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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S‘S‘‘S‘S‘S‘SSlolololoww w Liv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in recent years. It emphasizes finding an 
improimimimimmmmprp oved balance between leisure and work by slowing down the pace of life and 
spending time meaningfullyspsspss es en . People can experience ‘Slow Living’ in many ways, such as 
spending an unhurried afternoon in a public librsps e ary, whether it is reading, enjoying the 
multimedia resourm ces, visiting our regular exhibitions or attending a subject talk.

Explore your stress-free zone inside the libraries

大家平日來到圖書館，都可能只忙於找大家平日來到圖書館，都可能只忙於找

書、借書、還書，然後匆匆離開，何

不偶爾將生活節奏放慢，放鬆心情在館

內寫意偷閒，重新發現圖書館內的「悅

讀」空間？

現時新設的公共圖書館，在設計上都花了

不少心思，務求舒適簡約，營造空間感。

圖書館已不單是一個看書的地方，更是社

區裡的一道風景，並讓大家休憩與沉澱心

靈的綠洲。大家認得這些圖書館嗎？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quality reading space where readers 
can relax, refuel and re-energize. With a modern and lifestyle design, our new libraries are not only a 
functional library, but also an oasis to give your brain a break. 

赤柱公共圖書館位於赤柱市政大廈地面上層，大家在館內埋首書本或搜尋資訊之餘，更可透過
大玻璃窗欣賞赤柱的市集風情。
Located in the Stanley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the Stanley Public Library adopts a simple yet modern 
design to create a reading space that fuses with the surrounding. A curved glazed wall in the library enables 
readers to enjoy their leisure reading and the scenes of the Stanley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在東涌公共圖書館的咖啡閣內邊看書邊呷
一口飲料，猶如在家一般寫意。
Make yourself at home, by flipping a magazine 
and sipping a soft drink in the coffee corner of 
the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及談及談及及「慢活 會否想到懶洋洋 不事生產的談及「慢活」，會否想到懶洋洋、不事生產的生活態度？「慢活」並不等如甚麼事都拖慢生活態度

來來來來來來做來做，來做，而是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體體體體體體體會體會體會會會「「慢活」有不同的選擇方式，圖書館可會是你體驗「慢活」的首選？大家不妨騰出

閒閒閒閒閒暇閒暇閒暇閒暇來來閒暇來到圖書館，藉安靜閱讀、或是欣賞多媒體資訊、看看展覽或聽聽講座，善用公共圖書

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館的館的的的「館的「硬件」和「軟件」，體驗一下「慢活」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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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坐落於屏
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高座，樓
高八層，是香港面積第二大的公
共圖書館。圖書館設計滲入了元
朗屏山傳統的建築元素，大樓用
上了石磚、木屏風及生銹鐵等多
種材料，營造出傳統與現代共融
的風格。圖書館特別在幾個樓層
設有戶外庭園，讀者可攜書到此
閱讀，在自然光下感受戶外閱讀
樂趣，份外寫意！
Located at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Leisure and Cultural Building, 
the eight-storey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in the High 
Block is the second largest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lements of Ping Shan in Yuen Long 
District, the architects made use of 
various materials, such as bricks, 
wooden screen and rusty iron to 
nurture a style of tradition fusing 
with modernity. Readers can enjoy 
reading under natural sunlight in the 
atriums or on the green roof.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中庭放置了具品味和特色的沙
發，加上天花掛上不同顏色的吊燈，為圖書館增添
色彩。在館內可看到館外的風景，而圖書館本身又
成為社區內的一道風景。
The ceiling lights add colours to the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with comfortable and stylish seating for 
everyone. Glass walls and windows around also offer a 
feast for the ey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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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公共圖書館的天井設有庭園佈置，透過圖書館的落地玻璃，
將綠化景觀帶進室內。
Readers can enjoy a good read and stay close with outdoor greenery in 
the Lam Tin Public Library.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設計古色古香，在這裡閱讀珍本古籍，別
有一番閒情逸致。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offer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ding experience with its antique ambience.

