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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來圖書館看書和借書就做得多，有沒有想過圖書館帶你「行街街」，穿越
橫街窄巷，以有趣的視角認識身處的社區？

觀塘、灣仔和油尖旺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辦多項活動，
既有靜態的展覽和講座，也有動態的工作坊及實地考察，邀請大家遊走社區，
細味三區昔日獨有的情懷，實行館裡館外認識社區。

觀塘區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區內的古蹟及舊街見證了香

港多年的發展。想多了解昔日的觀塘區，「觀塘區歷史文化講座

暨遊蹤」是你的最佳選擇。活動共有三節，每節分為講座及實地

考察兩部分。講座介紹觀塘區的文化歷史背景，實地考察則由導

師帶領參加者步行遊覽圖書館附近的史蹟。歡迎12歲或以上的公

眾人士參加。

此外，觀塘區六間公共圖書館及十二間社區圖書館亦將於十月至

明年一月舉行「觀塘區歷史文化互動工作坊」，讓參加者分享及

交流觀塘區昔日的各種生活點滴，如兒時玩意、昔日衣食住行生

活點滴、觀塘區石礦場和七十年代青工及夜校等。對觀塘區有興

趣的街坊及朋友，別錯過這個好機會。

裕民坊 觀塘警署

觀塘區歷史文化講座暨遊蹤

牛頭角分區	
日期：	 10月17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1時30分至4時	

講座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實地考察：佐敦谷水塘、德福伯公古廟、淘大罐頭廠舊址、	

	 淘大花園、佐敦谷舊址、復華村故事、	

	 牛頭角下邨、偉景樓	

查詢：	 2927	4055

觀塘市中心分區	
日期：	 10月24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1時30分至4時	

講座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實地考察：觀塘官立小學、七花、五雀樓、觀塘戲院舊址、	

	 康寧道木屋區舊址、裕民坊懷舊、月華街、	

	 雞寮木屋區舊址、地藏王廟訪古	

查詢：	 2927	3055

藍田分區	
日期：	 10月25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1時30分至4時	

講座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實地考察：藍田公共屋邨沿革、麗港城、茜草灣及茶果嶺、	

	 三山國王廟、雞寮－翠屏邨、大王爺廟	

查詢：	 2927	7055

灣仔是一個新舊交融、充滿活力的社區。區內既保留了不少

古老建築，也矗立著許多設計獨特的現代建設。

灣仔區的駱克道公共圖書館於十一月舉辦「舊建築導賞遊」，

介紹灣仔區舊建築，加深參加者對社區的認識。資深建築

文物研究者陳天權先生將帶領參加者走訪灣仔區內不同的舊

建築，透過親身觀察，一起發掘及了解這些舊建築背後的故

事，以及回顧灣仔過去的發展。參觀地點包括茂羅街和巴路

士街唐樓、舊灣仔街市、藍屋、舊灣仔郵政局、洪聖古廟、

南固臺和日月星街。

舊建築導賞遊	

日期：	 11月1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2時至4時	

集合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879	5560

藍屋

洪聖古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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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集消費、觀光、美食和歷史保育於一身，是遊客必

到的地區。區內有不少歷史建築物和特色街道，見證著香港

的今昔變化和香港人生活方式的轉變。「油尖旺逝去的時

光」導賞活動由導師帶領參加者，沿途介紹講解區內特色地

點，讓參加者更深入了解區內的文化和歷史。

此外，花園街及油蔴地公共圖書館將於十一月舉行兩場「墨•

寫油尖旺」講座及工作坊，由旺角街頭書法家介紹昔日於旺角

街頭以書寫為生的生活和趣事，並會親身示範傳統書法藝術

和教授簡單書法技巧。還有「一起走過的日子：六、七十年代香

港社會」專題展覽，透過展板圖片介紹香港六、七十年代市民

衣食住行和娛樂等不同範疇的生活。

「墨•寫油尖旺」講座及工作坊

日期：11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	

「一起走過的日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 
專題展覽

日期：12月1日至15日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日期：11月2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日期：12月16日至31日	

