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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留下的瑰寶宛如浩瀚的星空。配合香港特 In connection with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今年的「閱讀繽紛月」以「中華文化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theme 
逍遙遊」為主題，精選富意義及趣味的文化項目，以互動又生
動的方式，為小朋友開啟趣味之門，在歡笑中進入中華文化的
多彩世界。 brings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an array of inspirational 

「閱讀繽紛月」的豐富活動包括兒童專題展覽、文藝表演、故
事時間、比賽、親子閱讀活動及工作坊等，讓一家大小共度充 performances, storytelling, contest, parent-child reading 

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可輕輕鬆鬆認識中華文化。

各位小朋友，知不知道漢字是世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文房四寶」 Dear kids,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又是甚麼？中國和香港有甚麼「非物質文化遺產」？ Chinese culture? The thematic exhibition held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will take us on 

今年的專題展覽同樣以「中華文化逍遙遊」為主題。大家來到香港 an interesting and interactive journey to the colourful 
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將踏上一趟中華文化之旅。旅程首先由文
字開始，「中華文字大家庭」部分將介紹毛筆、墨硯、楹聯與匾額、 Chinese scripts, featur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甲骨文與各種文字、以及敬惜字紙的習俗，讓小朋友認識漢字本身
categories. It will also introduce writing brushes, ink and 
inkstone, couplets and Oracle bone script.

蘊含的豐富文化歷史。
The exhibition also highlights som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接着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部分，包括風箏與紮作、剪紙與刻 heritage of China and Hong Kong, such as kites and paper
紙、織染與印染，以及紙藝，通過有趣的展品去認識祖先留下來的 craft, paper-cut and paper-carving, weaving & dyeing, printing
文化珍寶；至於「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部分，則介紹長洲太平清 & dyeing, paper art as well as Cheung Chau Jiao-Festival, Tai

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坑舞火龍、香港潮人盂蘭勝會、西貢坑 O Dragon Boat Water Parade, Tai Hang Fire Dragon Dance, Yu

口客家舞麒麟及黃大仙信俗，為小朋友提供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中
Lan Ghost Festival of the Hong Kong Chiu Chow Community, Sai 
Kung Hang Hau Hakka Unicorn Dance and Wong Tai Sin Belief

華文化，並對本土的歷史風俗文化有更深入認識。 and Customs. 

展覽館內更設有閱讀角，家長可與小朋友一起閱讀有關的書籍，鼓 You will be learning about 
勵孩子在暑假善用圖書館資源培養閱讀。這麼一趟別具趣味的中 Chinese culture at every turn in 
華文化遊，大家又怎能錯過呢？ the exhibition. Come and brush 

up yourselves on the interesting 
facts, stories and readings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is summer! 

 
 
 
 
 

 

中華文化知多點 
Showcase of Chinese Cultural Legacies

「中華文化逍遙遊」專題展覽「中華文化逍遙遊」專題展覽 
 Thematic Exhibition: A Tour of Chinese CultureThematic Exhibition: A Tour of Chinnese CCultturree

   22.7   1-7pm
   23.7-20.8          10am-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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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 2660
www.hkpl.gov.hk/s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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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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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還有豐富的文藝節目，均環繞中華文化這個主題，包括舞蹈、
管樂演奏會、戲劇、粵劇、戲偶劇場、互動劇場、變臉和雜技、醒獅
和武術表演等，將在中央圖
書館展覽館陸續登場。

「成語知多少」親子演繹
比賽亦會於八月七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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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與成語有關的故事，透過分享閱讀樂
趣，讓小朋友認識背後的出處和意義。

想與仔仔女女一起繪畫中國面譜？製作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
針？創作屬於自己的剪紙作品？嘗試漢字彩繪？製作特色繩結飾物
或兔子紮作？或用黏土製作炮仗、桃花及富貴桔？那就別錯過「閱
讀繽紛月」推出的親子工作坊了！

當中包括「親子繪畫工作
坊：中華薈萃」、「中國航海
發明工作坊」、「中國繩結
工作坊」、「趣味紙藝工作
坊」、「創意漢字彩繪工作
坊」、「兔子紮作工作坊」及
「親子黏土工作坊」，趣味
性與教育性兼備。

「閱讀繽紛月」期間，圖書館將於多間分館舉
行多場「故事工作坊︰筷樂老友記」及「講故事
學語言」。前者由公公婆婆向小朋友分享有關
筷子的繪本故事，藉故事傳承中國文化；後者
則分別以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透過講故事
和互動的親子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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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探索」及「中國
傳統與民間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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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Not to be missed ar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s to be staged 
a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KCL. They include dance, 
wind performance, drama, Cantonese opera, puppet theatre, 
interactive theatre, mask-changing and acrobatics show, 
Chinese martial arts show, Chinese puppet and shadow art show, 

etc.

