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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童來悅
Joyful Reading for Kids

相信不少家長都希望從小培養子女的閱讀興趣。然而，現今的孩子喜愛電玩和手機多於閱讀，家長又可怎樣培養孩
子的閱讀習慣？

「閱讀」由「悅讀」開始。香港公共圖書館為十二歲及以下的小朋友，提供多項兒童圖書館服務，包括各具特式的兒
童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多媒體及電子資源等，並定期舉辦推廣活動，吸引小讀者親近圖書館、發掘閱讀的樂趣，與
家長一起帶領孩子走進「悅讀」世界。

Most parents are eager to help their kids to cultivate a good habit of reading. However, how to make reading 
more fun and interesting?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encourages kids to enjoy reading by 
providing an inviting environment in our children's libraries as well as an array of printed and electronic 
read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全港的公共圖書館均設有兒童圖書館，為區內家長與兒童提供一同閱
讀的好去處。兒童圖書館設計色彩繽紛，營造閱讀環境及氣氛，並提
供舒適的空間，讓小讀者樂於置身在此輕鬆愉快的環境中，體會閱讀
的樂趣。

All public libraries are equipped with children’s libraries or areas, 
provid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with a good setting for reading 
together. Specially designed and colourfully furnished, these 
children’s libraries make reading and visiting the library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for young readers.

這裡是全港規模最大的兒童圖書館，設施包括
圖畫書角、兒童活動室、兒童多媒體資料室、借
閱部和參考部。

This children’s library 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It consists of a picture book 
corner, children’s activity room, children’s 
multimedia room, lending and reference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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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你可以悠閒地看書，或坐在矮小的蘑
菇椅上，猶如置身森林之中。

You can either enjoy reading on this 
cushioned platform or imagine yourself 
sitting on a mushroom chair in a forest.

32 這裡有個開放式的親子閱讀區，讓家長與小
朋友無拘無束地閱讀。

This children’s library is equipped with an 
open reading area where parents and kids 
can enjoy reading in a relaxed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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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小朋友，你們喜歡在公共圖書館看書
嗎？大家來過這些兒童圖書館嗎？知道它
們是哪間圖書館嗎？（答案在第四頁）

Dear kids, do you like visiting the 
public libraries?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se children’s libraries? 
D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Answers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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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動物的小朋友必會喜歡在這所以「動物王國」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館閱讀和瀏覽兒童多媒體資訊。

Animal lovers will like reading and using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in this children’s library with the theme on animal kingdom.

這個兒童圖書館是一個獲獎的設計，把馬鞍山起伏的地形嵌入座位與
書架中。

The tiered seating and bookshelves, reflecting the contour lines of 
the Ma On Shan, in the Picture Book Corner of this children’s library 
is an award-winning design.

這裡以七巧板為背景，為閱讀空間加添創意和想像。

The tangram design adds a sense of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o 
the children’s reading area of this library.

「悅閱」應由自己喜愛的書開始。隨着年齡增長，兒童的閱讀模式不再局限於傳統印
刷品。公共圖書館近年透過提供豐富優質的兒童館藏，包括方正中文電子書(兒童館
藏）、HyRead電子書、EBSCOhost電子書、拿索斯線上有聲書，以及多媒體資訊系
統內已數碼化的得獎圖畫故事和兒童故事等，帶領孩子走進悅讀世界。

Children are curious and their interest is boundless. The HKPL provides a 
well-balanced collection of both printed and electronic materials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in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 our e-book collections for children have 
also been expanded. Kids can now enjoy a lot of good reads online from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HyRead ebook, eBooks on EBSCOhost 
and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s well as the Children Picture and Story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HyRead ebook提供多本世界文學名著，
包括《動物農莊》、《金銀島》、《綠野
仙蹤》、《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湯姆歷
險記》等。
World classics such as Animal 
Farm, Treasure Island, Wizard of Oz, 
Sherlock Holmes and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from HyRead ebook.

