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暑假由

開始
ensures a green summerensures a green summer

各位小朋友，你們愛地球嗎？地球上各種各樣的資源，不單是滿足現在人類的需要，對未來人類生存也十分

重要。地球是我們的家，愛護生活環境，保育地球資源，由現在開始實踐可持續生活的模式，讓人類以至其

他生物得以延存。

香港公共圖書館每年七、八月都會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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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為大家預備了多項以愛護環境、保育地球資

源為主題的活動，讓一家大小共度充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可輕鬆認識持續發展及實踐環保。

The Earth is our home and we all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and caring about it. To 
promote a greener life sty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 habit of loving the Earth in our 
daily live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is ‘The Earth and I: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19 July, this annual programme bring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an array of 
inspirational and enjoyable activities, around the them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for children, variety shows, storytelling 
sessions,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talks and contest.

「地球與我 ─ 生生不息」專題展覽
Thematic exhibition on a greener life sty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愛護地球從日常生活開始。今年「閱讀繽紛月」的專題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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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鼓勵大家養

成環保的生活習慣。

How can we protect the Earth in various facets of our daily lives? 

The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the exhibition which highlights an 

eco-friendly life style in the areas of clothing, eating, living and 

transportation.

展期 Period:
19.7  1 - 7pm
20.7 – 18.8 10am-7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Exhibition Gallery,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工作坊鼓勵循環再造
Workshops encourage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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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cy making handicrafts with recycled materials? A number of 

workshops will b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Green Science” and to make recycled paper, 

mosaic with recyclables or their own green handicrafts such as 

pencil vase, shopping bag and wallet.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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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表演宣揚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Variety shows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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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中央圖書館展覽館陸續登場。

「親親地球」親子演繹比賽亦會於八月七日進行決賽，歡迎

大家到場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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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o be missed are the variety shows to be staged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They 

include children’s choir, concerts, dance, storytelling theatre, 

mime performance and shadow puppetry show, all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at’s more, a contest of dramatization on ‘Love Our Earth’ will 

also be held on August 7 in the HKCL, giv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a creative channel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圖書館將於多間分館舉行「講故事學語言」，分別以廣東話、普

通話與英語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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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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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閱讀繽紛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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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than the exhibition and variety shows at the HKCL, we have 

also organized a host of interesting and enriching workshops 

and talks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on paired reading, storytelling 

sessions and book exhibitions on global warming and green living 

in other branch libraries during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To 

encourage cross-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together, a series of storytelling sessions by the elderly will be  

held in branch libraries.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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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活動親子樂

部分活動須預先索取入場券。有關活動詳情及索取門券的安排，可參閱於各

香港公共圖書館派發的《閱讀繽紛月》節目小冊子，亦可致電29212660

查詢或瀏覽網址www.hkpl.gov.hk/srm。

Don’t miss this annual popular large-scale library event that is guaranteed to inspire 
and delight!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booklet distributed at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srm or call 2921 2660.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每區都各有特色，中西區的傳統行

業老舖、東區鯉魚門的軍事古蹟、九龍城的寨城公園和荃

灣的芳園書室等，猶如一個千變萬化的萬花筒。大家對自

己居住或上班、上學的地區又有多少認識？

要了解全港十八區的地區文化、歷史沿革和社區發展，公

共圖書館豐富的資源絕對是你的好幫手！由今年六月底

起，香港公共圖書館於每區一間指定公共圖書館設立「文

化及歷史資源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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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圖書館「多

媒體資訊系統」的「香港十八區」數碼館藏，以及多元化

圖書館活動，讓你輕鬆認識每一區的發展和變遷。

Hong Kong is small, but despite its size, the territory exudes 
charm in each of its districts, offering a kaleidoscop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ness.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the places where you live or work?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provides you with 
a trove of resources on local culture, histo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t has recently set up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CHRC) at a selected public library in each 
of the 18 districts this June. The resources corners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 one-stop reference repository of individual districts 
on areas such as culture, histo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the district-based digitised materials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 wide variety of community-
based library activities, the CHRCs enable you to know your 
district better, whether it is for interest, research or study.

