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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S與您共度黃金歲月
Enjoy your golden years with the MMIS

何使退休生活更富姿采？何不善用圖書館資源讓生活過得充實和有趣？

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館藏豐富，提供超過十七萬項視聽資料及超過六百萬頁
碼化圖像和文件資料，內容更覆蓋資訊娛樂、自學進修及懷舊消閒等，陪伴大家享受充實退
生活。

ot a vision of what your retirement will look like? How about making your retirement life more 
olourful with library resources? 

igital resources are not just for the young. With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retirees can make the most of their free time in 
etirement through free access to over 170,000 items of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6 million 

earning, etc., you can easily enrich your life with the digital resources in the MMIS!

如

香
數
休

G
c

D
o
r

l

資訊娛樂樣樣齊 
Infotainment at your fingertips

想重溫紅線女的金曲？或是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多媒體資訊系
統」提供超過十七萬項視聽資料及逾九千小時數碼化影音檔案，從
古典音樂、地方戲曲、以至各類懷舊金曲、經典電影、電視節目及各
類資訊性錄影資料，都可在圖書館內的「互聯網數碼站」搜尋及欣
賞得到。

大家又可隨時隨地透過「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公共圖書館的專題
講座錄音或錄影資料，由身心健康、醫藥保健、本地歷史、社會經
濟，或是文學藝術至資訊科技等課題都一「網」打盡，讓退休生活
更為充實。

Depending on your interests, you can enjoy over 170,000 items 
of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over 9,000 hours of digitised video 

oldies to movies, television programmes to documentaries, at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Workstation’ inside the public libraries.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s of the HKPL’s subject talks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including health care, local history, social 
economics, literature, art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also 
available online for updating yourself.

travel. How about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before your 
trip by making use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in the MMIS? With over 100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of media formats for users to 
choose from, the language 
learning collection is available 

publications for reading online, including the award-winning 
works from literary competitions, collections of speeches and 
papers of subject talks, or the digitised resources from the Hong 

may perhaps discover a new interest in these resources. 

自學進修好易事 
Hassle-free self-learning

喜歡相約三五知己周遊列國
的你，何不出發旅遊前自學幾
句外語？「多媒體資訊系統」
內的語言自學教材一應俱全，
包括超過一百種國際語言和
中國地方方言，使用者可按本
身需要於中央圖書館六樓的
語言學習室閱讀和收聽不同
媒體格式資料。

想「活到老學到老」？透過「多媒體資訊系統」，大家足不出戶也可
連線閱讀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的刊物，包括圖書館的文學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集、文學專書和講座文集等；又或瀏覽「香港資料特藏」、
「香港文學特藏」、「香港音樂特藏」、「香港口述歷史特藏」的數碼
化資料；甚至是中英文電子書；實行終身學習、與時並進。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3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

懷舊消閒數碼化 
Digital recollection of the past

有否想過以數碼化圖像原汁原味地「想當年」一番？

「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的「香江回望」網上專題展覽，精選老香港不
同主題的人情風貌，重新呈現在「香港老地方」、「香港舊事錄」及
「香港風情畫」三個專欄中，與讀者重溫香江往事。「當年今日」則
精選出當年今日最轟動觸目大事及頭條新聞，並以數碼化圖像顯
示，原汁原味，與大家洞悉當年今日的大事。

「多媒體資訊系統」亦收藏自香港開埠以來的老照片，包括香港
歷史建築、街道景色、風俗習慣、節日慶典和民生面貌等；並儲存
了十四份於1853年至1991年發行的中英文報紙：包括《香港華字
日報》、《香港華字晚報》、《香港工商日報》、《香港工商晚報》、 
《華僑日報》、《大公報》、《天光報》、《遐邇貫珍》、《循環日報》、 
The China Mail、Hong Kong Daily Press、Hong Kong Sunday 
Herald、Hong Kong Telegraph和Hong Kong Weekly Press。大
家可一邊懷舊，一邊了解香港早期社會情況。

recollecting the past,  
‘ Reminiscence of old 
Hong Kong’ and

‘Today in History’ in 
the MMIS offer a
first-hand journey
back in time.

