 2005. 
Last year, the HKPL website recorded over 9.5 million visitors and 129 million hit counts. 
In addition, over 18 million library items were renewed and reserved via the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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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向來著重飲食，但大家的營養知識又是否足夠？對有機

食品、營養標籤及基因改造食物又認識多少？飲食與健康息息

相關，如何食得健康？ 

香港公共圖書館去年底在屯門公共圖書館設立「食物與營養」

專題特藏，為市民提供實用及適時的資訊，提高大家對食物與

營養的認識，養成均衡和健康的飲食習慣。

特藏蒐集與「食物與營養」有關的書籍、期刊、電子書及多媒體

電子資料，內容涵蓋六大範圍，包括食物成分與食物標籤制度、

基因改造食物與食物安全、生命週期營養學、飲食與健康、肥

胖與飲食指引、營養不良與營養補充食物等，提供基本及實用

的飲食與健康資訊。

大家現可在屯門公共圖書館的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參考

圖書館及報刊閱覽室找到特藏資料。此外，為配合上述特藏，圖

書館即將推出一站式的「食物與營養特藏」專題網站，讓市民可

隨時隨地經網站獲取最

新的食物與營養資訊。

圖書館亦會定期舉辦專

題講座及巡迴展覽，向

市民推廣均衡健康的飲

食習慣。六月、八月及十

月分別有以下三個主題

展覽：「有機食品知多一

點點」、「營養標籤是甚

麼」及「基因改造食品安

全知多點」，有興趣的市

民切勿錯過。

Eating well is vital to our physical 
health.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healthy eating? How to 
make better food choices that 
help you and your family to 
stay healthy? W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organic food, 
food labelling and genetically 
modifled food? 

A ’Food & Nutrition÷ Collection 
was set up last December in 
the Tuen Mun Public Library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one-stop 
access to useful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on food and nutrition. 
It aims to enhance the public÷s 
knowledge of food and nutrition, 
helping them develop balanced 
and healthy eating habits.

The ’Food & Nutrition÷ Collection include both 
printed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 on six areas: 
food composition and food labeling, genetically 
modifled food and food safety, lifecycle nutrition, 
food and health, obesity and dietary guidelines, 
malnutrition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It provides 
basic and useful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The collec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Adult Lending 
Library, Children÷s Library, Reference Library 
and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Section of the 
Tuen Mun Public Library. A thematic website on 
’Food and Nutrition÷ will also be available soon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on this topic. Furthermore, the 
Tuen Mun Public Library will organize subject 
talks and roving exhibitions regularly to promote 
a healthy and balanced diet.



深水埗區的讀者最近又多了一個好去處。新石硤尾公共圖書館於三月二十八

日啓用，並取代同日停止服務的白田公共圖書館，為區內居民提供多元化圖

書館服務。

圖書館位於深水埗窩仔街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館藏逾七萬項，並備有近

百份報刊及雜誌。除提供成人、兒童圖書館和報刊閱覽部外，新館亦設有推

廣活動室、互聯網數碼站、特快歸還服務、自助借書和續借服務。該館亦會

不時舉辦各類閱讀推廣活動，包括兒童故事時間及書籍展覽。

The new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located at Shek Kip Mei Estate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was opened for public use on March 28 and 
replaced the Pak Tin Public Library. In addition to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nd a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the new library 
also features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self-service book borrowing and 
renewal service. It has an initial stock of more than 70,000 items and 
about 100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titles. It will also organise activities 
such as storytelling and book displays to promote reading.

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地址： 九龍深水埗窩仔街一百號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七樓
電話： 2928 2055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三及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六及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公眾假期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星期四休館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Address:  7/F, Shek Kip Mei Estate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100 Woh Chai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Telephone:  2928 2055
Opening hours:  Mon to Wed and Fri 10am to 7pm / 

Sat and Sun 10am to 5pm / 
Public holidays 10am to 1pm / 
Thursdays Closed

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共融社區樂繽紛」工作坊
* 6月14日及21日
* 對象：5至12歲小朋友（包括華裔及非華裔）