搜尋社區資訊更快捷方便
CHRCs make searching district information faster and easier
資源角遍布全港十八區。香港島及九龍區的資源角分別設於大

會堂、柴灣、香港仔、駱克道、九龍、油蔴地、荔枝角、新蒲

崗及藍田公共圖書館；新界區的資源角則設於大埔、屏山天水

圍、屯門、粉嶺、將軍澳、沙田、荃灣、南葵涌及東涌公共圖

書館。

圖書館透過多種渠道蒐集各類地區資料。十八區的資源角設有

「香港地區資料」特藏，參考資料合共逾五千八百項，包括書

刊、地圖、視聽及多媒體資料和小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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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古蹟及規劃發展等範疇。

The 18 libraries with resources corners are City Hall, Chai Wan, 

Aberdeen, Lockhart Road, Kowloon, Yau Ma Tei, Lai Chi Kok, San Po 

Kong and Lam Tin Publ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Island and Kowloon; 

and Tai Po, Ping Shan Tin Shui Wai, Tuen Mun, Fanling, Tseung Kwan 

O, Sha Tin, Tsuen Wan, South Kwai Chung and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HKPL has bee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s 18 districts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he resources corners in the 18 districts 

provide a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Districts Information’, comprising 

more than 5,800 items including books, maps, audio-visual and 

Council business, local organisations, district activities, traditional 

culture, religion and festivals, history and celebrities, tourist attractions, 

sightseeing spots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and planned development.

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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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圖書館資源

Ge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places with

library resources



各區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s of 18 districts

多媒體資訊助你發掘社區趣聞掌故 
Multimedia resources on local communities 
想認識各區背後的有趣小故事？或想安坐家中便可瀏覽各區的

老照片？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是你最佳選擇！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提供有關香港及各區的

數碼化資料，當中的「香港十八區」數碼館藏現時收集了六千多

項資料，包括照片、文化藝術資料剪報、前市政局及前區域市政

局檔案、地圖及影音資料。三千多幅珍貴的舊照片記錄了香港各

區昔日的景觀和民生面貌，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變遷。

大家更可透過系統

重溫多個有關本地歷

史的專題講座，包括 

「地區講古」、「香港

掌故系列講座」、「跨

代講故事：灣仔歷史

回顧講座」、「歷史與

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

講座」、「講古星期天」及「鑪峰話舊 ─ 香港地方掌故講座系

列」等；以及瀏覽網上展覽，包括「香江回望」及「元朗古與今」，

娛樂與資訊兼備，輕鬆認識各區的歷史文化風貌。

各區圖書館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均設有電腦終端機，方便讀

者檢索圖書館目錄，閱覽「多媒體資訊系統」內有關地區的數碼

化資料，以及瀏覽相關的電子資源或其他網站。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folklores, stories and old photos of their districts, 

the digitised materials on Hong Kong and local districts provided by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of the HKPL will not let them 

down. 

contains over 6,000 items of information, such as photos, newspaper 

clippings o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rchives of the former Urban 

Council and former Regional Council, maps and audio & video 

recordings. The 3,000 plus old photos have captured the landscape 

different times.

In addition, recordings of previous subject talks on local history 

(conducted in Chinese) and online exhibitions on local districts and the 

old Hong Kong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MMIS. The former include ‘Old 

Stories for Our Districts’, ‘History on Hong Kong Places’, ‘Talks on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Past’, and ‘Stories across Generations: Overview of 

Wan Chai History’, ‘Seminars on Hong Kong History’ and ‘Storytelling 

on Sundays’, while the latter include ‘Yuen Long: Now and Then’ and ‘A 

Reminiscence of Hong Kong’. 

Readers may use the computer 

workstation at the Resources 

Corners to search the Library 

Catalogue, access to district-

based digitised materials in 

the Mmis and browse related 

electronic resources or other 

websites.