《伊索寓言》(HyRead)
Aesop’s Fables from HyRead ebook

各位小朋友，知不知公共圖書館有許多有
趣的電子書呢？無論你喜歡漫畫、繪本、
人物傳記、寓言故事，又或是自然科學、
獲獎文學故事或英文名著等，都可透過圖
書館網站隨時隨地看得到。

Dear kids, do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interesting e-books 
in the HKPL Website for reading 
online and offline? Take a look at 
some of our highlight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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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yRead ebook 你可找到不少新出的繪本和漫畫。

Loads of popular comics and picture books in HyRead ebook.

HyRead的《中國歷史趣味漫畫系列》讓你邊看漫畫邊學歷史。

Learning more about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comics 
available in HyRead ebook.

火柴人(HyRead)及花生漫畫(EBSCOhost)。
Matchman from HyRead ebook and Peanuts from EBSCOhost.

方正中文電子書（兒童館藏）的
書種包羅萬有，包括文學、教育、
語言、自然科學、軍事、政治、宗
教、藝術、歷史、文化、天文、地
理及醫學等。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provide e-books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拿索斯線上有聲書給你聽得到的兒童經典
名著。

Listen to your favorite stories in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EBSCOhost電子書的兒童故事書可下載到電腦
內慢慢看。

You can download the e-books from EBSCOhost 
to your computer for reading at your own pace.

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的「兒童圖畫及故事特藏」，
收錄了「中文文學創作獎」和「學生中文故事創作
比賽」的得獎作品。

Kids can read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and qual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through the MMIS.

1 香港中央圖書館 Hong Kong Central Libray
2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3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4 東涌公共圖書館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5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Ma On Shan Public Library
6 大埔公共圖書館 Tai Po Public Library

圖書館網站有特別為兒童而設的專頁 (www.hkpl.gov.hk/tc/kids/index.html)。歡迎
小朋友隨時登入，發掘更多適合你們的圖書館館藏和活動，輕鬆享受閱讀的樂趣。

A special homepage dedicated to children (www.hkpl.gov.hk/en/kids/index.html) 
is also available on the HKPL Website for kids to explore more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activities suitable for them. Let’s discover the joy of reading now!

答案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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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your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Modern Living Collection

優化家居好幫手
現代生活特藏　

 Library News

想改善或提升家居環境？如何善用家中每寸空間？怎樣在家實行廢物分類？大
家不妨來到荃灣公共圖書館的「現代生活特藏」找找靈感和貼士。

現代人追求環保及健康的優質生活，香港公共圖書館由家出發，與你分享生活
智慧，提升生活的質素和層次。新設於荃灣公共圖書館的「現代生活特藏」，
提供有關家居室內設計、智能家居、庭園設計及綠色生活的資訊，加強大家對
生活美學的興趣和節能低碳生活的關注，進而在生活中加以實踐。特藏的館藏
超過四千項，包括書籍、期刊、多媒體資料、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等。

Want to enhance and improve your living environment? Fancy a more 
eco-friendly lifestyle? Or looking for a greener and more stylish way 
of life? The new Modern Living Collection will be your answer.

Recently launched in the Tsuen Wan Public Library, the Modern Living 
Collection serves to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in a green and stylish 
living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resources on interior design, smart 
home, gardening and green living. The Collection comprises over 4,000 
items including books, periodicals, multimedia materials, e-Books and 
e-Databases.

新粉嶺南公共圖書館現已投入服務

The new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in operation now  

大家更可登入「現代生活特藏」網站。網站提供一站式多
元化的資源，讓你隨時隨地搜尋有關家居設計、智能家居、
庭園設計及綠色生活的館藏資源，以及瀏覽相關的電子資
源及資訊。

You may also visit the Modern Living Collection Website 
anytime  and anywhere for more library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on recent trends of interior decoration, smart 
home, gardening and ways to green living.

