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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來在中西文化交融下，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一個獨特多彩的地方。看香港文化，可以
縱觀歷史發展，亦可體現人情及尋常生活細節的變遷，從而領會當中蘊含的中華文化。十九位
本地作家透過他們的觀察及體驗，與我們分享香港多采多姿的文化特色，讓我們更了解我們
的家 ─ 香港。

今天，在這個多元文化的香港，匯聚著不同的文化精粹，反思箇中意義，可以建立深厚
的人生視野及涵養。以寫作為志業的周榕榕、獨立記者蘇美智、全職編劇莊梅岩、《我
係香港人的101個理由》的作者古永信、Roundtable創辦人陳智遠、全職畫師及專欄作
者葉曉文及中學老師游欣妮，帶領我們從他們的角度，細看屬於自己的創作方向，分享
自身的經驗：去探索新一代香港人如何破舊立新，走出一片天。

周榕榕

日期 4 月 29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青衣公共圖書館
主題 邊走邊寫 — 關於晃蕩的可能

蘇美智

日期 5 月 6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屯門公共圖書館
主題 外傭 —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莊梅岩

日期 5 月 20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主題 劇本和劇本背後的故事

古永信

日期 6 月 17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3:30-5:00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主題 生活‧是文創最好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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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陳智遠

日期 9 月 9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主題 旅行這回事

葉曉文

日期 9 月 16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4:00-5:30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主題 香港文學與插畫創作

游欣妮

日期 11 月 4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主題 有些生活

去涼茶舖睇電視、上茶樓嘆一盅兩件、往廟街聽歌⋯⋯這些熟悉的事物，都是香
港的地道文化。資深編輯及作家周淑屏、資深插畫師兼童書出版人高佩聰、香港
「綠洲Oasistrek」網站創立人羅榮輝、資深新聞工作者梁家權、小學教師周家
盈、現任香港通識教育會副主席爾東及中學教師徐振邦，會與我們穿梭大街小
巷，感受香港的生命力，尋找讓人驚喜的生活趣味，讓人依依不捨的歲月情懷！

周淑屏

日期 5 月 13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4:00-5:30
地點 茘枝角公共圖書館
主題 尋回自己

高佩聰

日期 6 月 3日 ( 六 ) 
時間 下午 3:30-5:00
地點 荃灣公共圖書館
主題 繪回憶‧繪本

羅榮輝 

日期 6 月 10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主題 回顧山行‧回饋山林

梁家權

日期 9 月 2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主題 從生活出發

周家盈

日期 9 月 30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4:00-5:30  
地點 粉嶺公共圖書館
主題 起程去！獨立書店漫遊指南

爾東

日期 10 月 7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藍田公共圖書館
主題 公屋情

徐振邦

日期 10 月 21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
主題 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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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開埠以來，已經是一個華洋共處的港口城市，東方傳統和西方文化兼收並蓄，給
香港帶來了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色。收藏家鄭寶鴻、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及當代中
國研究中心副總監陳蒨、全職文字工作者張帝莊、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詹志勇
及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蘇萬興，會帶我們看看香港豐富的面貌，感受傳統文化的色彩，
欣賞香港璀璨多姿的歷史軌跡。

鄭寶鴻

日期 4 月 22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主題 港九百年市區漫步

陳蒨

日期 5 月 27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主題 香港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潮籍盂蘭勝會

張帝莊

日期 6 月 24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主題 歷史‧人物‧寫作

詹志勇

日期 9 月 23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主題 石牆樹：自然與文化的共生

蘇萬興

日期 10 月 14 日 ( 六 )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主題 從文物古蹟看香港歷史

Meet-the-Authors 2017–Hong Kong: A Cultural Puzzle
Over the past century, as a melting po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ong Kong has become a cosmopolitan city, a unique and 
colorful place. Hong Kong’s own culture was born in a sophisticated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Looking at Hong Kong’s culture, one can 
discov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city, the chang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daily lif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ulture 
behind that shaped this city.

This year, the Meet-the-Authors programme features three series of talks under the theme ‘Hong Kong: A Cultural Puzzle’ with 
19 talks to be held at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from April to November. The talk series comprises three parts, namely ‘Exploring New 

facets of Hong Kong’s culture, ranging from pop culture to literature, sport to food, transportation to preservation, and historic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s culture, so as to give participan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home town. Young people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and admission is free. Enquiries: 2921 2660.

