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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封面故事  ˙

放眼世界＠圖   館
旅遊和閱讀是認識世界、掌握世情的兩大途徑！雖然未必人人有機會行萬里路，但透過公共圖書館豐富館藏及多元化

閱讀活動，要讀萬卷書也不是難事。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年一起善用圖書館資源，讓閱讀帶領我們去認識這個世界。

Reading holds the key to knowledge. Nowadays, we don’t hav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is world. With the help of the public library resources and reading programmes, we may sit in our library and yet 
be in all quarters of the earth. Are you ready for an odyssey to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助你學習及工作發展的一扇窗
大數據、伊波拉病毒、比特幣、世界盃、曼德拉、經濟發展週期等

都是許多人有興趣的主題。作為一個醒目的學習者，你可以使用香

港公共圖書館豐富的館藏，更深入了解這些主題，尋找更多有趣和

實用的資料，不但增廣見聞，亦有助你學習和工作發展。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豐富完備，除了提供大量書藉及參考書外，

亦擁有豐富的期刊、雜誌和多媒體資料，共一千一百七十萬冊書籍

和一百七十六萬項多媒體資料。此外，圖書館網站又提供各類免費

電子資源，包括六十一個電子資料庫和二十萬項電子書籍，主題包

羅萬有，資訊準確可靠。已登記的讀者可隨時隨地，通過互聯網查

閱電子資源館藏中所有電子書籍和二十多個電子資料庫。

例如ProQuest 5000便是一個綜合性資料庫，包含一萬零二百種期刊，

其中超過六千種為全文期刊。透過這個資料庫，你可以知道什麼

是伊波拉病毒；為何有虛擬貨幣比特幣，如何監管和使用它；科

學家或商人如何應用「大數據」於科研和商業領域；除了世界盃賽

果，你會否還有興趣知道它有否帶動經濟發展和有關大型運動項

目的安全和監控研究；透過ProQuest 5000的搜尋訃聞功能，你可

以更了解反種族隔離戰士曼德拉對國家和世界的重大影響。

書

Gateway to a world of knowledge
Big Data, Ebola virus, Bitcoin, FIFA World Cup, Nelson Mandela and 
Economic Cycle, etc are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that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If you want to get more in-depth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hot topic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using mo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sources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instead of 

The HKPL host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comprising 11.7 million 
books and 1.76 million multimedia materials. Beyond books and printed 
form, the HKPL also provides 61 e-Databases and 200,000 e-Books. 
Registered readers can access all e-Books and over 20 e-Databases in 
the e-Resources collection anywhere and anytime via the e-Resources 
thematic page on the HKPL portal.

For example, ProQuest 5000, a compreh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e-Database which contains nearly 10,200 titles, of which over 6,000 
are in full-text, is available at all the branch libraries. Simply input the 
keywords of the topics in ProQuest 5000, you may then know instantly 
what Ebola virus is; why the virtual currency, Bitcoin exists and how to 
monitor and regulate its use; how do the scientists and businessmen 
analyse and apply the ‘big data’ in their researches and markets; apart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World Cup,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issues about 
this mega sports event such as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y research; you can even search the 

Nelson Mandela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his country and the world.
電子資源
e-Resources
一掃QR Code隨時享用電子資源
Scan QR Code for Accessing e-Resources 
Anywhere! Anytime!



3

封面故事  ˙

多元活動擴闊眼界
除享用公共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外，大家更可參與圖書館林林總總

的閱讀活動，如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青少年及家庭讀書會、親子

故事工作坊及與作家會面等，擴闊閱讀領域，藉閱讀認識和了解

現今世界，建立多角度思考。

閱讀拓展寬宏的世界視野
Meet the authors to broaden your horizon 
閱讀，讓我們明白自身的渺小，世界的遼闊，閱讀除了增廣知識外，也

可啟發思維，滋潤心靈的成長，讓我們的世界更加豐盛。今年三月至

十一月期間舉行的「與作家會面」活動，安排了十九位作家帶領讀者，

窺探他們的創作天地；用文字角度漫遊香港的大街小巷，再走出世界

細心觀察，擴闊視野。詳情可留意張貼在各公共圖書館的宣傳海報，

或瀏覽圖書館網頁。查詢：2921 2660 

This year’s ‘Meet-the-Authors’ programme features three series of talks 
under the theme ‘Readinġ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with 19 talks 
to be held at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from March to November. Young 
people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admission is free. Enquiries: 2921 2660.