Get inspired and start a new interest

在忙碌的生活中，「慢活」提供一個調整生活節奏、重新培養興趣的機會。香港中央圖書

館及各分區圖書館經常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和專題講座，讓大家於學習及工作以外時間，

放慢生活節奏，適時的駐足欣賞身邊的人事物，讓心靈慢下來，不但有助減壓，更可重新

思考自我的需要及人生的意義。

現正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舉行的「朱銘與雕刻藝術」展覽、八樓文化及歷史

資源角的「一起走過的日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專題展覽、八樓珍本閱覽室的「淡墨

輕嵐—中國水墨畫」展覽及五樓地圖圖書館的「碼頭足跡」展覽，都是不錯的選擇。

圖書館舉辦的講座，內容多元化，在十八區的公共圖書館都可找得到。想知圖書館將會有

甚麼講座？請參考《通訊》的第十二頁或瀏覽圖書館網頁。無論是展覽或是講座，說不定

能讓你有所啟發，並展開一種新的興趣或學習。

Apart from providing quality reading space for the community, the HKPL also organizes exhibitions and subject talks on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Visit our exhibitions or attend our talks, perhaps you may get inspired to begin a new interest or learning.

Here are some good tips for you. Current exhibitions in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include ‘JU Ming and the Art of Sculpture’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the 10/F, ‘Memories We Share: Hong Kong in the 1960s & 1970s’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the 8/F, 
‘Exhibition on Chinese Ink Painting’ in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as well as ‘Reminiscences of the Old Piers’ in the Map Library 
on the 5/F.

一起走過的日子：六、七十年代香港「
社會」專題展覽

 ‘Memories We Share: Hong Kong in the   
1960s & 1970s’

早前在調景嶺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椅‧
人—對話的伸延」展覽，以藝術椅子的
姿態重現社區，讓大眾反思社區、工藝
與藝術的關係。
The exhibition on ‘Chair • Person - Extension 
of dialogue’ held previously in the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encouraged the 
public to re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mmunity, crafts and arts.

無論你的興趣是甚麼，無論你想深入研究、靜心閱讀或善用餘暇，在公共圖書館裡，總可找到空間，
以及有關的書籍、多媒體資料、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你也可在圖書館參觀展覽和參加講座，忙裡
偷閒之餘，更可增進知識，充實自我。歡迎你到圖書館來體會一趟「慢活」之旅！

Come and explore your stress-free zone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where you can renew and refresh. 
Slow down and live well.



想學習新知識和資訊？除了報讀課

程、看書自學外，還可以參加由香

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專題講座。

圖書館經常舉辦不同課題的講座，

內容涵蓋社會、經濟、文化、歷

史、地理、哲學、教育、語言、文

學、藝術、身心健康、資訊科技及

科學等不同範疇，以配合大眾對知

識、資訊、自學進修、研究和善用

餘暇的需求。講座向來深受歡迎，

當中包括「都會香港」、「文學月

會」、「中華貨殖論壇」、「哲學

講座」、「香港掌故系列講座」及

「與作家會面」等。

若錯過了這些講座也不用擔心，超

過一千九百多場的專題講座現已製

作成為錄音或錄影資料，供大家透

過多媒體資訊系統於互聯網或在圖

書館的電腦工作站隨時重溫內容，

把握機會裝備自我，與時並進。

Fancy learning something new without taking
any courses? OR getting inspired by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Whether your interest lies in health and 
medicin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ry art, reading 

and useful information for self-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 the subject talk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The HKPL organizes regularly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 talks on different topics such as social science, 
economics, culture, history, geography, philosophy, 
education,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tc.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for self-
learning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for leisure. Talk series 
organized include Royal Asiatic Society Talks, Subject 
Talks on Cosmopolitan Hong Kong, Monthly Literary 
Talks, Philosophy Talks, Public Lectures on History and 
Business in China and Talks on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Past, etc. 

What’s more? Recording of these talks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access via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through the Internet or computer workstations 
inside public libraries. Simply click into the ‘Subject 
Talks Collection’ in the MMIS and you can review these 
talks at your own pace and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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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一月舉行了三十五場「顧客聯絡小組

茶敘」，共六百七十多位市民參加，直接向圖書館表達個人

意見。

透過茶敘，圖書館館長與市民就如何改善圖書館服務及設施進

行廣泛交流。在收回的二千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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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圖書館的環境、館藏及服務能配合時代的發展；他們亦提出

許多寶貴的建議，有助我們日後優化各項圖書館服務。

香港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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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亦可使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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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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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nd 94% of them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on 
library services.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library services,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were also received.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for joining the tea gath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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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故事在孩子的成長中佔很重要的地位，這些故事往往長留孩

子腦海，是快樂的童年回憶。公共圖書館每周舉辦「兒童故事時

間」，由故事導師為小朋友細說百聽不厭的故事，並透過遊戲和

手工等，培養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中西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三至四月期間的「兒童故事時間」，