新粉嶺南公共圖書館剛於八月二十三日投入服務，進一步加強北區的
公共圖書館服務。新館的館藏約五萬項，並提供約一百份報刊和雜
誌，以切合不同讀者的需要。館內設施包括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
報刊閱覽部、推廣活動室、互聯網數碼站、自助外借及續借服務、還
書箱及特快歸還服務等。

The new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has started its operation 
since 23 August, offering a variety of library services to residents 
in the North District. The new library hosts a collection of about 
50,000 items, with about 100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different readers. Comprehensive facilities 
include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self-service borrowing and 
renewal service, book drop and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地址 新界粉嶺一鳴路23號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G15及G16舖位 
Address Shop Nos. G15 & G16, Dawning Views Shopping Plaza, Fanling

電話 Tel 2670 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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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海書樓由賴際熙太史於一九二三年創辦，旨在傳揚國粹，聚書講學。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

資源角」現正舉行「學海書樓的傳承與發展」專題展覽，介紹學海書樓的成立、發展經過及「學海書樓特藏」

的藏書和數碼化計劃，並展出特藏中的珍貴國學古籍，讓參觀者認識書樓對國學文化傳承的貢獻。展期至明年

一月三日。

此外，圖書館亦與學海書樓合辦「中國文化講座系列」。一系列講座及工作坊將於九月至十二月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舉行，內容涵蓋中國詩詞、中醫、陶藝及古代書畫等課題，由多位著名學者以深入淺出方式向大眾傳授中

國傳統文化知識。查詢：2921 0222（展覽）或 2921 0285（講座）。

An exhib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k Hoi Library, founded in 
1923 with an aim to promote and lecture on Chinese classics,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3 January 2017. The exhibition, 
titled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Hok Hoi Library’, also introduces 
the Hok Hoi Collection and its digitalisation. Besides, a series of talks 
and workshops on Chinese Culture will also be held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in the HKCL. Enquiries: 2921 0222 (exhibition) or 2921 0285 
(talk series).

為什麼要寫詩？詩人們總有不同的答案。對於土生土長的詩人鍾國強，他的答案
又會是怎樣？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鍾國強，為什麼要寫
詩？」展覽，藉着展出鍾國強的詩集及詩作節錄，從中了解他為何不輟地寫詩及對
詩歌不離不棄。展覽至十二月底結束。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CHUNG Kwok-keung and his poems’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KCL until end of December. 
Through showcasing the award-winning poet’s poetry works and highlighting 
some of his poems, the exhibition tries to discover the reason behind Chung’s 
persistence in poetry writing. Enquiries: 2921 0323.

一九七七年成立的香港中樂團是本港唯一大型職業中樂團。樂團
廣泛地委約各種風格及類型的新作品，委約及委編作品逾二千三
百首，於國際及本地樂壇上屢獲殊榮。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
術資源中心現正舉行「植根傳统•銳意創新 － 香港中樂團的委約
寶庫展覽」，為大家展現樂團「全球化委約」制度的歷史意義。展期
至十月底。查詢：2921 0259。

Founded in 1977,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is the only professional, full-sized Chinese orchestra in Hong 
Kong. The Orchestra has commissioned more than 2,300 works, both as original compositions and as arrangements. 
‘Radiating from Hong Kong and Empowering Chinese Music in the World – The Treasure Trove of Commissioned Work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Exhibition is being held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10/F of the HKCL until 
end of October to showcase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the Orchestra’s ‘global commission system’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usic history. Enquiries: 2921 0259.

