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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

公共圖書館服務進入流動新領域
brings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o users in the mobile world

等車時間，也可處理個人圖書館賬戶、

預約及續借圖書館資料？

「我的圖書館」應用程式可讓你隨時

隨地在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上使用圖

書館服務，盡享流動服務的優勢。

Want to check your library account or 
renew and reserve library items in just a 
few minutes before your bus arrives? 

‘My Library’ app allows you to enjoy 
library services with just a few taps on 
your smart phone or tablet anytime 
anywhere!

「我的圖書館」是香港公共圖書館最新推出的官方流動應用程

式，為讀者提供不分時地的全天候服務。流動應用程式提供多

項熱門功能，包括登入讀者個人帳戶；搜尋、預約及續借圖書

館資料；利用GPS功能尋找就近圖書館位置、各圖書館的地址

及聯絡資料；自設個人提示服務，提醒讀者領取預約資料及外

借資料的歸還日期等。

The offlcial mobile application (‘My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brings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o users in 
the mobile world. A number of popular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on 
the mobile app which include: access to personal library accounts; 
searching, reserving and renewing of library materials; locating 
nearest libraries using GPS, as well as addres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of all libraries; personalised notiflc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pick-up of reserved items and due dates of borrowed book.

安全便捷 
Safe and convenient

「我的圖書館」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官方流動應用程式，為

使用者提供安全及便捷的渠道，在流動網絡上隨時隨地使用

圖書館服務。

‘My Library’ is the offlcial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ed by the 
HKPL. It provides a safe and convenient channel for users to access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mobile world at any time and any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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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一覽
Key Features at a glance

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

 檢索圖書館資料

 預約及續借圖書館資料

 查閱讀者個人帳戶

 個人化提示服務

 利用GPS搜尋附近圖書館資訊

 Search for library materials
 Reserve and renew library materials
 Check your library account
 Personalised notification services
 Locate nearby libraries via GPS

圖書館服務隨身走，請即下載 

「我的圖書館」！ 
Download 'My Library' now and let  
library services be with you anywhere!
1.  掃瞄QR code 或

Scan the QR code or

2.  前往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

Go to the HKPL website

http://www.hkpl.gov.hk/mobileapp

隨時隨地使用數碼化館藏
Digitised contents in your pockets

除「我的圖書館」外，圖書館最近亦推出「多媒體資訊」流動應用程式。讀者現可在手提裝置使用「多媒

體資訊系統」內的豐富數碼館藏，包括圖書館出版的電子書及數碼化的視聽資料。讀者可使用流動通

訊裝置，直接瀏覽圖書館的資源選介、圖書館通訊、香港文學展顏、兒童文學獲獎作品集，以及圖書館

的文學活動推介及重溫等。

「多媒體資訊」流動應用程式現可於Google Play免費下載，稍後亦可於Apple App Store下載。

In addition to ‘My Library’, the HKPL has also launched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mobile application 
by which users can access to the vast amount of digitised contents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including an array of e-Book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published by the HKPL. Users can use their mobile 
devices to view or play Library Resources Guides, Library Newsletter, winning works from Library's Creative 
Writing Awards and the Children Literature Awards, as well as Literary Activities Highlight and Review. 

The app can now be downloaded for free from Google Play and will also be available in the Apple App Store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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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化
更方便

DDiigittiseedd Hok Hoi Collection aavvailllablle inn MMMMIS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致力提供全面的圖書館服

務，以滿足市民在資訊、終身學習和研究方面

的需求。讀者現可經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

(MM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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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學海書樓特藏」藏書

共一千九百多種，數量達三萬五千餘冊，大部分為

國學古籍的線裝本和手抄本，如明朝成化年間的

《醫經》、萬曆年間的《宋書》等，典籍涉及很多廣東一帶的歷史，是研究廣東歷

史的好材料，不少更是孤本。為方便讀者瀏覽特藏的古籍全文，圖書館將陸續從

館藏中挑選合適的古籍進行數碼化，方便市民閱覽作研習之用。

此外，圖書館與學海書樓多年來合辦不同系列的國學講座，以弘揚中華文化及培

養市民對國學的欣賞興趣。多媒體資訊系統亦存藏了數百場國學講座的錄音資

料，有興趣的人士可透過系統預約於指定圖書館內重溫講座內容。

A selection of rare books on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Hok Hoi Collection have 
been digitis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and are now available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for easy and round-the-clock access 
by the public for research and study.