「閱讀大使」計劃：「耆樂‧童話」悅讀大使
*「耆樂‧童話」繪本故事多樂趣專題講座：5月17日
* 耆樂童話大使培訓工作坊：6月6日、10日、13日及17日
* 耆樂童話大使講故事：6月至9月期間
* 耆樂童話大使小型嘉年華：11月舉行

深水埗暑期閱讀推廣活動：「『埗埗』愛運動 」
* 7月至8月
* 活動包括：齊來做運動標語創作比賽、心目中的世界盃冠
軍隊伍及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選舉、運動項目展覽、以運
動為題的故事劇場及兒童故事時間。

「昔日深水埗」話劇及互動工作坊
* 9月6日及13日舉行

除新設施外，該區的公共圖書館亦在五月至十一月期間，為區內大小朋友帶

來連串的精彩活動，既有促進社區共融的「共融社區樂繽紛」工作坊，加深

對社區發展及歷史的認識的「昔日深水埗」，也有鼓勵中老年人士服務社群

及推廣區內閱讀風氣的「閱讀大使」計劃：「耆樂‧童話」悅讀大使，更有以

「『埗埗』愛運動」作主題的暑期閱讀推廣活動，豐富區內居民的社區生活。

各項節目的詳情可留意區內圖書館的宣傳。

A variety of programmes are also lining up between May and November 
to enrich the cultural life of Sham Shui Po÷s residents. They include 
’Vibrant and Harmonious Community÷ Workshop, ’Sham Shui Po in the 
old days÷, Read Ambassador Programme and Sham Shui Po Summer 
Reading Programme — ’Sporty ”Po Po‘÷.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in the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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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區有歷史。香港每區都是一個寶藏，蘊藏不少歷史文化故事。觀塘、灣仔及北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五月及

六月舉辦六場講座，與眾深入認識社區本土歷史，發掘地區有趣的一面。

由觀塘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本土歷史講座系列」共分三講。首

講將介紹觀塘區的地方名字由來，有關鯉魚門的天后廟與海盜的

故事及傳說。第二講將探討觀塘區成為香港首個衛星城市和重要

工業區的原因，了解戰後觀塘區的發展史。第三講將介紹觀塘區

的傳統行業，包括觀塘的產鹽業、鯉魚門和茶果嶺的打石等，讓

大眾認識觀塘區的變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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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日期：6月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日期：6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灣仔是一個新舊並存的獨特社

區，今天仍可見到不同的中西歷

史建築。兩場「灣仔區歷史文化

系列」專題講座將透過區內地標

回顧灣仔過去的發展，並介紹跑

馬地多座古老墳場，以及長埋其

中的歷史人物，從而認識香港過

去一些重要的歷史片段。

查詢：2927 7055

「灣仔區歷史文化系列」專題講座

講者：陳天權先生

日期：6月15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講者：陳天權先生

日期：6月22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3 5065

北區歷史源遠流長，圍村宗族的傳統文化至今

仍保存完好。大家將可在「北區歷史與文化講

座」中對新界北區的歷史發展、古蹟文物、族群

分佈、圍村特色及民間風土等有更深的了解。

講者：蕭國健博士

日期：6月28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上水公共圖書館 

查詢：2679 2804

：5月18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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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Earth highlighted in the  
      winning works of the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Love and care 

地球是我們的共同家園，愛護地球人人有 The Earth is our home and we all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責。今年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protecting and caring about it. The 4 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特別以「地球與我」為題，引發兒童及年青

人對環境保育的閱讀興趣，並建立愛護地球 encourages youngsters to read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earn to love and protect the Earth.及環保的觀念。

今屆比賽反應十分踴躍，參加學校超過二百

多間，共收到超過一千三百份作品。小學生以

色彩豐富的書籤，畫出心目中最美麗的綠色

地球；又以書信分享對綠色生活的看法，及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初中同學以閱讀報

告，寫出人類與自然共處之道，尊重自然生態

及反思地球的未來；高中同學則以專題研習

方式探究簡約生活、善用資源與地球持續發

展的方法和重要性。頒獎禮已於四月二十六日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今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繼續與廣東省立中山圖

