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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is one of life’s greatest joys and can awaken our imagination, inspire and challenge us — not just as children 
but throughout our lives.

More than 50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ading Programm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were awarded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12 November 2016. In the 
Reading Programme, 34 book reports received ‘Star of the Month’ awards, of which the 
nine best were awarded ‘Reading Supernova’. The 19 members who were most active in 
attending the Monthly Meeting of Joyful Reading were awarded ‘Elite of Joyful Reading’ medals.

In addition, the schools which successfully nomina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members were presented with ‘Most Active 
School in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awards, while those with the highest total number of books read by their nominated 
members were presented with ‘Most Active School in Promoting Reading’ awards. 

Since its launch in 1984, the Reading Programme has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s from 
kindergarten to Secondary Six. To promote paired reading,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 to Primary Three can join the 
family category with their parents. Peopl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ding Programme may contact any public 
library or visit www.hkpl.gov.hk.

Some of the awarded members and families as well as teachers of the awarded schools were interviewed earlier to share 
their joy of reading and their effort in promoting reading in families and schools. From their sharing,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what makes a joyful reading journey. To those young book lovers, reading is always insightful and fruitful, whereas 
according to the awarded families, paired reading can also be an effective means for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t the start of a new year, let’s turn a new page and read every day. 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Reading! 

封 面 故 事  • Cover Story

「悅」讀是甚麼？簡單來說就是愉快地閱讀。
閱讀應該是帶有喜悅的「悅」讀，孩子心中真
的想要讀，才能讀得進去。然而，如何引發孩子
喜愛閱讀？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
少年閱讀計劃」舉行證書頒發儀式，共五十多
名會員獲嘉許。《通訊》訪問了部分的獲獎同
學、家庭及學校代表，從他們的分享中，看看甚
麼是讓孩子「悅」讀的重要元素。

Love to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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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朋友來說，最開心便
是有父母陪伴。受訪的四
位「樂讀小菁英」年紀雖
小，但在去年已出席了八
次或以上的「月月讀書樂」
月會，閱書數目亦超過一
百本。這些喜「閱」孩子
的背後是身體力行的爸
媽，他們每月都帶同仔仔
女女一起參加「月月讀書
樂」月會活動，努力建立

「悅讀」家庭。
五歲的蔡梓毅經常與媽媽參加
粉嶺及沙田公共圖書館的「月
月讀書樂」月會，媽媽欣賞圖書
館每次都用心預備。梓毅在月
會中不單聽到喜愛的故事，還
學會做一些小手工，最近便學了
用紙包飲品盒製作一輛巴士。

同樣喜歡做手工和聽故事的還
有六歲的陸成熙，成熙喜歡閱
讀知識類型的書籍。一家三口
每月最少去一次「月月讀書樂」
月會，走訪不同的圖書館更成
為一家人放假的重點節目。

每逢周末，六歲的楊詠嵐和三歲
楊詠如都會跟爸爸媽媽一起到
圖書館看書。兩姊妹最喜歡看繪
本、故事書和甜品烹飪書。爸爸
媽媽十分支持女兒參加「月月讀
書樂」月會活動，認為閱讀是親
子溝通的橋樑，除了令小朋友識
字，更可訓練專注力。

九位獲頒「閱讀超新星」的同學，他們不單積極閱讀、書不離手，更從閱讀的故事有所啟發和領悟。

八歲的張栢熙自幼稚園開
始，每星期均前往圖書館
借書閱讀，其中最喜愛以
動物作主角的繪本和漫
畫書籍。書中的插畫及繪
圖除可提升閱讀趣味，更
培養了他對繪畫的興趣。

雅晴對勵志書籍特別感興趣，因為故事可啟發思考人生。她最
喜愛的作家是君比，喜歡其作品帶有勵志性，有些更以真人真
事改編而成，若碰巧雅晴亦有相似經歷時，作品就像會在不知
不覺間扶起她，助她重新建立自信。她說：「升上中一後，縱使
功課較以往忙碌，但我每星期六仍會堅持前往圖書館借書閱
讀，有時在家中閱讀電子書，同樣十分方便。」