中 圖 掠 影  • HKC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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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香港人都喜歡到外地旅遊，除了讓身心「鬆一鬆」之外，亦希望認識更多新鮮事

物，增廣見聞。其實，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亦不乏「新鮮」感，只要仔細觀察香港各處，

就會發現當中蘊藏著不少特色景點與奇趣掌故，有待我們發掘！ 

中西區古蹟印記

中西區是香港其中一個歷史舊區，區內古蹟見證了香港百多年來的發展。「中西區古蹟印

記」將透過專題講座及導賞遊，與大家走進社區了解區內歷史痕跡，增加參加者對文物保

育及發展的關注。 砵典乍街 (石板街)(1950年代)

專題講座

漫談史蹟徑：孫中山史蹟徑新舊對比 漫談史蹟徑：中西區文物徑趣味遊蹤

講者：梁炳華博士 (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主席 ) 講者：黃競聰先生 (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 )
日期：9 月 24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日期：10 月 8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4 時至 5 時 30 分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672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6055

導賞遊

漫步同訪史蹟徑：孫中山史蹟徑導賞遊 漫步同訪史蹟徑：中西區文物徑導賞遊

日期：10 月 15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日期：10 月 15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對象：年滿十六歲或以上的公眾人士 對象：親子組合 ( 高小 / 初中學生及一名家長 )
查詢：2921 2672 查詢：2921 2672

東區古蹟遊
北角七姊妹道曾有泳棚？筲箕灣和柴灣山的鯉魚門和西灣炮

台曾是港島東區的軍事要塞？想知多些有關東區的發展和歷

史，便不要錯過在鰂魚涌及柴灣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東區古

蹟遊」活動了！

太古船塢 (1940年)

東區歷史照片分享會

( 一 ) 定格歷史，舊事重溫 ( 二 ) 故時風物，收藏記憶

日期：10 月 8 日 ( 星期六 ) 日期：10 月 15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講者：侯清儀先生 講者：侯清儀先生

（海濱文化導賞會會員及香港海防博物館導賞員） （海濱文化導賞會會員及香港海防博物館導賞員）
查詢：2922 4055 查詢：2921 5055

專題講座

戰時社會：淪陷時期的香港與東區 日軍戰爭罪行與香港軍事法庭審判－以東區案件為例

日期：11 月 5 日 ( 星期六 ) 日期：11 月 12 日 ( 星期六 )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講者：鄺智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者：鄺智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蔡耀倫先生（中學教師及軍事愛好者） 蔡耀倫先生（中學教師及軍事愛好者）
查詢：2922 4055 查詢：2921 5055

若意猶未盡，大家還可在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及柴灣公共圖書館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找到更多有關當區文化、歷史及社區發展等各方面的資料及文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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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至十一月
「與作家會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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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已於三月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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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在至十一月將有以下七次會面活動。

       你想、理想、你能

在消防學校接受 26 週的紀律部隊訓
練，過了八年滅火救人的前線消防員生
涯，經歷不少震撼場面，令講者更加珍
惜生命，要活在當下。
9 月 17 日 ( 星期六 ) 下午 4:00-5:30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闖出
我的天

       偶然的跨文化歷程

麥勁生教授在1988 年跑到了當時的西
德進修。1993 年到台灣工作。跨越了
兩個文化和多少個年頭，他在出生和成
長的城市回望，心中滿是富足和感恩。
9 月 24 日 ( 星期六 ) 下午 2:30-4:00
沙田公共圖書館

闖出
我的天

       我的一片天

分享童年時的無奈經歷，家境清貧、與
父親生離、失意升中派位……從中體
會到生命的意義及立下志向；並分享
成為亞洲第一工程師的路及寫作路。
10月22日 (星期六) 下午 2:30-4:00
藍田公共圖書館

闖出
我的天

       當旅行成為一種習慣

旅行去得多、去得久了，成為習慣，「轉
變」竟變成「平常」。長途旅行之特別，
正正在於旅行者要學習面對審美疲勞、
尋找眼睛旅行之外更有趣的旅行方法。
10 月 8 日 ( 星期六 ) 下午 2:30-4:00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應對
轉變

       腳踏實地，樂在跑中

長跑路已陪伴了他超過四十年。楊博
士將浮光掠影地帶領讀者看看一位
長跑者的心路歷程及這四十多年間
香港長跑的演變。
10月29日 (星期六) 下午 2:30-4:00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自我
競賽

