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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爸爸媽媽，對上一次與仔仔女女一起看書是

甚麼時候呢？可能已經是暑假的事了！

就像每個小孩子的長相都不一樣，閱讀的方式

也因人而異，親子共讀也不是只有一條方程式。

公共圖書館多元化的親子閱讀活動及豐富館藏

資源，助你輕鬆發掘屬於你和孩子的親子閱讀

方程式。

有沒有想過當個故事爸媽、或一家人參與故事創作和演繹、甚至三代同堂一起講故事呢？多區

的公共圖書館預備了多項親子閱讀活動，鼓勵父母善用與孩子一起閱讀的機會，去領會不分時

間、空間、年齡和經驗，透過故事來一起尋求書中奇妙世界的樂趣！

以上活動的詳請，大家可留意各區

圖書館張貼的宣傳海報。

「故事家庭樂」於十一月至明年十月在東涌公共圖

書館展開一連串的親子故事會、故事爸媽工作坊及

親子故事創作大賽，讓爸爸媽媽認識親子共讀的好

處，分享講故事及遊戲技巧，並推動家庭參與故事

創作和演繹，增強親子關係，與孩子探索知識世界。

閱讀大使計劃：親親孩子說故事工作坊於十一月及

十二月在屯門區的公共圖書館舉行，讓參加者明白

親子共讀的重要性，認識如何為孩子選擇優質的圖

書。閱讀大使更會於區內公共圖書館實踐與孩子

講故事及推介圖書資源。

「悅讀樂滿家」活動包括專題講座、互動工作坊及

書籍展覽，由十二月至明年二月於葵青區公共圖書

館舉行。專題講座分享共讀技巧，怎樣陪同孩子選

擇讀物；工作坊以輕鬆手法教導父母或祖父母演繹

故事，從而引發兒童的閱讀興趣，及增進家庭成員

間的溝通和關愛；相關的專題書籍在區內三間圖書

館巡迴展出。

「三代同堂讀書樂」安排了悅

讀大使於十一月及十二月在

深水埗區的公共圖書館講故

事，藉故事分享及延伸活動，

推廣家庭閱讀。

「繪本魔力」親子共讀講座於明年一月在香港中央

圖書館兒童圖書館舉行，介紹如何透過閱讀建立親

子溝通，從書本培養孩子的幽默感。

「跨閱耆幻旅程」於十一月在香港仔及赤柱公共圖

書館登場，透過故事工作坊傳遞生命有價及敬老護

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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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也是與時俱進，從甲骨文、竹簡、紙張到現在人手一機的玻璃螢幕，你能想像未來的親子閱讀有怎樣的可能嗎？

一家大小現可隨時隨地登入公共圖書館網站(https://mmis.hkpl.gov.hk/kids)，欣賞多種優秀兒童讀物，包括已數碼化的得獎圖畫故

事和兒童故事、方正中文電子書(兒童館藏)、節慶大書電子版及拿索斯線上有聲書等，讓你與孩子一起享受超越時空藩籬的電子閱讀，

體驗閱讀的無限可能。

圖書館的「兒童圖畫及故事特藏」包括「中文文學

創作獎」和「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的得獎圖畫

故事和兒童故事，六十多冊已數碼化的書籍全是寫

給小朋友或由小朋友創作。大家也可使用方正中文

電子書(兒童館藏)，瀏覽超過二千本內地出版的兒

童中文電子書，內容包括兒童文學、教育、語言、自

然科學及傳記等；或是登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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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嫌枕邊故事時間單調，家長可跟子女一起使

用拿索斯線上有聲書圖書館，聆聽以純正英 /

美語朗讀的〈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 

〈木偶奇 遇 記〉、〈愛 麗 絲 夢 遊 仙 境〉及 

〈金 銀島〉等兒童經典 著作。大部分的內

容在螢幕均附上同步全文，讓大家邊聽邊 

閱讀。

各位爸爸媽媽更可透過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的網頁和手機應用程式，隨時隨

地重溫圖書館的親子閱讀講座錄音，收聽不同專家包括潘明珠、何巧嬋、蔡淑玲

(蔡姨姨)、君比、羅乃萱及許娜娜提供的方法和心得，為你們的親子閱讀加加油，

發掘屬於你們一家的共讀方程式。

Looking for some good reads for paired reading at any time in any 
place with your kids? Or fancy an alternative to bedtime stor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ffers a wide range of 
e-Books for parents and kids to enjoy read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HKPL Website (https://
mmis.hkpl.gov.hk/kids), parents and 
kids can read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and quality children story books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HKPL’s 
children picture and story books 
collection comprises over 60 titles of 
winning works from the Awards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and the 
Competition on Story Writing in Chinese 
for Students. You can also access to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for more than 2,000 titles of children’s 

Chinese e-Book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education, languages, 
natural science and biography, etc.