《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故事中，鱷魚和長頸
鹿因高度不一，在生活上出現不少困難，但牠們卻沒有
因此而厭惡對方，更度身設計一所適合大家一起居住的
房子，過著快樂的生活，讓我學會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要互相遷就和體諒。

我的悅讀分享：
《我想回家》這書的主角
文吉面對困難，沒有因一
次失敗便輕言放棄，令
我想到一次考試成績不
理 想也不要緊，只要下
次努力就可以。

就讀中三的靜敏自小對科學有濃厚興趣，她最
喜歡閱讀百科全書，尤其關於化學和生物等知
識，更有助她日後選科。經常到訪圖書館的她，
平均每星期都看一本課外書，也會跟同學相約
前往圖書館借書，一起討論書中所讀到的內容，
紓緩日常功課壓力。

The horribly huge book of awful Egyptians 
& ruthless Roman這書講述埃及的金字塔歷
史和製作木乃伊的過程，更以幽默手法及卡通
方式描繪法老王的故事，非常生動有趣，亦加
深我對埃及古代文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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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自一九八四年起推行，旨在鼓勵兒童和青少年自
幼養成閱讀習慣。計劃以幼稚園至中六的學生為對象，為鼓勵親子閱讀，
幼稚園至小三的小朋友更可與父母以家庭形式參加。計劃主要包括「閱讀
足印」記錄閱讀進程、「我的悅讀分享」鼓勵分享閱讀樂趣、「心儀好書推
介」書籍推薦及寫下閱讀心得等。會員閱讀後遞交閱讀心得或報告一篇，
便可參加「每月之星」及「閱讀超新星」選舉，而最積極參與「月月讀書樂」
月會的會員，更可獲頒發「樂讀小菁英」獎項。

農曆新年將至！《通訊》祝各位小讀者新年進步！
想體驗電子閱讀的小朋友，不妨趁農曆新年假期
登入圖書館網頁，瀏覽「節慶大書電子版」，觀看
動畫故事、遊戲、手工等，以活潑生動的形式了解
農曆新年及十多個節慶背後的由來和意義，以及
世界其他地方的節慶習俗，享受假日閱讀樂！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4

閱讀習慣可由父母自小培養，閱讀風氣則需學校的積極推動。

已連續多年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之一的聖公會仁立小學，
該校的高少芬主任分享道：「孩子能夠開心閱讀最重要！」她表示全
校上下皆參與名為「老師坐館」的閱讀計劃，由各科老師向同學推介
不同好書，帶動校內閱讀風氣。

高主任又說：「現今的小學生生活十分忙碌，除了學科以外，更有不
少課餘活動，有部分家長更情願子女多利用閒暇時間作溫習以趕上
學習進度，不太鼓勵他們閱讀圖書。為了提升家長對閱讀的重視，學
校自小一開始舉辦『親子悅讀之約』，由學生寫信邀請父母前往學
校圖書館，一起閱讀圖書，享受親子時光，讓他們明白到閱讀樂趣及
其重要性。」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是獲頒「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的學校之一，
該校的陳文芳主任說：「推動閱讀是開校以來的關鍵事項，在不同
科目鼓勵同學以閱讀作為終身學習的習慣。」

陳主任表示，學校曾推動不少有關閱讀的活動，如一星期一次早讀
及世界閱讀日等；亦會與同學一起為圖書館揀選新書，從而更了解
他們的閱讀興趣。另外，學校也會安排圖書館領袖生推薦好書，讓
同學輕鬆找到程度合適又有趣的書籍。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5

館 訊  • Library News

officially opened

粉嶺南公共圖書館正式開幕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新界粉嶺一鳴路23號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G15及G16舖位 
Shop Nos. G15 & G16, Dawning Views Shopping Plaza, Fanling
2670 7408