會以「愛我的家－香港」、「德育小故事」及「友誼之手」為主題，

讓小朋友開心享受聽故事的美好時光之餘，更可學習如何與他人

相處及各樣傳統美德。查詢：2921 2555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 

2922 6055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 2921 7106 (士美非路公共圖

書館) 。

兒童故事時間在各主要圖書館、分區圖書館及小型圖書

館舉行，詳情請留意圖書館的宣傳，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tc/kids/activities/story-telling.html。

Children of all ages love storie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organizes ‘Storytelling for Children’ in various major, district and small 
libraries about once a week, to develop children’s interest in reading 
through storytelling, interactive games and handicrafts. The topics of 
Storytelling session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in March and April will be ‘Our Lovely Home - Hong Kong’, 
‘Ethical Stories’ and ‘Hand of Friendship’.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in the libraries or visit www.hkpl.gov.hk/en/kids/
activities/story-tell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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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現在家長對小朋友的培養，非常講究。小朋友多才多藝，學跳舞

和學樂器等課外活動，林林種種，欣賞表演藝術的體驗也不可或

缺。然而，單是要活潑的小朋友專心地坐著欣賞整場表演，同時

又不影響身邊的觀眾，這對家長來

說實在是個大挑戰。

想安坐家中也可與小朋友一起欣賞

《睡公主》、《天鵝湖》和《胡桃

夾子》等芭蕾舞劇？在世界級歌劇

院或音樂廳欣賞著名作曲家的作

品？觀看國際小提琴大賽及音樂大

師教學講座？甚至遊歷音樂之都維

也納？《拿索斯線上影音圖書館》

對家長來說絕對是一大喜訊！

《拿索斯線上影音圖書館》提供

了超過一千六百部古典音樂、芭

蕾舞劇及音樂劇等現場演奏之影

片及全文資料。香港公共圖書館

的登記讀者，可透過互聯網免費

使用這個學習欣賞表演藝術的好

工具。家長與孩子一同欣賞表演

藝術，孩子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

以即時發問，家長更可重複或跳

播影片重點，操作靈活自由。從

此表演藝術對孩子來說，就是生

活中隨意及愉快的體驗！

Nowadays parents are good at developing strategies in parenting. 
In addition to the school life, children are encouraged to build their 
competence from performing arts and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ow to teach kids to appreciate performing arts becomes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parents, as it is 

attention, behave appropriately and, 
most of all, enjoy a performance.

 ‘Naxos Video Library’ is the answer 
for the parents! It features over 
1,600 full-length videos, in variety 
of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s, 
operas, ballets, live concerts and  
documentaries, etc., for streaming 
on demand. Library card holder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can remotely access Naxos  
Video Library through HKPL Website 

free of charge. Parents can enjoy the  
programmes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coach them timely in performance 
skills and art education. Access to 

points of interest including individual 
arias and scene breaks is available 
at this database. Art is everywhere! 
Explore and learn what you like!

《拿索斯線上影音圖書館》提供來自世界級歌劇院、芭

蕾舞團、管弦樂團及著名演奏家等表演藝術為主題的影

音資料庫。收錄的影片內容豐富，題材多元化：包括芭

蕾舞、教育及紀錄影片、漢諾威 (Hannover) 國際小提

琴大賽、現場音樂會、音樂大師教學講座、音樂古都

遊歷、歌劇、劇場及美術作品流派介紹等。部份影片亦

提供內容介紹及歌詞，並附不同語言字幕選擇，包括德

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

‘Naxos Video Library’ is the world’s leading performing arts video library 
which offers extensive streaming of full-length videos from the world's 
greatest opera houses, ballet companies, orchestras and prestigious artists. 
It comprises a wide range of genre and programmes including ballets, 

live concerts, music lectures and master classes, musical journeys, operas, 
theatre and introduction of masterpieces in painting, etc. Some programmes 
also provide notes and libretto with optional subtitles in various languages 
including German, English,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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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評人稱周耀輝、林夕、黃偉文為當今香港流行詞壇的「三足鼎立」。

有別於林夕的「多情」、黃偉文的「摩登」，周耀輝被評為「另類」，

他的詞風華麗精緻、遊走於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敢於挑戰另類偏鋒

題材。過去二十多年間，他筆下作品繁多，更於2012及2013年分別

憑〈蜉蝣〉與〈囂張〉奪得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歌詞」。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辦周耀輝的「情景意態」專題展覽，介紹其背景及特別的生活