If you and your kids want to make your storytime more interesting, 
try the audio books on the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You can 

listen together to the children classics 
such as Aesop Fables, Andersen’s fairy 
tales, Pinocchio,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and Treasure Island narrated in native 
British/American accents. Some of the 
texts are displayed in the computer 
screen. You and your kids can also 
browse the ‘Kiss Holiday’, an interactive 
multimedia Chinese database on the 
history and customs of some main 

festivals through animated stories, games and handicrafts.

網址：https://mmis.hkpl.gov.hk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多媒體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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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使用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快登入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大家也可透

過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隨時隨地重溫圖書館有關求職面試的講座錄音，包括〈面試成

功溝通藝術〉及〈如何把握面試機會〉等。 

Interested in using these online gems? Visit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

電子書 

e-Books

方正中文電子書

《成功面試禮儀與口才》

《就業與面試》

《面試中的心理學》

《求職必看》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Powerful Phrases for Successful 

Interviews: Over 400 Ready-To-

Use Words and Phrases That Will 

Get You the Job You Want.

  101 Smart Questions to Ask on 

Your Interview (3rd Edition)

  Job Search Letters for  

Dummies (4th Edition)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How to Succeed in any 

Interview (3rd Edition)

  Brilliant Answers to Tough 

Interview Questions  

(5th Edition)

電子資料庫 

e-Databases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網絡求職的八個技巧〉

〈求職面試禮儀細節〉

〈求職的成功路徑〉

OmniFile Full Text Mega

  How to Land the Job You Want

  Google Is Your New RESUME

常言道，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搵工亦如是。若果求職者

有充足的準備，就會增加獲聘的機會。但如何在面試裡留

下良好印象？怎樣的求職信才可脫穎而出？

想隨時隨地免費取得最新的求職技巧資料，為搵工面試

作好準備，公共圖書館豐富的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館藏，

包括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OmniFile Full Text Mega、

方正中文電子書、ebrary Academic Complete及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等，提供有關求職信和履歷表及

求職面試技巧的資料，令你在求職面試時能更得心應手。

Well prepara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a job interview. Yet, how to 

impress your potential employer in an interview? How to write a solid 

and effective covering letter and resume?

Now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job seeking skills anytime and 

anywhere from the e-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They include China Journals Full-text Database, OmniFile 

Full Text Mega, Apabi Chinese eBooks,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and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offering useful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job searching skills. Let’s master these skills and take 

this chance today to stand out!

網址：https://mmis.hkpl.gov.hk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多媒體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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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地址 Address:  新界將軍澳翠嶺路四號 

4 Chui Ling Road,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N.T.

電話 Tel.: 2360 1678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已於九月七日正式開幕，為將軍澳區居民提供

全面及多元化的圖書館服務。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在開幕儀式上表示，將軍澳已經成為朝氣

蓬勃的新市鎮，人口超過四十萬，當中包括不少年輕家庭。調景嶺

公共圖書館落成啟用，正好滿足居民需求。

圖書館樓高三層，面積二千九百多平方米，設有學生自修室、報

刊閱覽室、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參考圖書部、推廣活動室、

咖啡閣、電腦資訊中心、多媒體資料圖書館和互聯網數碼站等。

館藏約十九萬項，另備逾一百四十種本地和海外出版的報刊及

雜誌，切合不同讀者需要。圖書館會定期舉辦推廣活動，培養市

民閱讀興趣，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字源其說 ─ 本土字體學欣

賞」講座，對字體設計有興趣的朋友別錯過。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September 
7 to provide Tseung Kwan O residents with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library services.

Officiat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Lau Kong-wah noted that Tseung Kwan O has become an energetic 
new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400,000, including a 
number of young families. The new public library is established in 
meeting local demand.