       逆境自強

游紹永博士自 12 歲痛失雙親，以孤
兒的身份發奮圖強，從 16 歲兼職工
作開始，培養出 40 多年來對每份工
作的熱誠。
10月15 日 ( 星期六 ) 下午 2:30-4:00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應對
轉變

       自我導向創未來

「自尊、自重、自信、自我導向」，是
自我發展的基礎。講者會與我們分
享：和自己好好相處，建立自信心的
方法，以及目標為要。
11 月 5 日 ( 星期六 ) 下午 3:30-5:00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自我
競賽

胡麗芳

麥勁生

朱敦翰

林輝

楊世模

游紹永

黎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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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區的調景嶺公共圖書館將為樂齡及退休人士帶來「樂齡樂活講故事」，透過工作坊讓參加者學習講故事技巧，並
發揮樂齡活力。閱讀大使更會在圖書館與小朋友講故事，促進長幼繪本共讀，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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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跟孫仔孫女講故事卻不知從何入手？想試試在圖書館當個故事爸媽？公共圖書館最新推出的

「閱讀大使」計劃及「親子閱讀講座」定能滿足你！

今年的「親子閱讀講座」邀請了七位對親職教育富有經驗和心得的
專家、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以不同的角度與家長分享如何開啟親子
共讀之門，為小朋友選擇優質讀物，培養他們喜愛閱讀的習慣，建
立開心家庭。

閱讀大使講故事（共十節半小時的故事時間）
日期：9 月 10 日及 24 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
地點：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2360 1678

日期：10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及 30 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2360 1678

閱讀大使工作坊

深水埗區的「閱讀大使」計劃－「童」懷舊時情，以專題講座及互動工作坊，讓參加
者掌握運用繪本圖書說故事的技巧，配合公公婆婆的舊時故事和遊戲為主題，培養
閱讀興趣之餘，亦鼓勵親子閱讀。完成兩節工作坊的參加者會成為「悅讀大使」，於
深水埗區公共圖書館及社區圖書館與家長及其孩子分享共讀的樂趣，促進長幼互動
溝通，並在社區內推廣閱讀風氣。

專題講座：「童」懷舊時情 悅讀大使培訓工作坊
日期：9 月 24 日
時間：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講者：梁敬文先生（註冊社工）
對象：有興趣人士，歡迎親子參與
查詢：2746 4270

日期：10 月 6 日及 13 日
時間：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導師：李杏萍小姐（註冊社工）
對象：50 歲或以上人士
查詢：2746 4270

悅讀大使講故事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11 月 19 日 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元州街公共圖書館

小三或以下小朋友
及其家庭成員

11 月 19 日 下午 3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12 月 4 日 下午 2 時至 3 時 新家園協會社區圖書館
12 月 4 日 下午 4 時至 5 時 香港樂童行兒童及青少年中心社區圖書館
12 月 31 日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12 月 31 日 下午 2 時至 3 時 石硤尾公共圖書館

親 子 共 讀  • Paired Reading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9 月 24 日 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九龍公共圖書館 莫萊茵女士 ( 資深幼兒教育顧問 )
10 月 8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黃曉紅博士 ( 臨床心理學家 )
10 月 15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屯門公共圖書館 怪獸叔叔先生 ( 資深說故事主持 ) 
10 月 23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荃灣公共圖書館 陳子慧女士 ( 註冊社工及註冊遊戲治療師 )
10 月 29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文正康先生 ( 親職教育培訓導師 )
11 月 5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許芷茵女士 ( 親子雜誌總編輯 )
11 月 12 日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沙田公共圖書館 黃芓程女士 ( 繪本閱讀推廣人 )



今個暑假有沒有追看里約奧運的精彩賽事？大家又知不知道，同
一時間其實有不少家長帶同仔仔女女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投入
另一個「運動盛會」呢？
他們都是參與香港公共圖書館「閱讀繽紛月」的親子活動，包括
專題展覽、工作坊、文藝表演及比賽等。一家大小共度充實愉快的
暑假之餘，更輕鬆認識世界大型運動會。