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詢：2928	4055

地

查

「油尖旺逝去的時光」導賞活動

昔日油尖旺的光輝	
日期：	 12月5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集合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路線：	 昔日東方煙廠、聖公會諸聖堂、東華三院博物館、	

油麻地戲院、紅磚屋、油麻地警署、油麻地天后廟

舊日居民的生活	
日期：	 12月12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集合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路線：	 利和秤號、油麻地果欄、永隆繡莊、	

陸炳記銅器、C+公館、漢記書局

油麻地警署 油麻地果欄 油麻地戲院

以上活動的詳情可向所屬圖書館查詢，圖書館亦會印備相關的書目推介，供讀者作延伸閱讀。大家更可
到各區公共圖書館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認識社區文化及歷史呢！想知更多？可瀏覽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tc/reference/special/chrc.html

Autumn is a great time for getting out into your community!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our local district in an interesting way? Come join for some
inspiring,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district walks in and
around your neighbourhood with the public libraries!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Kwun Tong, Wan Chai and Yau Tsim 
Mong districts have organised a total of six guided tours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namel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otprint @ Kwun Tong’ in October, ‘The Series 
on Culture and History of Wan Chai: Community Walk 
of Old Buildings’ in November and ‘A Walkthrough of the 
Yau Tsim Mong in time’ in December, in which participants 
will join various journeys through time and old buildings, weave 
in and out of the streets, explore the older corners of urban 
Kwun Tong, the curvaceous old Wan Chai Market, Yau Ma Tei’s 
wholesale fruit market and Temple Street, etc., learning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local districts.

Besides guided tours, there will also be exhibition,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Kwun Tong and Yau Tsim Mong districts.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hese districts. Reading 
lists on respective activities will also be available for furth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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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認為藝術是高深莫測，但事實上人人都可以接觸藝

術，藝術圖書館更是大眾接觸和認識藝術的理想橋樑。藝術

愛好者在館內可以不用分文，便能接觸到大量有關藝術的資

料。大家知不知道香港也有「藝術圖書館」呢？香港首間專

門圖書館又是怎樣的呢？

The world of arts may seem remote for most people. Yet, an 
arts library is an ideal channel for people to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rt world. Do you know Hong Kong has its own arts 
library? And how did our first specialised public library look?

一九八三年，座落於灣仔港灣道香港藝術中心十三樓的藝

術圖書館啟用，是香港首間專科公共圖書館。顧名思義，

藝術圖書館的收藏都與藝術有關，包羅美術設計、表演藝

術、音樂、舞蹈、雕塑、建築、戲劇與電影等參考圖書、

期刊雜誌及視聽資料。

In 1983, Hong Kong’s first Arts Library was set up on 13/F in the 

Hong Kong Arts Centre at Wan Chai. It was the first specialised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As the name suggested, the Arts Library provided 

reference books, periodical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on a variety 

of art forms, including art and design, performing arts, music, dance, 

sculpture, architecture, drama and fil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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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藝術圖書館遷至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 In 1990, the Arts Library was reloca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平台。當時的藝術圖書館佔地一千零五十平方米，除參考圖 of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at Tsim Sha Tsui. In addition 

書館外，並設有雜誌閱覽室、視聽資料室及推廣活動室，設 to a reference library, the library contained a periodical reading 

備一應俱全，並提供錄音帶及鐳射唱片外借服務。當時的館 section, an audio visual room and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藏有四萬二千冊書及八千多項視聽資料，以及本地演出的場 providing over 42,000 books and 8,000 audio-visual materials on 

刊和海報等。圖書館亦經常舉辦多樣化的活動，如西方古典 arts-related subjects, as well as house programmes and posters of 

音樂欣賞及陶瓷展覽等推廣藝術欣賞。 local performances.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classical music 

appreciation and pottery exhibition, were organised on a regular 

basis to promote different art forms and art appreciation. The library 

also provided audio lending service.