粉嶺南公共圖書館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服務近況

Latest arrangement of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新圖書館的設施及服務包括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部、推廣活動室、互聯網數碼站、
兒童互聯網數碼站、特快歸還服務和自助外借及續借服務。館藏約五萬項，包括成人及兒童中、英
文書籍，中、英文百科全書和字典等參考書籍及鐳射唱片等。報刊閱覽部亦備有約一百多份本地及
海外報刊和雜誌，供市民閱讀。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w library include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Kids’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an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and a self-service borrowing and renewal service. The library collection comprises 
about 50,000 items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reference 
books such as encyclopedias and dictionaries, and compact discs. About 100 local and 
oversea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 title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readers.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由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暫停開放，以進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離
島區）─榕樹灣圖書館及南丫島歷史文物室」工程，圖書館預計於二○一九年重開。在此
期間，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南丫島榕樹灣廣場路（近榕樹灣廣場）設立臨時圖書館服務站，
繼續為區內居民提供服務。查詢：6080 3528。

The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has been temporarily closed since 28 December 
2016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of ‘Yung Shue Wan Library cum Heritage and Cultural 
Showroom, Lamma Island’ under the Signature Project Scheme (Islands District). The 
library is expected to reopen in 2019. During this period, a provisional library service 
stop is set up at Yung Shue Wan Plaza Road (near Yung Shue Wan Plaza) to continue 
providing residents with library services. Enquiries: 6080 3528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粉嶺南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一月七
日正式開幕，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
圖書館服務。北區人口超過三十萬，
粉嶺南公共圖書館的啟用，正好切
合區內居民對圖書館服務及設施的
殷切需求。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was 
officially opened on 7 November 
2016 to offer a range of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general public. 
North District has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300,000 and the 
opening of Fanling South Public 
Library meets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district residents for 
library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圖示（左起）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主持開幕儀式。

Picture shows (from left) the Chairman of the North 
District Council, Mr So Sai-chi;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r Lau Kong-wah; and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officiating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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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圖 一 扇 窗  • A Window to HKCL

提到圖書館，你可能會想到借書和還書。其實大家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既可看展覽或聽講座，又或陪同年幼子女玩益智玩
具，甚至翻查旅遊資料等，十五年來中央圖書館已成為一家大小的好去處。

大家都知道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面積是全港公共圖書館之冠，但你認識各層的設施嗎？今期《通訊》帶大家在中圖走一圈，看看
各層的特色設施！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offers more than books. In fact, you can come to the library to enjoy exhibitions 
and talks, or spend a playful afternoon with your kids in the Toy Library, or even get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your 
next vacation. For the past 15 years, the HKCL has been a popular place for people of all age groups.

You may know that the HKCL is the largest public library in Hong Kong, but have you visited all the floors in the 
library? Let’s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HKCL floor by floor!

Get to know more about 

10/F樓

6/F樓

2/F樓

8/F樓

4/F樓

G/F樓

9/F樓

5/F樓

1/F樓

7/F樓

3/F樓

藝術資源中心、藝術文獻閱覽室、音樂練習室 
Arts Resource Centr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Music Practice Room

最新報刊閱覽區、縮微資料閱覽區、地圖圖書館、電腦資訊中心 
Current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Reading Area, Microform Reading Area, Map Library,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中央參考圖書館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逾期報刊閱覽區 
Back Issues of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Reading Area

中央參考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室、珍本閱覽室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Rare Book Reading Room

成人借閱圖書館 
Adult Lending Library

中央書庫、珍本書庫 
Central Book Stack, Rare Book Stack

兒童圖書館、兒童多媒體資料室、兒童活動室、玩具圖書館 
Children’s Library, Children’s Multimedia Room, Children’s Activity Room, Toy Library

青少年圖書館、視聽資料圖書館、語言學習室 
Young Adult Library, Audio-visual Library, Language Learning Centre

借還服務 
Circulation Service

展覽館、演講廳、讀者服務簡介廳、活動室 
Exhibition Gallery, Lecture Theatre, User Education Hall, Activity Room

HKCL floor by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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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地下的展覽館面積逾一千五百平方米，是全港
最大的文化場地展覽館之一。
Occupying an area of over 1,500 square 
metres,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n G/F is one of 
the biggest exhibition galleries provided in the 
cultural venues across the territory.