‘ Reminiscence of old Hong Kong’ is a digital album with audio-
visual materials to refresh readers’ old Hong Kong memories 
around three themes, the ‘Old Places of Hong Kong’, ‘Stories 

while ‘Today in History’ provides a gateway to Hong Kong’s 
past through reading online the day’s top news and headlines 

photos of Hong Kong dating back to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major news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1853 and 1991 in Hong 
Kong, all available in the MMIS.

多媒體資訊系統 (mmis.hkpl.gov.hk) 是一個方便易用的網上和館內服務平台，大部分的數
碼資源都可經互聯網全日24小時連線使用。大家亦可使用圖書館內的電腦工作站欣賞各類影
音資料和兒童多媒體資源等；並可經互聯網24小時預約電腦工作站，更可使用多媒體資料自選
服務，搜尋及預約喜愛的視聽資料於館內欣賞。

The MMIS (mmis.hkpl.gov.hk) is an easy platform for searching useful reference resources.
It is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24 hours a day as well as in all public libraries where readers can 
also enjoy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multimedia for children in the MMIS through the 
workstations available in the libraries. They can book these workstations and reserve their 
favourite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ytime and anywhere.

國圖古籍網上看 
NLC’s ancient Chinese books available 
online

想安坐家中就可欣賞到古
籍瑰寶？便不要錯過「多
媒體資訊系統」內的「國
家圖書館古籍資源」。「國
家圖書館古籍資源」展示
國家圖書館部分數碼古籍
資源，包括金石拓片、年畫
和地方志等。當中的「年畫
特藏」便收錄約三百幅年
畫，題材包羅萬象，涵蓋生
活風俗、歷史故事、神話
傳說、吉祥節慶、神像紙馬和幽默諷世等內容；而《慶賞昇平》則
是升平署戲曲人物畫冊，近百幅彩繪戲曲人物畫譜展現了不同戲劇
演出的妝容，喜歡京劇或中國戲曲的朋友別錯過。

themselves in an impressive array of opera characters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做個 e世代祖父母 
Grandparents in the digital era

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的兒童多媒體資源提供各類益智及富教育性
的多媒體光碟、數碼化的兒童讀物及兒童動畫。祖父母可與孫兒一
同使用，藉以加強兩代的溝通和關係。

Various multimedia resources for kids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e 

grandchildren and enhance cross-generatio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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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深入中圖「禁區」尋找珍貴典籍
Home for rare books in HKCL
大家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都會使用不同樓層的設施，有沒有發現七樓跟其他樓層有點
不同？究竟這層是甚麼？今期《通訊》帶大家走進平日「讀者止步」的七樓中央書庫及珍
本書庫，一睹兩個書庫的真面目及其中的珍貴典籍。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7th floor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Do 
you know 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this floor?

圖書館的「心臟」
Heart of the HKCL

香港中央圖書館的七樓，只有一條連接八樓的電梯和一道門。這道門的背後
別有洞天，那就是中央圖書館的「心臟」—只限圖書館職員進入的中央書庫
及珍本書庫。中央書庫面積非常大，內裡像迷宮般，一排排的書架放著數以萬
計的中英文書外，更有線裝書和前立法局的會議過程紀錄等。

an enormous labyrinth with lines of bookshelves where thousands of 

圖書館以絹面包裹硬卡紙，為珍本度身訂做「函套」
作保護。 
Tailor-made folding cases are used to protect the 
rare books.

「

珍本書庫位於中央書庫內，房內設有專用空調裝置控制溫度和濕度，更有
獨立的氣體滅火系統，以保存珍本書籍。為免珍本書受環境破壞，書庫使
用「電子多重過濾書架」維持恆溫，以鈦金屬過濾器防塵防蟎，如遇火警，
俗稱「毒氣房」的房間會釋放氣體，製造真空環境滅火。如此隆重，全因房
內的文獻和手稿都是無價之寶，其中包括「學海書樓」三萬四千多冊珍貴
典籍。

a purpose-built system capable of controll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nd an independent gas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for 
protection of rare book collection. The highlights of the rare book 

which comprises of over 34,000 volumes of valuable manuscripts 

學海書樓」的典籍是珍本書庫內的重要收藏。 
The Hok Hoi Collection forms a vital stock in the Rare Book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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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書樓及特藏
Hok Hoi Library and Collection

