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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大家會想起甚麼？持續發展、自我增

值、綠色生活、關愛地球？大家又知不知哪裡可

找到通往「智慧生活」的鑰匙？ 

香港公共圖書館豐富的多媒體館藏，為大家提供

一個知識寶庫，助你終身學習、自我增值、邁向個

人的持續發展；而圖書館的多元化活動，帶領大家

走入更廣闊的知識領域，以閱讀培養多角度思考

能力，認識「智慧生活」新趨勢。

What does ‘smart living’ mean to yo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inuous learning? Green living and 
care for the Earth? They all count, but where is the key 
to a smarter life?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can be your 
trusted partner in your pursuit of a smart living styl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HKPL’s digital resources 
and diverse programmes, you will be enriched with 
knowledge and insights on a smarter life.

登入互聯網數碼站
開啟知識的寶庫
Unlocking a digital trove

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一千二百台互聯網數碼站，可即時連線使

用各種電子資料庫或中英文電子書，瀏覽香港舊報紙、老相片、

舊地圖、圖書館出版刊物及專題講座等數碼館藏，還可以自選服

務形式，透過數碼站搜尋及預約喜愛的視聽資料，逾十二萬項視

聽資料任你選擇，是你實踐終身學習、個人持續發展及消閒娛

樂的理想「拍檔」! 

A total of 1,200 Internet & Digital Service (IDS) workstations in all public 
libraries connect you to a full range of e-Databases and e-Books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digitised resources such as old newspapers, old 
photos and maps, HKPL’s publications and subject talks. Through the 
IDS workstations, users can also enjoy the Media-On-Demand service 
to search and reserve their favourite audio-visual materials among 
120,000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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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學習環境
助兒童發展多元智能
Learning smart with multimedia resources

三至十二歲的小讀者來到圖書館，同樣可使用豐富多元的兒童多媒體資

源，只要登入兒童互聯網數碼站，便可選擇多個兒童喜愛的互動遊戲光

碟，從遊戲中學習，輕鬆增長知識；亦有其他以語言、數學、美術及常識

為主題的學習光碟，以及為小孩而設的電子書館藏，讓孩子享受不一樣

的學習樂趣。家長更可陪同小朋友一同使用，藉以加強親子關係。

小朋友亦可隨時隨地登入https://mmis.hkpl .gov.hk/kids，欣賞多種優

秀兒童讀物，如得獎圖畫故事和兒童故事，又可連線使用《節慶大書電子

版》，觀看動畫故事及遊戲等，以活潑生動的形式了解多個節慶背後的由

來和意義，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節慶習俗。《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提

供不同主題的短片，配合深入淺出的旁白及文字介紹，讓小讀者從動物、

植物、生態保育、地球科學等不同角度認識我們生活的地球。

Little readers aged between 3 and 12 can 
also enjoy a wide range of multimedia 
resource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The 
kids’ IDS workstations provide interactive 
games and learning kits as well as 
e-Books for kids to further exten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Through the Internet, kids can also 
read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and 
quality children story books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at https://mmis.
hkpl.gov.hk/kids, or browse the ‘Kiss 
Holiday’, a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Chinese database on the history 
and customs of some main festivals 
through animated stories, games and 
handicrafts. For science lovers, they 
can enjoy video clippings on animals, 
plants, ecology and earth science in 
the ‘Newtonkids Digital Museum’.

24小時網上預約
Online Booking 

Anytime
互聯網數碼站分佈於全港各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可經互聯網24小時預

約 (https://mmis.hkpl.gov.hk/placebooking)，亦可以到各公

共圖書館查詢及預約。

Booking of these IDS workstations is easy and 

convenient. Simply visit this site (https://mmis.hkpl.

gov.hk/placebooking) anytime or any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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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今年舉辦的多項活動，都以地球和人的持續發