The three-storey library occupying a floor area of about 2,900 
square meters, includes a students’ study room, a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section,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reference 
section,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a coffee corner, a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a multimedia library and internet & digital 
workstations, etc. In addition to its existing collection of about 
190,000 items and more than 140 local and oversea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 titles, regular extension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to 
promote reading.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學生大使在開幕當日向劉江華先生
介紹圖書館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合辦的設計展覽。
A student ambassador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ee Wai Lee) introduced to Mr Lau Kong-wah the 
design exhibition co-organized by the library and the Hong 
Kong Design Institute.

日期 11月22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講者 蔡志傑先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高級講師）

地點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 2360 1678

字源其說 ─ 本土字體學欣賞

消閒閱讀的好地方  
Reading oasis for all ag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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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能否薪火相傳，要看這枝火炬能否持續不息地傳給新生代。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一九七八年首次舉辦大型文學活動，此後，推廣文學閱讀和創作的活動接踵而來，既有推
動文學欣賞的講座和創作坊，也有鼓勵文學創作及出版的比賽，更有表揚文學佳作的獎項，藉此引領讀者接
觸文學的不同面向，把本地文學帶入讀者群中。

數十年來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文學活動不計其數。大家對昔日的圖書館文學活動知多少？知不知圖書館的文學
活動亦是許多本地作家的搖籃？

一九七八年由市政局公共圖書館首次舉辦

的大型文學活動－「中文文學週」，邀請了

著名作家胡菊人、劉以鬯、白先勇及蔡思果

等探討有關文學的課題。此後每年舉行，共

一九七九年首辦的「中文文學創作獎」，以推動中文文學創作，提高大眾對中文文學創

作的興趣和水平。

歷屆參加者或得獎者當中，不少已成為知名作家，活躍於文學界。例如香港教

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王良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香港文學研究中

心主任樊善標教授、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頒發二零一零年藝術新秀獎 

（文學藝術）的鄒文律、分別獲藝發局頒發二零一一及一二年的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

學藝術）的潘國靈及廖偉棠，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潘明珠、潘金英、宋詒瑞及黃虹堅；作

家洛楓、鍾國強、陳智德、謝曉虹、韓麗珠及鄧小樺等。

多年來「創作獎」發掘了不少具潛質的新晉作

家，為本地文壇注入新血，使香港文壇得以薪

火相傳。他們不斷努力耕耘，出版個人著作，

如王良和的《柚燈》（第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

年獎新詩組獲獎書籍）、黃虹堅的《明天你就

十五歲了》（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

少年文學組獲獎書籍）及謝曉虹的《好黑》 

（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獲獎書

籍）。

自八十年代起圖書館輯印「創作獎」的獲獎作

品，出版《香港文學展顏》及《兒童文學叢書》，

贈送予學校圖書館及文學組織，進一步推廣香

港文學及分享優秀的作品。部分作品更已數碼

化，方便讀者在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或圖
 

書館網頁閱覽。

同是「創作獎」獲獎者的潘金英和宋詒瑞一起
主持圖書館的兒童文藝創作坊，把詩歌種籽傳
播給小孩子。

「創作獎」為本地文壇發掘了不少作家，如黃虹堅、陳智德、潘步釗、王貽興、鄧小樺及呂永佳。「創作「創作「創作獎獎 為獎 為獎 為本地本地文本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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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了十屆。《中文文學週十週年誌慶紀念論文文集集》》已已上上載載於於 

圖書館的網頁內，供讀者隨時隨地瀏覽。 



圖書館在一九八九年八月舉辦第一次「文

學月會」，名為「新詩的發展及欣賞」研

討會，並在大會堂低座劇院舉行新詩朗誦

會。當時出席朗誦的有也斯（梁秉鈞）、蔡

炎培、鍾玲、葉輝、鄭愁予、飲江、戴天、關

夢南、羈魂、羅貴祥、秀實、胡燕青、陳德

錦、何達、洛楓等十多位詩人，從此啟動由

圖書館主辦的文學月會活動。

圖書館自一九九一年起隔年舉行「香港中文

文學雙年獎」，是香港首個頒發給由本地作

家撰寫並初次出版的中文文學作品的獎項，

藉此表揚卓越的作家和作品。得獎作品多為

「名家之選」，份量十足，如希望認識和了

解本地文學作家，從比賽的獲獎作品開始

閱讀，便是最好的途徑。

得獎者當中既有文學作家，如劉以鬯、黃慶

雲、梁秉鈞、董橋及崑南等，也有不少青年

作家及文壇新秀，如謝曉虹、王貽興、廖偉棠、劉偉成及唐睿等。多年來，「雙年獎」不但

讓讀者有機會接觸本地文學作家的優秀作品，更為本地文學的發展留下重要的紀錄。

此外，公共圖書館於一九九一年開始每年舉行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單年比詩，雙年比