經歷，填詞風格及最珍愛的作品，以至其創作理念，並如何把創作之道傳授給學生。展期至四月底。想了

解這位獨當一面的填詞人的內心世界，別錯過這個好機會。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Chow Yiu Fai, a contemporary lyricist for canton pop songs, is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April, to introduce his lyric writing career as well as the ideas 
and beliefs behind his creativity and award-winning lyrics.

works for a number of pop artist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how’s lyrics are rich in variety and distinctive in style from mainstream pop songs. 
Besides writing lyrics, Chow has also been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prose writing, 
multi-media and visual art projects. Enquiries: 2921 0323

臨元人逸趣 Lin Yuan Ren Yi Qu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作為傳統繪畫技法，水墨畫始於唐代，成於五代，盛於

宋元，明清及近代續有發展。水墨畫着重墨色的濃淡及層次變化，別具韻

味，深受文人雅士之喜愛，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淡墨輕嵐 — 中國

水墨畫」展覽，特別從「文獻特藏」的藏品中，挑選出一批

水墨作品及相關技法的文獻展出，當中包括《名人集冊》八

頁內之「老峰拔地起」、「山居讀書圖」，以及嶺南畫派其中

一位代表人物李壽庵先生(1896-1974)在香港設立蒲社時期教

授技法的畫作等，讓讀者在觀賞水墨展品的同時，加深對中國

水墨畫的認識及興趣。展期至六月底，查詢：2921 0323。
老峰拔地起 Lao Feng Ba Di Qi

An exhibition on Chinese ink painting is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June. The exhibition showcases a variety 
of Chinese ink painting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related techniques, including the works 
by Li Shou An (1896-1974),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artists in the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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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今年與香港小說學會、《香港文學》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合辦「新詩」、

「散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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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散文和小說創作坊還有一段時間才截止。快把握機會報名！

散文

日期： 7月9、16、23、30日、8月6及

13日(六)

時間： 下午 2時30分至4時30分

主持： 陶然先生、梅子先生

講者： 王良和博士、李洛霞女士、 

潘步釗博士、樊善標教授、 

潘國靈先生、陳曦靜女士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5月25日

小說

日期： 10月15、22、29日、11月5、12及

19日(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主持： 秀實先生

講者： 王昶黁女士、阿兆先生、楊興安 

博士、賴慶芳博士、霍森棋女士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截止報名日期：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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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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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填詞」及「2016年中文文學創作

獎」，將分別於四月十三日及四月二十日截止報名。兩項創作比賽

包羅了多類文學體裁，無論您喜愛填詞，或熱衷寫作新詩、散文、

小說，甚或文學評論，以及兒童故事，總可在兩項比賽中找到一展

才華的機會！ 

香港公共圖書館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舉辦「全港詩詞創作比賽」，旨在提高市民

對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比賽單年比詩，雙年比詞，今年適逢雙年，即

比試填詞。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詞牌為〈定風波〉。「2016年中文文學創作

獎」共分六個組別，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故事及兒童圖畫故事

組。凡持有本港身分證之十六歲或以上人士均可參加。

查詢： 2921 2645 / 2928 4601

詳情： 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推廣活動」欄內的「文學獎項及比賽」



作家
2 0 1 6 年

會面
Meet - the - Authors 2016

人生競賽人 競生 賽
活得精彩又自在，是不少人的盼望。把握當下，善待別人與自己，訂立人生的要求
與目標，然後努力奮進，應對挑戰，精彩人生自然咫尺在望。

新一年度的「與作家會面」活動於三月展開，分別以自我競賽、應對轉變及闖出我
的天為主題。十九位作者帶領我們走進他們的「競技場」，看看他們的奮鬥史，探
悉他們人生路上的起跌，自在精彩。我們從中觀摩學習，思考自己獨特而有意義的
人生競賽。

系列一

自我競賽

在競爭激烈的比賽場上，勝負是每一位選手非常在意的事。在乎成與敗，可以

讓選手不斷挑戰自我、力求進步。社會企業創辦人何靜瑩、網上互動心靈雜誌

創辦人蔣慧瑜、野外定向運動員及物理治療師吳俊霆、資深長跑運動員何海

濤、《你也可以跑完馬拉松》作者楊世模、專業訓練導師黎泉輝，會與我們分

享「要贏人，先要贏自己」的得勝真義，分享全力以赴、超越自我所得的成就

與喜悅。

何靜瑩
4月2日（六）下午2:30-4:00
屯門公共圖書館

蔣慧瑜
4月9日（六）下午2:30-4:00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吳俊霆
4月30日（六）下午4:00-5:30
東涌公共圖書館

