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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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面 故 事  ˙ Cover Story

網上「淘寶」購物越趨流行，香港公共圖書館也有

個 讓 大家「尋 寶」的地方？就是多媒體 資訊 系 統  
(mmis.hkpl.gov.hk)！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提供大量的數碼資源

和多媒體資料，共四百萬頁數碼化圖像資料任你選，超過

七千小時的數碼影音資料免費使用，滿足您的資訊需要，

無論大人或小朋友也可盡享資訊「尋寶」樂趣！

Do you know there is a digital trove in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It is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at 
mmis.hkpl.gov.hk, where you can enjoy free access 
to over 4 million pages of digitised images and over 
7,000 hours of audio-visual recordings.

老照片及舊報紙   
Old photos and newspapers

收藏自十九世紀香港開埠以來的老照片，包括香港歷史建築、街

道景色、風俗習慣、節日慶典和民生面貌等；並儲存了十四份於

一八五三年至一九九一年發行的中英文報紙，是了解香港早期社會

情況的不二之選。

Learn about the past Hong Kong with old photos of Hong Kon
dating back to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major newspapers publishe
between 1853 and 1991 in Hong Kong.

「香江回望」精選不同形式的數碼資源及視聽館藏，將老香港不同

主題的人情風貌，重新呈現在「香港老地方」、「香港舊事錄」及「香

港風情畫」三個專欄中，與讀者重溫香江往事，是閱讀歷史文化的

好平台。

‘Reminiscence of old Hong Kong’ is a digital album with audio-
visual materials to refresh readers’ old Hong Kong memories 
around three themes, the ‘Old Places of Hong Kong’, ‘Stories of 

g Hong Kong' and
d the  ‘Cus toms

and Folklore of 
Hong Kong’.

地圖特藏  Map collection

收藏自十九世紀以來的香港舊地圖，包括香港全境圖、地區圖、街

道圖、地質圖、地形圖、街道命名圖和其他不同主題的地圖等。對研

究香港的邊界歷史、地貌變遷、地區發展以及街道名稱由來等有很

高的參考價值。

Early maps of Hong Kong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cluding maps 
of the territory, district plans, street 
maps, geological maps, topographic 
maps, street naming plans and other 

展示國家圖書館部分數碼古籍資源，包括金石拓片、年畫和地方志

等。農曆新年將至，今年不妨與家人一起欣賞年畫來應節。大家現

可隨時隨地瀏覽「系統」內三百多幅來自國家圖書館的民間年畫，

為這個農曆新年增添新意及節日氣氛。

Digitised ancient Chinese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cluding ‘Epigraphic and Pictorial Rubbings’, ‘New Year 
Pictures’ and ‘Gazetteers’, etc. for understanding ancient books 
as well as the charm and 
richness of Chinese culture. 
Fancy adding more festive 
mood in the coming Lunar 
New Year? Take a look 
at about 300 New Year 
Pictures from the NLC in the 
MMIS.

thematic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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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主要語言及考試練習自學教材一應俱全，包括日常會話

商業應用、出外旅遊、中國方言、兒童故事及文學、考試練習等。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covering 
everyday conversatio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ravel, Chinese 
dialects, stories and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s well as examination 
reference materials.

透過已數碼化的香港舊照片、地圖、書籍、檔案及影音資料等，介

紹香港不同年代的地方發展，展示香港十八區的歷史及文化特色，

讓大家無需舟車勞頓便能「走訪」及認識十八區。「九廣鐵路特藏」

收集了九廣鐵路遠至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年報和相關書冊，為認識九

廣鐵路發展和香港鐵路歷史提供豐富珍貴的資料。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18 
districts through digitised photos, maps, books and documents.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llection includes publications of 
KCR in the forms of annual report dating back to 1946, and also 
booklets which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of the corporation 
and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railway history.

