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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手指能做什麼？有否想過只要用一隻手指輕觸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的屏幕，就可跨

越時空汲取天下知識，盡享網上圖書館服務的便捷？

配合數碼時代的發展，香港公共圖書館近年不斷加強電子服務，以滿足市民對資訊和終身

學習的需要。圖書館早前便推出「我的圖書館」和「多媒體資訊」兩個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以及「電子資源專頁」，讓讀者可以 隨時 隨地 隨心 享用圖書館服務及數碼館藏。大家只

需下載應用程式或登入電子資源專頁，便可體驗「指尖上的圖書館」帶來的樂趣！

You can now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online library services and e-resources with just 
a few taps on your smart phone or tablet.
To enhanc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digital era, two mobile apps, My Library 
app and Multimedia Information app, as well as an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are 
now offering more convenience in the use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digital col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anytime and anywhere. By downloading the mobile apps or visiting the 
thematic page, you can easily experience the joy of ‘Library at Your Fingertips’!

「我的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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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球定位系

統(GPS)功能尋找就近圖書館的位置及聯

絡資料等。

其他貼心服務還包括自設個人提示服

務，提醒讀者領取預約資料及外借資料

的歸還日期等，更可以第一時間獲知圖

書館的最新消息。此外，大家還可利用

手機鏡頭掃描書本背面的國際標準書號

(ISBN)條碼，迅速找尋圖書館館藏資料。

「我的圖書館」應用程式自推出以來深受讀者歡迎。應用程式由

香港公共圖書館官方開發，讀者輸入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 

‘My Library’ app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opular functions: access 
to personal library accounts; searching, reserving and renewing of 
library materials; locating nearest libraries using GPS; obtaining contact 
information of all libraries; personalised alert services such as pick-up of 
reserved items and due dates of borrowed items. Readers can also get 
the latest news of the HKPL through the app and check the availability of 
a book in public libraries simply by scann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 barcod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 book.

‘My Library’ app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readers since its launch. As 
the HKPL’s official mobile application, it provides a safe and convenient 
channel for users to access library services with high security on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數碼館藏彈指間

要搜尋香港的舊報紙和老照片無需舟車勞頓，圖書館的「多媒體

資訊系統」讓你安坐家中也可獲取大量與香港相關的資訊！

「多媒體資訊」應用程式讓你輕鬆透過流動裝置，搜尋「多媒體

資訊系統」的多元化數碼資料，如電子書、圖像及播放影音資料

等，更可收藏或下載部分電子書離線閱讀，包括圖書館資源選

介、圖書館通訊、香港文學展顏、兒童文學獲獎作品集，以及重

溫圖書館的專題講座錄音。

Fancy reading old local newspapers, browsing old photos of Hong Kong 

or listening to libraries’ subject talks anytime anywhere?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app allows 
readers to search and use digitised 
resources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Readers can now view 
digital contents of e-Books, images 
or audio-visual materials of the MMIS 
anytime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The 
app also enables readers to bookmark 
or download some e-Books for offline 
viewing.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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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的寶庫 

現時「多媒體資訊系統」提供了二十

多個不同主題的數碼館藏，共十七萬

項影音和多媒體資料，逾二百五十萬

頁數碼化的歷史資料和圖片。對有興

趣了解香港「那些年」的朋友來說，

系統可說是一個寶庫。它收集大量

與香港相關的資訊，包括文學、藝術

及藝術家剪輯、場刊、舊報紙、海報、

舊照片、舊地圖、歷史檔案和口述歷

史，以及圖書館的專題講座錄音資料

和圖書館出版的刊物等。

The MMIS hosts a total of 170,000 items of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multimedia resources as well as over 2,500,000 pages of digitised 
images and texts on more than 20 topics. They include information on 
local arts and artists clippings, programme booklets, old newspapers, 
posters, photographs, maps, history records and oral history materials. 
Some of them, particularly those historical resources and images of 

research on local history.