展為主題，藉此鼓勵大家，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現代

生活與大自然融和發展有更多認識及反思，從中享受

智慧生活。

今年的「與作家會面」系列，便邀請了十九位作家，

與大家分享什麼是持續發展的生活，如何去「認識大

地、享受自然」，「活得輕鬆‧簡約生活」，以及要「放

眼世界，以閱讀豐富人生」，成就地球與人類的共同

持續發展。

今屆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以「地球與我」為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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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角度思考和創作

分享個人看法，從中建立愛護地球及環保的觀念。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你 關 心 身處 的 地 球

嗎？想 了 解 更 多 有

關 自 然 生 態、氣 候

變 化、綠 色 商 業 等

課 題？大 家 可 在 圖

書 館 的 電子 資 料 庫

我關心‧我閱讀
I care, I read

關愛地球:
智慧生活第一步
Care for the Earth as the first step

This year, the HKPL has organized a series of programmes, 
around the them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Earth and mankind,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think and learn more about a 
wise living style and the Nature.

The ‘Meet-the-Authors’ programme of this year has 
invited 19 local writers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a 
smarter life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in three series: 
‘Know our Earth, Enjoy our Nature’, ‘Relaxed living, 
Simple living’ and ‘Eye On The World, Read For Your 
Life’. 

With the theme ‘The Earth and I’, this year’s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encourages children 
and youth to read more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find out its import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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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R、Science in 

Context及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找到更多資料。

Care about our Earth? HKPL’s e-Databases such as GREENR, Science in Context and Newtonkids 
Digital Museum will give you more information on ecolo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green busines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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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從下期開始，將加入「智慧生活＠圖書館」這個新欄目，為

大家搜羅一切推動「智慧生活」的圖書館服務、館藏和活動，如香

港公共圖書館的最新網頁、多媒體資訊系統、多元化的電子服務及

豐富的電子館藏等，與大家一起發掘智慧生活的鑰匙。

From the next issue onwards, the Newsletter will have a new column titled 
‘Smart Living @ Library’, introducing and exploring the library services, 
collections and programmes that promote a smart living style, such as 
the HKPL’s new portal,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electronic 
services and collections, as well as library programmes, etc. Stay tuned!

閱讀與智慧生活和終身學習息息相關。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

閱讀文化，凡於「世界閱讀日」期間來到圖書館借閱圖書館館藏，將獲得「地

球與我」精美書籤；而參加圖書館閱讀活動的朋友，則可獲贈可愛的屏幕/鏡

片抹布，鼓勵大家多閱讀來充實自我，達至個人持續發展，並善用圖書館電

子資源這個垂手可得的知識寶庫。

閱讀有賞
Gifts for those who read

To further promote reading and the use of 
library resources for self-development, readers 
who borrow library materials from the HKPL or 
participate in our reading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Book Day in April will receive a lovely 
bookmark and a souvenir, respectively.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http://mmis.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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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give valuable views in CLG Tea Gatherings

顧客聯絡小組茶敘

市民開心見誠表達意見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一月舉行了三十四場「顧客聯絡小組茶

敘」，共六百多位市民參加，向圖書館職員提供最親身和直接的

意見。

圖書館館長在茶敘中與市民就如何改善圖書館服務及設施進行

廣泛交流。在收回的二千九百多份讀者意見問卷中，百分之九十

五點八對圖書館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市民大致認為

圖書館的環境、館藏及服務能配合時代的發展；他們亦提出許多

具建設性的建議，這些意見對日後優化各項圖書館服務，裨益良

多。

圖書館感謝市民參與茶敘表達意見，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圖書館

服務。除茶敘活動外，圖書館亦透過其他渠道，包括在各間圖書

館設置意見箱收集讀者意見；大家亦可透過電郵、傳真等方式表

達意見。

The Customer Liaison Group (CLG) tea gatherings held in 34 
public libraries last November attracted over 600 participants 
who contributed personal and direct view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Different issue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were widely discussed 
between readers and our librarians. Over 2,9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95.8% of them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on library services.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library services,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were also received.

