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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故 事   •  Cover Story

運動，不但可以強身健體，更可以磨練堅毅意志、建立體育精
神、燃點對生命的熱忱。

配合二零一六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今年的「閱讀繽紛月」
以「運動盛會多面體」為主題，介紹世界大型運動會及部分運
動項目，讓小朋友了解運動及運動會的歷史，明瞭運動的意義
與精神，學會熱愛運動，熱愛生命，讓人生既活躍又健康。

「閱讀繽紛月」豐富活動包括兒童專題展覽、文藝表演、故事
時間、比賽、親子工作坊及閱讀活動等，讓一家大細共度充實
愉快的暑假之餘，更可輕輕鬆鬆認識體育運動及實踐體育 
精神。

Sport does not only benefit our body and mind, but it also 
builds up our perseverance and enthusiasm for lif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ympic Games 2016,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Summer Reading Month is ‘All About Sports 
Events’. Starting from 16 July, this annual programme 
bring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an array of inspirational and 
enjoyable activities, around the theme of sports events, 
including a thematic exhibition for children, cultural 
performances, storytelling, contest,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which will ensure an enriching 
summer break for kids!

除了四年一度的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外，大家還認識其他世界性的
大型運動會嗎？知道它們的起源和特色嗎？

今年的專題展覽同樣以「運動盛會多面體」為主題。香港中央圖書
館地下展覽館將化身為多項國際體育盛事的舉辦場地，包括夏季
奧林匹克運動會、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運動會、亞洲運動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傷殘奧運會、特殊奧運及
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讓參觀的大人和小朋友猶如置身於運動會
的現場，認識各個大型運動會的特色和起源。

展覽館內更設有閱讀角，家長可與小朋友一起閱讀有關體育項目和
運動會的書籍，鼓勵孩子在暑假善用圖書館資源培養閱讀。

Dear kids,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major sports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 thematic exhibition held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will feature som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cluding both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The World Games, Asian Games, Youth 
Olympic Games, Universiade, Paralympic Games, Special 
Olympics and Deaflympics. Come and brush up yourselves on 
the interesting facts, stories and readings about the world of 
sports this summer!

   16.7   1-7pm
   17.7-15.8       10am-7pm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Exhibition Gallery,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www.hkpl.gov.hk/srm
2921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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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還有豐富的文藝節目，均環繞體育運動這個主題，包括敲擊
樂演奏會、舞蹈、默劇、音樂劇、兒童劇、中樂演奏會、戲偶互動
劇場、管樂演奏會、無伴
奏音樂劇場、陶笛音樂劇
場等，將在中央圖書館展
覽館陸續登場。

「運動多樂趣」親子演繹
比賽亦會於八月八日進行
決賽，歡迎大家到場欣賞。
比賽給小朋友發揮創意的
機會，與家長一起以講故事或戲劇的方式，演繹與運動有關的故
事，透過分享閱讀樂趣，讓小朋友認識運動的好處，了解運動背
後的體育精神。

Not to be missed ar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s to be staged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KCL. They include percussion concert, 

Chinese ethnic dance, 
mime, musical, children 
drama, Chinese music 
concert,  puppetry, western 
wind music, a cappella 
music theatre and 
ocarina music theatre. 
What’s more, a family 
contest of dramatization 

on ‘Enjoy Sport’ will also be 
held, giv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a creative channel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bout 
sports and sportsmanship.

