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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典籍流傳至今，是國家珍寶，也是世界重視的文化遺產。有否想過隨時隨地、足不

出戶也能欣賞國家級的傳世古籍？

香港公共圖館最新推出的「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讓大家安坐家中便可免費瀏覽

二萬三千多項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古籍資源！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uilt a rich cultural legacy of ancient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With the recent launch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ebsite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ver 23,000 
items of digitised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are now available for the public’s free access at the HKPL Website. It is no longer a dream to 
appreciate them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由國家圖書館(國圖)和香港公

共圖書館共同開發，分為「古籍資源」和「善本精選」兩個主要

部分。「古籍資源」展示國家圖書館部分數碼古籍資源，包括

金石拓片、年畫和地方志等。「善本精選」展示國家圖書館的四

十二件特選珍藏，分為「善本古籍」、「敦煌遺珍」、「金石拓

片」、「古代輿圖」和「中國少數民族文獻」五大類。 

大家只需登入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便可隨時隨地近距

離欣賞唐代書法家柳公權的《神策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明代的《十竹齋書畫譜》、清刻本的《說文解字》、清光緒

的避暑山莊全圖、以滿漢文書寫的嘉慶皇帝詔令等珍貴古籍。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ebsite, jointly developed by the NLC 
and the HKPL, is comprised of two main parts, namely the ‘Ancient 
Books Resources’ and ‘Rare Books Highlights’.

The ‘Ancient Books Resources’ showcases part of the digitised 
ancient Chinese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NLC, including ‘Epigraphic 
and Pictorial Rubbings’, ‘New Year Pictures’ and ‘Gazetteers’, etc. 
The ‘Rare Books Highlights’ showcases 42 selected treasures from 
the NLC. They are divided into five main categories, namely, ‘Rare 
Books’, ‘Dunhuang Documents’, ‘Epigraphic and Pictorial Rubbings’, 
‘Maps and Atlases’ and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Through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of 
the HKPL, an impressive array of the NLC’s collection of ancient 
and rare Chinese books is just a few mouse clicks away.

想欣賞這些珍貴古籍？可登入：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details:
www.hkpl.gov.hk/nlc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3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3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Digitised Chinese classics just a few clicks away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致力發展數碼化館藏及提供方便的線上瀏

覽，除推出「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外，圖書館早前亦

開始陸續從「學海書樓特藏」中挑選合適的古籍進行數碼化，方

便讀者瀏覽特藏的古籍全文作研習之用。

讀者現可經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隨時隨地瀏覽「學

海書樓特藏」的數碼化資料，包括黃佐的《泰泉集》、陳獻章

的《白沙子全集》，以及何啟和胡禮垣的《新政論議》。

A selection of rare books on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Hok Hoi 
 
 
 

Collection have also been digitised by the HKPL and are available
in the MMIS for easy and round-the-clock access by the public for
research and study. To facilitate users to browse the full-text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the collection, the HKPL will continue to select 
and digitise the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collection for online access.

圖書館積極與其他圖書館建立合作關係，促進資源共建共享，如剛

於十月舉辦了「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文獻會

議)，以促進古今中外寶貴文化資產

的傳承。

文獻會議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

香港圖書館協會及大學圖書館長聯

席會協辦，並以「數碼薪傳 ─ 中文

文獻共建共享項目的回顧與展望」

為主題，討論數碼策略、數碼館藏

建設工作和共享計劃等專題，共同

為建設和分享中文文獻數碼資源努

力，實踐數碼薪傳。

在文獻會議的開幕禮上，香港公共

圖書館與國圖亦同時舉行「國家圖

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開展儀

式，展示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的

成果。

(左至右)康文署署長李美嫦、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和國家
圖書館館長韓永進主持「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的
開展儀式。

( From  left  to  right)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r  Tsang  Tak-sing;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r Han Yongjin officiated at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ebsite.

Dedicated to building a digital legacy, the HKPL is also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initiatives targeted to enhance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Chinese 
documentary resources worldwide. A recent 
example is the ‘10th Conference 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Chinese Resources’ 
(CCDSCR) held in October, organised by the 
HKPL with the Hong Kong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 as the co-organisers.

With the theme ‘Digital Legacy -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the CCDSCR Projects’,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digital strategy, building of digital 
collections and resources sharing projects. 
Other than topical reports on past projects, the 
participants also talked on cooperation of new 
projects. The conference also saw the fruit of a 
digital cooperative project between the NLC and 
HKPL with the launch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ebsite.