多年來，在演講廳舉行的文化學術專題講座不
計其數。
Over the past years, numerous cultural and 
academic subject talks have been held in the 
Lecture Theatre.

一樓大堂的服務櫃台負責處理各項有關讀者賬
戶的事宜，例如借閱或歸還圖書館資料和讀者
登記。
The service counters on 1/F handle most of the 
library transactions such as loans, returns and 
borrower registration.

色彩繽紛的兒童圖書館專為十二歲以下小讀者
而設。
The bright and colourful Children’s Library is 
targeted at junior readers under the age of 12.

讀者服務簡介廳是讀者認識圖書館設施和服務
的起步點。
User Education Hall is the place where 
readers gain the first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一樓玻璃外牆讓你輕易得知圖書館最新的電子
資源。
The glass panels on 1/F give you a quick 
glance at our latest e-Resources.

兒童活動室
Children’s Activity Room 

G/F

1/F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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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圖書館讓兒童透過遊戲發揮潛能和創意，
並推動家庭遊戲以促進親子關係。
Toy Library aims to help children unlock 
their potential and creativity through play 
and to enhanc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family play.

足不出戶也能知天下事，讀者可在報刊閱讀區閱
覽世界各地的報章期刊。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ading Area, readers can get to know 
almost everything throug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位於五樓的電腦資訊中心設有接連網絡的電腦
供讀者使用。
The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n 
5/F is installed with networked computers for 
readers’ use.

兒童多媒體資料室資源豐富，可以滿足小朋友的
求知慾。
Abundant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in the 
Children’s Multimedia Room to feed the 
curiosity of little kids.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五樓的地圖圖書館館藏
甚豐，包羅各類地圖。
The Map Library on 5/F provides a rich 
and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maps for 
reference.

縮微資料閱覽區
Microform Reading Area

2/F

成人借閱圖書館的館藏十分多元化，以切合讀者的
閱讀喜好及對學科資訊的需求。
The Adult Lending Library houses a wide variety 
of collection for readers of different interest and 
information needs.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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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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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通訊》將介紹圖書館的特色館藏，若想更多認識中圖，就別錯過下期《通訊》了。

藝術資源中心為讀者提
供不同範疇的藝術參考
資料。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ffers a wide 
selection of arts 
related materials.

10/F

語言學習室設備齊全，館藏豐富，讀者可按本身
的需要和進度學習多國語言，自我增值。
The Language Learning Centre, with a full 
range of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provides 
an ideal environment to study foreign 
languages for self-advancement.

藝術文獻閱覽室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香港文學資料室為研究本地文學人士提供大量
珍貴的參考資料。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stocks a 
large volume of valuable reference material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local literature.

視聽資料圖書館
Audio-visual Library

珍本閱覽室設計古色古香，
在此閱讀珍本古籍，別有一
番風味。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ffer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ding 
experience with its 
antique ambience.

6/F

The next issue will take a look at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HKCL. Stay tuned for more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HKCL in the coming issues.

全港首間專為十二至十七歲年輕人而設的青少年圖書館，無論佈置
或館藏都切合青少年口味。
The Young Adult Library,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Hong Kong, 
is specially designed and stocked with collections that cater 
to teenagers.