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及深圳圖書館合作交

流，粵、港、澳三地同樣以「地球與我」為主題

各自舉辦創作比賽，攜手宣揚閱讀文化。香港

及深圳獲獎的同學更於頒獎禮上同場分享他

們的閱讀經驗和環保心得。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 was received this year with over 1,300 entries from more than 200 schools. The competition consisted of four categories.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designed bookmarks in the form of graphic drawings to share the ideal Green Earth.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wrote letters 
to teachers or family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compiled book reports on reading 
materials related to ecology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wrote essays rela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a simple life, and 
no waste of resources in daily live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April 26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is creative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be par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library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programme.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Macao Central 
Library and the Shenzhen Library also joined the event by organising their own competitions on the same theme.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tip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主禮嘉賓與獲獎同學一起合照。
Offlciating guests and winners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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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獲獎作品 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inning entries from Hong Kong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在十八間公共圖書館巡迴展覽至八月底
Roving exhibition at 18 public libraries until end of August
在深圳少年兒童圖書館展出至七月底
At the Shenzhen Children's Library until the end of July
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展出至五月底
At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until the end of May (23.5.14)
2014香港書展會場展出
At the 2014 Hong Kong Book Fair

澳門的獲獎作品 部分作品在香港三間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至七月底
Winning entries from Macau Some of them are on display in a roving exhibition at 3 publ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until end of July

深圳的獲獎作品 部分作品在香港十間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至十一月底
Winning entries from Shenzhen Some of them are on display in a roving exhibition at 10 publ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until end of November

廣東的獲獎作品 部分作品在香港九間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至十一月底
Winning entries from Guangdong Some of them are on display in a roving exhibition at 9 publ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until end of November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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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不少參賽作品都強調環保要身體力行，由日常生活開始。港深兩地

同學在頒獎禮中便分享如何在生活上實踐環保。一起看看他們給大家

的環保小貼士。

The importance of green living and energy saving is highlighted in most of 
the winning works. The winning students also put words into actions. Let÷s 
see some of their eco-friendly tips.

香港的獲獎同學薛曉藍（左二）和廖柏軒（左三）與深圳的獲獎
同學李佳蔚（右三）和傅俊杰（右一）於頒獎禮上分享閱讀經驗
和環保心得。
Winning students Christy Sit (second left) and Liu Pak Hin (third 
left) from Hong Kong and Lena Li (third right) and Jackson Fu 
(first right) from Shenzhen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tips o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香港區高小組廖柏軒
Liu Pak Hin from Hong Kong

減少廚餘，購物時多用環保袋。
Reduce food waste. Bring 
your own bag when shopping 

香港區初中組薛曉藍
Christy Sit from Hong Kong

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用淘米水
澆花，少用冷氣。
Use public transport. Reuse 
water. Use less air-conditioning. 

深圳區高小組傅俊杰
Jackson Fu from Shenzhen

在家中實行垃圾分類，與身邊家
人朋友分享環保知識。

深圳區初中組李佳蔚
Lena Li from Shenzhen

雙面用紙，不浪費紙張，支持地
球一小時熄燈行動。
Use both sides of paper. 
Don’ t waste paper. Support 
the Earth Hour Campaign.

想實踐環保，大家也可以嘗試無紙化閱讀，例如閱讀圖書館的電子書及電子

資源。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三月底推出了全新網站，以清新簡潔的版面設計和

易用的搜索功能，讓讀者可以便捷地在網上閱覽超過十八萬項的電子書及大

量的電子館藏。

在頒獎禮上，圖書館館長向同學、家長及老師即場介紹圖書館多種適合兒童

及青少年的電子書、電子資源和多媒體館藏，並鼓勵老師和同學們多用這些

豐富的電子資源於教與學中，邁向綠色環保閱讀。

Fancy some more tips? How about starting a green reading habit by reading the 
library÷s e-books and e-resources online? The HKPL has launched a revamped 
website in end March. With a modern layout and user-friendly search function, 
readers can now view over 180,000 e-books and a large collection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more conveniently. 