「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資源」網站緣起
Setting up of the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ebsite

國家圖書館始建於一九零九年，館藏豐富，以典藏古籍

善本聞名，是現時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文獻收藏中心。國

家圖書館於二零一三年與康文署簽訂合作協議，提供部

分數碼古籍館藏，如善本古籍、地方志、金石拓片和年

畫等，予香港公共圖書館存放在「國家圖書館古籍數碼

資源」網站，供讀者瀏覽。

香港公共圖書館會繼續把國家圖書館提供的精選古籍數

碼資源分批上載至「多媒體資訊系統」，讓市民可以通

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認識古籍資源和欣賞源遠流長的

中華文化瑰寶。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first established in 1909, is the world’s 
largest depositor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and documents with an impressive 
array of collections. The NLC is noted for its collections of ancient and rare 
Chinese books.

The NLC and the LCSD signed an agreement in 2013 to provide part of its 
digitised ancient Chinese books collection to the HKPL for displaying on the 
website titled ‘Digital Re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se include rare ancient books, local gazetteers and 
rubbings of ancient bronze and stone carvings, as well as new year pictures, 
which will be uploaded by phases onto the MMIS of the HKPL to enhanc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books and enable them to better appreciate 
the charm and richness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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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人提醒你準時還書？想隨時隨地使用圖書館服務？想認識那

些年的香港？想重溫圖書館的專題講座？想隨時閱讀電子書自我

增值？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服務是你最佳拍檔！

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全港十八間分區公共圖書館將於十二月六日及七

日舉行「電子服務推廣日」，介紹圖書館最新的網上電子資源服務

及流動應用程式，讓你知道如何在圖書館網站搜尋電子書或多媒體

館藏資料。當日大家用智能電話或流動裝置，下載圖書館應用程式

或參加問答遊戲，更可獲贈精美紀念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切勿

錯過這個認識電子圖書館的好機會，讓我們齊齊做個e世代讀者。

Have you ever visited the revamped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ebsite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enhanced e-library 
services? Do you know how to search e-resources on the library 
website? What kind of multimedia resources are provided by the 
HKPL? Have you downloaded the new ‘My Library’ App yet?

Discover the convenience of HKPL’s enhanced e-library services and 
get abreast of our latest e-resources on our ‘e-Services Promotion 
Day’ on 6 and 7 December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and 
18 branch libraries.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our latest e-services, 
e-resources and mobile apps. Come to join the quiz or download 
the app to redeem a gift on the promotion day, while stock lasts!

電子服務推廣日舉行地點
Venues for e-Services Promotion Day 

Aberdeen Public Library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港島區

香港中央圖書館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Island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Lockhart Road Public Library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Quarry Bay Public Library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Fa Yuen Street Public Library
九龍公共圖書館

Kowloon Public Library
九龍區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Kowloon Lai Chi Kok Public Library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Ngau Chi Wan Public Library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Shui Wo Street Public Library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Ma On Shan Public Library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上水公共圖書館

Sheung Shui Public Library
大埔公共圖書館

Tai Po Public Library
新界區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New Territories Tseung Kwan O Public Library
青衣公共圖書館

Tsing Yi Public Library
荃灣公共圖書館

Tsuen Wan Public Library
東涌公共圖書館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屯門公共圖書館

Tuen Mun Public Library

圖書館 e一年
Enhancements in the library’s e-services in the past year

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 (www.hkpl.gov.hk) 換上全新面貌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receives fresh new look

  「電子資源專頁」方便讀者搜尋電子書或電子資料

New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全新「多媒體資訊系統」讓搜尋數碼館藏更輕鬆

Revamped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我的圖書館」及「多媒體資訊」流動應用程式

My Library App and Multimedia Information App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電子服務推廣日舉行地點
Venues for e-Services Promo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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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否發現中央圖書館十樓的藝術資源中心最近出現了一群小泥人？

原來它們是「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屬下「手創藝想」

成員的作品。是次陶藝展覽展出三個系列的作品，刻劃講

故事的情景，回應圖書館的公共空間。作品表現人與人的

分享、溝通和互動，以豐富的想像力，捏塑愉快生動的講故

事場景。展期至明年一月二十七日。查詢：2921 0259。

A series of signature smiling clay flgures, created by the St 
James' Creation of the St James' Settlement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s now on display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10/F of 
the HKCL to enrich visitors' understanding in ceramics and local 
art. Until 27 January 2015. Enquiries: 2921 0259