學海書樓是香港第一座圖書館，由賴際熙太史於一九二三年創辦，旨在傳揚
國粹，聚書講學。一九六三年學海書樓位於中環的樓址需拆建，書樓把藏書借
存於大會堂公共圖書館；至二零零一年，特藏再移遷至香港中央圖書館繼續
供讀者在館內參閱。

學海書樓特藏逾一千九百多種，合共三萬四千六百多冊，大部份為國學古籍的
線裝本和手抄本，經、史、子、集一應俱全。其中包括清代陳澧撰寫的《東塾
讀書記》、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及《偽經考》等。其他古籍還有《十三經注
疏》(廣東菊坡精舍版本)、阮元修編的《廣東通志》等；以及學海書樓歷年出
版的書籍及目錄，如《古文學今譯》及《學海書樓講學錄》等。

學海書樓特藏的古籍大部分經已絕版，這些書籍甚具學術和參考價值，尤其
是研究廣東一帶歷史的好材料。讀者可在中央參考圖書館參閱這批資料。

圖書館自二零一四年起開始把學海書樓特藏的古籍數碼化。讀者現可透過 
「多媒體資訊系統」瀏覽特藏內已數碼化的資料。

The Hok Hoi Library was founded in 1923 with its aims of promoting and 

Hall Public Library in 1963 for long-term preservation. The collection 

reference in the library. 

and ‘Kwang Dong Tong Zhi’, as well as catalogues and lecture notes 
published by the Hok Hoi Library. 

with the most valuable ones being out-of-print books, manuscripts of 

all of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and research value, particularly on the 
history of Guangdong.

Library. Besides, readers can also make use of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to access the digitised materials from 2014 onwards.

中央參考圖書館現在仍掛有「學海書樓」的牌匾。
The wooden plaque of Hok Hoi Library can still 
be found in the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學海書樓的館藏主要來自清代，部份典籍可遠溯
至明代，如萬曆年間的《宋書》等。
Notable among the Hok Hoi Collection is the 
Song Shu (History of So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乾隆辛卯年(1771)碧玉樓 
藏板 
A work of the prominent scholar Chen 
Xianzhang. (Bi yu lou cang ban, Qing 
Qianlong xin mao nian, 1771)

大家透過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安坐家中
也可瀏覽「學海書樓特藏」中已數碼化的藏書。
Part of the Hok Hoi Collection has been 
digitised for browsing via the MMIS in the 
Internet.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Talks Series on Chinese Culture

除了近距離欣賞「學海書樓特藏」的珍貴典籍外，大家在中央圖書館還可參
加有關中國文化的活動。為推廣國學及中國傳統文化，圖書館與學海書樓於
六月至十二月期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合辦「中國文化講座系列」，有興趣的
朋友請留意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

Kong Public Libraries and Hok Hoi Library will jointly organise ‘Talks Serie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 or visit the HKP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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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聲韻詩刊》是一份立足香港的中文雙月刊，自
二零一一年八月出版至今，以新詩的創作、評論
和翻譯為主。每期至少刊登三十五位本地詩人
的作品，以及關於香港詩歌的評論，為本地中文
新詩作者和評論人提供一個多元開放的發表園
地。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 
「聲韻詩群」專題展覽，介紹《聲韻詩刊》及多
位年輕本地詩人的詩作，包括池荒懸、何自得、
宋子江、沈行舟、律銘、陳李才、萍凡人及鄭政
恆。展期至八月底，對本地詩壇有興趣的朋友別

錯過這個展覽。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titled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香港文學資料室展覽：聲韻詩群
Thematic Exhibition on‘Voice and Verse Poets’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廟街歌王 ─ 尹光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emple Street Singer: WAN Kwong

《十四座》、《荷里活大酒店》、《七個小矮人》、《相士大隻西》⋯⋯這些尹光的首
本名曲，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流行於油蔴地廟街一帶，更令不少人一度以為他曾
於街頭賣唱，而令他有「廟街歌王」的美譽。