Your eye opener
Apart  from  our vast collection, readers can also join our reading-
related activities  to  experience  the  joy and explore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This  year,  the  HKPL  also  organizes  a  variety  of  read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the 
Teens’ and Family Reading  Clubs,  Storytelling Workshops and Meet-
the-Authors sessions, etc, all around the theme of ‘Reading the World’.

3月至5月的「與作家會面」活動

林沛理

3月28日（六） 
11:00 am ﹣ ﹣12:30 pm
九龍公共圖書館

鄒頌華

4月18日（六） 
2:30 ﹣ ﹣ 4:00 pm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李焯芬

4月25日（六）
2:30 ﹣ ﹣ 4:00 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譚衛兒

4月11日（六） 
2:30 ﹣ ﹣4:00 pm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黃家樑

5月16日（六） 
4:00 ﹣ ﹣ 5:30 pm
大埔公共圖書館

金鈴

5月9日（六） 
2:30 ﹣ ﹣ 4:00 pm
沙田公共圖書館

周淑屏

5月30日（六） 
4:00 ﹣ ﹣5:30 pm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閱讀﹣由香港開始閱讀﹣放眼世界、擴闊視野

孤泣

3月21日（六） 
2:30 ﹣ ﹣ 4 pm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葉曉文

3月14日（六） 
4:00 ﹣ ﹣ 5:30 pm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陳慧

5月23日 (六） 
4:00 ﹣ ﹣ 5:30 pm
藍田公共圖書館

閱讀﹣成就創作天與地

世界閱讀日約定你
四處遊歷並非人人都能輕易做到，然而，閱讀讓我們能

與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人連結在一起，擴闊闊

我們的視野。透過閱讀，大家便能走遍大江南北，

認識不同文化，放眼世界。

一年一度的四月二十三日世界閱讀日又快來到

了！為鼓勵大家積極回應世界閱讀日，多閱讀

以拓闊視野，凡在閱讀日期間外借圖書館館藏

的讀者，都可獲贈紀念品一份。大家好趁世界閱

讀日，多點閱讀，多點認識世界。

See you on the World Book Da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KPL’s latest resources and reading 

 or check out the publicity posters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The annual World Book Day on April 23 is coming 
soon! To further promote reading and the use of 
library resources for self-enhancement, readers who 
borrow library materials from the HKPL around the 

World Book Day in April will receive a souvenir. G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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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ance and treat yourself a good read on the World 
BBoook Day!



圖書館活動助你投入
數碼生活新世代

去年十二月六日及七日，大家有沒有參加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服務推廣日」？當天活動吸引了不少讀者

參與，反應非常熱烈。有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參加問答遊戲，更有讀者即時用智能電話或流動裝置，下載

圖書館應用程式。他們不但更認識圖書館最新的網上電子資源服務及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如何在圖書

館網站搜尋電子書或多媒體館藏資料，還獲贈精美紀念品。

樂活數碼生活
電腦資訊及流動數碼生活又豈止年輕一族的專利，長者也可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電腦學習不同事物，積極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投入數

碼生活新世代。灣仔區公共圖書館將與香港耆英協進會黃李碧恥

長者IT中心及灣仔區議會合辦「長者IT資訊講座系列：電腦資訊及

流動數碼生活」，鼓勵長者廣泛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協助老友記

掌握相關知識和技巧，提高他們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興趣，從而

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及改善生活質素。各位老友記更可藉此好機會

多點認識電子圖書館的館藏和服務，齊齊做個e世代讀者。 

講座一
題目：智能電視與網絡電視
日期：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

講座二
題目：流動上網精明眼
日期：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講座三
題目： 智能電話與電腦的無線傳送
日期：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講座四
題目： 最新操作系統Windows 10的實務應用
日期：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大家也可參加在二十多間公共圖書館舉行的「輕鬆生活@互聯網」工作坊，認識使用互聯網的基

本技巧及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網上資訊，善用互聯網資訊及公共圖書館的數碼資源與電子服務。 

此外，香港中央圖書館於三月二十九日和六月七日將舉辦兩場「IT新世代講座」，介紹有關資訊

科技及數碼生活的知識和趨勢，如電腦及雲端應用、互聯網保安、網上資源、智能電話及平板電

腦等。有興趣的朋友切勿錯過。查詢：2921 0348。

智慧生活@圖書館  ˙

對象：六十歲或以上人士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我的圖書館」應用程式
'My Library' app