圖書館現時的電子資料庫提供一般參考資料、新聞時事、商業情

報、統計資料、各學科的專門資料，以及影音資料，如古典音樂、

爵士樂、鄉謠音樂、中國音樂及歌劇表演等。此外，還有不同領

域的學術期刊、專題研究、古今圖書及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Readers can now explore HKPL’s electronic resources conveniently 
on the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including over 60 e-Databases, 

music, for self-enhancement or leisure.

These e-Databases include general reference,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business and commerce, statistics, special information on various 
subjects, as well as audio 
visual materials such as 
classical music, jazz, folk 
songs, Chinese music and 
operas. In addition, academic 
papers, research papers, full 
texts of Chinese periodicals 
are also on the list.

皇后大道中（1945年） 
Queen's Road Central (1945)

優質資訊「一網打盡」

想隨時隨地閱讀電子書自我增值或欣賞音樂？圖書館的六十多

個電子資料庫、二十萬項電子書、一百萬首不同風格的音樂錄音

等，盡收列在「電子資源專頁」，不單能讓你飽讀電子書，更可隨

時隨地自學進修英語或欣賞美樂。

超過二十萬項的中、英文電子書，有文學、歷史、小說、藝術、商業等

參考工具書。其中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及 EBSCOhost 的英文

電子書，更可下載至自己的電腦或流動裝置內離線閱讀；而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更收錄了英文有聲書，方便不同讀者群。

Over 200,000 e-Book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available for readers’ 
free access. They range from literature, history, novels, to arts, business 
and more. English e-Books from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and 
EBSCOhost can be downloaded onto readers’ computers or mobile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大家還等甚麼？快下載兩個應用程式及登入電子資源專頁，將「指尖上的圖書館」帶進你的口袋裡吧！

Don’t hesitate, download the two apps and visit the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now, and bring the 
 into your pocket!

立即下載，刷新你的圖書館體驗！

Download and refresh your library experienc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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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歲月  ˙ Those were the days

香港首間公共圖書館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位於香港大會堂

高座的公共圖書館正式開幕，設有成人

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參考圖書館和報

章及期刊閱覽室，是香港第一間真正免

費開放給公眾人士借閱的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啟用第一天便接獲三千多份圖書

證申請，四個月後已發出超過一萬七千

張圖書證。當時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佔用四樓和五樓，但每天最高峰的時

間，會有逾千讀者使用圖書館，可以

看到，當時社會對圖書館服務的殷切

需求。十年後，即一九七二年時，全港

登記讀者已超過三十四萬人。

On 5 March 1962, the public library at 
the City Hall High Block was opened 
and marked the birth of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It was equipped 
with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reference library and 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ading room. 

On the first day of its service, more than 
3,000 applications for library card were 
received, and in the following four months, 
over 17,000 library cards were issued. At 
that time,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was 
located on the 4/F and 5/F. During peak 
hours, more than a thousand readers 
were using the library at the same 
time, showing a great need for library 
service. Ten years later (1972), there 
were more than 340,000 registered 
readers in Hong Kong.

 

九龍區首間公共圖書館 

一九六五年，全港第二間公共

圖書館開幕。位於冠華園的

窩打老道公共圖書館（已關

閉）是第一間開設在住宅大

廈範圍內的公共圖書館，該館

的設施及服務與大會堂圖書 
窩打老道公共圖書館 館相若。
Waterloo Road Public Library

In 1965, the second public library, the Waterloo Road Public Library 
at the Cambridge Court was opened. It was the first library in a 
residential building, providing simila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as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serving the residents in Kowloon. 