想用不同的手工藝材料來製作屬於自己的運動會嗎？那就別 
錯 過「 閱 讀 繽 紛 月 」 
推 出 的 親 子工作 坊 了！ 
當中包括 創 意 摺 紙 工作
坊、繩藝親子工作坊、影子
戲工作坊、手工藝、主題
故事工作坊、親子繪畫工
作坊等，趣味性與教育性 
兼備。

Fancy making handicrafts for different sports? A number of 
workshops will b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different sports through drawing, origami, 

knotting, handicraft and 
shadow puppet making, etc. 
Besides, a series of creative 
workshops on picture books, 
story writing, poetry and 
recitation will also be on 
the list for kids to express 
their talent and creativity.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將於多間分館舉行多場「故事長老︰ 
兒時玩意」及「講故事學語言」。前者由公公婆婆向小朋友分享 
繪本故事，鼓勵長幼一起閱讀；後者則分別以廣東話、普通話與英
語，透過講故事和互動親子遊戲，帶領小朋友進入感動和快樂的閱
讀世界，享受輕鬆學習語言的樂趣。

此外，圖書館亦安排「運動多精彩」及「齊
來做運動」書籍展覽及閱讀約章計劃，鼓勵
家長陪同小孩子一起在暑假輕鬆享受閱讀
樂。

部分活動須預先領取門券。有關各項活動
的 詳 情 及 索 取 門 券 的 安 排 ， 可 參 閱 於 各 
公共圖書館派發的「閱讀繽紛月」節目小 
冊子，亦可致電2921 2660 查詢或瀏覽網址
www.hkpl.gov.hk/srm。

Other than the exhibition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at the 
HKCL, we have also organized a series of storytelling sessions 
and book exhibitions on sports in other branch libraries during 
the Summer Reading Month. Some of the storytelling sessions 

are hosted by the elderly to encourage 
cross-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together. 

Don’t miss this annual popular large-
scale library event that is guaranteed 
to inspire and delight!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booklet 
distributed at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srm 
or call 2921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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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暑假，喜歡閱讀的莘莘學子都會趁假期多看課外書。除了從圖書館借書看外，
有沒有想過看圖書館的電子書呢？

隨著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的普及，電子閱讀越趨普遍，為閱讀提供了更方便和環保
的選擇。香港公共圖書館免費提供超過二十三萬項中英文電子書，適合個人研習、
研究和消閒閱讀，更有幫助語言學習的有聲書，讓大家不需分毫就能擁有自己的電
子圖書館。

今年六月圖書館更新增HyRead電子書及雜誌，為讀者提供更多消閒讀物、各學科
書籍、青少年小說及兒童故事書，大家就趁暑假齊來飽讀電子書吧！

新推出的HyRead提供三千多本以台灣出版為主的中文電子書，內容包
括兒童圖書、文學或流行小說、武俠小說、旅遊指南等休閒讀物，還有商
業及經濟、生活百科、社會科學、科技醫藥、語言學習、教育及傳記等電
子書，供網上閱讀或下載到個人電腦及流動裝置使用，方便又環保。

HyRead中文電子書內容豐富，包括歷史、小說、旅遊、語言、美食、 

商業及兒童圖書等。

家長們在HyRead可找到許多適合的兒童電子圖書作親子閱讀。

年輕人喜愛的火柴人漫畫

在HyRead都可找到。

HyRead提供多個暢

銷作家包括台灣作家

九把刀的作品。

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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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For Dummies系列自學

進修無難度

使用 EBSCO eBooks App 

看小說，輕鬆又方便！

七千多本英文電子書任你看

HyRead提供各類暢銷中文好書及最新雜誌，讓你可隨時隨地

享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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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閱讀雜誌但又不想花錢買或找地方存放雜誌？公共圖書館登記讀
者現可隨時閱讀HyRead內一百四十多項電子雜誌，內容貼近潮流，
種類包括娛樂名人、時尚潮流、旅遊美食、財經時事、電腦科技、語言
學習及生活家居等，應有盡有。

英文電子書方面，eBooks on EBSCOhost 提供超過七千五百
多本英文電子書，涵蓋消閒讀物、兒童及青少年圖書、小說、以及
商業及經濟、社會科學等各學科書籍。今年 EBSCOhost電子書
加入更多消閒讀物、學科書籍、青少年小說及兒童故事書等，例如
Magic Tree House系列及 For Dummies系列，適合學生們消
閒閱讀或自學進修。大家只要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就可隨時隨地
讀到心愛書籍。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不僅能透過網頁看書，也可免費下載電子書閱讀軟件，
於桌面或平板電腦或智能電話借書及離線看書。快登入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專頁， 
打造屬於你的電子書房，體驗電子閱讀零時差的樂趣！

Stock up on your summer reads with HKPL's free e-Books
Looking for something great to read this summer holiday for yourself or your kids? Check out the new e-Books collection from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and start a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convenient alternative of reading.