二零零一年五月，藝術圖書館再遷至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並改名 In May 2001, the Arts Library 
為「藝術資源中心」，繼續提供優質的藝術參考資料及服務之餘， was further relocated to 
更全面收集及保存香港的藝術資料及文獻，促進本地藝術的發展及 the 10/F of the Hong Kong 
研究。 Central Library and renamed 

as the Arts Resource 現時，藝術資源中心的館藏包括中英文的書籍、樂譜、期刊、各種
Centre (ARC). Apart from 視聽及多媒體資料、電子資料庫等，總數多達二十六萬一千項，內
providing enhanced and 容涵蓋視覺及表演藝術範疇內不同科目；中心亦透過「香港音樂文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獻徵集行動」，建立了「香港音樂特藏」，收藏超過八萬八千項本
and reference services on the subject of arts to the general public, 地音樂文獻，包括樂譜、歌詞及戲曲劇本手稿、影音資料、照片、
the ARC also helps develop local arts and enhance local culture 節目單張、場刊、海報及剪報資料等，推動保存本地音樂文獻的意
and arts researches through comprehensively collecting and 識和促進有關香港音樂的研究工作。
preserving arts materials of Hong Kong.

The ARC at present has a stock of more than 261,000 items 

including books, music scores, periodicals, audio-visual and 

multi-media materials, e-databases, etc. The collection i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covers various disciplines in 

arts such as music, paintings, calligraphy, design, photography, 

sculptures, architecture, theatre, dance and films, etc. The 

ARC is also devo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Hong Kong music 

archive and encouraging studies and researches on Hong Kong 

music. Through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Campaign, 

the ARC houses over 88,000 items of local music materials 

including manuscripts of music scores, lyrics and opera scripts, 

audio-visual materials, photos, programme leaflets, house 

programmes, poster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etc.



由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香港各區陸續建成新市鎮。我們在大海上

換來土地、興建家園、修建河流，也在蜿蜒的海岸修築起畢直的海

濱。一些細小的海灣，也隨著新市鎮的落成而消失。

香港中央圖書館五樓地圖圖書館現正舉行「變遷中的海岸線」展

覽，透過展出香港舊照片及地圖，與大家一起回顧香港海岸舊貌，見

證海岸線的變遷。展覽至明年一月底結束。查詢：2921	0351 

Since the 1960s, new towns were built in undeveloped areas of Hong 
Kong. We reclaimed land, erected buildings and engineered river 
channels from the sea. The winding and meandering coastline was 
straightened into new waterfront. Some coves even disappeared 

1844年香港地圖	
when new towns were developed nearby. Hong	Kong	Map,	1844

An exhibition titled ‘Coastline in Transition’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Map Library on the 5/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January next year, depicting the changing coastlines 
and seashores in the past century through old photos and maps of Hong Kong. Enquiries: 2921 0351

中 圖 掠 影  ˙ HKC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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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及灣仔海岸	（約1875年）	
Central	District,	Wan	Chai	and	the	Harbour,	
Hong	Kong	Island,	c.1875.

灣仔、銅鑼灣一帶	（約1930-35年）
Wan	Chai,	Causeway	Bay	and	the	Harbour,	
Hong	Kong	Island,	c.1930-35.