無論是譚炳文原唱的《舊歡如夢》，或是每年春節都會聽到的《恭喜

你》、兒童電視片集《小露寶》的主題歌曲，這些經典粵語歌詞都是出

自龐秋華的手筆。經歷粵劇、電影、流行曲、唱片、電視等不同人生片

段，無阻他對音樂藝術的熱愛，仍不斷追尋他的音樂夢，積極地作詞

作曲。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介紹龐秋華的生平、粵劇及粵

語歌詞作品等，現正於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舉行，展期至

明年二月二十八日。查詢：2921 0259。

A thematic exhibition introducing local musician PONG Chow-wah and 
his works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until 28 February 2015. Pong was passionate about music, and had written the lyrics for a 
number of Cantonese operas and popular Cantonese songs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The exhibition 
showcases his manuscripts and photos with in-depth feature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musician. 
Enquiries: 2921 0259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辦專題展覽，詳細介紹香港國學名宿、書法大家何叔惠（1919-2012）

的生平和藝術歷程。

上世紀四十年代，何叔惠南下香港，從事教育工作，教授文史科目。他曾於學海書樓公開講學多年，是碩

果詩社和披荊文會社員，詩文創作經常在〈華僑日報〉發表。1976

年創立「鳳山藝文院」，推廣國學和書法藝術，多年來執教不倦，

享譽香港文化界。2011年起，他將藏書和文獻贈予香港中央圖書

館，讓市民大眾能閱覽研究。

是次展覽除展出何叔惠的藏書、著作、印章和授課講義外，更蒙他

的後嗣借出多項珍貴文獻，如家書、照片和何氏伉儷的書畫作品

等，希望參觀者透過這些彌足珍貴的展品，體會何氏淡泊致遠、重

孝重情的豐盛人生。展覽至明年二月底結束。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Ho Shok-wai (1919-2012), 
local scholar and calligrapher,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the 
end of February 2015. Exhibits include Ho's personal collections, 
letters, photo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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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提起深水埗區，大家也許會想起鴨寮街和李鄭屋漢墓等特色街道和景點。

然而，百多年前的深水埗又是怎樣的呢？有否想過在圖書館內也可「漫遊」

深水埗的老街舊巷？

大家來到新落成的石硤尾公共圖書館，便可重溫深水埗的昔日面貌。成人

圖書館內的書架均張貼著該區的老照片，包括1898年的鴨寮村、1927年的
北河街、1950年的南昌街、1974年的長發街、七層大廈和天台學校等，讓
讀者可邊看書，邊細味該區的變化，更多認識該區歷史和昔日面貌。

新落成的石硤尾公共圖書館早於三月已投入服務，並於九月十八日舉行開

幕典禮，進一步加強深水埗的圖書館服務。新館的館藏達七萬多項，並提

供近一百份報刊和雜誌，以切合不同讀者的需要。館內設施包括成人及兒

童圖書館、報刊閱覽部、推廣活動室、互聯網數碼站、自助借書機、特快歸

還服務等，為區內居民提供更全面和多元化的圖書館設施和服務。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Sham Shui Po District? Ever wonder you can 
’revisit’ the streets of Sham Shui Po in the past at a public library?

Readers can now catch a glimp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the district 
in the new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with the bookshelves in the adult library 
showcasing photos of Sham Shui Po as early as 1890s, giving readers a peek 
at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in its bygone days.

The new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which started its operation in March, 
officially opened on September 18, offering a variety of library services to 
residents in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The new library hosts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70,000 items, including 100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different readers. Comprehensive facilities also include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nd a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section,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self-
charging terminals and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主禮嘉賓（左起）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康文署署
長李美嫦及建築署署長梁冠基一同主持石硤尾公共圖
書館開幕儀式。

From left: the Chairman of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Council, Mr Kwok Chun-wah;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and the Director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Mr Leung Koon-kee,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Shek Kip Mei Public Library
地址 Address： 石硤尾窩仔街100號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7樓

7/F, Shek Kip Mei Estate Ancillary Facilities Block, 
100 Woh Chai Street, Shek Kip Mei

電話Tel：292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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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十八區各自有獨特的歷史發展、生活風貌及文物古蹟。想瞭解更多十八區

的資訊？不妨由區內的公共圖書館開始。圖書館經常與地區團體合辦相關活

動，如專題講座、展覽、書籍介紹，以至文化遊、文獻徵集及工作坊等。以下是

一些適合一家大小齊參與，活學地區歷史文化的好機會。

西貢傳統節慶講座

日期：11月22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講者： 陳溢晃先生（本地資深

旅行家）

查詢：2706 8101

瑣談南區掌故與風俗

日期：11月29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講者：周樹佳先生 (作家)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東區古蹟遊專題講座