The Hok Hoi Collection, kept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consists of some 35,000 volumes with over 1,900 titles of 
Chinese classics across the disciplines. The collection consists of classical Chinese thread-sewn rare books, valuable out-
of-print books and manuscripts of Chinese classics, many of which are of a high academic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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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promot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 series of 
talks on classical Chinese with various topics have been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HKPL and the 
Hok Hoi Library. Digitised recordings of the talks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e MMIS for review in designated libraries through booking.

學海書書樓特樓特藏特藏緣起緣起起

香港學海書樓由賴際熙太史於一九二三年創辦，旨在傳揚國粹，聚書講

學。一九六三年學海書樓位於香港般含道的樓址需拆建，書樓遂把全部

藏書借存於大會堂公共圖書館；至二零零一年，特藏再移遷至香港中央圖

書館的參考圖書館，供讀者在館內參閱。

SSetttinng uupp ooff thhe HHHok HHoooiii CoC llleeccctioon 
The Hok Hoi Library was founded in 1923 with its aims to promote and 
lecture on Chinese classics. As the Library had to move out from its original 
address on Hong Kong Island, all the books were transferred as permanent 
loan to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in 1963 and were subsequently moved 
to the Reference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in 2001 for 
public reference in the library.

http://mmis.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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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穿梭中西區舊街老店

中西區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中西區的公共圖書館與中西

區區議會及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合作，於十月舉辦「穿梭中

西區舊街老店」導賞遊。參加者將走訪區內不同行業的老店，透

過訪問店東與現瑒觀察，發掘及瞭解這些舊街老店的珍貴故事。

「穿 梭中西區舊街老店」導賞遊

日期：10月11日 (星期六)

時間：(1)  上午 10時30分至中午12時(年滿16歲/現就讀中四或

以上的公眾人士)； 及

(2)  下午4時至下午5時30分(親子團 ─ 高小/初中學生及

一名家長)

報名及查詢： 2921 2672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2922 6055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2921 7106 (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細味觀塘區昔日點滴
由現在至明年一月，觀塘區五間公共圖書館舉行「我們的回

憶@觀塘」舊照片巡迴展覽，展覽由圖書館與觀塘區議會合

辦，展示觀塘區的舊照片，並附以相關的文字介紹，圖書館更

備有圖書館資源選介供市民索閱。

「我們的回憶@觀塘」舊照片巡迴展覽

展期 公共圖書館 查詢

現在至9月25日 牛頭角 2927 4055

10月1日至27日 瑞和街 2927 3055

11月1日至25日 鯉魚門 2340 3519

12月1日至24日 順利邨 2927 3155

2015年1月2日至31日 藍田 2927 7055

認識葵青區歷史掌故

有否想過你也可為地區文

化保存出一分力？葵青區

的公共圖書館現正舉辦 

「葵青回憶」文獻徵集活動，鼓勵區內居民、機構及熱心人士捐

贈有關葵青文化和歷史的物品給圖書館，文獻徵集活動至今年

年底結束。十月還有「家在葵青」口述訪談分享會，區內長者分

享採訪區內老店及舊街坊的成果，藉此緬懷舊日葵青歲月，並以

口述歷史角度作分析及總結。

「家 在葵青」口述訪談分享會

日期：10月25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北葵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421 4740