首間設於公共屋邨內的公共圖書館

閱讀的熱情及人口的增長促使

政府建立並發展公共圖書館系

統。七十年代初，分別在華富邨

（1970年）、油地（1971年）及

坪石邨（1972年）設立公共圖書

館，提供更多的服務點。這也是

公共圖書館第一次落戶在公共屋

邨，以方便區內的居民。

現時，薄扶林及油地公共圖書

館仍服務區內市民，坪石公共圖

書館（已關閉）則於一九八七年

由牛池灣公共圖書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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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歲月  ˙ Those were the days

The passion for promoting 
reading and population growth 
brought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a public library system. 
In the early 1970s, new public 
libraries were set up at Wah Fu 
Estate (1970), Yau Ma Tei (1971) 
and Ping Shek Estate (1972). 

providing service to local residents at their convenience. Both the Pok 
Fu Lam and Yau Ma Tei Public Libraries are still in service while the 
Ping Shek Public Library was replaced by the Ngau Chi Wan Public 

Library in 1987. 

新界區首間公共圖書館 

七十年代的香港還沒有地下鐵

路網絡，新界區居民需要長途

跋涉，才能到達大會堂或窩打

老道圖書館。有見及此，一九

七四年，當時的市政事務署在

荃灣福來邨開設一間公共圖

書館。該館於一九九三年由新

落成的荃灣公共圖書館取代。 六十年代的福來邨 
Fuk Loi Estate in 1960s

In the 1970s, Hong Kong had no mass transit railway system. Those 
liv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ad to travel a long way to get to the 
library at the City Hall or Waterloo Road. In view of that, a public 
library at Fuk Loi Estate, Tsuen Wan was set up in 1974. The library 
was later replaced by the new Tsuen Wan Public Library in 1993.

首個流動圖書館 

一九七六年首個流動圖書館在深水

埗區投入服務，方便更多市民享用圖

書館服務。

into service in Sham Shui Po, offering more convenience for nearby 
residents to enjoy library services.

首間專門圖書館 

一九一 八三年位於香港藝術中心的

藝術圖書館啟用。一九九零年遷

至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

樓；二零零一年五月再遷至香港

中央圖書館十樓提供服務，並改

名為藝術資源中心。

the Hong Kong Arts Centre in Wan 
Chai, was opened in 1983. In 1990, 
it was relocated to the Cultural 
Centre in Tsim Sha Tsui. It was further 
relocated to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and renamed as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in 2001. 香港藝術中心內的藝術圖書館 

The Arts Library in Hong Kong 
Arts Centre

首座專為圖書館而設計的大樓 

一九八四年落成的九龍中央圖書館

（即現時的九龍公共圖書館），位於

窩打老道和培正道交界，樓高十二

層，是全港第一幢圖書館大樓。九龍

中央圖書館在一九八五年啟用、成為

八十年代九龍區公共圖書館的樞紐。

the Kowloon Central Library (today’s 
Kowloon Public Library) which was 
opened in 1985. It is 
a 12-storey building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Waterloo Road and 

Pui Ching Road.

為「藏書樓」或「香港大書樓」。那時的藏書主要來自多間私人圖書館的捐贈，公眾人士可

免費閱讀，但須有保薦才能辦理借書證件，使用者主要為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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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
助你趕上馬拉松熱潮

Catch up with the marathon mania with HKPL resources

Marath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Hong Kong.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arathon to catch up with the mania? Our e-resources can give you a hand.

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圖書館豐富的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館

藏，包括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及

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英文電子資

料庫，以及方正中文電子書，讓你安坐

家中也可隨時隨地獲取有關馬拉松運

動的資料。 

馬拉松的起源為何？甚麼是「世界馬拉

松系列賽」和「超級馬拉松」？答案盡

在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內的期刊、新聞、雜誌和多媒體資料。若想認識一些訓練方

案，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提供超過七百篇有關文章，例如如何進行馬拉松的訓練和完成這一項具有挑戰性的比賽，或有關一名業