系統提供各類益智及富教育性的多媒體光碟，讓孩子從遊戲中學

習，建立不同學科的基本知識。家長更可陪同小朋友一同使用，藉

以加強親子關係。此外，讀者亦可於系統重溫全套共一千零六期《兒

童樂園》，包括一九五三年一月的創刊號。

Various multimedia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children’s interest in 
computer literacy and enabling them to learn through interactive 
games and quizzes. In addition, readers can also read online a total 
of 1006 issues of Children's Paradise, a popular children’s magazine 
in Hong Kong from 1953 to 1994, including the inaugurial issue 
published in January 1953.

隨時隨地上網重溫公共圖書館的專題講座錄音或錄影資料，由社會

經濟、文化歷史到地理哲學，教育語言、文學藝術至身心健康、資訊

科技及科學等課題都一「網」打盡。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s of the HKPL’s subject talks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Some of the recordings are available online.

足不出戶也可連線閱讀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的刊物，包括圖書館的

文學創作比賽得獎作品集、特藏文庫目錄、文學專書和講座文集等；

又或瀏覽「香港資料特藏」、「香港文學特藏」及「香港音樂特藏」

等數碼化資料。

Digitised HKPL’s publications for reading online, including the 
award winning works from literary competitions, collections of 
speeches and papers of subject talks and children readings, or 
browsing the digitised resources from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Hong Ko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數碼寶貝此中尋  Available online and at all public libraries

The MMIS is an easy platform for searching useful reference 
resources. It i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24 hours a day as well 
as in all public libraries where readers can also enjoy the audio-
visual materials and multimedia for children in the MMIS through 
the workstations available. They can book these workstations and 
reserve their target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ytime 
and anywhere.

想重溫紅線女金曲或香港電台的節目？超過十七萬項視聽資料及逾

七千小時數碼化影音檔案，從古典音樂、地方戲曲、以至各類流行音

樂、經典電影、電視節目、兒童動畫及各類資訊性錄影資料，都可在

館內的「互聯網數碼站」搜尋及欣賞得到。

Enjoy over 170,000 items of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over 
7,000 hours of digitised video files, ranging from classical music 
to pop songs, movies to television programmes, cartoons to 
documentaries, at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Workstation’ inside branch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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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資訊系統是一個方便易用的網上和館內服務平台，大部分

的數碼資源都可經互聯網全日二十四小時連線使用。大家亦可使

用圖書館內的電腦工作站欣賞各類雷射唱片、視像光碟、數碼影音

光碟、唯讀光碟和黑膠唱片等；並可經互聯網二十四小時預約電腦

工作站，更可使用多媒體資料自選服務，搜尋及預約喜愛的視聽資

料於館內欣賞。



「我的圖書館」官方流動程式推出全新多帳戶管理功能，

讀者現可在同一流動裝置上儲存及管理最多五個圖書館

帳戶，並同時收取所有儲存帳戶的提示訊息。

A new feature of Multiple Accounts Management was launched on ‘My 
Library’ offical mobile app. Users can now save and manage up to five library 
accounts on the same mobile device, including receipt of notifications for all 
saved accounts.

2 網上付款服務 
Online credit card payment

讀者現可使用Visa 卡或 Master 卡在網上繳付逾期罰款和預約圖書館資料的

費用。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www.hkpl.gov.hk/online-payment。

Readers can now pay overdue fines and reservation fees by Visa or 
MasterCard online through the Internet. Further details are available at:  
www.hkpl.gov.hk/online-payment

溫馨提示 Gentle  Reminder : 

目前坊間有一些提供類似圖書館服務的非官方

應用程式可供市民下載使用。讀者必須謹慎衡量

在非官方應用程式內提供帳戶資料及密碼所帶

來個人資料外洩的潛在風險，並應避免使用有關

程式。在非官方應用程式上處理的任何事項，並

沒有保證會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腦系統上真

正完成處理。

Currently, a few unof ficial mobile apps 
providing similar library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by public. Read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 of leakag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n inputting account information 
and password to these unofficial apps, and 
should avoid using any of these apps.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any transaction made through 
these unofficial apps will be actually effected in 
the library system of HK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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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獲獎！Award Again! 
繼去年四月獲得「2015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後，香港公共圖書館推出的電子服務項目「指尖上的