圖書館化身運動場地

圖書館內出現游泳池、跳水台、足球場、馬術賽的木欄？今年的專題展覽以「運
動盛會多面體」為主題，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化身成不同的運動場地，介
紹八個精選的國際綜合運動會，包括夏季和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運動
會、亞洲運動會和世界大學運動會等，以及相關比賽項目，讓小朋友認識不同
運動會的起源和歷史發展。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世界運動會

展覽讓參觀的小朋友猶如置身於運
動會的現場，難怪他們都突然變身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體育健將呢！

親 子 閱 讀 天 地  • Reading Corner fo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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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光動靜皆宜
同場還有豐富的文藝節目，如無伴奏音樂劇
場及管樂演奏會等。「閱讀繽紛月」還推出多
個工作坊，包括故事長老、親子繪畫和手工藝
工作坊等，增進親子溝通和互動。

親 子 閱 讀 天 地  • Reading Corner for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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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伴奏音樂劇場 管樂演奏會

齊聽故事長
老講故事和

齊畫奧運吉祥物 玩遊戲

參觀展覽之餘，

家長和小朋友更

一起閱讀場內的

推介書籍和電子

讀物。

故事演繹比賽實踐體育精神
「運動多樂趣」親子演繹比賽已於八月八日進行決賽，小朋友與家長一起發揮創意，以講故事或戲劇方式演繹一個
與運動有關的故事，從中明白良好體育精神的重要性。 

楊筐喬 (4 歲）
故事名稱：〈到底誰贏了〉

關栢朗 (8 歲）
故事名稱：〈世界上最長的足球賽〉

陳子永 (4 歲）
故事名稱：〈誰是第一名〉

冠軍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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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講座     真與假 香港文學講座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香港科幻會協辦 17/9

22/10
（星期六）

7/10
                                     

（星期六） (星期五)                                     講題 兒童情緒多面睇

講題 類型小說系列：鄉土、推理、科幻 真的相對嗎？ 主題 講者 劉鳳珊姑娘（聖雅各福群會樂寧兒童發展

講者 講題 壯麗「我城」：西西與黃國彬作品的 中心課程統籌主任）
 盧傑雄博士 

鄉土色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4/11
講者 黃維樑教授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星期五)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及留座 2926 4062

講題 如何活得真？－儒家道家的思考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講者 吳啟超教授  查詢 2921 0323 15/10（星期六）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 長者健體無界限
免費入場 

•座位先到先得
講者 區永河先生 

時間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體適能委任講師）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 2921 0372 地點 長洲公共圖書館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查詢 2981 5455

免費入場券將於當日下午5時45分開始，於
 (星期日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處派發，先
30/10 )

（星期日）                                    
到先得，額滿即止。 講題 最後的腳步

23/10
講題 認識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講者 廖綺華女士 (生死教育學會理事) 

如何提升小朋友學習效能
陳曉蕾女士（資深記者、《死在香港》作者）

講者 黃潔盈女士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17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與學海書樓合辦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8/10 查詢 2922 6055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星期六）

講題 中醫與中國文化探津 5/11（星期六）                                    

講者 梁榮能教授  
免費入場，請留意每節講座的開始接受報名 講題 如何活用智能手機及程式

（前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
日期，額滿即止。 講者 魏志豪先生（大蘋果眾MACitizen會長）

5/11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星期六）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講題 窰火凝英︰陶瓷與中國文化
香港記憶講座 查詢 2109 3011講者 林業強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長） 1 2/11（星期六）                                    12/11（星期六）                                    

講題 天后寶誕
時間  從中醫藥的角度向「三高」說不 下午6時30分至8時 講題

講者 周樹佳先生
地點

（香港民俗文化研究者）
 講者 林琳中醫師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仁愛堂中醫師）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查詢  下午2時30分至4時2921 0285 時間

地點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 東

 • •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29日（星期六）免費入場 座位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 查詢 2109 3011
查詢及留座  2360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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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題 講 座  •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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