智慧生活@圖書館 | Smart Livin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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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助你多角度深入社區 
Library programmes on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除設施和館藏外，圖書館亦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如專題講座、

展覽、工作坊及書籍介紹等，提高市民對地區歷史及文化的

興趣，加強參加者對社區的認識及歸屬感。當中包括「認識

葵青區歷史掌故」、東區古蹟遊、親子攝影樂滿『城』、昔

日深水埗及「回顧昔日大埔」系列等，各項活動詳情可留意

該區公共圖書館的宣傳，或登入網頁www.hkpl.gov.hk/chrc。

Tie-in activities will also be organised to promote the HKPL’s various 

collections and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Coming up soon will be ‘A Historical Trip in Eastern District’, 

‘Understanding Anecdotes and History of Kwai Tsing District’ Series, ‘Fun with 

Photos: Parent-child Activities in Kowloon City’, ‘Sham Shui Po in the 

Old Days’ and ‘Reminisce About Tai Po’ Series, etc.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materials posted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the 

concerning district or visit www.hkpl.gov.hk/c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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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地歷史及文化相關的活動一覽 日期 圖書館

中西區
香港文化傳承系列 ─ 中西區傳統

行業與老店

「香港傳統行業」專題講座 20/9 大會堂

「穿梭中西區舊街老店」導賞遊 11/10 －

東區

「點指兵兵鯉魚門」歷史講座＊ 13/9 鰂魚涌

「東區古蹟遊」專題講座
東方堡壘：戰前香港防務，1919-1941 1/11 鰂魚涌

孤獨前哨：重探1941年香港保衛戰 6/12 柴灣

南區 瑣談南區掌故與風俗專題講座 29/11 香港仔

九龍城區 親子攝影樂滿『城』

「龍城今昔」專題書籍展覽 1/7 - 31/8 九龍、土瓜灣

「童心同影親子樂」專題講座＊ 19/7 九龍

「童眼看龍城」親子攝影工作坊 2/8 九龍

寨城漫步攝影 ─ 親子外影體驗日 3/8 －

從故事認識九龍城 ─ 英語互動親子故事工作坊 9/8, 17/8 九龍、土瓜灣

親子攝影樂滿『城』 ─ 親子攝影參賽作品及活動分享展覽 1 - 21/9, 1 - 31/10 九龍

油尖旺區
探索香港歷史系列：印刷及郵票

講座：認識傳統印刷工業* 6/9, 7/9 花園街、油蔴地

講座：認識香港郵票的發展 (上) (下)＊ 6/9, 7/9 花園街、油蔴地

深水埗區 昔日深水埗 《留住埗城香之拾指生廈》劇場選段演出 6/9, 13/9 荔枝角、保安道

「深水埗掌故遊蹤系列」專題講座
街道地名由來與古蹟 20/9 荔枝角

街頭巷覓舊風貌 27/9 保安道

黃大仙區 舊日的足跡：黃大仙區舊照片展覽 1/10 - 31/10 新蒲崗

觀塘區 「我們的回憶@觀塘」舊照片巡迴展覽 9/2014 - 1/2015

牛頭角、瑞和街、

鯉魚門、順利村、

藍田

大埔區 「回顧昔日大埔」系列

探索大埔自然地質奇觀：「化石是怎樣形成的」講座及工作坊 13/7

大埔

探索大埔自然地質奇觀：「地質公園遊蹤」講座及工作坊＊ 20/7

「大埔歷史掌故」講座：
早期新界原居民在大埔的活動和保留的歷史建築＊

14/9

「大埔歷史掌故」講座：英國租借新界後在大埔區的各項建設 28/9

西貢區 西貢傳統節慶專題講座 22/11 將軍澳

西貢區民間信仰文化遊 29/11 －

沙田區 沙田風俗與掌故講座＊ 2/8 沙田

荃灣區 文化‧大自然新體驗 ─ 荃灣

「賞樹在德華」展覽 1/8 -31/8

荃灣探索馬灣歷史‧文化‧大自然 ─
「從活化建築『芳園書室』出發」講座＊

9/8

「芳園書室」導賞遊 11- 12/8 －

「荃灣郊遊樂」講座＊ 16/8
荃灣

「親親樹木」講座＊ 30/8

葵青區 「認識葵青區歷史掌故」系列

「葵青回憶」文獻徵集活動 19/7 - 31/12
北葵涌、南葵涌、

青衣

「葵青回憶」專題講座＊ 19/7 南葵涌

「家在葵青」口述訪談分享會 25/10 北葵涌

離島區 東涌文化旅遊及保育講座＊ 20/7 東涌

沙田區、大埔

區、元朗區
「單車：歷史及文化生態遊蹤」系列講座 16/8, 24/8, 30/8

沙田、大埔、 

屏山天水圍

*有關講座詳情請參閱第十二頁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相信不少長輩可以信口背誦出來。這些古文其實就