圖書館電子資源 HKPL's e-Resources

貨幣戰爭知多點
Know more about Currency War
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如何導致貨幣戰爭的出現？貨幣戰爭對世界以至我們的

日常生活又有何影響？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資源，你能找到詳細的答案。

e-resourc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館藏推介  ˙ 

圖書館登記讀者可透過圖書館網站登入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及ebrary Academic 

Complete電子書資料庫。前者提供大量有關商學領域的電子書，包括財經、會計、人力資

源、管理、客戶服務及員工績效等；後者提供的電子書內容覆蓋商業經濟、電腦及資訊

科技等，更可經網上閱讀或下載到電腦及流動裝置使用。

中文電子書方面，大家可登入方正中文電子書，閱讀有關通脹、國際貨幣競爭及金融

法律的書籍，如《見證通脹：動盪世界中的中國利益》、《人民幣國際化：基於國際貨

幣競爭的視角》、《人民幣匯率的衛國戰爭：國際金融法律體系中的是與非》及《博物

館裡說金融》等。

Registered readers of the HKPL can access to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and ebrary 
Academic Complete through the HKPL Website. The former provides e-Book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etc., while the latter provides access to the full-text of e-Books on business and 
economic, computer and IT, for online reading and download to computers or mobile devices. 

Apabi Chinese eBooks. 

For those business and industry sectors, or senior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tudents studying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s well as the general 

English to provide up-to-date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reports on business and industry of 
various countries; e-Databases providing timely 
and easily retrievable information on regional 
analysis, economic indicators, statistical data, 

trade regulations, etc.; and information on listed 
companies in Hong Kong. Enquiries: 2921 2672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pupublic interested in these subjects, they can also visit the Business 
anand Industry Library at 11/F of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The 

ee-Databases. The Business and Industry Library Collection provides 

LLibrary hosts a collection of about 35,000 volumes of business and 
iindustry reference books and journals, microforms, CD-ROM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rade regulations,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g industries, etc.; some 800 journals in Chinese and 

工商界人士或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的高中和大

專同學，以及有興趣研習相關課題的市民，更可

使用大會堂參考圖書館十一

樓的工商業圖書館，其內提

供約三萬五千冊工商業參考

書刊，以及相關的縮微資料、

唯讀記憶光碟和電子資料庫。

該特藏涵蓋金融、銀行、證

券、保險、物流、商業管理、貿

易法規、工業技術及製造業等

範疇的書籍；約八百份中、英文文

工商業期刊，提供各地最新的的

工商訊息和研究報告；有關地區區

分析、經濟指標、數據統計、市

場調查報告、公司概況、貿易法規等各

方面的電子資料庫；以及香港上市公司

資料。查詢：2921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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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歲月  ˙  

透過電腦一站式搜尋公共圖書館館藏、利用電話或互

聯網預約及續借資料、在任何一所公共圖書館歸還圖

書等，這些服務在今天都像是理所當然。然而，在這些

服務出現前，大家又知道當時的讀者是如何搜尋圖書

館館藏？以前的圖書證又是怎樣？每張圖書證又可借多

少本書？

書海尋蹤 Footprints in Books

三代檢索及借閱實錄
Three GeneratIons of Catalogue and LeNding Service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Hong Kong’s public library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atalogue and lending service.

第一代 
卡片目錄與目錄櫃檢索
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讀者如想在書架上找到個別的書

籍項目，就需要人手翻查資料，在卡片目錄櫃中按資料標題或著

者搜尋該項資料的目錄卡，然後再按卡片上的資料在書架上找尋

書本。那時候，讀者並不能查看到其他公共圖書館的館藏，而讀

者也必需親身到圖書館借還資料。

From 1960s to early 1990s, readers had to go through printed catalogue 
cards by subjects or authors for a particular book. With that information, 
they could then go to the bookshelf and get the book. At that time, 
readers could not check the stock of other public libraries and had to 
go in person to borrow and return the materials.

First generation 

Searching through the card catalogue

卡片目錄櫃
Searching through the 
card catalogue 

讀者必需親身到圖書館借還資料。讀者歸還書籍的時候，館員要從排放得密密麻麻的借書證大海中找出借書卡呢！
Readers had to go in person to borrow and return the library materials. The library staff had to look for the readers’ tickets among many others. 