餘跑手在經過十六個星期的訓練後，以約三小時完成首次馬拉松賽事的經驗。

方正中文電子書亦提供不少有關馬拉松的書籍，《希望馬拉松：泰瑞‧福克斯之夢》是一個傷殘馬拉松跑手的感人故事，《現代中長跑

運動》則有關學習全面的訓練知識。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osts a rich collection of e-Databases and e-Books, including 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 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 and Apabi Chinese eBook, giving readers free online access to useful information on sports anytime and anywhere.

news, magazines and multimedia materials from 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 In addition, over 700 articles on ‘Marathon training’ are available 
in 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 One of them ‘Marathon Training for Beginners: It’s All About the Mileage’ will let you know how to train for and 

over 3 hours after 16 weeks of training programme. Apabi Chinese eBook also offers you some good reads, such as a touching story of a disabled 
marathoner or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n running.

想知更多有關運動及健體的資料或網上資源選介，大家可瀏覽圖書館的「運動與

健體」特藏專題網頁www.hkpl.gov.hk/sports。此外，大家也可使用設於沙田公共

圖書館的「運動與健體」特藏，特藏包含書籍、報告、期刊、多媒體資料、電子書

及電子資料庫。要成為運動達人絕對無難度。

To get started, visit the ‘Sports and Fitness Information’ website (www.hkpl.gov.hk/
sports) on the HKPL Homepage to explore more about the library resources, both 

also visit our Sha Tin Public Library, which houses the ‘Sports and Fitness Collection’, 

periodicals, multimedia materials, e-Books and e-Databases. 

電子資源專頁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www.hkpl.gov.hk/e-resources

運動與健體資訊 Sports & Fitness Information: www.hkpl.gov.hk/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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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up with the marathon mania with HKPL resources

青少年地帶  ˙ Teen Zone

跟 小海螺與大鯨魚 
一起 環遊世界

小朋友，你喜愛冒險、聽故事及認識世界嗎？圖書館可一次過滿足

你！一月至六月期間，圖書館將舉行四十場的專題故事劇場，今次

的主題是小海螺與大鯨魚環遊世界。

充滿好奇心的小海螺一直夢想要環遊世界，牠的夢想感動了大鯨

魚，牠們一起走遍世界，究竟牠們會遇到甚麼有趣的事情呢？

專題故事劇場歡迎12歲或以下的小朋友，由一位家長陪同參加。

詳情請留意張貼在各圖書館的宣傳海報。查詢：2921 2660

大家欣賞故事劇場後，更可來到兒童圖書館，透過借閱豐富的館

藏，繼續認識更多世界故事和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呢！

《小海螺和大鯨魚》故事簡介

小海螺和灰藍色大鯨魚無意間成了好朋友，牠們一起航海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從來沒離開過地面的小海螺真是大開眼界，牠和鯨魚在一起覺得好快樂。但有

一天，大鯨魚受到驚嚇，游得太靠近人類港口，不小心擱淺在岸邊了！小海螺要

如何拯救牠的鯨魚好朋友呢？

好書無疆界，能夠擴闊心靈空間，打動人心的就是好書。

遇見好書，自然要向朋友推介，讓更多人有機會與好書相

識、相知。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合辦的

「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第十二屆書叢榜」，

現正接受全港中小學生的投票。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書叢

榜的截止投票日期同是三月九日。

兩項好書選舉提供共一百二十本候選書籍，供大家投票，

書籍名單可參閱張貼在公共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瀏覽

圖書館網頁。在這百多本讀物當中，總有你的心頭好。歡

迎同學透過神聖的一票，給予好書、好作者和出版商支持

和鼓勵，齊為好書好作家鼓掌。

想參與「第十二屆書叢榜」投票的同學，可登入以下教協

書叢悅閱俱樂部網頁http://www.hkptu.org/drbook使用網上系統投票，詳情可向小學負責老師或圖書館主任查詢。

至於「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同學可於教協普讀網頁http://www.hkptu.org/reading利用網上系統投票。

此外，兩項好書選舉的推薦書籍亦在多間公共圖書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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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頻道  ˙ Parents Channel 