圖書館」（包括電子資源服務和流動應用程式）於去年底遠赴斯里蘭卡參與「2015亞太資訊及通訊科

技大獎」，並在政府及公共機構組別中再度奪得優異獎。

Further to receiving the Hong Kong ICT Awards 2015 in last April, HKPL’s ‘Library at your fingertips’ 
(featuring e-services for library e-resources and mobile apps) was again awarded merit in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ctor Category of the Asia Pacific ICT Alliance (APICTA) Awards 2015 held 
in Sri Lanka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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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藏 推 介   ˙ Library Picks

沒時間去圖書館借書做閱讀報告？正為通識科的專題研習功

課而傷腦筋？要預備辯論比賽？煩惱如何準備 DSE 英文小組

討論？想到外國升學卻不知如何預備應考 IELTS？

相信這些都是不少同學面對的問題，有沒有想過公共圖書館

的電子資源能助你一臂之力？讓你完成功課之餘，更可輕鬆

備試呢？持有香港公共圖書館圖書證的同學，可透過圖書館

網站，隨時隨地免費使用圖書館豐富的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

無論是完成功課、找尋資料或準備考試都變得輕鬆容易。

Are you looking for a good book for your book report? Or working 
on a school project? Preparing for a debate? Going to sit in the IELTS 
soon?

If you are a registered reader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you can access to a wealth of e-Resources, including e-Books and 
e-Databases, through the HKPL Website at any time in any place for
your study and assignments as well as for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Here
are some small tips to save your time and effort!

想找合適的中文文學作品做閱讀報告？ 
Grab a good Chinese literature title for 
your book report?

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及方正中文電子書 

Vista E-Boo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Apabi Chinese eBooks

想做科學達人？ 
Be a science expert?

Access Science and Science in 
Context

想改善英語聽和講的能力？ 

Improve your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想考好 IELTS？  
Get ready for the IELTS?

Roads to IELTS

想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 
Be a Know-it-all?

eLibrary Curriculum Edition (CE)

想成為辯論高手或撰寫精彩議論文？

Shine in a debate or write a brilliant 
argumentative essay?

Opposing Viewpoints in Context

還等甚麼？快登入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

開啟這個網上寶庫吧 ! 

Don’t hesitate! Visit the HKPL Website now at www.hkpl.
gov.hk for these online g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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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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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益發達，不少小朋友都加入低頭族行列，只

顧玩手機而少看書。為培養兒童及青少年的閱讀

興趣及推廣親子閱讀，香港公共圖書館積極推廣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計劃自推出以來深

受學生、學校及家長歡迎，並在孩子心中播下許

多閱讀的種子。

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的計劃已圓滿結束，頒獎禮

於去年十一月順利舉行。超過四十位同學憑著優

秀的閱讀報告分別獲得「每月之星」和「閱讀超

新星」獎項，而十四位最積極參與「月月讀書樂」

月會的同學亦獲頒「閱讀小菁英」獎項。

書籍的力量，在於帶領孩子們去觀察、去體會、

去暢想。每本書、每個故事，都豐富著孩子們對

這世界的認知。看看其中幾位「閱讀超新星」、 

「樂讀小菁英」和獲獎學校代表的分享，可見家

長和學校的支持在推動閱讀方面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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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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愷柔憑《奇異之旅》一書