關愛共融在離島

十月至十一月期間，離島區的公共圖書館將舉辦名為「閱滿關

愛樂共融」的推廣活動，以推動社區種族共融。專題展覽及工

作坊讓參加者從不同角度認識少數族裔的文化，以及推廣離島

的文化歷史及風土人情；而圖書館嘉年華則透過攤位遊戲及

「家在離島繪畫工作坊」作品展覽，加深參加者，包括本地及

少數族裔讀者對離島區「文化及歷史資源角」館藏及圖書館服

務的認識。

「香 港南亞少數族裔」專題展覽

日期：10月1日至11月30日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長洲公共圖書館及東安健社區圖書館

資源中心

印度手繪工作坊

日期：10月4日 (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嘉年華 ─ 「離島風情 ─ 探索圖書館」

日期：10月25日 (六)

時間：下午1時至5時30分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我家的故事：兒童英語戲劇工作坊

日期：11月22日 (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我家的故事︰手偶故事工作坊

日期：11月29日 (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109 3011

關心社區由認識開始
大家對所屬社區的歷史和文化有多少認識？關心區內的少數族裔嗎？

若你想更多認識和關心社區歷史和少數族裔，便別錯過以下的圖書館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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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 黃自先生音樂手稿國際巡迴展」展覽及講座
Exhibition & Talk on ‘International Roving Exhibition on 
Music Manuscripts of Mr HUANG Tzu’
黃自（1904-1938），中國近代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為紀念黃自先生誕生110周年，

以及加強與國內圖書館界的合作交流，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特別與上海音樂學院圖書

館合作，舉辦「黃自先生音樂手稿國際巡迴展」，介紹這位對中國近代音樂創作及教育

貢獻良多的音樂家。

展覽於今年三月在上海音樂學院開展，十月將移至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

展出。展品包括黃氏的音樂作品手稿原件，如《西風的話》、《天倫歌》、《思鄉》、《旗

正飄飄》及《玫瑰三願》等。此外，中央圖書館將於十月二十二日舉行配合講座，深入剖

析黃自的藝術歌曲的音樂特點、創作技法及音樂語言。

An exhibition and a tie-in talk on ’International Roving Exhibition on Music Manuscripts 
of Mr HUANG Tzu÷ will be held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this October to 
commemorate the 110th birthday of Huang Tzu (1904-1938), a famous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黃自先生誕辰110周年珍貴手稿文獻紀念巡展
Touring Exhibition of HUANG Tzu’s Rare 
Manuscripts – Commemorating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展期Period: 1.10.2014 – 27.10.2014

地點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  
Arts Resource Centre, 10/F, HKCL

查詢Enquiries: 2921 0259

手稿原件會於10月21日至23日「第十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

享合作會議」期間展出，其餘日期展出手稿複製品。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will be on display during the 10th CCDSCR 
on 21-23 October. Replica will be displayed in other days.

「黃 自先生的藝術歌曲創作」講座
Talk on ‘The Art Songs of HUANG Tzu’

主持Moderator:  鄭學仁博士 Dr. CHANG Hok-yan, Jim  

(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 Chief Librarian,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講者Speaker:  錢仁平教授 Prof. QIAN Renping

(上海音樂學院科研處處長

日期Date: 22.10.2014

時間Time: 6:30 pm – 8:00 pm

地點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Lecture Theatre, G/F, HKCL

普通話講述，免費入場，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專題展覽介紹「戲劇大師」鍾景輝
Exhibition on CHUNG King-fai, the Guru of Hong Kong Theatre
人稱 King Sir 的鍾景輝，香港資深舞台劇演員及導演、戲劇教育家、電視製作人、電視劇
演員及電視節目主持，其戲劇生涯超過六十年。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辦專題展覽，詳細介紹「戲劇大師」鍾景輝的豐

富演藝歷程，從他童年戲劇生活到耶魯大學學戲經歷，由參與本地電視節目製作、演出及行

政等工作，到出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創院院長；以及他對本地劇壇和戲劇機構的參與

及貢獻。

An exhibition on Chung King-fai, a veteran theatre actor and director, performing arts educator, 
TV producer, TV drama actor and TV host in Hong Kong,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to highlight his over 60 years of theatrical career and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his participation and contribution in performance art.