是古代兒童啓蒙學字的課文。

蒙學即啟蒙之學，指古時對幼童和少年施行的啟蒙教育。中國的蒙學教育，從先秦起，下迄明清，具有悠久的歷史。用

以授課的蒙學書籍，例如《三字經》、《千字文》、《孝經》等，昔時兒童於四、五歲時已能朗朗上口。

年代久遠的蒙學書，以富於韻律的文字傳承民族智慧，是蘊藏文化內涵的瑰寶。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的珍本閱覽室

現正舉行「養正明理 ─ 中國傳統蒙學教育」專題展覽，特別從館藏的歷史文獻中，挑選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蒙學書籍

展出，希望從這批珍貴的館藏，反映蒙學教育的發展、目標和特色，加深參觀者對這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教育模

式的認識。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ancient China’s traditional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s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i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showcases the textbooks compiled and used in ancient China.

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Thematic Exhibition on Chines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粵劇撰曲家譚惜萍 (1914-1994) 年青時曾加入「東山音樂社」，與梁以忠、崔詩野、崔慕白、小明星、白駒榮、張玉京等

音樂名宿共同研究推廣粵曲粵樂。譚氏一生作品數量繁多，著名作品包括《還琴記》、《斷鴻零雁》、《憶秦娥》、《長

憶拾釵人》、《曉風殘月》、《一曲驪歌一段情》及《獻貂嬋》等。

撰曲以外，譚惜萍多才多藝，經常在電台播音，親自演繹其作品，興之所至，更會順手拈來各種樂器為演唱者伴奏。此

外，他靠著自己對繪畫的興趣，無師自通的習畫，造就了他日後成為全職畫師。

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現正介紹譚惜萍先生，除深入

介紹其生平及音樂歷程外，還展出其書法、曲本、相片及場刊等 

珍貴資料，讓参觀人士對這位粵劇撰曲家有更深的認識。

A thematic exhibition introducing local musician Tam Sik-ping and his 

compositions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rom now to October. Dedicated 

to composing and promoting Cantonese opera music throughout his 

life, Tam was also talented in drawing and had worked as a full-time 

illustrator.

日期Date：1.7.2014 – 31.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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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Date: 1.7.2014 – 31.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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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Enquiries:2921 0323

《訓蒙幼學詩》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AM Sik-ping, the Casual Cantonese 
Opera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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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悠 長 假 期 添 意 義
暑假又至，如何度過一個充實又繽紛的假期呢？各區公共圖書館於暑假期間與區議會

合作，為公眾舉辦不同類型活動。部分推介如下，當中總有適合你的﹗

活學環保
 ̇東區

親子綠色生活工作坊：環保小手工

講解環保資訊及環保繪本故事，讓參加者對珍惜資源及保護環境

有深入的了解。透過製作環保小手工，提升珍惜資源及循環再用的

意識。

灣̇仔區

環保故事系列一：
「我和動物鬥一番」工作坊暨展板展覽

透過展板展覽、講故事及製作環保小手工等活動，讓參加者認識

動物的特徵與習性，培養閱讀的習慣及提高環保意識。

環保故事系列二：「惜飲惜食旅行團」工作坊

認識世界糧食現況、利用廚餘製作天然清潔劑。

輕鬆親子樂
 ̇西貢區

親子互動戲劇工作坊

透過28節以中國成語為主題

的互動戲劇，引發兒童閱讀

成語故事的興趣。利用互動

的環節，鞏固親子關係，並

鼓勵親子閱讀。

東̇區

東區古蹟遊 - 親子模型工作坊

透過立體的模型製作，令參加者對中國海防歷史有深入的了解。

日期：7月26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日期：8月16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工作坊 展覽

日期：8月8日 日期：8月1日至10日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查詢：2879 5560

日期：8月15日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3 5065

「撒拉森二型」裝甲運兵車模型製作

日期：7月12日 日期：8月9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日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查詢：2921 5055

「布倫南」魚雷模型製作

日期：7月1９日 日期：8月16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日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查詢：2921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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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7月2日至8月27日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館及及區區內內1199間間社社區區圖圖書書館館