The HKPL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for joining the tea 
gatherings and giving their valuable views. Their opinions 
have helped enhanc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part from the 
CLG, readers can also give their opinions through readers’ 
suggestion box, email and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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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掠影 | 

百載黃龍 — 皇仁書院文獻展
A Century of The Yellow Dragon: 
Exhibition on the documents of Queen’s College
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是香港最早成立的官立中學，百多年來培育了大批傑出人才，而書院創

刊於1899年的《黃龍報》，則是香港歷史最悠久、至今仍繼續出版的中英雙語校刊。校刊不但記錄了

皇仁書院早期的校內情況，亦為香港教育發展提供不少珍貴的研究資料。

皇仁書院於年前將整套《黃龍報》慷慨捐贈予香港中央圖書館，不僅豐富圖書館的歷史文獻

館藏，也為讀者提供寶貴的參考研究資料。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百載

黃龍 — 皇仁書院文獻展」。展覽除展出1899年創刊號及幾份具有代表性的舊《黃龍報》外，

更獲皇仁書院借出多項珍貴文獻，如歷史照片、考試卷及獎學金證書等。讀者在觀賞這批文獻

的同時，也能加深對皇仁書院以及《黃龍報》發展歷史的認識。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a school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Queen’s 
College, the oldest government school in Hong Kong,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The Yellow Dragon, first published in 1899 by the Queen’s College, is the 
oldest surviving bilingual school publication in Hong Kong. Recording the 
college in its early days, the early issues of the periodical provide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ducation. 

The Queen’s College previously donated a whole set of The Yellow Dragon 
to the HKCL. It also provides some valuable documents such as old photos, 
examination papers and scholarship certificates for the exhibition. 

日期 Date : 1.3.2014-30.6.2014

地點 Venue :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

 Rare Book Reading Room, 8/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Express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音樂戰士 — 黎草田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he Music Warrior - Daniel LAI
黎草田 (1921-1994)，香港本土音樂家，一生熱愛國家、熱愛

藝術。抗戰時期，他曾以歌聲去宣傳抗日救國信息，並創作

了大量抗日愛國歌曲和音樂。

五十年代初，黎草田開始為電影作曲及配樂，直至退休為

止，三十多年來由他作曲配樂的電影超過一百部。他還創

辦了「草田合唱團」，並為合唱團創作及改編了大量大眾化

的廣州方言歌曲，包括《大地恩情》、《浮生六劫》、《在遙

遠的地方》、《滿江紅》及《龍的傳人》等。

黎草田的一生，就如同一個戰士，不論在戰火或頑疾下，都堅持著對音樂、對藝術的熱誠。新一季

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音樂文獻展覽現正介紹著名作曲家黎草田，除深入介紹其音樂歷程和

作品外，還展出其珍貴手稿及相片，讓參觀者更多認識這位資深音樂前輩如何把一生獻給音樂。

A music documents exhibition introducing local musician Daniel Lai (1921-1994) and his compositions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from now to June. The exhibition 
pays tribute to Lai’s profound love and passion for music by showcasing his manuscripts and photos with 
an in-depth feature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musician.

日期 Date : 1.3.2014–3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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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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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與眾同尋恐龍蹤跡
‘Dinosaurs Alive!’