中央參考圖書館位於八樓和九樓，共分為六個專科參考部門存放特藏和
參考資料，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的資訊樞紐。
The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on 8/F and 9/F comprises six subject 
departments richly stocked with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It is the information hub of the HKP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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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中山公園是以孫中山先生命名的公園，具有紀念孫中山先生的目

的與意義。全球現有一百零六個中山公園，分佈世界各地。香港中央圖書館

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現正舉行「休憩空間與歷史記憶：全球中山公園圖片

展」，展覽由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合辦，透過歷史資料考察中山公園興建的歷史背景與過程，並對中山公園的特

色、設施作整體的展示，以及重點介紹多個中山公園的故事及發展。展覽至二

月底結束。查詢：2921 0285。

A photo exhibition on Sun Yat-sen parks in the world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end of February.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HKBU Library, the exhibition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Sun Yat-sen parks through historical 
sources, elabo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acilities of existing Sun Yat-sen parks, and focuses on the stories 
and development of some specific Sun Yat-sen parks. Enquiries: 2921 0285 

粵樂、客家漢樂、潮州音樂、福建南音、江南絲竹都是與香港關係密切

的傳統樂種。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於二月至四月期間，舉

行「香港音樂特藏」與香港傳統音樂展覽，介紹以上五大樂種在香港的

承傳和發展，並展出各樂種的特色樂器及「特藏」內的樂譜手稿。

此外，兩場相關講座亦將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分別是二

月十八日下午的「傳統音樂在香江」及三月五日下午的「『香港音樂特藏』的中樂作品」。前者由余少華教授主

講，介紹與香港關係密切的香港五大傳統樂種；後者由陳永華教授主講，介紹香港作曲家作品特色。兩次講座均

設有現場示範。查詢：2921 0259。

An exhibition on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and the Hong Kong Traditional Music will be held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f the HKCL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traditional music and showcases relating musical instruments as well as scores and manuscripts. Two 
tie-in talks cum demonstration will also be held in the HKCL in the afternoon on 18 Feb and 5 March. Enquiries: 
2921 0259

香港作家張婉雯，曾於二零一零年獲得「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優異獎」，二零

一一年及二零一三年在台灣獲第二十五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及第三十六屆「時

報文學獎」。任職大學語文導師的她，下課後便跑到校園角落去照顧流浪貓，還不時

上街遊行，為動物爭取權益，更把「動物權益」元素滲入寫作之中。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專題展覽「張婉雯與流浪貓」，介紹這

位作家爭取動物權益的心路歷程及其筆下的「弱勢社群」。展覽至四月底結束，有興

趣的讀者別錯過。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local writer Cheung Yuen-man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the 8/F of the HKCL until end of April. A local writer, a language 
lecturer in university, Cheung is devoted in protecting animal rights which also 
appears in some of her writings. Enquiries: 2921 0323

中 圖 掠 影  • HKC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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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 文 學  • Literature

「二零一六年中文文學創作獎」頒獎典禮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圓滿
舉行。今屆參賽作品題材百花齊放，內容涵蓋個人經歷和情感的刻劃、
講述歷史文化或社會議題等。參賽作品共一千二百多份，六組評判團分
別從所評組別選出共四十八份不同文體的優勝作品。

新詩組冠軍作品〈最後，我來到了灣仔西〉以兩次露營的經歷，點出了成長中的闖蕩、誤失和焦躁。散文組冠軍作品〈隱喻〉以不同的隱喻
綴結起幾個成長的片斷，寫中文教師多次遁入回憶，緬懷童年、青少年的軼事。

小說組冠軍作品〈鯊魚〉藉著一個家庭的矛盾，寫出世代
的鴻溝如何形成。文學評論組冠軍作品〈浮城寓言：論韓
麗珠、謝曉虹《雙城辭典》的「寓言」書寫〉借助本雅明
有關「寓言」的觀點，對《雙城辭典》開展個人解讀，思路
明晰，敘述完整而有條不紊。

兒童故事組冠軍作品〈雪糕大作戰〉描寫一班小學生既
熱鬧又緊張，充滿挑戰的暑期生活，故事緊湊，文筆活潑，
充滿了人情味。兒童圖畫故事組冠軍作品〈電車小叮在哪
裡？〉細訴一個百年電車的擬人化故事，別具香港特色。