本地歌手尹光原為越南華僑，一九六九年為逃避戰火，來港以歌唱為生，展開其演藝
事業。他最初主要唱國語時代曲，後因粵語流行曲在香港流行，才改唱諧趣小曲，歌
詞大多諷刺時弊，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及草根市民的生活。他出道至今已接近半個
世紀，共推出超過四十張唱片，並曾舉辦多次個人演唱會。

尹光的歌曲可以算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通俗粵語小曲文化的延續，他的歌曲多為舊
曲新詞，但歌曲來源廣泛，有廣東音樂、廣東小曲、舊上海流行曲、西洋歌曲、跳舞音
樂等，充份顯示了當代填詞人、粵劇撰曲人的豐富想像力及「信手拈來，皆能入曲」
的強大二次創作能力。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將於六月一日起，舉行「廟街歌王–
尹光」展覽，從「香港音樂特藏」中挑選出一批有關尹光的資料展出，當中包
括詞作手稿、黑膠唱片、相片及場刊等。想知更多有關尹光及他所唱出的廟街
音樂文化，就別錯過這個機會了！展期至十一月底。查詢：2921 0259。

An exhibition on will be held in the

from June to the end of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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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館服務！

「我的圖書館」應用程式再度獲獎
‘My Library’App awarded again ‘My Library’ was recently award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Healthy Mobile Phone/Tablet Apps’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我的圖書館」應用 in the ‘2016 Meritorious

程式最近在「2016優秀網站選舉」中獲
選為「2016十大健康手機/平板電腦應 an aim of encouraging young people to visit healthy websites.
用程式」之一。選舉由電影、報刊及物品 The ‘My Library’ app is your valuable assistant to library 
管理辦事處(電影報刊辦)主辦，旨在鼓 services, which provides various functions on searching, 
勵青少年多瀏覽健康網站。 reserving and renewing of library materials, etc.; as well as 

「我的圖書館」是圖書館服務的好助手；除了提供搜尋、預約及續
delivering different alert messages for reminding you of the 
due dates of library books! Download the ‘My Library’ app 

借圖書館資料等功能外；更為用家送上各款提示訊息，大家不會 now from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for free to enjoy 
再忘記圖書到期日了！請到App Store / Google Play免費下載及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mobile world at any time and any place!
安裝「我的圖書館」應用程式，立即體驗不分時地的全天候圖書

新圓洲角公共圖書館現已投入服務 
Yuen Chau Kok Public Library in operation now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已於三月三十日投入服務，為沙田區居民提供全面及多元化的圖
書館服務。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是一所分區圖書館，面積約二千九百多平方米，設施及服務包括成
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區、多媒體資料圖書館、電腦資訊中心、特快歸還服
務、自助借書服務、推廣活動室及學生自修室。新圖書館的館藏約十六萬項，涵蓋多
樣化的成人和兒童中、英文圖書，以及鐳射唱片等；報刊閱覽區備有逾一百四十種本
地及海外出版的報刊及雜誌，供不同年齡及興趣的市民閱讀。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residents in the Sha Tin 
district.

Occupying a floor area of about 2,900 square metres, the new district library 
provides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a multimedia library, a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express 
check-in and self-service book borrowing services,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and Students’ Study Room. It has a collection of about 160,000 items, 

well as audio compact discs. More than 140 local and oversea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 title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interests.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
Yuen Chau Kok Public Library

地址 Address: 沙田銀城街 35 號圓洲角綜合大樓高座 4 樓 

4/F High Block, Yuen Chau Kok Complex,  

35 Ngan Shing Street, Sha Tin

電話 Telephone: 2324 2700

電郵 Email: yckpl@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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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獲獎作品展現 
        學生眼中的中華文化
Winning works highlight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yes of students

今年適逢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香港公共圖書館特以「中華文化」作為「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的主題，期望同學通過閱讀和寫
作，認識和了解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和歷史。

今屆比賽反應十分踴躍，有二百多間學校參加，共收到超過一千五百份作品。比賽分四種形式進行，初小組設計月曆封面，畫出心目中最
可愛的舞獅或舞龍封面；高小組透過寫信給家人或老師，介紹一本有關中國節日的紙本書或電子書，並分享感受；初中組閱讀有關「文化
點滴」的紙本書或電子書後，以閱讀報告形式分享感想；高中組則以「中華文化的傳承」為主題，以散文探討所參考的資料內容及表達見
解。頒獎禮已於四月二十二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今年，香港公共圖書館、深圳圖書館、深圳少年兒童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及澳門公共圖書館繼續進行合作交流，以同一主題舉辦
創作比賽，攜手宣揚閱讀文化。香港和深圳的得獎同學更於頒獎典禮上分享閱讀心得。