閱讀‧由心出發
閱讀，是用心栽培出來的興趣？是從書本中得到的領悟？還是與別人一起討論的起點？

或是積極推動的結果？對您來說，閱讀是甚麼？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舉行證書頒發儀式，共四十多名會員獲嘉許。

今期《通訊》訪問了部分的獲獎家庭、同學及學校代表，

從他們的分享中，足見有果效的閱讀都是由心出發。

嘉賓與一眾得獎的兒童及青少年讀者、學校代表及義工合照

      用心栽培

對獲頒「閱讀超新星─家庭組」的家庭來說，親子閱讀需要用心栽

培和堅持。

張紫桐與父母非常享受親子閱讀的時間。張爸爸分享道，他們每晚

都會一起閱讀，睡前堅持講故事，並就故事引導小朋友思考。在爸

媽悉心的栽培和引導下，紫桐看完《我好想唱歌》這個故事後，對

主角的感受有深刻的體會，明白小朋友被其他同學排擠的不快，也

學懂如何愛護身邊的人。

王筱悠及母親是另一個獲獎家庭。王媽媽分享說：「平日常說故事

給筱悠聽，這次嘗試變為繪畫，使閱讀過程更有趣。計劃鼓勵親子

閱讀，筱悠參加活動後，變得更主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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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閱讀

十一位獲頒「閱讀超新星」的同學，他們不單積極閱讀，更從閱

讀的故事中得領悟，可見只要用心閱讀，總會有所得著。

高小組「閱讀超新星」郭善柔愛閱讀勵

志小說及文學作品，她看完《聽不見的

掌聲》而寫的閱讀報告，被評為寫出主角

寬大胸襟及有個人反思。夢想成為業餘

作家的善柔說：「閱讀能學習知識，還可

以培養多角度思考，更可透過故事情節

獲得啟發，很多方面都有得著。」

另一位高小組「閱讀超新星」劉浩龍，由

武俠小說到心靈勵志的書籍等都涉獵，

閱讀興趣非常廣泛。其獲獎的閱讀報告

是《讓愛從心開始》，故事主角小實因

缺乏家庭關愛而變得性格孤僻，然而在

一位好老師循循善誘下，感受到人間有

愛，並知道了人生方向。浩龍認為故事

情節非常真實，也很勉勵人心，更令他明

白：「我們雖然不能決定人生的起點，也不能預測人生的終點，

但絕對可以令人生過程變得有價值和意義。」

初中組得獎者麥鎧妍的閱讀作品是《林

家次女》。故事講述林太乙在美國及歐

洲的留學歲月，當時林太乙的英文水平

不高，加上種族歧視，令她感受良多。鎧

妍認為故事內容非常有趣，雖然她沒有

如此曲折的經歷，但在學習英語上卻感

同身受。「從閱讀看到自己人生」是鎧妍

的一大領悟。

初中組另一位得獎者楊詠程的閱讀作品

是《一碗清湯蕎麥麵》。故事講述母子

三人因為家貧，於隆冬時節也只能負擔

吃一碗清湯蕎麥麵；不過，老闆並沒有

嫌棄他們，不但給了他們額外的份量，還

真摯地向他們說：「祝你過一個好年」。

故事讓詠程發現一句看似微不足道的說

話，竟可帶給別人莫大的勇氣和鼓勵。

      用心參與

閱讀可以是個人的領受，也可以是彼此的分享。今屆共有十四

位同學獲頒「樂讀小菁英」，以獎勵他們積極參與「月月讀書

樂」月會。

卜芷晴是其中一位「樂讀小菁英」，

她非常喜歡圖書館活動，特別是不

同閱讀主題的閱讀月會，認為可以

擴闊見識，令她非常有新鮮感。芷

晴說：「透過提交閱讀報告及參加

月會，可與其他人交流分享，是另

一種閱讀樂趣。」

芷晴的媽媽亦補充說，「月月讀書樂」月會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參與的同學交流分享，加上專業圖書館館長推介好書，以及每