活動詳情可參閱各公共圖書館稍後派發的宣傳小冊子，或瀏覽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mta。查詢：2921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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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顧客聯絡小組茶敘 
市民踴躍表達意見 

 

Readers give valuable views in CLG Tea Gatherings

謝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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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六百一
十位市民參加，直接向圖書館表達個人意見。圖書館亦收回二千六百多份讀者意
見問卷。

透過茶敘，圖書館館長與參加者就圖書館服務及設施進行廣泛交流。今屆問卷採
用五級評分，在收回的意見中，百分之九十九對圖書館的整體服務感到普通或以
上，百分之八十九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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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Customer Liaison Group (CLG) tea gatherings held in 35 public libraries las
November attracted over 610 participants who contributed personal and direc
view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Besides, over 2,6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

Different aspect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were widely discusse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and librarians in the tea gatherings. Among all the 
respondents, 99% rated average or above on the overall library services 
on a 5-point rating scale, while 89%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could keep abreast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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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help enhance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part from the CLG tea gatherings, 
readers are also welcome to give their opinions through readers’ suggestion 
box, email and fax.

續借逾期圖書館資料好EASY
Renewal of overdue library materials made easy

忘記在到期日前續借圖書館資料？現在不用馬上趕往 Forgot to renew your library materials before due date? No need to rush to the 
圖書館了！大家現可透過互聯網、電話或「我的圖書館」 library immediately anymore! Readers can now renew overdue library materials 

流動應用程式，輕鬆續借逾期的圖書館資料。 via the Internet, telephone or the ‘My Library’ mobile app. It’s easy and convenient!

Few reminders:
提提大家：

1. If readers have selected some or all overdue items for renewal, the system  
1.若讀者選擇續借的資料中有部分或全部已經逾期，系  
 統會在續借過程中發出有關逾期罰款的提示訊息，讀  
 者必須確認知悉後才可繼續進行續借。  renewal process.

2.續借後請返回個人帳戶內檢查是否已完成所有項目 2. After renewal, please return to the library account for checking the amount of  

 的續借及所須繳交款項。  
 successfully.

3.大家可透過圖書館網站登入「我的帳戶」，以信用卡  
 即時繳交逾期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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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Desde Hong Kong, Poets in  
conversation with Octavio Paz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Living the Singapore Story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墨西哥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
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Mexico in 
Hong Kong and Macao.

新加坡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Singapore in Hong Kong and Macao.

蒙古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
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Mongolia to 
Hong Kong and Macao.

墨西哥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

新加坡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澳總領 館 贈書

蒙古Mongolia (6/2016)

墨西哥Mexico (12/2014)

新加坡 Singapore (12/2015) 

書籍是促進人與人交往、照亮共同感興趣的領域及鼓勵加
深彼此了解的理想途徑。香港公共圖書館近年獲多國的駐
港總領事館贈送書籍，包括墨西哥、新加坡、蒙古、西班牙、
孟加拉及法國等。這批為數三百多本書籍的內容廣泛，涵蓋
當地的歷史、文化、文學、旅遊、藝術、飲食及民生等多個領
域，為讀者打開一扇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及文化特色的視窗。

這批書雖然數量不多，但都是精心選擇出來的書籍，表達了
送贈國對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支持，更豐富了圖書館的藏書。
香港公共圖書館感謝各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捐贈和支持，圖
書館將妥善保管並充分利用這批書籍。此外，香港中央圖書
館特別挑選了三十多本贈書，於三月期間在八樓中央參考圖
書館展出，並於展出後存藏於中央參考圖書館內供讀者在館
內閱覽，有興趣的讀者萬勿錯過。

駐港總領事館 
Donations from Consu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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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Quixotica: Poems East of La  
Mancha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Bangladesh A Land of 
Cultural Diversity

展出書籍

Book on display： 
Hong Kong, French Connections :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孟加拉駐港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Bangladesh in Hong Kong.