A new collection of over 3,000 e-books and 140 e-magazine titles in 
Chinese, mainly published in Taiwan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is 

HyRead ebook and e-Magazine offers a variety of popular books and
magazines, all available for online reading or downloading to personal 
computers and mobile devices. 

For English e-books, more titles have also been added in eBooks 
on EBSCOhost

som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e-books for leisure reading or self-learning. 
eBooks on EBSCOhost comprises over 7,500 titles of e-books on a wide range of categories, including leisure read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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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1564-1616)逝世四百周年，全球再次掀起莎翁熱潮。若不想落伍，大家可透過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隨時隨地重溫他的生平和經典作品，馳騁於莎士比亞的奇幻世界中！

This year is a momentous year in the literary world to commemorate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To revisit his life and legacy, simply key 

 in ‘William Shakespeare’ at the search box of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e-Databases and 
take off to the fantasy world of Shakespeare!

莎 士比 亞 是 享 譽文 壇 的 劇 作 家、詩
演員，亦被公認為最傑出的英國作家之
他的戲劇作品及十四行詩不單是文學
的經 典，更為當代及後世劇 作家、詩
畫家等提供創作靈感。

如 果 想 聆 聽 莎士比 亞 的 戲 劇 作品及
行 詩，大 家 只 需 登 入《 拿 索 斯 線 上

圖書館》，便可收聽由專業人士以純正
及美語朗讀的莎翁作品。

若想跨越時空的阻隔，更真切地感受
戲劇世界內的愛 與恨、因果報 應、命
天意的播弄等，《拿索斯線上影音圖書

讓你安坐家中也
可 觀 賞 由 著 名
管 弦 樂 團 及 演
員在世界級歌劇
院 演 出 的 莎 翁 
劇作。

仍 意 猶 未 盡，
還 想 進 一 步 了
解 莎 士 比 亞？
大 家 更 可 登 入 
Biography in Context

英文電子資料庫，重溫莎翁
的生平和經典作品。專頁還
提供與莎翁有關的精選內
容、人物傳記、新聞及雜誌
報導等資料。

人 及 
一。
作品
人及 

十四 
有 聲 

英語

莎翁
運 與 
館》

Playwright, poet and actor, Shakespeare 
is among the greatest of English 
writers and is celebrated for his classic 
dramatic works and sonnets that have 
transcended centuries and inspired 
many of his contemporary dramatists, 
poets and painters as well as those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If you want to hear the Shakespearean 
plays and sonnets read by professionals 
in pure English and American accents,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is your 
choice. 

Or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the love 
and hate, poetic 
justice, fate and the 
providence of God, 
etc., in Shakespearean 
plays at your leisure, 
Naxos Video Library 
provides a selection 
of full-length videos 
for you to relive the 
dramatic moments as 
performed by famous 
orchestras and

prestigious artists at the world’s greatest 
opera houses.

Not to be missed is Biography in 
Context, an e-Database where you can 
find featured content, biographies, news, 
magazine articles, etc., related to William 
Shakespeare in one go.