的閱讀報告獲獎。

閱讀超新星（家庭組）：葉愷柔

愷柔自小熱愛閱讀，當遇到喜歡的童話故事和小說時，更是手不釋

卷，可於一小時內看完一本小說。愷柔媽媽看到女兒因參與計劃而

多看不同種類的書籍，又會以文字表達閱後感，甚覺欣慰。

李欣恆希望分享這次經驗

給更多朋友。

閱讀超新星（高小組）：李欣恆

欣恆自小愛看勵志小說，認為可以從中獲得啟發，有助她積極面對

人生。今次獲老師推薦參與計劃並獲得閱讀超新星獎項，對她來

說是一大鼓勵，令她對寫作更有興趣，吸引她看更多不同種類的書

籍。常言道，一本好書能成就人，欣恆坦言《貝多芬：樂聖》一書改

變了她學習鋼琴的態度。

陸成熙早前在「月月讀書

樂」月會中與父母合作做

了一個風車。

樂讀小菁英：陸成熙

成熙雖然只有五歲，卻已參加了十二次「月月讀書樂」月會。成熙的

父母表示，兒子參與閱讀計劃後，更熱衷閱讀，並因此學懂不少詞

彙，改善了語言表達能力。父親還說：「近日一家人到科學館參觀，

看見兒子對恐龍感到好奇，便讀了一本有關恐龍的書籍，助他打開

對閱讀的興趣。」

芷晴母親表示，女兒透過

參加月會可以以書會友。

樂讀小菁英：卜芷晴

就讀中二的芷晴，自小已愛看書，特別愛看君比、心理學及英文書。

她表示，閱讀計劃月會每期均會定下不同的閱讀主題，鼓勵她探索

不同課題的知識，近期便多看了有關健康飲食和環保的書籍。卜媽

媽表示，月會可以讓芷晴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閱讀

心得，一起建立閱讀目標，比補習、玩手機更有得著。

年度內累積提名會員閱書總量最高的學校可獲「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項，聖公會仁立

小學是今年其中一間獲獎學校。其圖書館主任高少芬老師表示，希望學生透過此計劃，建

立閱讀目標，提升對閱讀的興趣，並享受看書的樂趣。

聖公會基顯小學則是其中一間獲得「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獎項的學校，是年度內成功推

薦最多新會員的學校之一。黎嘉莉老師指，活動有助校方了解學生的閱讀喜好，同時希望

家長明白閱讀的好處和重要性。

高少芬老師 (左)和黎嘉莉老師均十分認同和支持學生參與閱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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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自一九八四年起推行，以幼稚園至中六學生為對象，當中幼稚園至小三學生可與父母以

家庭形式參與，以鼓勵親子閱讀。新一年度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已展開，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聯絡就近

的公共圖書館或瀏覽網頁www.hkpl.gov.hk/rp。



文 學 • 文 學  ˙ Literature

「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頒獎典禮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今屆提名作品共有一百六十五本，有

來自資深作家，亦有來自文壇新秀。經過評審團的多番嚴格評選和反覆討論後，今屆共有四本書籍獲頒雙年獎，另

有六本獲頒推薦獎，都是各具特色的實力之作，展現了本地文壇百花齊放的景象。

出席嘉賓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主席梁元生教授（前排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前排左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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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五）與評判、得獎者及出版社代表合照。

得獎者合照︰（右起）郭梓祺、朱少璋、王良和、劉偉成、周耀

輝、徐焯賢及周淑屏。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新詩組

雙年獎 《陽光棧道有多寬》 劉偉成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推薦獎 《本體夜涼如水：關天林詩集》 關天林 石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散文組

雙年獎 《梅花帳》 朱少璋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雙年獎 《積風集》 郭梓祺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推薦獎 《紙上染了藍》 周耀輝 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小說組

雙年獎 《破地獄》 王良和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推薦獎 《記憶裁片》 黎翠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文學評論組

推薦獎 《身體與符號建構： 

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

林幸謙 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

兒童少年文學組

推薦獎 《那年老師教曉我的事》 周淑屏 突破出版社

推薦獎 《詩探卡爾維之黑夜‧橋上》 徐焯賢 麥穗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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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詩組雙年獎 
《陽光棧道有多寬》