詞，推廣中國古典詩詞，從而提高市民運用中國語文和欣賞韻文的能力。

首屆「香港文學節」由一九九七年起隔年

舉行，透過豐富多采的活動，向大眾推廣

文學創作和閱讀風氣，介紹香港本土文學

的發展。

至今「文學節」已成為本地文壇的盛事。

每屆文學節都邀請眾多作家、學者、文化

評論人和文藝團體參與，他們當中不少曾

是「創作獎」和「雙年獎」的得主。「文學

節」豐富活動包括專題展覽、作家講座與

對談、朗讀分享會及文學變形比讀等。市

民還可以參加「文學節」的前奏比賽，例如

文學作品演繹、徵文創作比賽等，讓大家

通過跨藝術形式的活動，從多角度認識香

港文學。

想重溫「文學節」的精采講座，可登入圖書

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內收聽。

多媒體資訊系統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網址：https://mmis.hkpl.gov.hk

我們熟悉的本地作家如阿濃、陶傑、王良和和黃
慶雲等都曾獲「雙年獎」。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香港作家講座」的講者： 
(由左至右)吳美筠、鍾玲、王良和及劉偉成。

第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的講者：(由左至右)
吳昊、盧瑋鑾(小思)、黃維樑、余光中及曾敏之。

第一屆香港文學節「與作家會面」的講者： 
余光中（左）和戴天。

作家也斯參觀第九屆香港文學節的專題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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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喻為香港四位著名歌唱導師之一的許佩老師，在三十二年的教唱

生涯中，看盡香港樂壇的潮流變遷，看透歌星的演唱生涯。在她門下

的學生不計其數，許多紅極一時的歌星或藝人都是她的入門弟子。

許佩老師（1924–2013）畢業於有音樂界「少林寺」之稱的「上海國立

音專」，音樂造詣自不言喻。她對各類歌曲，無論是國語時代曲、粵

語時代曲、日文歌曲、英文歌曲和黃梅調等，均有獨到心得，培養出

獨當一面的學生。

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現正

介紹許佩老師的生平及歌唱教育方面

的貢獻，透過展出其相片、黑膠唱片及教學筆記等，讓參觀者對這位音樂前輩有更

多的認識。展覽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舉行，至明年四月底結束。 

查詢：2921 0259。

A thematic exhibition paying tribute to famous vocal teacher HUI Pui (1924–

2013)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April of next year.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HUI’s life and contributions through showcasing her photographs, gramophone 

records as well as teaching notes. Enquiries: 2921 0259

許佩與顧家煇 Hui Pui and Joseph Koo

香港報業源遠流長，既見證了香港近百年來的發展，亦通過文字和圖片記錄了香

港社會的歷史變遷。香港早年小報於二十世紀初創辦，至六、七十年代達到頂

峰。香港第一份小報何時出現？這些小報又有何特色？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亦諧亦莊 ─ 香港早年小報」展覽，特

別從香港公共圖書館「文獻徵集行動」所徵集得來的藏品中，挑選出一批小報展

出，當中包括香港第一份小報《唯一趣報有所謂》，以及《華星三日刊》、《真欄日

報》和《紅綠日報》等，讓讀者透過是次展覽，對香港早期小報發展有更深入的了

解及認識。展期至明年二月底，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tabloid newspapers in early Hong Kong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February 2016. The exhibition showcases a variety of tabloid 

news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1900s and the 1970s.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first tabloid newspaper in 

Hong Kong, Wei yi qu bao you suo wei, first published in 1905. Enquiries: 2921 0323

 

a

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銀燈日報》及《明燈日報》
Daily Pictorial Ngan Tang Yat Po (1977) 
nd Ming Tang Yat Po (Daily News) (1978)

 《唯一趣報有所謂》 
Wei yi qu bao you suo wei (1905)
《唯一《唯《唯 趣報有趣報有趣報有所謂》所謂》所謂》

 《紅綠日報》 
The Hung Look Daily News (1965)

《銀燈 》 《 燈 》

新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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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有關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向就讀學校查詢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Competition details and application form have been sent to school and uploaded onto the HKPL Homepage.