 

館 藏 推 介   •  Library Picks

圖書館電子資源
H K P L’s  e - R e s o u r c e s

還等甚麼？快登入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瀏覽與莎士比亞相關的電子資源，在數位時代中與 
莎士比亞相遇吧！
Visit the HKPL Website now and have an encounter with Shakespeare in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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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相片由港協暨奧委會提供

Content and photo provided by SF&OC

全球矚目的第三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快將於八

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大家在為香港運動健兒

打氣之餘，不妨藉此機會多認識香港是如何踏上奧

運之旅。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現正舉行

「香港從1952年至2016年參與的現代奧運會」展

覽，透過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港協暨奧委會）提供的展板、珍貴相片和藏品，

介紹香港在過去六十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的一點 

一滴。

香港是在哪一年首次參與奧運？當時派出了多少

位運動員參賽？又在哪一年首次參與聖火傳遞？香港奧運史上第一金是在哪年摘下的？此外，今屆奧運共有 

多少個運動項目？又有哪些新增項目？答案都可在這次展覽中找到。展期至八月三十日。查詢：2921 0285。

An exhibition on Hong Ko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 Olympics (1952-2016)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30 August. 
Showcasing the panels, photos and exhibits provided by the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SF&OC), the exhibition traces the footprints of Hong Kong in the modern Olympics since 1952. 
Enquiries: 2921 0285

曹雪芹撰寫的《紅樓夢》自清朝乾隆年間面世後，歷二百
多年而不衰，被譽為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歷年來不少
文人、學者均喜歡鑽研該書的種種，讓「紅學」(即《紅樓
夢》之研究)逐漸發展成一種專門學問，更衍生出不同的
研究方法和流派。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紅學作品

展覽」，從「文獻特藏」中挑選出一批「紅學」書籍展出，
當中包括不同版本的「脂評本」，以及王國維、蔡元培、胡
適和俞平伯等學者的研究作品等，反映他們就其個人經
歷、學術知識及志趣品味而對《紅樓夢》有不同的分析和
見解。展期至十月底。查詢：2921 0323。

Written by Cao Xueqi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univers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in China. It has also 
given rise to Redology, a field of study devoted to this 
masterpiece.

An exhibition on Redology Works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October.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different divisions of Redology through 
showcas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novel and the research works by various Chinese writers and scholars, 
including Wang Guowei, Cai Yuanpei, Hu Shi and Yu Pingbo. 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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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館 資 訊 站  • Branch Highlights

炎炎夏日，又到了小朋友最期待的暑假了！爸媽

們無不絞盡腦汁精心安排活動，如何讓這個假

期變得既溫馨又難忘？多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推出

多項的親子活動，既有歷史故事、遊戲、模型製作、

環保玩具製作、故事書製作，也有同樂日、環保工作

坊及文化體驗等，為大家打造親子好時機，一同度過

快樂又具意義的親子時光。

今個暑假，香港中央圖書
館兒童圖書館為大家帶來

「童�動�樂」親子故事工作坊，藉著有關運動和健康生活的故事，與小朋友一起
迎接里約奧運。

同樣以奧運會為主題的活動還有西貢區的「親子互動故事工作坊－《奧運會》」。 
共三十節的工作坊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在將軍澳公共圖書館、調景嶺公共圖書館、西貢
公共圖書館及西貢區十九間社區圖書館舉行，透過一系列以奧運會為主題的故事，以
親子互動戲劇工作坊形式，提升兒童閱讀相關圖書的樂趣，並把閱讀風氣推展至社區
每個角落。查詢電話：2706 8101（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 /2360 1678 ( 調景嶺公共圖
書館 ) /2792 3669 ( 西貢公共圖書館 )。

全賴有「光」照亮世界，我們才得以看見色彩繽紛的事物。 
圖書館於七月至八月期間舉辦光之科學親子閱讀工作坊，
透 過 介 紹 有 關 光 的 書 籍、 利 用 親 子 遊 戲 及 互 動 學 習，
讓 小 朋 友 動 手 探 索 光 的 特 性 及 認 識 常 見 的 光 學 現 象，
啟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及鼓勵他們閱讀以科學為主題的 
圖書。