作者：劉偉成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詩集共分七輯，是作者對

城市、人類、生命的體察和

感悟之作，每輯都呈現不同

風貌，把生活日常的人與

事，寫得趣意盎然。

總評： 作者善於鋪排，層層加厚，

提升詩作的層次，常由個人

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對人

情事物的感受，以至社會觀

察、旅遊見聞、童年記憶，

或敘事，或議論，或抒情，

內容紮實，整部詩集予人厚

實之感。

得獎感言： 《陽光棧道有多寬》今次

獲獎，讓我知道真的寫出

了一些大家共有的關懷，

這是我最感恩的地方。感

謝所有耐心看過這本詩集

的朋友。

新詩組推薦獎 
《本體夜涼如水：關天林詩集》
作者：關天林 

出版：石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詩集按創作時序分為三

輯，以低調的角度，寫下

生活中寂靜沈鬱的況味。

總評： 短詩較多，走的是輕盈路

線。此集不少詩作充滿迷

人的節奏，於可解與不可

解的意象游走、跳接、聯

想，令人出神、深思。

得獎感言： 第一本詩集能夠得到這樣

的肯定，對缺乏自信、依

然在創作路上惘然摸索的

我來說實在是莫大鼓勵。

散文組雙年獎 -《梅花帳》

作者：朱少璋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共 收 錄 了 三 十 七 篇 散 文 ， 分 有 

「畫餅錄」及「推枰錄」兩部分，意

為以「用心畫餅」及「含笑推枰」的態

度處世，亦同以此作為書寫態度，是一

本蘊含人生哲理的學者散文集。

總評： 作 者 國 學 基 礎 深 厚 ， 雖 然 多 徵 引 

典 實 ， 然 亦 兼 及 中 西 方 面 ， 做 到 

古今皆宜，華洋無別，運用起來顯得嫻

熟而巧妙。每篇文章前均附絕句一首或

擷取名家之作，甚有創意，足以增添作

品韻味。

得獎感言： 對是次獲獎感到十分鼓舞，散文作品今

次已是第三度獲頒獎項，相信評審團亦

認同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及值得再次肯

定，這令我更有信心繼續創作。

散文組雙年獎 -《積風集》

作者：郭梓祺 

出版：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結集作者在報章刊登過的散文，第一、

二部是書話，分為「這裏的書」和「那

裏的書」。第三部「發光的電影」，寫

的是不只在螢幕發光，亦是在作者心中

發光的電影。

總評： 文字樸實有條理，往往於不著力處顯出

其深思，善於結合知識與趣味。書中多

篇文章都值得一讀再讀，讀者眼界亦從

而得到拓闊。

得獎感言：在這時代轉接處，閱讀的耐性、清晰表

達的能力、對文化藝術的好奇，同時是

不宜失去的價值。希望《積風集》能分

擔一點守先待後的責任。

散文組推薦獎 -《紙上染了藍》
作者：周耀輝 

出版：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十二篇散文，全是作者與母親共處的

點點滴滴，簡單文字，沒有過多的渲

染；染藍了的人、事、物，在平淡似

水的生活中，掀起一陣陣漣漪。

總評： 用情真摯，全書環繞多年以來親子的情

誼，主題集中而統一，描述細緻而動

人。於平凡中顯出人性美善，現實中洋

溢世間溫情。寫來樸素中見真章，自然

中見姿采，風格獨特。

得獎感言： 做了文字創作二十多年，得過一些歌詞

的獎，以外的文學獎，這是第一個，而

因為《紙上染了藍》得獎，我特別欣

慰。書，是我對我媽媽的悼念，和挽

留，「我決定書寫，證實她的大半生沒

有白過」。

文 學 • 文 學  ˙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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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組雙年獎 -《破地獄》