次月會的不同主題，豐富閱讀層面。

      用心推動

閱讀習慣可由爸媽從小鼓勵，閱讀風氣則需學校的積極推動。

天主教伍華小學是其中一間獲頒「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的小學。

該校黃妙玲老師指出，公共圖書館

的閱讀計劃不但認受性高，而且內容

非常全面，學校逾半學生是計劃的會

員。校內也有不少措施配合，如晨讀

時段，老師定期向同學分享書籍。劉

靜儀老師也指學校亦會利用有趣的方

式和貼近潮流的媒體，讓同學領略閱

讀的樂趣。

白田天主教小學是其中一間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的小

學，該校王敏儀主任表示，學校每星期

有兩次晨讀及一次好書分享環節，校內

圖書館常與其他學科跨科目合作推行活

動，使閱讀更有趣味。該校同學司徒永

莉表示，學校介紹的書籍題材廣泛，包

括中英文書籍，大大擴闊了她的視野。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知多點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自一九八四年起推行，旨在鼓勵兒童和青少年自幼養成閱讀習慣。

計劃以幼稚園至中六的學生為對象，為了鼓勵親子閱讀，幼稚園至小三的小朋友更可與父母以

家庭形式參加。計劃主要包括「閱讀足印」記錄閱讀進程、「我的悅讀分享」鼓勵分享閱讀樂

趣、「心儀好書推介」書籍推薦及寫下閱讀心得等。會員閱讀後遞交閱讀心得或報告一篇，便

可參加「每月之星」及「閱讀超新星」選舉，而最積極參與「月月讀書樂」月會的會員，更可獲頒

發「樂讀小菁英」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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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頒獎典禮已於去年十一月底圓滿舉行。評判

們經過多輪的篩選及評審，最後從六個參賽組別共一千五百多份作品中，選

出四十八份不同文體的優秀作品。得獎作品寫作技巧純熟，感情真摯；當中部

分充滿本地色彩，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前排左六）及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前排左五）

與評判和得獎者合照。

新詩組冠軍作品〈禮儀〉，通過喪禮與婚禮的穿插，時空轉換，帶出人與物的變遷，同場與不

在場的興嘆。散文組的〈房間、牙痛和搬家〉，寫父母離異與個人感受，有角度也有心思。

小說組的冠軍作品〈海豚街上的穿牆貓〉，寫一個年輕人面對父母和大學共構的成年世界(成

功價值)，在蘭桂坊的酒吧中滑入一個暫時脫序的另類時空。而文學評論組冠軍作品〈從蘇絲

黃到玉蘭：論劉以鬯《吧女》中的女性與香港形象〉，拿《吧女》與《蘇絲黃的世界》並讀，

藉兩書主角對比，作多元觀照，開拓了劉以鬯研究和香港文學的研究範疇。

兒童故事組的〈王安妮的痣〉，寫女孩安妮「嫌棄」自己

嘴唇邊一顆小痣的故事，蘊義深遠，表達出要「接受自

己，不要忘本」的信息。兒童圖畫故事組的〈送給弟弟的

第一份禮物〉，從小朋友的視點描述對父母、家庭及將出

世的弟弟的各種心情，畫風溫柔帶稚氣卻見細致，粉彩著

色繽紛有生氣。

圖書館已把各組評判的評語和專業意見輯錄成集，存放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大會堂、九龍、荃

灣、沙田、屯門和屏山天水圍各主要圖書館的參考圖書館內。一如以往，圖書館亦會將各組三

甲得獎作品編印成《香港文學展顏》和《兒童文學叢書》，送贈予學校及相關機構，並存放於

圖書館，以及上載至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mmis.hkpl.gov.hk），市民現可登入這個網址