日期：12月6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孤獨前哨：重探1941年香港保衛戰

講者：鄺智 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

教授)、蔡耀倫先生 (中學教師及軍事愛好者)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西貢區民間信仰文化遊

日期：11月29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地點：將軍 澳公共圖書館

 (集合及解散)

講者：陳溢晃先生

導賞員：西貢社區中心陳培昌先生

參觀地點：西貢大廟灣天后廟、西貢布袋澳洪聖宮及湛山寺

「葵 青回憶」文獻徵集

鼓勵區內居民、機構

及熱心人士捐贈有關

葵青區文化和歷史

的物品給圖書館。

截止收集日期：12月31日

收集地點：北葵涌、南葵涌及青衣公共圖書館

收集範圍：反映葵青區文化和歷史的文獻

親子皮影說故事工作坊

通過皮影戲製作及表演，引領小朋友認識灣仔區

歷史及文化，培養親子閱讀習慣。

灣仔遊歷記

日期：2015年1月3日

內容： 介紹灣仔特色街道，簡介區內人事物的社區歷

史意義。

灣仔掌故遊

日期：2015年1月10日

內容： 描述灣仔的社區生活文化及訴說區內人、街牌、街

名及建築物背後的故事。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對象：2至6歲小朋友及一位家長

若仍意猶未盡，大家更可來到圖書館內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更深認識區內的歷史和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今年六月在每區

一間指定公共圖書館設立十八區「文化及歷史資源角」，一站式提

供有關當區文化、歷史及社區發展等各方面的資料及文獻，包括

書刊、地圖、視聽及多媒體資料、小冊子，內容涵蓋區議會事務、

地方團體資料、地區活動、傳統文化、宗教節慶、歷史及名人、旅

遊景點、名勝古蹟、規劃發展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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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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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看

世界」為主題，舉辦「2015年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鼓勵兒童及年青

人擴闊閱讀領域，透過閱讀認識和了解現今世界，建立多角度思考，讓

生活更具智慧，展開想像的翅膀，為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organize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n 2015 on the theme, ’Read the World’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Book Day on 23 April. The objectiv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stimulate children and youth on the reading interest of knowing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think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so that they learn to live wisely and be 
creative and strive for a goo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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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明信片封面，介紹/描繪一本讓你感動又對世界了解更多的
兒童圖書。

Design a postcard cover in the form of graphic drawing to 
introduce a children book that you are fond of and helps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

自選一本有關人類智慧地生活的紙本書或電子書，透過閱讀報
告分享書本內容及你的感想或見解。

Choos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related to wise 
living. Write a reading report to summarise the content and share 
your views.

透過寫信給家人或老師，介紹一本你看過的有關世界不同地方
的人的生活/奮鬥故事（紙本書或電子書），並分享你的感想。

Write a letter to your teacher or family member to introduc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about people÷s living/stories 
of striving for improvement and share your views.

整合曾閱讀多於一項的相關資料，當中包括一本紙本書或電子
書，以散文形式去探討所參考的資料內容及表達你的見解。

Write an essay to illustrate and express your views after reading 
more than one reading materials (including one book item either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related to the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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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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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無分長幼。「耆

樂‧童話」悅讀大使

將圖書館故事時間延

伸至荔枝角公園，在

不同攤位內與大家分

享繪本故事及帶領延

伸活動，包括「熊仔

大使講故事」、「腦筋

急轉彎」、「精靈愛環

保」、「全家寶跨代生

活教育」、「小盆栽傳

大愛」，把閱讀風氣

推展至社區。

閱讀無分距離。今屆「屯門閱讀節」將於屯門大會堂

安排兩場「與作家會面講座」，讓讀者近距離細聽作

家分享閱讀心得。「屯門閱讀節2014：閱讀愈有趣」

於十月至十二月舉行，內容包括閱讀節啟航禮、「與作

家會面」講座、讀後感寫作比賽及社區閱讀推廣日等。

查詢：2450 0671

閱讀無分地點。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教育專

業人員協會合辦的「閱讀嘉年華」，將於十一月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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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比賽、寫作比