西班牙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
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Spai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The HKPL received the book gift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加拉駐港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 共 書館

孟加拉Bangladesh (9/2016)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捐贈書籍給香港公共圖書館。

法國 France (3/2017)

西班牙 Spain (8/2016)

Books are a great way of connecting people, illuminating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and encouraging greater 
understand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more than 300 
books were donated to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by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cluding Mexico, 
Singapore, Mongolia, Spain, Bangladesh and France 
through their Consulates General in Hong Kong. These 
books cover an array of subjects, including history, culture, 

a window to the cul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untries.

These specially selected books have represented the 

collection. The HKPL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onsulates 
General for their generous donations and continued support 
and would keep these books in good use.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as chosen over 30 books for display 
in March at the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on 8/F and for 
further reading inside the library after the exhibition. Do 
not miss this chance if you want to get a glimpse of these 
donated books.

捐贈書籍巡禮
es General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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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給音樂愛好者

的電子資源
e-Resources
for music lovers

喜歡音樂的朋友或許都曾有這樣的經驗：對一首樂曲非常有興趣，卻不知道該聽哪個樂團或哪位演奏家的版本；又或極其鍾
愛某首樂曲，恨不得能聽盡所有具代表性的版本。

愛好音樂的你，是否想隨時隨地都能聽到喜愛的音樂？無論你喜歡的是中樂還是西樂，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線上音樂資料庫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及《拿索斯線上爵士音樂圖書館》，都是大家認識音樂、欣賞音樂，以及研究音樂的好幫手！

Fancy listening to your favourite music anytime and anywhere? Whether you like Chinese music or Western music, 
the online music libraries Naxos Music Library and Naxos Music Library Jazz provid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ill not let you down.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收藏超過一百萬首樂曲，音樂種類包括古典音樂、爵士樂、 
世界各地民謠及中國傳統音樂等。資料庫附有由音樂教授學者所撰寫的作曲家及曲目
介紹，聆聽音樂同時亦可閱讀有關資料。

Naxos Music Library is an online collection of over a million pieces of recorded 
music in streaming audio. It includes classical music, jazz, world Folk and 
Chinese music, etc. While listening, users can read notes on the works being 
played as well as the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composers or artists.

拿索斯線上爵士音樂圖書館提供來自世界著名爵士樂唱片公司所發行的經典及當代
的爵士樂專輯，以及不同時代的爵士樂手及作曲家的作品。大家可細聽不同種類的爵
士樂，如「藍調」、「當代爵士」、「當代器樂」、「懷舊爵士」及「流行樂和搖滾」等，為
爵士音樂愛好者提供豐富的音樂資料。

Naxos Music Library Jazz is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nline jazz music 
libraries. It offers a vast selection of legendary and contemporary jazz music 
from the world famous jazz labels and legendary artists. With a wide range 
of genres including ‘blues’, ‘contemporary jazz’, ‘contemporary instrumental’, 
‘nostalgia’ and ‘pop and rock’, it is a valuable source for jazz music enthusiasts.

圖書館登記讀者可隨時隨地透過互聯網，免費使用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及拿索斯線上
爵士音樂圖書館，享受零時差的音樂體驗！

Both Naxos Music Library and Naxos Music Library Jazz can be accessed by 
registered readers of the HKPL anytime and anywhere via the Internet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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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掠影  ‧ HKCL Express

「香港音樂特藏」與香港傳統音樂展覽
Exhibition on‘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and  

the Hong Kong Traditiona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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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資源中心現正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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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手稿。展期至四月底。 

查詢：2921 0259。

the Hong Kong Traditional Music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the 10/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April.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musical instruments as well as scores and manuscripts. Enquiries: 2921 0259.

文心薈萃 ─ 香港早年文藝期刊
Exhibition on Literary Journals in Early Hong Kong

香港的新文學期刊，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二八年創刊，有「香港新文壇第一燕」之稱的白

話文學雜誌《伴侶》。其後，文學青年相繼創辦新刊物，題材日漸廣闊。至五、六十年

代，西方文化思潮被引入香港，加上南來作家的帶動，香港文壇繼續長足發展。及至一

九七二年和一九八五年創刊的《文林月刊》及《香港文學》，為香港文學愛好者提供刊

登作品的平台，對香港文學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文心薈萃—香港早年文藝期刊」展覽，展 

出「文獻徵集特藏」內的香港文藝期刊，涵蓋上世紀三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刊

物，計有《島上》、《紅豆》、《人人文學》、《中國學生周報》、《文林月刊》及《香

港文學》等，藉此加深讀者對香港文學歷史發展的瞭解及認識。展期至六月底。查

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literary journals in early Hong Kong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the end of June. 
By showcasing some of the literary journal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from 1930s 
to 1980s,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journals. Enquiries: 2921 0323.