查詢 Enquiries：2921 2660 

網頁 Homepage：www.hkpl.gov.hk/wbd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齊運動‧健身心」 

為主題，舉辦「2016年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結合閱讀與創作，鼓勵兒童及年青人擴

闊相關主題的閱讀領域，透過閱讀去認識及了解運動可強健體魄，也能有助培養心智健

康，建立多角度思考，活出積極進取的人生。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organize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n 2016 on the theme,  

‘Healthy Body‧Healthy Mind’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Book Day on 23rd April. The objectiv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stimulate 

children and youth on the reading interest of sport,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think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sport and how it helps build up healthy body and health mind, so as to have a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life.

比賽分為以下四個組別：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設計明信片封面介紹 /描繪
你最喜愛的運動。

Design a postcard cover 
in the form of graphic 
drawing to introduce your 
favourite sport.

以「我敬佩的運動員」或 
「我推介的運動」為主題，

透過寫信給家人或老師，介

紹一本有關運動員故事或

與運動有關的紙本書或電

子書，並分享你的感想。

Write a letter to your 
teacher or family member  
to introduc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about the striving story 
of an athlete or your 
recommended sport and 
share your views.

自選一本與運動有關的紙

本書或電子書，透過閱讀報

告分享書本內容及你的感

想或見解。

Choos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related 
to sports. Write a reading 
report to summarize the 
content and share your 
views.

整合曾閱讀多於一項，包括

一本紙本書或電子書的相

關資料，以散文形式去探討

運動健體及個人持續發展

的關係。

Write an essay to discuss 
how sport helps build 
up healthy bod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meaningful life through 
reading more than one  
piece of rel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one either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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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今社會發展迅速，資訊發達，許多人熱衷追逐高新科技和電子產品，但古典詩詞歷久不衰，

不少人愛好研讀詩詞之餘，還提筆創作。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第二十五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律詩」，共收到千多首參賽作品，反應相當熱烈。頒獎禮已於九月二十四日舉行。

參賽者李敬邦的〈頁上死蚊〉和香港中文大學

學生霍霖的〈秋夜不寐遣懷〉，從眾多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分別奪得公開組和學生組冠軍。兩

篇冠軍作品的選材各有特色，分別描寫惜書之

人閱讀時心急拍打蚊子，卻無奈弄污書本，以及

訴說作者夜深難眠的感慨。其他得獎作品的題

材也十分豐富，除了寫景詠物，也有送別懷古、

即事抒懷等優秀詩作。

得獎名單及獲獎作品已上載於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poetrywriting，歡迎有興趣

的朋友登入欣賞，獲獎作品亦安排在公共圖書

館巡迴展出。今期《通訊》刊登兩篇冠軍作品，

以饗讀者。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陳致教授、陳志清教授、劉衛林教授、何文匯教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黃坤堯教授、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
推廣活動）鄭學仁博士和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委員潘步釗博士與得獎者合照。

公開組冠軍李敬邦（左）與學生組冠軍霍霖（右）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的《詩韻》、《詞韻》及《香港詩詞瓊玉》，
已上載於圖書館的網站內，大家可透過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
隨時隨地瀏覽這些書籍的全文。

網址：https://mmis.hkpl.gov.hk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多媒體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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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星期六）
講題  西貢鄉郊生活

講者  蕭國健教授 

(資深歷史及文化研究教授)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查詢  2706 8101

21/11（星期六）
講題  農耕與自然生態多面睇

講者  蘇賜輝先生 

(環保協進會助理項目經理(自然保育))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51 4334

22/11（星期日）
講題  綠色飲食

講者  周兆祥博士

時間  下午2時至3時30分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1055

5/12（星期六）
講題  運動與養生 ─ 細談太極拳

講者  周曉明先生 

(香港國術太極拳協會主席及總教練)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672

12/12（星期六）
講題   「自閉症」─ 孩子，你當然可以了

不起！

講者  藍容博士(正向生命協會總監)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5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合辦