圖片由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Images	from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若論香港武俠小說的發展，最熟識的必是《武俠世界》主編沈西城。他主編《武俠世界》雜誌接近二十年，

名副其實是武俠老行尊。

沈西城七十年代初赴日本學習日語，回港後從事翻譯工作。七十年代末加入電視台，編有長劇《京華春夢》、

《紅顏》和《天龍八部》；八十年代初專事創作，作品散見香港各大報章。沈氏從事文字工作多年，作品包

括各類型小說、人物評論、電視及電影劇本和掌故文章等。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辦「浪蕩才子沈西城」

專題展覽，深入介紹沈西城，讓參觀者更了解這位才子，如其年輕時

的風流歲月、與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的第一次會面，以及為何

在封筆八年後再重拾筆桿。展期至十二月底。查詢：2921	0323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Sham Sai-shing, a veteran writer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a local martial arts magazine ‘Wuxia Shi Jie’,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December. 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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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就如一扇窗，我們可透過閱讀打開窗子，探索精彩的世界。十九位作家自今年三月起，在圖書館以文字帶領

讀者漫遊世界，藉此擴闊視野，啟發思維。

講座分為三個系列。在「閱讀─成就創作天與地」系列中，作家分享個人在創作路上的經驗和心得，暢談他們如何

從閱讀及生活中產生靈感，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創作天空。「閱讀─由香港開始」中，關愛香港的作家會與讀者分

享香港的城市點滴及昔日情懷，以及個人的創作世界。在「閱讀─放眼世界、擴闊視野」系列中，遊歷經驗豐富的

作家將與讀者分享他們在萬里路上的創作人生。由現在至十一月將有以下七次會面活動。

，

大家來讀香港史─
談談最近十年的香港史著述 
9月19日(星期六)

下午2:30-4:00
閱讀─由香港開始

劉智鵬 屯門公共圖書館

香港少數族裔的建築和風俗
9月26日	(星期六)

下午3:00-4:30

東涌公共圖書館 閱讀─由香港開始
陳天權

向未來飛翔
利倚恩 10月3日(星期六)

下午2:30-4:00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閱讀─成就創作天與地

我的遠行故事
10月10日(星期六)

下午3:30-5:00

粉嶺公共圖書館 閱讀─放眼世界、擴闊視野
陳智遠

閱讀歷史 採訪世界
人生需要「借喻法」
10月24日(星期六)

下午2:30-4:00
閱讀─放眼世界、擴闊視野

張帝莊 青衣公共圖書館

在界限外飛翔
10月31日(星期六)

下午4:00-5:30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閱讀─成就創作天與地
徐焯賢

玩讀香港
11月14日星期六)

下午	2:30-4:00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閱讀─由香港開始
蔡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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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弧內數字為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劉智鵬 《香港工程考‧2，三十一條以工程師命名的街道》 
（索書號：441.09391 7134）

陳天權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Cemetery
（索書號：951.25LIM）

利倚恩 《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索書號：889 4254）

陳智遠 《死在路上也不錯》（索書號：696.6 7744）

張帝莊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	
（索書號：541.42391	8030）

徐焯賢 《陸行鳥森林》（索書號：857 1037）

蔡思行 《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普及文化2000-2010》 
（索書號：541.209391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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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不少家長與子女享受天倫樂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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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認識世界各地的不同節日。

「世界節日閱繽紛」專題展覽吸引了不少家長帶同孩子參觀，一起認識四季各地不同的節日，追尋節日的起源和文化，從而學會珍惜

其中包含的文化價值，進一步了解世界不同的民族和大自然。

新年

端午節

展覽不單介紹傳統節慶，也介紹一些新興的節日，如世界

水日和教師節等。

感恩節

冬至和聖誕節

家長和小朋友在參觀展覽之餘，也可閱讀在場內展出有關世

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書籍及電子讀物。

「節日漫遊」親子演繹比賽已於八月十日進行決賽，小朋友與家長一起以講故事或戲劇的方式，演繹與節日有關的故事。

崔卓韜 （9歲） 

故事名稱：〈親愛的聖誕老人：今年請不要來〉

季軍

蕭珈瑤  (10歲） 

故事名稱：〈月下老人牽錯線 ─情人節〉

冠軍

顧彧瑋  (4歲） 

故事名稱：〈年獸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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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繽紛月」還推出多個工作坊，包括製作節日花飾、紙藝和紙黏土等工作坊，增進親子溝通和互動。