地圖圖書館「穿越九龍寨城」圖片展
Travel back into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at

the Map Library

香港中央圖書館五樓地圖圖書館現正舉行「穿越九龍寨城」圖片展，展出

多幅有關九龍寨城的珍貴舊照片，包括晚清年代的寨城、一九四零年及以

後的九龍寨城、以及九五年建成的九龍寨城公園，與眾重溫寨城不同時期

的歷史。展期至七月底。查詢：2921 0351。

being held at the Map Library on 5/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end of July. The exhibition sheds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lled 
City by showcasing a number of precious old photos of the Walled City 
in different times, including the Walled C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in the 1940s and after, as well as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Park built in 1995. Enquiries: 2921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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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文化

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圖書館與你
        多角度認識
提起南區，大家可能即時想到海洋公園或迷人沙灘，其實南區的
特色又何只這些！配合今年「南區旅遊文化節」，南區的公共圖
書館於三月至九月期間，推出連串豐富活動，與眾認識南區的文
化特色。

角度一：南區文學徑

大家知不知南區有條「南區文學徑」？南
區區議會以張愛玲、胡適、蔡元培、蕭紅
及許地山這五位文學家、學者在南區走
過的足跡，於區內相關地點建設紀念地
標，構築成一條「南區文學徑」，讓市民
以新角度欣賞文學。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於三月舉辦「南區文
學徑」書籍展覽，展出有關南區文學徑一眾作家的著作，讓參觀者更多了解不同作家的文學創
作和修養。配合「南區文學徑」蕭紅地標「飛鳥三十一」的落成，該館亦於四月舉辦文學共賞專
題講座，細說蕭紅在港的寫作歲月及感情世界，了解她生命最後一段歷程與南區的關係。講座詳
情請參閱《通訊》第十二頁。

此外，圖書館於四月至五月的讀書會聚會，將以「南區文學徑作家及詩人」為主題，向參加者特
別推介「南區文學徑」五位作家的作品，從文字感應他們的思想、情感、創作，及香港對他們寫
作的影響。

角度二：南區節慶

赤柱龍舟競渡和薄扶林村舞火龍是南區的特色節慶活動，每年都吸引不少市民
及旅客觀賞。香港仔、鴨脷洲、薄扶林及赤柱公共圖書館，於今年端午節及中秋
節期間，舉辦以節慶為題的專題故事時間，配合相關手工藝繪製環節，讓小朋友
對中國傳統節慶及南區節慶活動，包括賽龍舟及舞火龍的由來有更深的認識。

角度三：南區歷史文化

不要錯過的還有三節專題講座暨導賞遊，包括六月的「南區歷史古蹟故事暨赤柱
導賞遊」、七月的「漁數家珍：香港仔、鴨脷洲生活誌暨香港仔、鴨脷洲導賞遊」及
「從物質到非物質：南區保育故事暨石澳導賞遊」，介紹南區名勝的歷史掌故，讓
讀者置身歷史古蹟之中，感受南區古今風貌。

以上活動詳情可留意張貼於該區公共圖書館的海報，或瀏覽公共圖書館網頁，查詢：2921 1055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2921 1007 (鴨脷洲公共圖書館)、2923 5171 (赤柱公共圖書館) 及2921 1155 (薄扶林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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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文學  ‧ Literature