at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提起恐龍，大家可能會想起暴龍、三角龍等名字，但大家

對這種曾縱橫大地超過一億六千萬年、蹤跡見於各個大洲

的史前生物又認識多少？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現正舉行「恐龍」展覽，透過豐富

的展版資料，深入淺出介紹恐龍的起源、演化與滅絕，以

及形態各異的品種，與讀者一起走進史前世界，認識這些

曾在地球稱霸一時的動物。

雖然恐龍在六千六百萬年前完全絕跡於地球上，但其化石

遍佈各大洲，是次展覽在展覽廳內放置了一具恐龍頭骨化

石複製本，展場內亦會播放有關恐龍的短片，讓參觀者近

距離接觸及認識恐龍。

展覽由香港科學館策劃，是科學館「巨龍傳奇」展覽的配

合活動。小朋友參觀展覽後，更可前來兒童圖書館，看看有

關恐龍的書籍介紹，透過閱讀繼續尋龍之旅。展覽至四月

二十一日結束，一眾恐龍「粉絲」，別錯過這次展覽！

An exhibition titled ‘Dinosaurs Alive!’ is being held at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until April 21. A tie-in activity 
to the ‘Legends of the Giant Dinosaurs’ exhibition at the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Dinosaurs Alive!’ introduc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of the dinosaurs as well 
as their various species through a series of display panels. A 
dinosaur head bone replica is also on display in the Library’s 
exhibition hall to give visitors a glimpse of its massiveness. 
Short videos about dinosaurs will be screened as well. 

After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children are welcome to take 
a look at the dinosaur books showcased at the Children’s 
Library and discover more about this giant creature.

參
加圖
書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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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道在你手
參
加圖
書館活動

食法

日期：４月１２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２時３０分至４時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

講者：李華青（香港營養學會認可

營養學家）

查詢：2450 0671

痛風治療與中醫調養

日期：6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講者：徐大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臨床部高級講師及註冊中醫師）

查詢：2490 3891

中醫談胃的調養：胃脹胃痛

日期：6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講者：張學斌（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臨床部高級講師及註冊中醫師）

查詢：2490 3891

為壓力找個出口

日期：4月1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講者：梁家欣（註冊社工）

查詢：2126 7520

為情緒開一扇窗

日期：4月26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講者：梁家欣（註冊社工）

查詢：2479 2511

健康情緒
講座系列

物與營養
題講座」系列

「長者疾病防治」
講座系列

公共
圖書館

情緒健康

長者健康

食物
營養

飲食與健康息息相關，一眾上班族如何可食得健康？長期的

壓力影響身心健康，亦會釀成失眠、情緒低落等後遺症，如何

處理壓力和疏導情緒？大家對長者痛風症及常見胃病又知多

少？

雖然人人都知「健康就是財富」這個道理，但並非人人都懂得

健康之道。公共圖書館將舉辦一連串與健康有關的講座系列，

主題包括食物與營養、健康情緒及長者疾病防治，為大家帶來

適時的健康資訊。

此外，圖書館備有大量有關健康、飲食營養、心理衛生和長者

保健養生的館藏，當中包括書籍、多媒體館藏、電子資料庫和

電子書，歡迎大家來到就近的公共圖書館，或登入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使用這些館藏。

提提你
想重溫圖書館的講座內容？可瀏覽圖書館的

多媒體資訊系統(mmis.hkpl.gov.hk)。

上班族健康飲

「食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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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不是秘密花園 — 
香港的自然生態美

簡約生活，自然開心

環保陷阱活得輕鬆、簡約生活

活得輕鬆，要有準備。
生活簡約，可以省錢。

世間的人物事都值得我們珍惜。人生是一段旅程，我們享受其

中樂趣、體會當中美麗、活好每個當下之餘，也要思考如何讓自

己、社會和地球持續發展，從而把更美好的留給後人。

2014年「與作家會面」系列講座已於三月展開，十九位作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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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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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至五月活動

長跑．人生馬拉松

由二萬呎的天空走到二千公里
的沙漠，人在旅途，因為愛，

才會寫下

尋找地球刻度的人

極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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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焦點 | Literary Focus

兩項文學創作比賽四月截止投稿

「第二十四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填詞」及「2014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將分別於四月十六日及四月二十三日截

止投稿。兩項創作比賽包羅了不同的文學體裁，無論您喜愛填詞，或熱衷創作新詩散文小說，甚或文學評論，以

及兒童故事和兒童圖畫故事，總可在兩項比賽中找到一展才華的機會！ 

短短的詩詞，可以藉着無窮創意，幻化成聲情並茂的佳作。公共圖書館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舉辦「全港詩詞

創作比賽」，旨在提高市民對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比賽單年比詩，雙年比詞，今年適逢雙年，即比