14/11（星期六）
講題  現代三聖：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

講者  郭齊勇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

學院教授、國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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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 

3943 7609(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普通話講述‧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21/11（星期六）
主題  戲劇大師鍾景輝‧圍讀劇本

導讀  鍾景輝博士(香港戲劇協會會長)

主持  呂志剛先生(觀塘劇團總監)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19/12（星期六）
講題  三及第雜文

講者  鄭政恆先生(文學評論人)

主持  黃仲鳴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 

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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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  2921 0323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29/11（星期日）
講題  當行政人員遇上社工

講者  謝俊仁醫生(前醫療行政人員、生死教

育學會理事) 

岑智榮先生(資深社工、「後顧無憂」

規劃服務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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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開始接受報名留座‧ 

額滿即止

16/1/2016（星期六）
講題  京崑藝術的文化底蘊

講者  鄧宛霞(香港著名京崑表演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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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即止

17/1/2016（星期日）
講題  一起走過的日子：六、七十年代 

香港社會

講者  丁新豹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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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查詢  2921 0338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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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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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誠意邀請你出席顧客聯絡小

組茶敢﹒與我們分享使用公共圖

書館服務的經蟻。你的寶貴意見

將有助我們改善圖書館設施和握

升服務水平。有意出席者可能下

列茶敘時間即席參加，或預先填

妄留座表格預留座位 。 留座表格

可向圖書館臨員索取或從圖書館

綱頁｛WWW hkpl gov hkl下載。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lo our Customer 
Liaison Group lea gatherings to shore 
wilh us your experience in us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Your feedback is 
valuable in helping us fu「！he「 enhdr可ce

our library foclliti自 and services. 
Please feel fr自 to walk in and join any 

of the teo gathering sessions listed 
below Ailernohvely, you may reserve 

a se。I by complellng a reservation 
form obtainable from any public 
Ii bra付自 or on ti、e library website 
tvvwwhkpl.gov.hkJ. 

C0訟。

顧客聯絡小組茶敘
CustomeγLia﹔fson §rm些p Tea §atfieγ加8
港島區划 Js{awf 

香港中央圖書館 Hong Kong Cent叫 Library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Ctty Hall Public Library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Aber世en Public Library 

寞莒益共盲富磊品：iw;;;-Public Libra!)' 

軍克宣芸頁圖書館 L但khart Road Public Library 

北角公共團會館 North Point Public. Libra『y *

制魚浦公共圖書館 Quany Bay Public Ubral)I 

右繕阻公共圖書館 Shek Tong Tsui Pubtic Libra『y

九龍公共閻書館 Kowloon Public Ubral)I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Fa Yuen S廿eet Publlc Library 

蓊紋角公共圖書館 Lai Chi Kok Public Llbr剝y

藍田公共圖書館 Lam Tin Public Library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Ng_au Chi Wan Publlc Libr吋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Ngau Tau Kok Public Library 

保安造公共圖書館 Po On 馳。ad Public Library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San Po Kong Public Library 

翩。銜公共圖書館Shu! Wo Street Public Libr.吋

土瓜灣公共國審館To Kwa Wan Public Libra!)' 

泊麻地公共圖書館 Yau Ma Tei Public Library 

新界區 New 哎γritoγies

2921 0535 i4.l 1.2015 星期六5副主OOp.m. - 4:30p.m, 

2921 2555 t4. 1 l . ZOl5 星期六 Sal 3:00p.m. - 4i30p.m. 

2921 t055 7.11.20 1 5 星期六 Sat I J :OOa.m. - l 2:30p‘m. 

2921 5055 14. 11.ZOIS 暑期六 Sa1 3:30p.m. - S:OOp.m. 

2879 5560 7. 11.ZO I S 星期六 Sat 11 ·30a,m. - I :OOp.m. 

29224155 2.1.11.2015 暑期六Sat 3:00p.m. - 4:30p.m. 

2922 4055 z 1.11.20 1 5 軍閥六 Sar 3:00p.m. - 4:30p.m. 

2922 6055 15.11.2015 畫期B Sun 2:30p.m. 4:00p.m. 

2926 4055 14. J 1.20 I 5 星財六S耐 3:00p.m. - 4:30p.m 

29284055 7 . 11.2015 星期六 Sat t t :OOa.m. - 12:30p.m. 