詩詞創作比賽及文學雙年獎
四月截止
文學創作，既可提高語文寫作水平，又可開拓新視野。「第二十七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律詩」現已接受投稿，截稿日期為四月十二日。
比賽旨在提高市民對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分學生組及公開組，用韻以《詩韻》為準，限用「六魚」及「七陽」二韻。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旨在鼓勵本地作家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以及
推動出版商出版優秀文學作品的「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亦正接受提名，截止日期為四月十九日。一如以往，今屆雙年獎分為
新詩、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及兒童少年文學五個組別，每組均設雙
年獎及推薦獎各一名。凡由本港作家撰寫，並於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六
年內初次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文學著作，均可被提名參選。配合活動，
圖書館將於八月和九月間舉辦五場文學研討會，分別邀請雙年獎各組
本地和海外評委主持，以進行文學交流。各位文學愛好者切勿錯過。

兩項活動的詳情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海報、瀏覽圖書館 
網頁(www.hkpl.gov.hk)「推廣活動」欄內的「文學獎項及比賽」。 
查詢：2928 4601（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2928 4202（香港中文文學
雙年獎）。

對於熱愛寫作的你來說，圖書館的青年創
作坊會否是你踏出追夢的第一步？新一年
度的青年創作坊由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
文藝社、香港作家聯會與《聲韻詩刊》合
辦，分為「新詩」、「散文」及「微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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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寫作情有獨鍾的你，快把握
這個機會吧！

青年創作坊

編織青年文字夢

事物的成長往往都存在一個黃金期，好像語言學習、運動員生涯、經濟發展等，只要能夠把握時機多下工夫，定能事半功倍。
文字創作的夢想，當然也不例外。「青年創作坊」多年來就為年輕人開闢筆耕新園地，讓文字夢萌芽。

新詩

日期：4月22、29日、 
          5月6、13、20及 27日 
          (星期六 )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主持：池荒懸先生、鄭政恆先生 

講者：宋子江先生、飲江先生、 
          劉偉成先生、鍾國強先生

截止報名日期：3月22日

散文

期：7月8、15、22、29日、 
         8月5及12日(星期六)

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

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持：周蜜蜜女士、陶然先生 

者：陳惠英教授、陳曦靜女士
        梅子先生、潘步釗博士、 
        羅貴祥教授、樊善標教授

截止報名日期：5月24日

微型小說

日期：10月14、21日、 
           11月4、11、18及 25日 
           (星期六 )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主持：秀實先生

  講者：林浩光博士、徐振邦先生、   
         殷培基先生、蘇曼靈女士

分

  

日

時 分

地

主

講 、

截止報名日期：8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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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字以內的相應體裁的中文個人作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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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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新世代」講座

25/3（星期六）                                    
講題 電子錢包放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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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 2921 0348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文物講座系列 
與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及教育局合辦

1/4（星期六）                                    
講題 大城小店：香港街坊老店的創立、 

蛻變與承傳

講者 何佩然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吳文正先生 

（文化葫蘆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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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香港記憶講座

22/4（星期六）
講題 城記‧漫遊

講者 趙雨樂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8日

查詢及留座 2926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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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星期六)
講題 你的運動有助預防認知障礙症嗎?

講者 江美琪女士（註冊物理治療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3月25日

查詢及留座  2922 4055 

22/4 (星期六)
講題 健腦心理錦囊

講者 陳鴻祥先生（臨床心理學家） 

時間 上午11時至12時30分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8日

查詢及留座  2651 4334 

13/5 (星期六)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高血壓與糖尿病

講者 張敏女士（註冊護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9日

查詢及留座  2928 4055

每人每場講座只限預留兩個座位，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長者資訊科技系列: 
數碼生活媒體」講座 

22/4 (星期六)
講題 引領新趨勢，雲端大革命

講者 張德樂先生（資深資訊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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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為長者及退休人士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

文學共賞專題講座

22/4（星期六）
講題 遊南區文學徑—尋名家蕭紅的故事

講者 劉偉成先生（作家、編輯）

時間 下午1時30分至3時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及留座 2921 1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文學月會：「香港文學
的越界視野與實踐」
系列 

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

29/4（星期六）
講題 台港文學交流 

（粵語及普通話主講）

講者 胡晴舫女士（作家）  
鄧小樺女士（作家、文化評論人）

27/5（星期六）
講題 香港文學的聲音（英語主講）

講者 程月媚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 

黃念欣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24/6（星期六）
講題 文學與知識

講者 陳國球教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
教授及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 

董啟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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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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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