賽、書展、作家分

享會。屆時，圖書

館亦會在場內設置

遊戲攤位，推廣閱

讀和圖書館服務。

歡迎各位同學、老

師及家長踴躍參

與，一起度過既充

實又愉快的一天。

日期：23/11/2014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荔枝角公園露天劇場

查詢：2746 4270

日期：20/12/2014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查詢：2706 8101

日期：29/11/2014

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

日期：30/11/2014 (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屯門大會堂會議室

講者：勞嘉敏女士

講題： 活該快樂─尋找你的

快樂秘方

香港公共圖書館作為大家的閱讀加油站，於今個冬季推出多元化活動，推動輕鬆愉快的閱讀

文化，讓參加者體會各種形式閱讀的樂趣。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閱讀節、嘉年華會、圖書館同

樂日等，透過輕鬆多元及有趣的形式推廣及提高閱讀興趣。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閱讀無分科目。將軍澳公共圖書館於十二月二十

日舉行「西貢區圖書館同樂日：兒童科學齊探

索」，當日圖書館推廣活動室會化身成「科學基

地」，讓大小朋友置身其中，提高他們對閱讀科

學類書籍的興趣。豐富的內容包括兒童故事時

間、圖書館導賞、攤位遊戲、書中尋寶遊戲、創

意科藝工程工作坊及書籍展覽。

日期：3/1/2015(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

地點：屯門大會堂展覽廳

講者：黎志偉先生

講題：翻越生命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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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今社會發展迅速，資訊發達，許多人熱衷追逐高新科技和

電子產品，但古典詩詞歷久不衰，不少人愛好研讀詩詞之餘，還

提筆創作。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二十四屆全港詩詞創作

比賽 — 填詞」，共收到六百五十多首參賽作品，頒獎禮已於九

月二十五日舉行。

參賽者王錦洪的〈蝸居紀實〉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黃啟深的〈憶

父〉，從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分別奪得公開組和學生組冠

軍。今屆填詞比賽詞牌是〈江城子〉。兩篇冠軍作品的選材各有

特色，分別描寫蝸居生活的民生議題及抒發對亡父的深情思念。

其他得獎作品的題材亦貼近時人時事，充滿新意的嘗試，如文憑

試、謝師宴、馬航客機失蹤等，賦予詩詞另一種生命力。

得獎名單及獲獎作品已上載於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l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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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

展出。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黃坤堯教授、何文匯教授、康文署助理署長（特別職務）李玉
文、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劉衛林教授，以及香港中央圖書館
總館長鄭學仁博士與得獎者合照。

學生組冠軍黃啟深(左)與公開組冠軍王錦洪(右)

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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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香港」專題講座 ─
城市規劃、重建與社會因素
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合辦

23/11 (星期日)

講題： 高密度城市的門禁式住宅小區的
社會可持續性：香港個案研究

講者： 趙麗霞教授 (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
設計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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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2014年文學月會／香港文學專題
講座 ─「香港的新詩存在」系列
與香港詩歌協會合辦

22/11 (星期六)

講題：香港新詩在網絡世界

主持：秀實先生

講者：鍾偉民先生、小害先生

6/12 (星期六)

講題：香港新詩在廣東

主持：秀實先生

講者：黃永健教授、蔡益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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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3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2/11（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

講題：觀鳥從香港出發

講者：鍾潤德先生（香港觀鳥會）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23/11（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講題：兒童閱讀與成長

講者：林綺華女士（退休校長）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3 5065

29/11（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

講題： 精神健康急救 ─ 抑鬱症的辨識
與及早介入

地點：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2630 1911

13/12（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為孩子開拓理財之路

講者：李錦先生（證券公司董事）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查詢或留座：2921 2555

17/1/2015（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認識會展服務業

講者：蕭偉潔女士（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酒店、服務及旅遊學系講師）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查詢或留座：2921 2672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2014亞洲研究專題講座系列
與香港亞洲研究學會合辦

18/11 (星期二)

講題：亞洲心理學的發展

講者： 孫天倫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
學系教授)

26/11 (星期三)

講題： 理論與實踐 ─ 東亞地區的華人
家族企業

講者： 王向華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
院全球創意產業課程主任)

  謝瑞麟 (企業創辦人)

2/12 (星期二)

講題：港日料理文化對對碰

講者：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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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運動人生講座系列

13/12（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

講題：單車訓練入門

講者： 李致和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
科學系副講師）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20/12（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下午5時

講題：馬拉松訓練方法

講者： 李致和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
科學系副講師）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查詢：2479 2511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IT新世代」講座

23/11（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講題： 手機安全和私隱：你重視，等於廠
商重視嗎？

地點：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7055

7/12（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講題： 如何選擇無線路由器 (WiFi Router)

地點：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2630 1911

免費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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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