我的紙黏土小兔子較像復活節的白兔還是中秋節月亮上的玉兔呢？

第一次跟爸媽一起製作環保袋，也是第一次認識「檸檬節」呢！

「閱讀」不單助你贏在起跑線。家長陪伴看書，跟小朋友說故事，最

能讓小朋友體會真正的閱讀樂趣，與父母和書本產生情感連繫，增長

智慧。2015年「親子閱讀講座」系列以「讀出愛與未來」為主題，與

家長們分享如何開啟親子共讀之門，在愛裡閱讀，在閱讀裡學會愛。

歡迎各位家長、老師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參加。

日期 時間 講者 地點 查詢

19/9（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馬鎮梅(英華小學創意及出版總監)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2126	7520

26/9（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黎潤芬(輔導總監及專欄作家)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2921	2555

3/10（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何玉芬(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2921	0385

名譽專業顧問)

10/10（六） 下午3時30分至5時 董雅詩(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主席) 荃灣公共圖書館 2490	3891

17/10（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吳思源(從心會社主席) 九龍公共圖書館 2926	4055

24/10（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馬安妮(香港教育學院英語教育學系高級講師) 沙田公共圖書館 2694	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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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 文 學  ˙ Literature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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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前排左五）、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前排左六）、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宋詒瑞（前排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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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三）及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鄭學仁博士（前排右四）於頒獎禮與得獎者、學校代表

及評判合照。

高小組冠軍作品〈食物大變身記〉是一篇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文學創作。透過香港「街頭小吃」雞蛋仔、咖哩魚蛋、砵仔糕及碗仔

翅的擬人化，探討香港生活的環境衛生、營養價值等問題，並以幽默的「大變身」創造反敗為勝的局面，十分有趣。亞軍〈馬尾松

與薇甘菊〉從馬尾松爺爺與薇甘菊妹妹的相遇、相交，至最後馬尾松爺爺對它如小孫女般餵養，至目睹它成長茁壯，自己卻日漸

蒼老衰微，讓讀者隱隱被故事中的「兩代」情誼深深感動。季軍作品〈尋友啟事錄〉描寫小蟹找居所，不要兇猛的老鷹，不要自私

的駱駝，最後遇上溫柔、善心但孤獨的海螺，故事充滿童趣！

初中組冠軍作品〈入戲〉以昆曲為題材，尾段的兩句話「究竟是台上的戲子亂了心。還是台下的看眾入

了戲？」點出台上台下的關聯心理。亞軍作品〈肉〉透過主角「乞丐」的眼睛，帶領讀者一步一步走進一

個人吃人的世界。季軍作品〈好警察〉以少女委屈和堅定的兩種眼神反映爭取者的感受和心態，直指

「我」的內心深處，巧妙而有力。

高中組三甲作品各具特色。冠軍作品〈房間〉充滿黑色幽默，以電腦、馬桶和骨灰龕三個意象代表工

作、生存和死亡三個人生範疇，非常巧妙。亞軍作品〈租借爸爸〉寫出新意，突顯親情的溫馨。季軍作品

〈歸家路〉中，黑車司機在鄉間車站虎視眈眈，尋找「獵物」，卻被回鄉探親者的經歷所觸動，竟然尋回

了泯滅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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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11

文 學 • 文 學  ˙ Literature

獲獎作品 獲獎者 就讀學校

高小組 冠軍 〈食物大變身記〉 布嘉堯 聖安當小學

亞軍 〈馬尾松與薇甘菊〉 李卓藍 拔萃女小學

季軍 〈尋友啟事錄〉 林鈺和 沙田官立小學

初中組 冠軍 〈入戲〉 康楚烜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亞軍 〈肉〉 梁詠稀 匯知中學