「鍾 景輝‧戲劇大師‧戲劇人生」專題展覽
Exhibition on CHUNG King-fai, the Guru of Hong Kong Theatre

展期Period:  九月至十二月 Septemb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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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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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態度是甚麼？你關心個人、社會和地球的持續發展嗎？

想活得更有智慧嗎？

十九位本地作家自今年三月起，陸續走入不同的公共圖書館，從

三個角度與大家分享什麼是持續發展的生活。「認識大地，享受

自然」是與大自然融和相處的生活態度；「活得輕鬆，簡約生活」

是珍惜資源、顧念後代的生活態度；「放眼世界，閱讀人生」是開

展眼界、與其他種族和諧共存的生活態度，同時也可以開發自己

的心靈和志向。今天開始持續生活，讓自己活得更有智慧，也讓

地球的未來更美好。

由現在至十一月將有以下八次會面活動。詳情可參閱各公共圖書

館派發的宣傳小冊子，或瀏覽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mta。查

詢：2921 2660。

」十月至十一月「與作家會面 活動

活得輕鬆，簡約生活

朱漢強
齊齊「買起個地球」

10月4日 (六 / 下午3:30-5:00) 
大埔公共圖書館

活得輕鬆，簡約生活

楊大偉
開工正能量

10月11日 (六 / 下午4:00-5:30)
藍田公共圖書館

認識大地，享受自然

二犬十一咪 
《動物權益誌》

10月18日 (六 / 下午2:30-4:00) 
東涌公共圖書館

認識大地，享受自然

李逆熵
愛護自然，拯救人類

10月25日 (六 / 下午2:30-4:00)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放眼世界，閱讀人生 

馮錦雄
老者不弱、殘者愈強

10月25日 (六 / 下午3:30-5:00) 
荃灣公共圖書館

認識大地，享受自然

何建宗
文流靈境，水舞人間

11月15日 (六 / 下午3:00-4:30) 
九龍公共圖書館

認識大地，享受自然 

黃志俊
由天到海，香港鄉郊珍貴可愛之處

11月22日  (六 / 下午3:00-4:30)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放眼世界，閱讀人生 

區家麟
一張地圖走天涯

11月29日  (六 / 下午2:30-4:00)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單至「營」閱讀餐
閱讀是實現個人持續發展的關鍵。趁著新學年何不訂定一張閱讀餐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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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弧內數字為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壹家傻蛋》（索書號：544.107 4488）

《動物解放》（索書號：548.98 9486）

《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獻給地球的經濟學》

（索書號：552.1.4022）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索書號：245.2 5544）

《綠樹滴趣》

（索書號：436.1109391 1736）

《香港有趣生物》

（索書號：366.391 7185）

《天葬：西藏的命運》

（索書號：629.66 1044）



親子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for Family

親親孩子:齊認識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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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孩子:齊認識環保
學習環保，由生活開始。不少家長帶同孩子參觀「地球與我 ― 生生不息」

專題展覽，從衣、食、住、行四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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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鼓勵小朋友養成環保的生活習慣。

質親子互
動
好選擇優

親子相處重質不重量，如何善用時間，創造既溫馨又具意義的親子時光？

今年暑假，就有不少家長帶同仔仔女女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參與香港公共圖書

館「閱讀繽紛月」的親子活動，包括專題展覽、工作坊、綜藝表演及比賽等。一家

大小共度充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輕鬆認識及實踐環保，享受一起閱讀的樂趣。

環保無紙閱讀

廢物分類無難度

認識環保無分長幼



親親孩子: 齊實踐環保

親親孩子: 齊推廣環保

親親孩子:共讀樂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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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孩子:共讀樂悠悠

「閱讀繽紛月」推出多個親子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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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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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親地球」親子演繹比賽已於八月十一日進行

決賽。小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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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孩子共讀，不但有助增加孩子知識，或提升語文能力；更重要是透過