27464270 7 I l之015 星期六 Sat I l:OOa.m. - J2:30p.m. 

2927 7055 J 4. 1 t .20 的 星期六 Sat 11:00.ιm. - J 2:30p.m. 

2927 6055 14.11.2015 IHI穴 Sat t I :30a.m. - I :OOp.m. 

2927 4055 7. 11 2015 星約六 S叫 I l:OOa.m, - 12.dOp.m. 

2928 7055 t 4. 1 1.,2015 星期六 Sat 3130p.m. - 5100p.m. 

2927 6107 8. 1 1.2015 星期B Sµn I 0:30a.m. - I 2.:00no口n

2927 3055 J4.1 l .2.0J5 星期六 Sat 2.dOp.m. - 4:00p,m. 

29264155 2111.2015 暑期六 Sat 10:30a.m. - t 2.:00noon 

主928 6055 14. I 1.20 t 5 撞IV!n S刑 i t:OOa.m. - J2:30p.m. 

E山天7..1<團公洪圖書車已革主旦旦前nShul岫J Public Lib叫 z126 7520 2.1.11.2015 翱們訕 訕。p.m. －州p.rn.

A田A墓盟誓覽~T,!n Public Library 2694 37飽 14.l l.ZO l 5 翱六 S~t I t :30蚓、. - I：御風

蓋章公萃圖書館T到吐迫切 Publ年上也且也－－四－ 24-90 3891 7. I l.Z015 星期六卸 I 0:30a.m. 12:00noon 

屯門公共圖書館Tuen Mun Public Library 2450 0671 7. I 1.20 t 5 這期ii sru I I ,ooa.m. - I 2:30p.m. 

長洲公共圖書館 Cheunp; Chai』 Publlc Llbrarv 29叫 5455 14. l t.20 1 5 星期六 Sar 2:30p.m. - 4:00p.m. 

紛嶺公共圖書館 f'anllns._且凶ι」起~ 2669抖抖 l札I J.2015 星期六 Sat 3:30p.m. - 5:00p.m. 

馬毅山公共周書館 MaOn Shan rubllc Library 2.6叩門l t 14. t 1.20 1 5 軍閥六S品 3:30p.m. - 5:00p叫．

北葵浦公共圖書館 North KwaJ Chu 『1叉 Public Library ’ 2421 4740 7. 1 I 之015 星期六 Sa< I O:CXla.m. - I I :30a.m 

嘻主尹圓書館5刮－垃已血扯皇扭f I 27923669 l丘 11.叩I S 揖閉B訕n I I :30a.rn. 

主主§週畫皂Sh~且三已ul 仙bitι』且2立一 26792個4 14. i 1.20 1 5 皇財1i Sat 11 :30肌－ l:OOp.m. 

爾葵浦公共圖書館 South Kwai Chung Public Library 

大典公共圖書館T副 Hin恆 Publlc Library # 

大煽公共圖書館 Tai Po Public Llbra.ry 

講畫畫嶺公共圖書館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將軍澳公共周書館Tseung Kwan 0 Public Llbra.ry 

F哩嘩哩且間主且也br型
東浦公共~－館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2429 6338 7.1 t 之。 1 5 星期六 5缸 1 1 :30a.m. I :OOp.m. 

2462. 3220 7.1I.20 t 5 屢闕穴S叫 It :OOa.m. - 12:30p.m. 

2651 4334 14. I 1.20 1 5 星期11S副主30p.m. - 5;OOp.rn. 

2360 1678 J4, l 1.2015 鐘期六5剖 I 0:30a.m. - I Z:OOnoon 

27068101 7.1 t .2015 星關六 S.l< 10:00蚓、. - 1 l :30a.m 

2497 2.904 7. I J.20 I 5 星期六 Sat 3:00p.m. - 4:30p.m. 

2109301 I 2.1 . 11.2015 星期7i. Sat 2:30p.m. - 4;OOp.m. 

24792.511 14. 11.20 1 5 星期六 Sar i I :OOa.m. - j l :30p.m. 

會 3著敘將於自個魚浦公共也富館舉行 Tea 臼thering wUI be held at Quany Bay rub1ic Library 
＃ 茶敘將自叩門公共圖宣館舉行 Tea 臼therlng will be held 剖 Tucn Mun r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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