(HKPL) adopted the theme •

their favourite lion or dragon dance;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wrote letters 
to teachers or family members to introduc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a book in its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and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This creative competition is part of the ongoing Guangdong-Hong Kong-

Province and Macao Public Library have also organised competitions 
香港和深圳的得獎同學分享閱讀經驗。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share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s.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前排左八）及各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Picture shows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front row, 8th left), in a group photo with the 
guests and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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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9

初小組獲獎作品： 
中國傳統 － 最可愛的舞獅或舞龍
Winning works from the Junior Primary Category:  
Chinese Traditions – My favourite Lion / Dragon Dance

今期《通訊》特別刊登初小組獲獎畫作。獲獎名單及所有獲獎作品已上載
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頁www.hkpl.gov.hk。

List of winners and all the winning works are on display at the HKPL 

Junior Primary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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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以外  ‧ Beyond Books

要認識各區歷史和中華文化有許多方法，參加圖書館活動是個不錯的選擇。今個夏天，多區的公共圖書館為大家帶
來不同類型的活動，與眾一起認識地區歷史、感受中華文化。若意猶未盡，大家更可即時在圖書館內借閱有關書籍
和資料呢！

認識地區歷史  感受中華文化

大埔區

想了解大埔區的早期發展歷史？又或是區內舊建築物的故事？那就別錯過
大埔公共圖書館的「沿著舊建築看大埔歷史」講座及導賞遊了！

講座 

日期：13/5 (六)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大埔公共圖書館 
講者：蕭國健教授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介紹早期新界原居民在大埔的活動和現今仍保留著的歷史建築， 

以及大埔一些傳統風俗習慣的由來

導賞遊 

日期：20/5 (六)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導賞地點：舊北區理民府、大埔墟四里、廣福橋、富善街、文武二帝廟、 

香港鐵路博物館
導賞員：蕭國健教授 (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查詢：2651 4334

南區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在六月及七月推出「歷史文化遊蹤系列：專題講座＋導賞遊」，透過一系列的專題講座及導賞遊，介紹南區名勝的歷史
掌故，讓參加者置身歷史古蹟之中，感受南區古今風貌。

歷史文化遊蹤系列：專題講座 ＋ 導賞遊

講座：南區歷史古蹟故事 講座：漁數家珍：香港仔、鴨脷洲生活誌 
日期：24/6(六) 日期：8/7 (六) 
導賞遊：赤柱 導賞遊：香港仔、鴨脷洲 
日期：25/6 (日) 日期：9/7(日) 
講者：蘇萬興先生 講者：邵琬欣女士 
       （香港考古學會永久會員）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社工）

講座：從物質到非物質：南區保育故事 
日期：22/7(六) 
講者：黃競聰先生(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 
導賞遊：石澳 
日期：23/7 (日) 
講者：陳子安先生(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導師）

深水埗區

饒宗頤文化館是深水埗區的地標之一。保安道及荔枝
角公共圖書館於六月舉辦兩場「『饒宗頤文化館』活化
之旅」專題講座。講座將介紹饒宗頤文化館於不同時期
的變遷，如曾作為檢疫站、監獄、傳染病醫院和精神病
療養院等，並簡述文化館如何以社企為切入點活化建築
群，塑造一個面向社區推廣文化和藝術的平台，至今更
成為傳承和體驗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標。

舊日的足跡： 

「『饒宗頤文化館』活化之旅」專題講座 

講者：李高凱盈女士 

（饒宗頤文化館副總經理）

日期：10/6 (六) 日期：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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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7055 查詢：2746 4270

查詢：2651 4334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查詢：2921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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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以外  ‧ Beyond Books