瀏覽閱讀已出版的《香港文學展顏》和《兒童文學叢書》。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新詩組 第一名 禮儀 周漢輝 文學 第一名 從蘇絲黃到玉蘭：論劉以鬯《吧女》 李薇婷
評論組 中的女性與香港形象

第二名 春花落 呂永佳
第二名 論陳冠中《裸命》的性、宗教與政治 羅隽陽

第三名 奇斯洛夫斯基 林志華
第三名 「修復」與「審視」：論北島《城門 李梓榮

散文組 第一名 房間、牙痛和搬家 梁莉姿 開》的記憶重構

第二名 塵埃 李嘉儀 兒童 第一名 王安妮的痣 黃敏敏
故事組

第三名 眼睛 司徒嘉穎 第二名 雲中的小孩 李彩嫻

小說組 第一名 海豚街上的穿牆貓 李梓榮 第三名 新孩子．舊鞋子 溫倩明

第二名 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 黃怡 兒童 第一名 送給弟弟的第一份禮物 王佩瑛
圖畫

第三名 多惱河上的午餐肉 潘璧雲 第二名 奇妙的旅程 盧思曦、蕭嘉寶故事組

第三名 爸爸和媽媽 陳偉芳



展覽名為「韋婭—發掘孩子生命裏的真善美」，介紹韋

婭從國內成長和學業，及至來到香港後的發展，還有

其詩集《會飛的葉子》及小

說集《中三女生的心事》的

創作心得，以及韋婭的童詩

選，讓參觀者從不同角度認

識韋婭及其作品。

韋婭擅長創作中短篇小說、

散文、散文詩、新詩及童

話、童詩、幻想小說等不同

體裁文學作品。至今出版著

作四十多部。作品曾多次獲

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香

港「青年文學獎」、「冰心兒

童圖書新作獎」及「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是香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多篇作

品也收入中國語文出版社小學語文及香港小學語文教

科書，以及中港台多種文學選本中。

韋婭作品清新隽永，對少女心理的細膩刻畫及田園風

味的童詩創作，尤為引人注目。其中《水瓶座少女》及

《中三女生的心事》更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的獲

獎好書，深受青少年讀者歡迎。若想更多認識韋婭，便

別錯過這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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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婭憑著作品《長翅膀的

夜》、《蟑螂王》及《會飛

的葉子》榮獲三屆香港中

文文學雙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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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Talks

2015年文學月會 ─ 
「文 學香港：追尋與  
發現」
與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辦

31/1 (星期六)
講題  香港戲劇生長的機緣與土壤

講者   盧偉力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

教授)

28/2 (星期六)
講題  香港故事︰1919-1949

講者  黃念欣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

學系副教授)

謝曉虹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

系助理教授)

7/3 (星期六)
講題  香港文學的歷史軌跡

講者  陳國球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樊善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

學系副教授)

主持  陳智德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

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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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分館專題講座

31/1（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講題 賞雲與攝影 

講者 陳燕明女士 (作家及攝影家)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1055 

31/1（星期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講題 均衡飲食 + 恆常運動 = 優質生活       

講者 陳創羽先生 (註冊營養師) 

地點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8 7055 

28/2（星期六）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講題 親子九型人格 ─ 認識孩子的型格      

講者 余國健先生 (身心語言程式執行師)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10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天后誕節慶講座系列

24/1（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講題  元朗區歷史文化的發展與元朗大樹

下天后廟的關係

講者 蘇萬興先生 (古物古蹟課程導師)

地點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26 7520

31/1（星期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講題  香港各區的天后廟與天后誕活動

講者 蘇萬興先生 (古物古蹟課程導師)

地點 元朗公共圖書館

查詢 2479 2511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保 護個人資料私隱 
－  日常生活善用科
技」講座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主辦

31/1（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善用網上資源和社交網絡  保護個

人資料兼廣交好友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555

7/2（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保障私隱 — 明智使用電腦及互聯網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94 3788

7/3（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題 辦公室資訊科技保安你要知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8 40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詳情可向圖書館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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