季軍 〈好警察〉 李君正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

高中組 冠軍 〈房間〉 溫振達 華英中學

亞軍 〈租借爸爸〉 陳怡玲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季軍 〈歸家路〉 黃悅愷 可風中學

街頭小吃懂得開口說話、把人屠宰供貨給餐廳、人的身

體可隨著空間限制而縮細⋯⋯這是創作的世界，創意無

邊界，只要你敢想像，甚麼事也有可能。

三位獲獎同學於頒獎禮中，分享他們的創作靈感及故事

構思，以及閱讀心得。一起看看他們如何從閱讀到觀察

和思考，再用文字創作出一篇篇精采的故事。

高小組冠軍布嘉堯

 閱讀心得： �喜愛閱讀多種類型的書刊，特別是報章時事，能啟發思考。 

 故事構思： � 父母不准許吃街頭小吃，卻又很想吃，故此想出為零食大變身，並希望

藉自己的寫作提醒讀者珍惜身邊事物，如街頭小吃和傳統小店。 

初中組亞軍梁詠稀

 閱讀心得： 喜�歡看小說和具電影感的文字。閱讀對寫作非常重要，從書本不單可

以學到好的詞彙和文句，更可增強分析能力。 

 故事構思： 在�Youtube看到有關皮草製造、吃狗肉和殘害動物以取利等短片，開

始對人類這些行為作出反思。希望藉作品帶出人有時會不經不覺認同

了歪理這份無奈。 

高中組冠軍溫振達

 閱讀心得： 喜�歡閱讀小說，特別是香港作家如韓麗珠、黃碧雲和董啟章等的作

品，參考別人的寫作手法，對寫作很有幫助。 

 故事構思： 從�有關「劏房」的新聞報導和韓麗珠的《寧靜的獸》得到靈感。希望藉

故事突顯現今的住屋問題及「劏房」越來越細的畸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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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講 座  ˙ Talks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20/9	(星期日)	

講題	 當教師遇上記者

講者 陳曉蕾小姐 (資深記者、《死在香港》

作者)	

湯嘉偉博士 (醫護教育者、醫護書籍

編者)

開始留座日期 9月7日

17/10	(星期六)

講題	 當醫護人員遇上病者家屬

講者 謝建泉醫生	(資深醫生、生死教育學會	

創會會長)	

陳丘敏如女士	(資深護士、香港大學附屬

學院高級講師)	

區錦萍女士	(病者家屬及照顧者)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5日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22

免費入場‧請留意以上每節講座開始接受報名

日期‧額滿即止。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協辦

26/9（星期六）																															

講題 兒時記憶 ― 從兒童樂園說起

講者 霍玉英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	

學系副教授)	

高佩聰女士	(插畫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55

免費入場‧先到先得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9/10（星期五）

講題 沙特︰情緒作為一種改變世界的魔法

講者 黃沐恩博士	(恒生管理學院人文社會	

科學學院講師)

6/11（星期五）

講題	 真知與逍遙︰莊子哲學的實踐性格

講者 英冠球教授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通識

教育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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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2

憑票免費入場，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

分開始，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處

派發，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與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合辦

18/10（星期日）

講題 街坊老店

講者 吳文正先生		

(文化葫蘆創辦人及項目總監)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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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星期六）																																		

講題 	由太古洋行到太古城

講者 羅永生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副系主任)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40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武俠世界》雜誌協辦

31/10（星期六）																																				

講題	三毫子小說

講者	施毅仁先生 (《明報》專欄作家)

主持	沈西城先生 (《武俠世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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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星期六）																																		

講題 	譚惜萍撰曲藝術初探

講者 周仕深先生	(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	

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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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星期日）

講題 黃霑‧故事

講者 吳俊雄(梁款)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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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hkmemory.org/jameswong/
wjs/web

查詢 2921 0338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講座均以粵語進行，費用全

免。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首頁 | Cover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流金歲月 | Those were the days
	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親子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for Family
	文學• 文學 | Literature
	專題講座 | Tal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