查詢：2706 8101



想想知知道道其其他公公共共圖圖書書館館的暑暑期期活活動動？

可可瀏瀏覽覽圖書館館網網頁頁：wwwwww.hkkpl.ggovv.hkk

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種族共融
 ̇油尖旺區

圖書館閱讀大使計劃：不同種族，和諧共融

內容包括「閱讀大使講故事工作坊」及「齊來認識香港少數族裔」

專題展覽。工作坊教導華裔及非華裔小朋友講故事技巧，成為閱讀

大使，並在圖書館實踐與小朋友講故事。專題展覽介紹泰國及巴

基斯坦的節日、飲食及服飾等。

灣̇仔區

種族共融系列：迷你舞台說故事工作坊

悅讀夏季
 ̇觀塘區

繽紛閱讀三重奏計劃

7月19日至8月31日舉行。透過以西方節日為主題的六場英語兒童

故事時間，提升兒童閱讀英文書籍的興趣。另於區內的公共圖書

館舉行皮革書製作工作坊，並於區內的公共圖書館及部分社區圖

書館舉行創意書籤製作工作坊。詳情請留意區內公共圖書館的宣

傳資料。

閱讀大使講故事工作坊

日期：7月5日、12日、20日及27日

齊來講故事

日期：8月2日

專題展覽：齊來認識香港少數族裔 ─ 

泰國及巴基斯坦篇：

日期：8月及9月

2928 6055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日期及時間：7月20日及27日 (下午2時至4時) 

8月3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AA vvaariiettyy off acttivvittiees 
llinninngg uupp inn oouur bbraanncch 
llibbraarriees thhiss ssuummmmeerr
Fancy a meaningful and enriching summer? Check 
out the various programmes organized by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your neighbourhood.

Public libraries and district councils of various districts 
are presenting an array of free activities for people 

libraries this summer. Coming up are the parent-
child environmental workshops on green handicrafts 
in Eastern District, art workshop cum exhibi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Wan Chai District, parent-
child interactive drama workshop in Sai Kung District, 
Reading Ambassador Programme on Racial Harmony 

and English storytelling for children. 

Visit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ebsite (www.
hkpl.gov.hk) to discover more activities for the hot 
summer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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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花園街及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 



好書陪您放暑假
張讓您透心涼的

書單
三

炎炎夏日，與其在戶外給烈日融化，趕快走進圖書館翻翻書，讓書香送走悶熱吧！

如何為自己訂一張暑期閱讀餐單？不妨參考今年三個好書選舉和書獎的得獎書目，看看中

小學生的閱讀取向，又或是學者專家的精挑細選，從中找尋適合自己口味的好書。

「第十一屆書叢榜」、「第二十五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第七屆香港書獎」的結果已分

別於五月和六月揭盅，三張書單合共推薦三十多本好書給大家，無論是莘莘學子或在職人

士，都不愁沒有心水選擇呢！

第十一屆書叢榜：
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籍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館藏索書號

《榕樹下有鬼？》 李赫 狗狗 857 4044

《大便蟲》 劉克襄 遠流 JJ 7240

《穿越時home.2,

 小五生大戰未來刑警》
君比 青桐社 857 1721

《恐龍世界大探險.金字塔村莊》 張柏赫 世界 J 997.8 1144

《火柴人擦出奇蹟》 樂洋 突破 857 2238

《做個料理小達人：

 小學生的38道甜品小食，成功！》
廖幗烜 經濟日報 427.16 0049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童嘉 小熊 JJ 0040

《黑婆婆與粉紅貓》 張秋生 巧育文化 JJ 1122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2, 

 點心時間的52道歡樂實驗》
學研 三采文化 J 301.3 0332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香港公共圖書館

《大膽戀愛了》 柯林‧湯普生 幼獅文化 J 889 3008

知多一點點
今屆「書叢榜」獲選為「我最喜愛的英文書籍」及「最喜愛作家」分別是“NO!”及君比。

今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總投票數目為13.8萬票，西西獲選為最受中學生喜愛的作家。