第二代 
圖書館自動化與聯機檢索系統
八十年代末，市區和新界區的公共圖書館著手研究圖書館自動化。

直至一九九二年，南葵涌公共圖書館成為圖書館自動化的第一個

試點，並於一九九三年二月正式啟用。

圖書館自動化後，讀者在搜尋及借還資料時變得更方便快捷，透

過「聯機公眾檢索目錄」系統，即時搜尋資料的位置和狀態，以及

預約圖書館外借資料。一九九四年全面自動化後，讀者可以搜尋

到全港公共圖書館的館藏，並借閱書籍。其後不但可以在任何一

所公共圖書館歸還圖書，還可以透過還書箱在閉館後交還資料。

此外，讀者也可透過自助借書機辦理借閱手續，大大節省借還資

料的時間，又可透過電話或互聯網預約及續借資料，及以電郵形

式收取圖書館通知書。

In late 1980s, the libraries in the urban areas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started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of automated library service. In 1992, 

automated system came into operation in February 1993.

Searching, borrowing and returning materials have become faster and 
more convenient with the automated library service. Readers can 
see the status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ir locations through the online 
catalogue; and may also reserve library materials. In 1994, the complete 
launch of automation provided a connected online platform for readers 
to search the collection and to borrow books across all libraries. Since 
then, readers can return books at any public library and may do so 
through the book drops after opening hours. They may also use the self-
charging terminals to borrow books, reserve or renew an item through 
the 24-hour telephone system or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receive library 

Second generation 
Library automated and online access 
catalogue

流金歲月  ˙ 

讀者使用電腦檢索圖書館目錄
Readers searching library catalogu

電腦借還服務
Computerised check-in and check-out services 

e 
rson compute

讀者使用自助借書機和智能還書站辦理借還手續
Self-charging terminals and Smart Return Station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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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於二零一一年底正式推出，新的目錄系統

比以前再邁進一大步。新系統提供簡潔清晰的畫面，貼近時下網

上搜尋模式；讀者有更多的檢索選項，且

容易使用，檢索更快捷準確。此外，館藏

選單可以儲存和匯出館藏資料，也可隨時

電郵館藏資料、在社交網站分享圖書館目

錄內容，方便與朋友交流。讀者更可設置

個人喜愛或常用書籍清單、為館藏資料評

分、選擇保存個人以往的借閱記錄，以便

日後參考。

The 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was launched at the 
end of 2011. It is more advanced with a cleaner and clearer interface 

similar to other popular online search. Readers 
may have more choices in their search. They may 
save and export item information with the add-to-
cart function, email the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and share the library content a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Readers may also create their favourite 
or commonly used booklist, rate the collection 
materials and choose to keep their loan history for 
future reference.

第三代 
新世代綜合圖書館系統

Third generation 

The Next Generation 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三個世代的圖書證
Library cards of three generations

圖書館自動化以前，每位登記讀者均

會獲發三張用卡紙製成的借書證。借

書證上寫著讀者的姓名和地址。每次

借書的時候，圖書館員會在書籍的口

袋中取出借書記錄卡，然後插入借書

證的小口袋裏，借書證會由圖書館保

管，直至讀者歸還圖書為止。

Before the autom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each registered reader was issued 3 
borrower’s tickets made with card paper. 
Each ticket had the reader’s name and 
address. When you wanted to borrow 
a book, the librarian would take out the 
loan card from a pocket in the book and 
put it inside the borrower’s ticket, which 

would be kept by the library. 

圖書館自動化以後，借書證是一張硬膠

片，再沒有印上讀者的姓名和地址，取

而代之，是一串長長的借書證號碼。從

此，沒有了小口袋，也沒有了借書記錄

卡。圖書館員利用紅外線素描借書證

上的條碼，再素描書籍的條碼，便輕易

地完成了借書的手續，讀者也可即時取

回借書證。特別的是，那時市區和新界

區的借書證的外貌是不相同的！

With the autom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borrower’s ticket was a plastic card and 
had no name or address, but a long library 
card number. From then on, there was no 
more pocket or loan card. Library staff 
scanned the barcode on the borrower’s 
card and the barcode on the books. Then 
the readers could take the books they 
borrowed and have their cards back. 
At that time, the library cards for use in 
the urban area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looked different!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成立以後，所有公

共圖書館合併為一個大系統，借書證

改稱圖書證，不過，市政局和前區域市

政局的借書證仍然可以使用。此外，讀

者更可選擇以智能身份證使用圖書館

服務，包括以電話和互聯網續借。

Under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ll public libraries were 
brought under one system. Borrower’s 
tickets were then known as library cards. 
But those issued by the ex-Urban Council 
and Regional Council were still in use. 
Nowadays, readers may choose to use 
their smart ID when using library service 
including telephone and online renewal.