作者：王良和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收錄的六篇短篇小說每篇互為緊扣，

以獨特的敘事手法寫成。當中小說充

滿生活質感，看到作者對歷史文化和

親人的尊重與感情，以及對昔日香港

的深情回望。

總評： 此書由六個短篇組成，既獨立而又以家

族史的線索相連，敘事穿梭交錯於往昔

與現在之間，創造出一個令人難忘的心

路歷程；語言與技巧俱佳，是作者另一

小說力作。

得獎感言： 記憶中的人事物，越來越無法留住；拉遠

距離，甚至看到自己土崩瓦解。我要靠重

看自己的小說，回想生命中某些重要的時

刻，重新走進那些空間，那些時間，看著

事情的發生 ─ 只能注視。

小說組推薦獎 -《記憶裁片》

作者：黎翠華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收錄十四篇小說，題材多樣，寫作技巧

多變 ─ 有描述女性的細緻心理變化；有

刻劃男女之間的無奈；有寫姐妹間的怨

懟和深情。另有異鄉的奇情故事及回歸

本土的友情詠嘆。

總評： 細節具時代感，側寫香港十多年來的變

遷。多樣的題材，既寫出異性相處的無

奈，也寫出同性之間的恩怨。書中最感

人的是回到故鄉重新適應的描述，實而

不華，技巧多變。

得獎感言：《記憶裁片》這本小書，是我多年來的一

些摸索，有些故事曾經修改多次，有些

是停了幾年再續寫，顯然不是很用功，

沒想到斷斷續續的寫來竟會獲得獎項。

文學評論組推薦獎 
《身體與符號建構：重讀中國現代女性文學》

作者：林幸謙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以蕭紅、張愛

玲、淩叔華、廬隱、石評梅等女性作

家為中心，探討她們作品中有關女性

身體的書寫。作者以「越界」的男性

角度去論述，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

究帶來另一種視野。

總評： 運用當代文化研究中的身體論述理論，

探討五位現代文學史的女作家，發掘她

們所呈現的女性視角，追尋她們的感情

生活和個人經驗如何影響作品的脈絡。

得獎感言： 十年磨一劍，雙年獎給予的是溫暖與鼓

舞。這本書從二零零二年開始撰寫書中的

各篇章，轉眼已是十多年了，其中的思路

與探研也有某種敘事學意義上的峰迴路轉

和隱喻吧，同時也是個人學術生涯的另一

次出發與完成。

兒童少年文學組推薦獎 
《那年老師教曉我的事》
作者：周淑屏 

出版：突破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作者憶記自己在中學時是讓

老師費神的頑石學生，幸好

得到恩師無限的忍耐、支

持，改變了她的生命軌跡，

從她與老師的互動點滴，道

出老師的無私奉獻的關心與

愛心。

總評： 非一般的校園故事，以本土

作家的語言特色，樸實真切

地記錄少年人生命中的深沈

經歷。全書沒迴避殿堂的幽

暗，也沒隱去荒漠中的天使

足跡。

得獎感言： 誠願香港的學術自由、言輪

自由、出版自由一直得到守

護和珍惜，令寫作人可以自

由地發揮創意。

兒童少年文學組推薦獎 
《詩探卡爾維之黑夜•橋上》
作者：徐焯賢 

出版：麥穗出版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作者以新詩為謎題，作為每

個推理故事的破案線索，故

事中人物性格鮮明，以趣味

新穎的推理格局推展。

總評： 是令人嘖嘖稱奇的小說，既

能把風馬牛不相及的詩歌與

推理奇案巧妙地結成一體，

又能分別展現它們令人著迷

的獨特魅力。

得獎感言： 獲獎固然高興，但更讓我高

興的是憑一本寫現代詩的小

說獲獎。文學是冷門的，而

現代詩更是冷門中的冷門。

不過，我時常相信被大眾最

忽略的，往往是無價之寶。

想更多認識「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的獲獎作家及著作，大家可瀏覽香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網 頁 www.hkpl.gov.hk/

biennialaward。圖書館亦定期舉行「歷

屆獲獎作品展覽」，優秀的文學作品

近在咫尺，別錯過發掘寶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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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是一件高深莫測的事情？喜愛文學的人都不吃人間煙火？其實，文學創作本