圖書館已將各組評判對參賽作品給予的寶貴評語及專業意見輯錄成集，存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大會堂、九龍、荃灣、沙田、屯門和屏山
天水圍公共圖書館的參考圖書館內，以供市民參閱。一如以往，圖書館稍後亦會將各組三甲作品編印成《香港文學展顏》和《兒童文學叢
書》，送贈予學校及相關機構，並存放於圖書館，以及上載至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mmis.hkpl.gov.hk），以推廣優質閱讀。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李惠光（前排左三）、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
展）劉淑芬（前排右三）及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動）鄭學仁博
士（前排左二）與評判和得獎者合照。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新詩組 第一名 〈最後，我來到了灣仔西〉 曾詠聰
第二名 〈母親〉 黃凱怡
第三名 〈帶非華語學生走進海防博物館〉黃榮杰

散文組 第一名 〈隱喻〉 吳其謙
第二名 〈雪落〉 李嘉儀
第三名 〈家龜的日與夜〉 施偉諾

小說組 第一名 〈鯊魚〉 劉綺華
第二名 〈林葉的街區〉 黃　怡
第三名 〈那巷裡的雞販〉 梁雅婷

名次 作品 得獎者

文學
評論組

第一名 〈浮城寓言：論韓麗珠、謝曉虹 
《雙城辭典》的「寓言」書寫〉 

鄧樂兒

第二名 〈從李英豪改編之「張力論」 
看廖偉棠的現實生活題材詩作〉

吳偉明

第三名 〈歷史、記憶與存在：論鍾玲玲 
《玫瑰念珠》〉

黃可偉

兒童
故事組

第一名 〈雪糕大作戰〉 張　元
第二名 〈會眨眼的黑貓〉 梁樂韻
第三名 〈旅途〉 徐美玲

兒童
圖畫
故事組

第一名 〈電車小叮在哪裡？〉 林建才、
劉清華

第二名 〈乙乙的大板牙〉 謝潔冰
第三名 〈誰最勇敢〉 曹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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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月會：「細讀‧ 
細味‧細說」系列 
與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文學推廣平台合辦

21/1（星期六）

講題(一) 香港年輕詩人新詩選讀

講者 余龍傑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助理講師)

講題(二) 文人談美食

講者 吳學忠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

25/2（星期六）

講題(一) 跟孩子說生道死 － 談談以死亡

為主題的兒童文學

講者 鄧擎宇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講師）

講題(二) 細逐空香百遍行 － 中國文學中的

情詩

講者 潘步釗博士(中學校長)

25/3（星期六）

講題(一) 讀胡燕青的短篇小說集： 

《好心人》和《剪髮》

講者 麥樹堅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二級講師）

講題(二) 珠江夜色勝潯陽 － 粵謳賞析

講者 朱少璋博士（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

講師，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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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香港記憶講座

18/2（星期六）

講題 油麻地社區記憶

講者 伍建新博士（伍Sir)  

（註冊社工及前油麻地區議員）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2月4日

查詢及留座 2928 6055

免費入場•額滿即止

長者健康講座： 
做個精靈「腦」友記 
與衞生署長者健康服務合辦

19/2（星期日）

講題	健腦心理錦囊

講者 吳巧希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25/2（星期六）

講題	認識認知障礙症

講者 李麗霞女士（護士長）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4/3（星期六）

講題	醒腦秘笈

講者 吳少冰女士（註冊職業治療師）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青衣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696

免費入場•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5/2（星期日）

講題 北區歷史講座

講者 區偉熊先生

時間 下午2時至3時30分         

地點 粉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69 4444 

26/2（星期日）

講題 從親子閱讀到互動戲劇

講者 黃振輝先生 

(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1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藝術講座

18/2（星期六）

講題 傳統音樂在香江

講者 余少華教授

5/3（星期日）

講題「香港音樂特藏」的中樂作品

講者 陳永華教授 

11/3（星期六）

講題 沙畫師是如何煉成的？ 

 － 講座暨示範

講者 趙惠芝小姐 

（香港展能藝術會青葉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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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專 題 講 座  •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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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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