日期  時間 圖書館 查詢

23/7 10:30am-12nn 屯門公共圖書館 2450 0671

30/7 10:30am-12nn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2126 7520

6/8 10:30am-12nn 九龍公共圖書館 2926 4055

13/8 10:30am-12nn 香港中央圖書館兒童圖書館 2921 0385

20/8 10:30am-12nn 荃灣公共圖書館 2490 3891

27/8 10:30am-12nn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2921 2555

日期：3/7, 10/7, 17/7, 24/7, 31/7, 7/8, 14/8, 21/8, 28/8,  

 4/9, 11/9, 18/9, 25/9

時間：11am-12nn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活動室

查詢：2921 0385

備註：以普通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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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館 資 訊 站  • Branch Highlights

黃大仙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親子閱讀工作坊系列」

及「親子遊戲工作坊系列」，前者引導家長親子伴讀
的技巧及如何選擇合適讀物，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同閱
讀，令孩子從輕鬆環境中與家長共同學習；後者則
讓參加者學習利用家居物品及生活素材與孩子進行
家居遊戲，共同體驗遊戲的樂趣，促進親子關係。

親子閱讀技巧（學前及幼兒組）
日期：16/7  時間：3pm-4pm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055

親子閱讀技巧（學前及幼兒組） 
日期：17/7  時間：3pm-4pm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107

親子閱讀技巧（小學組） 
日期：23/7  時間：3pm-4pm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055

親子閱讀技巧（小學組） 
日期：24/7  時間：3pm-4pm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107

親子遊戲樂      
日期：13/8  時間：11:30pm-12:30pm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107

親子遊戲樂 
日期：13/8  時間：3pm-4pm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055

親子玩具製作工作坊－環保玩具 DIY 
日期：20/8  時間：11:30am-12:30pm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107

親子玩具製作工作坊－環保玩具 DIY 
日期：20/8  時間：3pm-4pm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6055

至於觀塘區公共圖書館將於七月舉行三場「愛在觀塘

書卷裡」親子閱讀講座，分別講解如何運用分享研討
法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教授及示範講故事技巧，以
及講解如何運用繪本與孩子溝通和分享價值觀。

閱讀分享研討法
日期：16/7  時間：3:30pm-5pm

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4055

閱讀越多 Fun －講故事技巧 
日期：17/7 時間：2:30pm-4pm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7055

故事繪本分享 
日期：30/7  時間：3:30pm-5pm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7 3055

東區公共圖書館今年暑假再
為 大 家 帶 來 親 子 模 型 工 作

坊。參加者藉著立體模型製
作，對英軍二次大戰後的軍
事武器歷史有更多了解，又
或認識明代廣東地區的海岸
防衛歷史及當時所採用的戰
船和武器。

日期：23/7  時間：3:30pm-5pm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日期：13/8  時間：3:30pm-5pm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日期：30/7  時間：3:30pm-5pm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5055

日期：20/8  時間：3:30pm-5pm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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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公共圖書館將於八月舉辦兩個有關環境保護及親子九型人
格的活動。「環境保護系列：工作坊暨展覽」幫助小朋友培養閱
讀的習慣及提高環保意識；「親子九型人格系列：講座暨工作

坊」則讓家長有系統地認識不同孩子性格的傾向，從而給予適當
的方法引導他們成長，因材施教，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我在雲上躺一躺」工作坊
日期：5/8  時間：2pm-4pm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風雲變幻」展覽
日期：1/8 至 11/8  時間：圖書館開放時間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熱帶雨林探險記」工作坊
日期：12/8  時間：2pm-4pm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3 5065

各區活動的詳情，請參閱各區公共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單張，或瀏覽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

「與不同性格孩子相處」工作坊 
日期：28/8  時間：10am-12nn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講者：余國健先生（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認識孩子的型格」講座 
日期：28/8  時間：2:30pm-4pm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3 5065

講者：余國健先生（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今年深水埗區公共圖書館的暑期閱讀推廣活動十分豐富，包括展
覽、填色活動、問答遊戲、兒童故事時間及「歷史樂悠遊」同樂日

等。於八月舉行的「歷史樂悠遊」同樂日，將透過展板和互動的攤
位遊戲，以輕鬆的形式介紹深水埗區的活化建築物及圖書館服務，
藉此加深家長和小朋友對該區及區內歷史文化的認識，以及提升
兒童對閱讀有關書籍的興趣，並鼓勵親子閱讀。