知多點  Know more ……

在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啟用的時候，每位讀者只能每次借閱一本書

籍；隨着館藏增加和圖書館自動化，每位讀者可借閱圖書館資料的

數量也隨之上升。

At the start of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each reader could only borrow 
one book. With the growth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 and the automated 

提升借書數量
Borrowing quotas

年份
Year 1962 1964 1972 1994 1995 2000 2013

外借資料數量
Number of items 1 2 3 4 5 6 8

system, readers can enjoy more borrowing quotas.

流金歲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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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顧客聯絡小組茶敘
市民開心見誠表達意見

香港公共圖書館去年十一月舉行了三十五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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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回的二千六百多份讀者意見問卷中，百分之九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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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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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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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94% of them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on 
library services.

The HKPL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for joining the tea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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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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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 中華頌歌 ̶ 林聲翕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Ode to China’ - LIN Sheng-shih

縱觀二十世紀中國樂壇，能在作曲、指揮演奏和音樂教育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的音

樂家，林聲翕教授（1914 - 1991）可謂當之無愧。林教授被譽為中國樂壇的長青樹，

是在中國土地上培養出的第一代中國作曲家。他一生創作不斷，且得獎無數，更與

作曲家黃友棣及作詞家韋瀚章，被尊稱為「香港樂壇三元老」。

林教授創作等身，自一九三二年習作歌曲《滿江紅》開始，至一九九一年出版獨

唱曲集《輕舟集》，在近六十年的音樂創作生涯內，作品超過三百首，包括藝術歌

曲《白雲故鄉》及歌劇《易水送別》等。林教授於五十年代末期還與韋瀚章合作出

版《初中音樂》教科書，對提高香港學校的音樂教育起積極及示範的作用。

新一季的「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現正介紹林聲翕的生平、作品風格及音樂教育

方面的貢獻，透過展出其唱片、樂譜、相片、剪報及有關著作，讓參觀者對這位音

樂前輩有更多認識。展覽於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舉行，至六月底結束。

查詢：2921 0259。

A thematic exhibition paying tribute to famous composer  (1914 – 
1991)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until 
end of June.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life and work of LIN through showcasing 
his records, compositions, photographs as well as news clippings and writings about 
him. Enquiries: 2921 0259

「望、聞、問、切 — 中國傳統醫藥」展覽
 Exhibi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國醫學源遠流長，早在信史時代以前，便有神農氏嘗百草的說法。香港中央圖書

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望、聞、問、切 — 中國傳統醫藥」展覽，介紹中國醫

學從先秦兩漢時代至明清時代的發展，並透過有關的文獻和書籍，增進參觀者對中

國傳統醫藥文化及發展的認識和興趣。

中國傳統醫藥經歷數千年的發展，留下不少寶貴文獻和書籍。中央圖書館自二零零

一年推出「文獻徵集行動」，至今收集了不少珍貴的歷史文獻及藏品。這次展覽

特別挑選出一批與傳統中醫藥有關的文獻及書籍展出，當中包括《黃帝內經》、

《王叔和圖註難經脉訣》、《中藥方書》及《瘡毒秘傳火穴》等。展覽至六月底

結束。查詢：2921 0323。

A thematic exhib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Ju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formed a unique system to diagnose and cure illness. Ancient books 
and writing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old Chinese medical charts 
on acupuncture meridians are on display to give visi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Huangdi Neijing) in which the doctrines of 
Chinese medicine are rooted. Enquiries: 2921 0323

《瘡毒秘傳火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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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作坊
栽種青年文字夢
你是否喜歡創作卻又苦無良師？創作難免有摸索的過程，若是得到資深作家及學者

的指導，相信定可提升寫作的技巧。現在，機會就在眼前！

圖書館今年與《聲韻詩刊》、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及《香港文藝社》分別舉辦「新

詩」、「書評」及「微型小說」三個創作坊，讓喜愛寫作的年輕人有機會直接向資深

作家學習寫作，汲取他們的創作經驗，並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寫作心得，迸

發創作火花。雖然新詩已經截止報名，但書評和微型小說創作坊還有一段時間才截

止。快把握機會報名！

書評

日期：  7月11、18、25日、8月1、8及15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主持： 朗天先生、鄭政恆先生