共讀產生互動，滋養情感，讓共讀成為親子溝通的橋樑，建構溫馨家

庭。2014年「親子閱讀講座」系列以「悅讀•提升智慧與關愛」為主題，專

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與家長們分享如何開啟親子共讀之門，在愛裡閱

讀，以閱讀提升智慧。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參加。

講者 日期 時間 地點

君比 20/9（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荃灣公共圖書館

黃煦莊 27/9（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屯門公共圖書館

潘麗瓊 4/10（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陳寶蓮 11/10（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九龍公共圖書館

何巧嬋 18/10（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柯佳列 26/10（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親親孩子: 齊推廣環保

親子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for Family

親親孩子: 齊實踐環保

科

冠軍
何星炫 (6歲)

〈黑森林〉

亞軍
何欽茹 (4歲)
〈被污染的

海洋〉

季軍
潘靖 (4歲)
〈開心農場〉

認識環保無分長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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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獲獎者分享創作心得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2014年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共收到近一千四

百份參賽故事。頒獎典禮已於七月十九日舉行，得獎作品取材生活化，既有描繪親情、宣揚環保信息

的作品，也有記述校園點滴、反映社會現況、關心世界的創意故事。

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李玉文(前排左八)、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李惠光(前排左七)、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宋詒瑞(前排

左六)及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主任陳詩敏(前排左五)於頒獎典禮與得獎者、學校代表及評判合照。

三甲作品內容緊扣日常生活

高小組冠軍作品〈水哥〉以擬人化之行李箱角色，描寫水貨客利用行李箱走私奶粉，在過海關時被關員截查的故事。文末借行

李箱之口，說出人類不應只求眼前短利而製造毒奶粉。故事寫實，反映社會現況，緊扣香港人的生活，文字生動活潑。亞軍〈一

枝圓珠筆〉的主人翁喜愛名牌，父母買了一枝所謂「限量版」圓珠筆給他，等他把這枝「限量版」使用完，才知道原來是一枝普

通牌子的圓珠筆，從而教育他不要盲目崇拜名牌。季軍作品〈種植快樂的日子〉，兄妹倆趁假期去探望在鄉間的外公外婆，在外

公的幫助下種了一棵小樹苗，回港後外公定期給小樹苗拍照，讓兄妹倆體會到種植的樂趣。

初中組冠軍作品〈桌子走過的三十年〉從桌子的角度，運用擬人手法訴說今昔學生在求學態度和愛惜事物的變化。亞軍作

品〈牛肉、茶葉和馬鈴薯〉同樣以擬人手法展開一場生動有趣的比賽，透過牛肉、茶葉和馬鈴薯三種平凡食材，經過熱水

烹煮後的變化，帶出茶葉在逆境中堅毅不屈的精神。季軍作品〈我們去畫畫〉描寫妹妹因為一場誤會怪責患有智障的姐

姐，作者以巧妙的情節化解這場誤會，表達了姐姐對妹妹的純真愛護。

高中組三甲作品各具特色，內容涉及對母親之情，對朋友之情，以及對動物之情。冠軍作品〈與母

親的對話〉講述患有腦退化症的母親雖漸漸淡忘對女兒的印象，但對女兒的關心和愛護卻永不

忘懷，濃濃的親情躍然紙上。亞軍作品〈這裡的天空沒有星星〉精心剪裁了一篇工廠童工逃走的

故事。讀者從「我」與阿金這對患難知己的身上，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季軍作品〈嘶叫〉充滿懸

念，故事以主人公「我」為趕寫雜誌專題文章而訪問鄰家伯伯，卻赫然發現平易可親的伯伯，竟

然是狠心宰貓的劊子手！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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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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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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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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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組 冠軍 〈水哥〉 金伊瑩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亞軍 〈一枝圓珠筆〉 黃飛達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季軍 〈種植快樂的日子〉 韓啟妤 九龍塘宣道小學

初中組 冠軍 〈桌子走過的三十年〉 陳清怡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亞軍 〈牛肉、茶葉和馬鈴薯〉 袁樂筌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季軍 〈我們去畫畫〉 劉曉錕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高中組 冠軍 〈與母親的對話〉 鄭立婷 德雅中學