In the ceremon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re also briefed on the library÷s rich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encouraged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m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Implement garbage sorting 
at home. Share knowledg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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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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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與我 ─ 生生不息」，

圖書館預備了多項以愛護環境、保育地球資源為主題

的活動，讓一家大細共度充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可

輕輕鬆鬆認識及實踐環保。今期《通訊》率先為大家

預告部分精彩內容。

保護環境從日常生活開始，今年「閱讀繽紛月」的專題展覽會

從衣、食、住、行四方面，與小朋友一起檢視日常生活的細節，

思考生活方式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環境，從而鼓勵他們養成環保

的生活習慣。

豐富的綜藝節目均環繞

「保護自然環境」這個主

題，包括童聲合唱、口琴

及舞蹈表演、故事劇場、

西洋管樂及中樂演奏、默

劇、偶戲及皮影戲等。

如何利用廢物自製有趣的手工藝？「閱讀繽紛月」推出多個的

工作坊，包括「齊做再造紙」、環保紙袋製作工作坊、環保馬賽

克拼貼畫及「綠色科學」工作坊

等，加強小朋友對環

保及廢物循環再造的

意識，並介紹有關環

保的科學知識及家居

實踐環保方法，趣味

性與教育性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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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與環境保

護有關的故事，透過分享閱

讀樂趣，鼓勵他們熱愛地球，

建立環保的觀念。比賽截止報

名日期：7月21日。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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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環境。

今年的「公公婆婆同我一齊放

暑假」項目，為大家準備了二

十節的「公公婆婆講故事」，

鼓勵長幼一起閱讀有關環保

的繪本圖書，同享閱讀樂趣

及提升環保意識。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亦安排「綠色生活」及「精靈生活愛地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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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各項活動的詳情，請密切留意稍後「2014閱讀繽紛月」的

宣傳資料。

Looking to keep your kids entertained in the coming summer holidays? To promote a greener living sty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habit of loving the Earth in our daily lif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will be ’The Earth And 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rays of activities include a thematic exhibitio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storytelling, contests on dramatization of stories, variety shows, 
different workshops on waste transformation and recycling, storytelling for kid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 storytelling by the elderly, book displays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a reading charter programme to help parents and kids keep on reading during the long summer days.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in the next issue and the coming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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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踏入初夏，萬物萌生，正是親近大自然的季節。香港公

共圖書館與香港濕地公園合辦兩場工作坊，讓小朋友

與家長一面閱讀圖書，一面觀賞蝴蝶、綠海龜和濕地

動物的生態，親身體驗圖書與大自然的奇遇。

兩場工作坊將於五月二十四日及八月十六日，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圖書館舉行，題目分別為「蝴蝶

的故事」和「與濕地動物做朋友」，詳情如下。兒童圖

書館於五月及八月期間，亦會在館內放置有關蝴蝶和

綠海龜的展板，加深小朋友對蝴蝶和綠海龜的認識。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Hong Kong Wetland 
Park, these educational workshops are targeted for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Enquiries: 2921 0385

時間：下午4時至5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活動室

對象：4-12 歲小朋友及其一位家長參加 (每節 20組家庭)

報名及查詢：2921 0385

蝴蝶的故事

日期：5月24日(星期六)

與濕地動物做朋友

日期：8月16日(星期六)

文學創作講求興趣與創意，不分男女老幼。年近八

十的文壇前輩崑南，與八十後新秀作家心雪，聚首一

堂，談文說藝，分享創作心得。這樣難得的機會，你

又怎能錯過？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辦「崑

南、心雪談文學創作」專題展覽，讓參觀者透過二人

的對話，更了解文學創作和本地作家的心聲。崑南與

心雪兩代作家由當詩人的滋味、中港台三地對詩的

重視程度，談到寫作的層次，又由文學創作的趣味、

為何及如何堅持寫作，談到小說與詩的比較，以及電

子書與文學出版等，對話活潑生動，見解甚具啟發

性。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a dialogue between two local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August. It presents 
an inspiring conversation between veteran writer 
Quanan and his young counterpart Galadriel Ma on 
local  literature,  poetry  writing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e-books on literature. Enquiries: 2921 0323

專題展覽：崑南、心雪談文學創作

日期：現在至八月底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

查詢：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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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創意」與「美感」看似很主觀的東西，卻是文學作品中的重要