試填詞。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詞牌為〈江城子〉，用韻以戈載《詞林正韻》為準。

「2014年中文文學創作獎」亦正接受投稿，比賽共分六個組別，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故事及

兒童圖畫故事。凡持有本港身分證之十六歲或以上人士均可參加。

比賽截止日期

第二十四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填詞：4月16日

2014年中文文學創作獎：4月23日

查詢：2921 2645 / 2928 4601

詳情：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海報或瀏覽

圖書館網頁(www.hkpl .gov.hk)。

漫步山水之間  穿行城市街巷

香港文學行腳五月起步
配合六月下旬舉行的「第十屆香港文學節」，香港公共圖 當中。想與知名作家一同踏着作家往日的足跡，細味香

書館將於五月推出前奏活動「香港文學行腳」，並由香 港的山光水影，追尋油麻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別錯過這

港青年協會賽馬會Media21媒體空間協辦。今年活動共 樣難得的機會！

有兩個行程，主題分別是「戀戀山城：城市裏的山水」及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將於6月26日至7月13日舉行，主題

「香港老街：油麻地眾生相」。前者將登上港島太平山，
為「念念不忘」。想知更多有關「香港文學行腳」的詳

踏著已有百多年歷史的山徑和廢堡古蹟，回望山下的維
情和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的消息，請留意圖書館的宣傳

多利亞港；後者則走進油麻地的街頭巷尾，穿梭於油麻
海報，或瀏覽文學節網頁www.hkpl.gov.hk/10hklf。查

地戲院、紅磚屋、果欄、榕樹頭和廟街一帶。
詢：2921 2649 。

活動邀請了知名作家作導賞，引領參加者透過實地考

察，再參照比讀文本與實景，以文字和空間的角度，

見證香港的地景、風物、人情銘刻在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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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講題：思覺失調 -- 解構負性徵狀新角度

講者：譚伊琪醫生 (瑪麗醫院精神科駐院

醫生)、李韻心 (賽馬會思覺健康計

劃註冊社工)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11/5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講題：幫助思覺失調患者 -- 做個溝通

高手 

講者：蕭曼樺醫生 (葵涌醫院精神科駐院醫

生)、楊琦琦 (賽馬會思覺健康計劃註

冊社工)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查詢或留座：9167 4644 / 5130 1710

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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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星期五)

講題：易經與中國文化 

講者：岑逸飛先生（自由撰稿人、電台主持）

2/5 (星期五)

講題：道家與中國藝術精神 

講者：陶國璋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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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27/4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資訊科技與創新發展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109 6500

開始留座日期：4月12日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IT新世代」講座

2014「思覺健康」講座
賽馬會思覺健康計劃主辦，

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

6/4 (星期日)

講題：香港訴訟文書翻譯中語言與文化

的問題

講者：冼景炬博士（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翻

譯學院客席教授及特別顧問）

 李劍雄博士（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翻

譯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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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都會香港專題講座：
「香港的翻譯文化」講座系列

與香港恆生管理學院合辦

價值人生講座系列 - 
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與新亞研究所合辦

12/4 (星期六)

主 題：婦產科新知

講題一：輔助生育新進展

講 者：何柏松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

學院婦產科學系講座教授）

講題二：預防子宮頸癌：我們能否根治
子宮頸癌？

講 者：陳嘉倫醫生（香港大學李嘉誠醫

學院婦產科學系臨床副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3月28日

10/5 (星期六)

主 題：骨科治療新方向：椎間盤退化
及兒童腿患

講題一：椎間盤退化的治療 － 從傳統
到創始的方法

講 者：黃一華醫生 (瑪麗醫院矯型及創

傷外科顧問醫生)

講題二：兒童X型腿和O型腿的處理

講 者：杜啟峻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

學院矯型及創傷外科學系臨床助

理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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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節講座兩星期前開始接受報

名，公眾人士可：(1)登入www.med.hku.hk/

publiclec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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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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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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