中西區 九龍城區

觀塘區

中國傳統文化著重長幼共融的關係。公公婆婆如何透過故
事跟孫兒一起享受閱讀樂趣？由中西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 
「公公婆婆故事多－悅讀樂融融」工作坊，不單教導參加者
講故事的技巧，如何運用不同主題的繪本圖書與小朋友作互
動分享，更會邀請長者義工來作講故事示範，鼓勵長幼一起
閱讀，有興趣的公公婆婆別錯過。

九龍城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七月至八月推出「認識中國文化」系列
活動，包括長者太極養生講座、親子粵劇工作坊及親子水墨畫工作
坊，藉此加深參加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九龍公共圖書館亦會在九
月舉行「認識中國文化」專題書籍展覽，介紹有關的圖書館館藏。

觀塘區六間公共圖書館將舉辦九節以中國神話傳說為主題
的迷你戲偶劇場，以生動活潑的戲偶，演繹及講述中國神
話故事，如黃帝的傳說、盤古開天闢地及大禹治水等，加深
參加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日期：4/6（日）、18/6（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6055

日期：8/7（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日期：22/7（六）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30分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22/7（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日期：5/8（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11時30分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17/6（六）、24/6（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555

日期：15/7（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155

日期：29/7（六） 
時間：上午10時15分至11時45分 
地點：九龍城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6055

日期：29/7（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紅磡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5044

日期：5/8（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6 4055

「公公婆婆故事多 － 悅讀樂融融」工作坊

長者太極養生講座

親子粵劇工作坊

迷你戲偶劇場

圖書館 日期 時間 查詢

藍田公共圖書館 9/7（日）、 2927 7055 
16/7（日）

鯉魚門公共圖書館 22/7（六） 下午2時30分 2340 3519
至3時30分

秀茂坪公共圖書館 23/7（日） 2927 7155

順利邨公共圖書館 30/7（日） 2927 3155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5/8（六）、 2927 3055 
12/8（六） 下午3時30分 

至4時30分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19/8（六）、 2927 4055
26/8（六）

親子水墨畫工作坊

講者：李杏萍女士（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服務幹事） 
對象：長者或退休人士 (六十歲或以上優先) 

名額：20名

內容：簡介太極運動基本知識，示範
楊式太極基本功法、拳路和馬
步，並介紹日常保健組合動作
和修習太極時的注意事項。

內容：簡介粵劇基本知識（如分科、化妝、示範平子喉等）及親子遊戲 
(如學做蘭花手、工尺音樂椅、開心水袖舞等）。

內容：簡介水墨畫基本知識及帶領家長及小朋友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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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書館專題講座 

27/5（星期六）
講題 商業動向：物聯網

講者 賴錫璋工程師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應用教授(電子計算))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2672

24/6（星期六）
講題 認識言語障礙—讓說故事提升小

友的語言能力

講者 盧欣言姑娘
(東華三院樂展坊註冊社工)

時間 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對象 家長及有興趣人士

查詢 2922 6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朋

香港記憶講座 

3/6 (星期六)
講題 域多利監獄

講者 陳碩聖博士（香港懲教署前助理署長、
香港大學犯罪學中心名譽院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5月20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2555

免費入場‧額滿即止

2017年度哲學講座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2/6（星期五）
講題 人與獸：連結科學以擴闊生命和道

德思考

講者 王陽翎先生 (于非)
（科普專欄作家）

7/7（星期五）
講題 人與獸—Harry Frankfurt的欲望

層次化結構理論

講者 關瑞至教授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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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票免費入場，入場劵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

分開始，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派發，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IT新世代」講座 

24/6（星期六）
講題 智慧城市和生活質量

講者 許漢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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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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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星期六）
講題 醒腦秘笈

講者 丁小燕女士（註冊職業治療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5月27日

查詢及留座 2109 3011

17/6（星期六）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中風

講者 何錦娟女士（護士長）

時間 下午4時15分至下午5時15分

地點 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6月3日

查詢及留座 2926 4155

24/6（星期六）
講題 護腦飲食

講者 鍾毓玲女士（營養師）

時間 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 屯門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6月10日

查詢及留座 2450 0671

免費入場，每人每場講座只限預留兩個座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長者資訊科技系列: 
「數碼生活媒體」講座 

8/7 (星期六)
講題 網絡安全攻防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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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  2879 5560

對象為長者及退休人士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專題講座  ‧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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