日期：13/8 時間：12nn-4pm

地點：富昌邨富昌商場對出空地

九龍城區公共圖書館以「同一天空下」為主題，推出連串不同形
式的活動，鼓勵不同種族的小朋友參與活動，推廣種族共融及彼
此尊重的文化，建立和諧社會，以及加深對九龍城社區的認識。

日期：29/7  時間：2:30pm-4pm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30/7  時間：2:30pm-4pm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日期：6/8 時間：10:30pm-12nn 

地點：紅磡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5044

日期：7/8  時間：2pm-3:30pm 

地點：九龍城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6055

日期：12/8  時間：2:30pm-4pm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13/8  時間：2:30pm-4pm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日期：19/8  時間：2:30pm-4pm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20/8  時間：2:30pm-4pm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由油尖旺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多元文化體驗親子工作坊以互動
形式，介紹香港的泰國社群和泰國的傳統節慶，包括水燈節
及潑水節的習俗和慶祝活動，及本地的南亞裔社群和南亞的
Henna彩繪和祝福文化。家長與小朋友更有機會一起製作水燈
或泰式花環，體驗Henna彩繪藝術。

日期：13/8  時間：2:30pm-4pm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日期：27/8  時間：2:30pm-4pm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日期：4/9  時間：2:30pm-4pm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日期：18/9  時間：2:30pm-4pm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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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寫作靠天分，不過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創作的喜悅，小朋友當然也不例外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兒童文藝創作坊，正是帶領孩子

走進創作的花園，感受創作的喜悅！無論是繪本、詩歌朗誦及故事演繹，孩子同樣

可以創作精彩作品。

兒童文藝創作坊分為「兒童繪本創作坊」、「兒童詩歌朗

誦及創作坊」和「兒童故事演繹及創作坊」三組，旨在提

高兒童的想像、創作、表達和寫作能力，培養他們閱讀

和寫作興趣。兩節的「兒童繪本創作坊」及一節的「兒

童詩歌朗誦及創作坊」均為親子活動，歡迎家長陪同

小朋友參加，在輕鬆的氣氛下一同投入繪本及詩歌

的世界，體驗親子創作的樂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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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票免費入場，入場券將於當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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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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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座位有限•額滿即止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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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講座     真與假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22/7 (星期五)

講題 對抗俗見而生的真知

講者 趙子明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12/8 (星期五)

講題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莊子的終極關懷

講者 英冠球教授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助理教授) 

9/9 (星期五)

講題 真相與假像︰從馬克思的觀點看資本

主義

講者 李敬恆先生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署理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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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27/8（星期六）

講題 絕望的超越

講者 謝建泉醫生(生死教育學會副會長)

伍桂麟先生 (生死教育學會會長)

開始留座日期 8月15日

18/9（星期日）

講題 幸福的藝術

講者 陶國璋博士(生死教育學會理事)

開始留座日期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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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奧運知多少」講座系列
與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合辦

 17/7（星期日）

講者 杜國安先生(退役空手道運動員)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查詢 2921 0285

20/8（星期六）

講者 李嘉維先生(空手道運動員)

時間 下午2時至3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555

香港記憶講座
與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合辦

 23/7（星期六） 

講題 斲琴―香港的國家級文化遺產

講者 蔡昌壽斲琴學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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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講座 
與香港藝術館合辦

10/9 (星期六)

講題 竹中傳奇―古典詩文內的竹文化

講者 劉衛林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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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5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3/7（星期六）

講題 電子貨幣新趨勢

對象 長者及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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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星期六）

講題 親子伴讀樂趣多

講者 黃潔冰女士(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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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星期六）

講題 精明使用互聯網

對象 長者及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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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星期六）

講題 香港墳場掌故

講者 許淇聰先生 (海濱文化導賞會代表)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879 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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