源於生活與想像，與我們的生活體驗、情感密不可分。只要用心留意，就會發現文學一

直在我們身邊。正因文學向來是存於生活之中，日常的人事物看似平淡如水，在作家細

緻的觀察和感性下，卻書寫出一頁動人的篇章。

「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將於6月23日至7月10日舉行，主題為「我

想文學」，透過多采多姿、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察看與生活的微妙

關係，只因生活，讓寫作的根苗滋養萌芽；文學，讓人們的想像自由

翱翔。

每屆「香港文學節」都會廣邀作家、學者、文化評論人及文藝團體，

推出一系列的豐富活動，如專題展覽、研討會、圍讀工作坊、豆棚說

書、雙年獎獲獎作品導讀會、朗誦會、比賽和交流會等，為文學節增

添趣味和新鮮感，迎合文學愛好者的興趣，培育香港文學新一代。

配合今屆文學節，圖書館率先舉辦「文學作品演繹比賽」及「自然的律動」徵文比賽，作為文學節之前奏活動。

有關比賽的詳情及「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的最新消息，請

留意張貼在圖書館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文 學 作 品 演 繹 比 賽 」 

專為小學同學而設，參賽

者以講故事的方式演繹文

學內容，展現本地文學作品

的精髓。截止報名日期為 

3 月 3 日。

「自 然 的 律 動 」徵 文 比 賽 

鼓勵參加者走進香港的後花

園，悠遊於山林塘岸之間，細

看沿途繁多的物種，感受鄉郊

的樸實氣息，靜聽鳥語山音。

參賽者可自擬題目投稿，以書

寫香港的郊野風光和自然物為

本，藉此拉近自然與生活，讓

情思化為文字。比賽分為中學

組及公開組，得獎作品將於文

學節期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

出。截止參賽日期為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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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講座： 
《繪本魔力》系列

17/1 (星期日)

講題  從繪本培養孩子的幽默感

講者  王素瑩女士 (閱讀教育工作者)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活動室

查詢  2921 0385

入場券於1月3日(星期日)上午10時開始，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一樓資訊服務櫃台派發。名額有限，

每人限取入場券一張。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文學月會： 
創意、創作、創新
與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合辦

23/1（星期六）

講題一 文學的地方，地方的風景

講者 麥樹堅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講師)

講題二 兒童文學與創意

講者 鄧擎宇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講師)

20/2（星期六）

講題一 中國小說觀的演變與小說創作

講者 吳學忠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高級講師)

講題二 無名氏《野獸‧野獸‧野獸》中的

知識份子

講者 唐睿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講師)

19/3（星期六）

講題 古今文學越界例話

講者 朱少璋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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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30/1（星期六）                                    

講題 創意創業錦囊

講者 鄧良順先生（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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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星期六）                                    

講題 如何運用說話提升溝通技巧

講者 章祥浩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26 7520

20/2（星期六）                                    

講題 辨識及處理子女的精神及情緒問題

講者 譚敏英姑娘 (註冊社工)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粉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69 4444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香港百年變遷」 
專題講座系列

31/1（星期日）

講題 香港的雙城故事

講者 余震宇先生 (「香港舊照片」網站創辦人)

13/3（星期日）

講題 往事只能回味─從航空照片觀察 

香港海岸線變遷

主持 區智浩先生 (地政總署土地測量師)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51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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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星期六）                               

主題 兒童罕見病的發現及治療

講題一 罕見病及奇難確診疾病計劃

講者 林青雲教授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病理學系臨床教授)

講題二 兒童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

講者 郭美均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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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公共圖書)／  

3917 9994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憑票免費入場，每人限取兩張，先到先得。

報名方法：有興趣人士可於2月26日（星期五）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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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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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