「第七屆香港書獎」由香港電台文教組、香港出版總會合辦，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所有被提名的書籍均是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間，首次在香港或非本地出版之中文書籍(包括翻譯作品)。十三位評審從四百多本合資格的書籍當中，選出二十本進入決選，然後再進行公眾投票

及第二輪評審，揀選最出色的作品予以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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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最受中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籍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香港公共圖書館

館藏索書號

《小妹》 林美枝、馬家輝 花千樹 848 4484

《剩食》 陳嘉薰 三聯 445.4 7564

《垃圾男孩》 安迪‧穆里根 大塊文化 889 8577

《青筋》 林日曦 白卷 848 4466

《中國恐怖嗎？內地八○後青年

 如何反洗腦》
許驥 文化工房 543.2 0871

《中環人》 黃淑嫻 文化工房 857 4434

《怪獸家長.3, 零感世代》 屈穎妍 天行者 528.207 7724

《異色‧北韓》 項明生 天地 732.9 1162

《奇蹟男孩》 R.J.帕拉秋 天下雜誌 889 1070

《活好當下》 李焯芬 經濟日報 191 4094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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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香港公共圖書館

館藏索書號

《一本讀通世界歷史》 張帝莊 三聯書店(香港) 711 1104

《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

 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
李丹柯

中文大學

出版社
628.3 4074

《也斯的五○年代 ── 香港

 文學與文化論集》
也斯 中華書局(香港) 828 4442

《六個字母的解法》 劉禾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國) 
879.9 8010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

 香港重慶大廈》
Gordon Mathews 

紅出版 

(青森文化)
541.42391 8030

《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

 與文學》
陳智德 聯經 848 7533

《死在香港：流眼淚》 陳曉蕾、蘇美智 三聯書店(香港) 397.19 7564

《安裕周記 ── 思前想後》 安裕 明報 574.39107 3038

《短衣夜行紀》 李維怡 kubrick 848 4029

《翠拂行人首‧小思集》 小思 中華書局(香港) 848 2112

《靜人活物》 潘國靈 聯經 857 3261

第七屆香港書獎獲獎名單



「單車：歷史及文化生態遊蹤」 
 系列講座
 與東華三院BiciLine單車生態旅遊社會企業合辦

16/8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講題：沙田單車生態旅遊路線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24/8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大埔單車生態旅遊路線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2651 4334

30/8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天水圍單車生態旅遊路線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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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自然篇)

20/7 (星期日)

下午2時至4時

系列：回顧昔日大埔 ─ 

 探索大埔自然地質奇觀

主題：地質公園遊蹤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2651 4334

16/8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系列：文化‧大自然新體驗 ─ 荃灣

主題：荃灣郊遊樂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0 3891

30/8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系列：文化‧大自然新體驗 ─ 荃灣

主題：荃灣郊遊樂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0 3891

以上講座免費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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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文化篇)

19/7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主題：葵青回憶

講者：周家建先生

地點：南葵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429 6338

20/7（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主題：東涌文化旅遊及保育

講者：徐振邦先生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109 3011

2/8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主題：沙田風俗與掌故

講者：周樹佳先生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694 3788

9/8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系列：文化‧大自然新體驗 ─ 荃灣

主題：探索馬灣歷史‧文化‧大自然 ─ 

 從活化建築「芳園書室」出發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490 3891

13/9 (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主題：點指兵兵鯉魚門

講者：吳力波先生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14/9 (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系列：回顧昔日大埔 ─ 

 大埔歷史掌故系列

主題：早期新界原居民在大埔的活動和

 保留的歷史建築

講者：蘇萬興先生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2651 4334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兒童篇) 

19/7 (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童心同影親子樂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20/7（星期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講題：繪本大世界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26/7 (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手偶啟蒙孩子 － 啟發創意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查詢：2479 2511

探索香港歷史系列：印刷及郵票 

6/9 (星期六)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講題：認識傳統印刷工業

講者：謝德隆先生及阮國棟先生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7/9 (星期日)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講題：認識傳統印刷工業

講者：謝德隆先生及阮國棟先生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6/9 (星期六)

下午2時至3時30分

講題：認識香港郵票的發展 (上)

講者：蔡思行博士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7/9 (星期日)

下午2時至3時30分

講題：認識香港郵票的發展 (下)

講者：蔡思行博士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專題講座 | Library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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