講者：  周思中先生、袁兆昌先生、崑南先生、譚以諾先生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5月27日

微型小說

日期：  10月10、17、24、31日、11月7及14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主持： 阿兆先生

講者：  林浩光博士、秀實先生、徐振邦先生、殷培基先生、陳葒先生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8月26日

創作坊以粵語進行

名額：每個創作坊35人

報名詳情：參加者需遞交報名表格及相應體裁的個人作品一份。

報名表格可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索取，或在圖書館網頁下載。 

查詢電話：2928 4601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及

四月截止

文學創作，既可提高語文寫作水平，又可開拓新視野。「第二十五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律詩」現已接受投稿，比賽的截稿日期為四月十五日。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旨在提高

市民對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旨在鼓勵本地作家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以及鼓勵出版商出版優秀文學作品的

「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亦正接受提名，截止日期為四月十五日。一如以往，今屆雙年獎分

為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及兒童少年文學五個組別，每組均設雙年獎及推薦獎各一名。凡由本港

作家撰寫，並於二零一三及二零一四年內初次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文學著作，均可被提名參選。

兩項活動的詳情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海報、瀏覽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推廣活動」欄

內的「文學獎項及比賽」。查詢：2921 2645（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2928 4602（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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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貨殖論壇
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香港中文大學比較

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合辦

23/3 (星期一)
講題  The Secret (Sacred) History of China 

 (英語主講)

主持  科大衛 (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歷史研

究中心主任)

講者  勞格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

研究講座教授)

26/3 (星期四)
講題  工字不出頭？香港三行工人的就業、

收入與貧窮問題 (1870-2000)

主持  蔡志祥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副

系主任)

講者  何佩然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李和聲 

香港歷史資源中心主任)

時間 下午7時至8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留座  3943 7119 / 3943 8541

「新聞與傳播」系列

28/3 (星期六)
講題  新媒體時代下傳統報業的危與機 

交流會 (粵語講述)

主持 魏綺珊小姐 (資深傳媒工作者)

嘉賓  蘇鑰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

學院教授)  

劉進圖先生 (世華網絡資源有限公司 

營運總裁)  

劉細良先生 (跨媒體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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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9

索取入場券方法：

入場券將於3月14日起開始派發。有興趣出席人

士可親臨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索

取入場券，每人限取兩張，先到先得。

現場錄像轉播：

九̇龍公共圖書館八樓推廣活動室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地下讀者教育廳

現場錄像轉播亦可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

系統收看，有興趣人士可預約使用任何公共圖書館

的互聯網數碼站收看即時錄像轉播。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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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星期六）
主題 醫學倫理知多少？

講題一  生與死的最後抉擇

講者  馬宣立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病理學系臨床副教授)

講題二   醫者‧父母心‧毋傷害─長期病

患的紓緩治療

講者  曾詠恆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 3月27日

9/5（星期六）
主題 中西藥全面睇

講題一   藥物代謝動力學：藥進，藥出，在

我們的身體到哪兒去？

講者  胡偉康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藥理及藥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講題二   認識中藥藥理：從傳統到現在的

發展（普通話主講）

講者  張艷波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中醫藥學院副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 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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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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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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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合辦

21/3 (星期六)
講題  自強與自治 ─  

香港回歸與五十年不變 (普通話講述) 

講者  楊錦麟先生 (錦麟麒麟傳媒控股 

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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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2015年文學月會 ─ 
「香港文學動起來」
與香港文學評論學會合辦 

支持機構：101藝術新聞網

18/4（星期六）
講題  香港文學講起來 ─  

香港文學與電台傳播

講者  小西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

課程講師) 

廖偉棠先生 (作家、攝影師)

主持  吳美筠博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

講師）

9/5（星期六）
講題  香港文學打到來 ─ 

武俠小說中的真功夫與文學的虛構性

講者  黃仲鳴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系副教授) 

葉曉文女士 (插畫師、寫作人)

主持  馬世豪先生 (香港大學何鴻燊社區書院

講師）

27/6（星期六）
講題  香港文學唱出來 ─  

香港歌曲與本土文學

講者 

主持  曾卓然先生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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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專題講座  ˙ 

黃志華先生 (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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