何海濤
5月21日（六）下午3:30-5:00
大埔公共圖書館

楊世模
10月29日（六）下午2:30-4:00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黎泉輝
11月5日（六）下午3:30-5:00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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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二

應對轉變

人生徑道總會有得失起落，我們有經歷著成功，同時也在承受著失敗。曾有「亞

洲攀石王」之稱卻在一場車禍中受傷致下半身癱瘓的黎志偉、香港截肢者體育會

主席馮錦雄、正向心理學會創會會員張建華、為基層學童提供免費補習服務和教

育支援的陳葒、香港中小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及企理首席顧問鄭柏禮、環球行者及

專欄作者林輝、曾任會計學教授卻於2006年嚴重中風致左邊身體殘障的游紹永，

會與我們分享在多變的環境裡，如何積極裝備自己，培養應付逆境的能耐和智

慧，以自信面對挑戰，讓生活更添精采！

黎志偉
3月19日（六）下午3:30-5:00
荃灣公共圖書館

馮錦雄
4月16日（六）下午2:30-4:00
粉嶺公共圖書館

張建華
5月7日（六）下午2:30-4:00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陳葒
5月28日（六）下午2:30-4:00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鄭柏禮
9月10日（六）下午2:30-4:00
青衣公共圖書館

林輝
10月8日（六）下午2:30-4:00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游紹永
10月15日（六）下午2:30-4:00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系列三

闖出我的天

成功，沒有固定路徑可以跟隨。我們為自己的抱負及能力擬定合適人生目標，開

創自己的天空。鴻福堂執行董事及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行政系主任司徒永富、

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香港首位女消防官

胡麗芳、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及教授麥勁生、被譽為「亞洲第一工程師」

的朱敦瀚，會與我們分享他們的人生路，如何邁向目標，如何放眼世界，由克服

困苦，到享受當中喜樂。

司徒永富
3月12日（六）下午2:30-4:00
九龍公共圖書館

林超英
4月16日（六）下午2:30-4:00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丁新豹
9月3日（六）下午2:30-4:00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胡麗芳
9月17日（六）下午4:00-5:30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麥勁生
9月24日（六）下午2:30-4:00
沙田公共圖書館

朱敦瀚
10月22日（六）下午2:30-4:00
藍田公共圖書館

2 0 1 6 年

Meet - the - Authors 2016

作家
會面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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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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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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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Talks

錢賓四先生 
學術文化講座
與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合辦

2/4 (星期六)

講題  從一幅地圖談起：如何認識十九世紀

香港的語言 (以普通話主講)

講者 張洪年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榮休教授、香港中文

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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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文學月會：漫談散文
與《城市文藝》合辦

9/4（星期六）                                    

講題 遊蹤與念痕：記遊和回憶散文

講者 周蜜蜜女士（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蔡益懷博士（《香港作家》總編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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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香港記憶講座

24/4 (星期日)

講題  光景流轉：追憶衙前圍

講者 蕭國健教授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教授暨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網址 www.hkmemory.hk

查詢/留座 2927 6107

免費入場•講座於4月11日開始接受報名留座•

額滿即止

「IT新世代」講座

19/3（星期六）

講題 手機與電腦 — 常見網上騙局逐個捉

講者 魏志豪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查詢 2921 0348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16/4（星期六）                                    

講題 家居數碼化、網絡新紀元

講者 張德樂先生 (資深資訊科技工作者)、 

曾子軒先生 (香港耆英協進會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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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星期六）                                    

講題 今日香港和古羅馬的異同趣談

講者 何能國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

終身學習系講師)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94 3788

8/5（星期日）                                    

講題 太平清醮的歷史

講者 陳天權先生 (香港節慶風俗研究者)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	 2109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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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星期六）                               

主題	 骨骼健康 ― 骨質疏鬆及健骼運動

講題一 骨質疏鬆及骨折

講者 麥建章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矯型及創傷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講題二 強筋健骼運動

講者	 方少萌博士 (香港大學運動及潛能發

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開始報名日期	 3月24日

7/5（星期六）                               

主題	 中西藥知多少？

講題一 中毒的預防及治療

講者 徐錫漢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內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

講題二 中西藥相互作用面面觀         

(以普通話主講)

講者	 馮奕斌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中醫藥學院副教授及副院長（教學）)

開始報名日期	 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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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限取兩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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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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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