元素。今季的文學月會以「小說與詩：美感與創意」為主題。五

月及六月的兩場講座分別為「結構與敘事：小說的虛構世界」及

「傳統與現代：詩歌和小說的通變與創新」。

小說家借敘述事件，加入主觀想像，安排特殊的情節及結構，

使小說世界虛實相生、真假互補，而更能深入反映人生、社會之

真相，令讀者沈浸其中，得到閱讀樂趣，並反思人生、社會，提

升思想的境界。作家阿兆及陳葒將透過小說名著及個人創作經

驗，析述小說的特殊結構及敘事技巧，有助聽者提高賞析小說

的能力。

中國詩歌和小說源遠流長，現代文人應如何吸納古人之長，發

揮創新的才華，使作品表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香港文藝社社

長林浩光博士和作家謝傲霜將透過古今詩歌和小說名篇，與及

個人創作經驗，探討中國詩歌和小說的繼承與創新的問題，有

助聽者思考其發展的方向，並學習當中的創意，進而用於寫作。

小

你是否喜歡創作卻又苦無良師？若是得到資深作家及學者指導，相信可提升寫作的技巧。

現在，機會就在眼前！圖書館今年與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香港文學》、《城市文藝》、《新少年雙月刊》合辦「青年創作坊」，

讓喜愛寫作的年輕人有機會直接向資深作家學習寫作，並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交流寫作的心得。散文創作坊及微型小說創作

坊將分別於七至八月及十至十一月舉行，喜愛創作的年輕人勿錯過這次機會！

說與詩：美感與創意

（與香港文藝社合辦）

日期：7月12、19、26日、8月2、9及1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主持：陶然先生、梅子先生

嘉賓講者：王良和博士、周蜜蜜女士、陳惠英博士、

許廸鏘先生、廖偉棠先生、適然女士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 5月28日

日期：10月4、11、18、25日、11月1及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主持：阿兆先生

嘉賓講者：林浩光博士、秀實先生、徐振邦先生、

殷培基先生、陳葒先生、甄拔濤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 8月27日

）

、

先生

創作坊以粵語進行

名額：每個創作坊35人

報名詳情：參加者需遞交報名表格及相應體裁的個人作品一份。

報名表格可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索取，或在圖書館網頁下載。

查詢電話：2928 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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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新世代」講座

22/6  (星期日)

講題：手機安全：防毒最重要？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開始留座日期：6月7日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31/5 (星期六)
下午2時至3時30分

講題：關目做手兩相宜

講者： 司徒翠英女士（資深粵劇演員及 
導師）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查詢及留座：2921 2672

開始留座日期：4月28日

28/6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長者及肢體傷殘人士體適能訓練

講者： 賴清湋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課程總監兼首席講師)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查詢：2706 8101 

免費入場‧敬請報名留座

2014「育醫造才：探索醫學世界」
公開講座系列
與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合辦

14/6 (星期六)

主題：對抗壓力

講題一：家加情，減減壓

講者： 羅鳳儀教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護理學院教授及系主任)

講題二： 不要的記憶 － 創傷後壓力紊
亂症

講者： 陳喆燁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精神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5月30日

時間：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85（香港公共圖書館）/ 
2819 9994（香港大學李嘉誠 
醫學院）

憑票免費入場，每人限取2張，先到先得。

報名方法：(1)登入www.med.hku.hk/publi-

clecture進行網上登記，成功登記

人士可於講座開始前15分鐘於香

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領取入

場券；或(2)親臨香港中央圖書館

一樓資訊服務櫃檯索取入場券。

藝術圖書館專題講座 

31/5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講題： 時也命也：香港水墨畫的發展時
機與命運

講者： 管偉邦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
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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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圖書館專題講座

15/6 (星期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講題：街名背後的香港史

講者：劉智鵬博士 (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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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與作家會面」：
智慧生活‧發展未來

24/5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系列：活得輕鬆，簡約生活

講題：環保陷阱

講者：邱耀雄

地點：青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7 2904

31/5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系列：認識大地，享受自然

講者：蘇毅雄 

講題：不是秘密花園 — 香港的自然生
態美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中學文憑試放榜策略」講座
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辦

7/6 (星期六)

下午6時30分至8時

講題：徐恩祖先生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對象：中六同學、家長、教師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2921 033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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