亞軍 〈這裡的天空沒有星星〉 陳婉琳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季軍 〈嘶叫〉 謝采凌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從聽故事者跨進創作園地

三組的冠軍同學於頒獎禮中，分享她們的創作靈感及故事構思，以及

閱讀心得。一起看看她們如何從聽故事而變為寫作人，把所見所聞及

感受化為文字。

高小組冠軍金伊瑩

閱讀心得：“  喜愛閱讀多種類型的書刊，包括報章雜誌和漫畫，特別是後者，能刺激
創意；習慣邊閱讀邊思考。”

故事構思：“   看到有關中港矛盾及水貨客走私奶粉的新聞後，加入自己的想像，以及
觀看警匪電視劇後引發的聯想，再從行李箱的角度構思整個故事。”

初中組冠軍陳清怡

閱讀心得：“  閱讀和寫作是學習語文的兩條腿，多閱讀能刺激思考及寫作；喜愛閱讀
小說、散文及雜記，並從《跟白先勇一起創作》一書學習寫作技巧。”

故事構思：“  故事圍繞校園生活，特別挑選了課室桌子的命運來寫。從書桌的角度出
發，透過書桌之間的對話，對比三十年前後的不同待遇，從中帶出時代

的變遷對學生及校園的影響。”
高中組冠軍鄭立婷

閱讀心得：“  喜愛閱讀不同類型的小說，特別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欣賞作者的修辭手
法及技巧；閱讀既能豐富寫作和人生，也能提升寫作技巧。”

故事構思：“  開始時想寫一個不平凡的親情故事，表達母愛的偉大無私，後來從一個
有關父親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故事得到了啟發和靈感。

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比賽知多些 ⋯⋯
香港公共圖書館自一九九五年起，每年都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希望透過故事創作，鼓

勵同學多思考、多觀察、充分發揮創意，把所見所聞和自己的感受化為文字，以純樸的童心構思出一個一個精采動人

的小故事，引發他們對文學創作和欣賞的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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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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星期日)

講題：市區 重建中公共開放空間的規劃
與融合長者的社會因素

講者： 陳 漢雲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
房地產學系教授及副系主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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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圖書館專題講座

5/10 (星期日)

講題：未來能源危機及需求管理

講者： 余遠騁博士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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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0/9 (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講題：養生保健食療

講者：陳東里先生 (註冊中醫師)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20/9（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香港傳統行業

講者：黃競 聰先生（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 
中心副執行總監）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672

20/9（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 深水埗掌故遊蹤系列 (I）：  
街道地名由來與古蹟 

講者：沈思 先生 (香港史地研究者)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746 4270

27/9（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 深水埗掌故遊蹤系列 (II）：  
街頭巷覓舊風貌 

講者： 沈思先生 (香港史地研究者)

地點：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7055

28/9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英國租借新界後在大埔區的各項
建設

講者：蘇 萬興先生（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2651 4334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敬請報名留座

2014年度哲學講座 ─ 
哲人˙哲思˙哲語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3/10 (星期五)

講題：理 學家是幹甚麼的？   
─ 朱熹其人及其哲思

講者：吳啟 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助理教授)

7/11 (星期五)

講題：伏爾泰的自由思想

講者： 趙子明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
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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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分開始於演

講廳接待處免費派發，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014年文學月會／香港文學專題
講座：「香港的新詩存在」系列
香港詩歌協會協辦

25/10 (星期六)

講題：香港新詩在台灣、澳門

主持： 秀實先生

講者：鄭煒明博士、路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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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資源中心專題講座

2/11 (星期日)

講題：香港 粵劇文化傳承：粵劇《再世紅
梅記》賞析

講者：戴淑 茵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客
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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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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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普講座系列：氣候變變變 
與香港氣象學會合辦

4/10 (星期六)

講題：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

講者： 李炳華博士 (香港氣象學會副會長、
香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

1/11  (星期六)

講題：香港的颱風與惡劣天氣

講者：龔穎恒 博士 (香港氣象學會名譽秘
書、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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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2921 0335

免費入場‧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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