What’s more, a 
family contest of 
dramatization on 
‘Chinese Idioms’ 
will also be held, 
giv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a creative channel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bout 
Chinese idioms as well as their origins and meanings.

Fancy making handicrafts with your kids? A number of workshops 
will b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Chinese masks, making compasses, knotting, paper art, Chinese 
character drawing, 
making bamboo 
rabbit handicrafts 
or clay handicrafts, 
etc. 

Other than the exhibition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at the HKCL, we have also 
organised a series of storytelling sessions 
and book exhibitions on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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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還有豐富
管樂演奏會、
和武術表演等
書館書 展覽館陸

「成語知多少
比賽亦會於八
決賽，歡迎

文藝表演宣揚中華文化 
Cultural performances promote Chinese Heritage

工作坊鼓勵藉創作認識文化 
Learn more about culture through interactive workshops

分館活動親子樂 
Fun-filled activities for kids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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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的音樂寶藏 
Musical Treasures in the HKCL

名伶鄧碧雲的
簽名相
Famous 
actress 
TANG 
Bik-wan's
autographed 
photograph

一切從行動開始
It all started with a campaign 

香港中央圖書館於二零零一年落成啟用，同年推出「香港音樂特藏徵集行動」，旨在全面蒐集有關香港音
樂的資料、推動保存本地音樂文獻的意識和促進有關香港音樂的研究工作。行動自展開以來，得到各音樂
家、作曲家及音樂機構的鼎力支持，反應熱烈。不少學者及音樂人先後捐出珍貴的音樂文獻，至今已成功
收集超過90,000項本地音樂文獻。

The HKCL opened in 2001 and launched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Campaign in the same 
year. The main objectives were to extensively collect materials related to Hong Kong music, to 
develop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preservation of Hong Kong music archive, and to encourage 
studies and researches on Hong Kong music. Thanks to the generous support from musicians,
composers and music institutes over the years, the HKCL has successfully collected over 90,000 
items of local music documents.

音樂特藏見大師手稿 
Collection to preserve

透過「香港音樂特藏徵集行動」，中圖於十樓藝術資源中心建立了「香港音樂特藏」，館藏包括樂譜、歌詞及戲曲劇本的手稿、影音資料、
照片、節目單張、場刊、海報及剪報資料等。特藏更保存粵曲曲譜和音樂家手稿，如倫永亮、林樂培、林振強及黃霑等鼎鼎有名的大師。這
些珍貴手稿，經過修復處理及編目後，會存放在中圖的防塵恆溫珍本書庫內，手稿複本則存放在十樓的藝術文獻閱覽室，供讀者參閱或作
研究用途。

Through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Campaign, the HKCL set up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in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the 10/F.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manuscripts of music scores, lyrics and opera scripts, audio-visual materials, photos, 
programme leaflets, house programmes, poster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as well as music scores of Cantonese operas and 
manuscripts by famous musicians such as Anthony LUN, Doming LAM, Richard LAM and James WONG. After conservation 
and cataloguing, all the manuscripts collected will be stored in the dust-free and thermostatic Rare Book Room. Copies of 
manuscripts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KCL for reference and research purpose.

半個世紀前的珍貴樂譜手稿、著名伶人及音樂家的舊照片、六七十年代的黑膠唱片等，不但勾起昔日的點點回憶，更見證
香港音樂文化的歷史與變遷。香港中央圖書館(中圖)提供多個特藏，其中的「香港音樂特藏」，藏有大量有關香港的 
音樂文獻資料，是本地音樂愛好者的寶藏。

Manuscripts of music scores by various composers of half a century ago, old photos of local musicians and Cantonese 
opera stars as well as gramophone records of the 60s to 70s, these valuable musical items shed li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houses a number of special collections. One of them is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which is a treasure trove of local music.

由紅線女主唱的《兩地相思》電影插曲曲譜
Music scores of film song ’The Woman 
Between' performed by renowned 
Cantonese opera artist HUNG Sin-nui

「香港新音樂之父」林樂培的曲譜
Music scores by Doming LAM, ’The 
Father of New Music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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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
Date: Now till 30 Nov
Venu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10/F, HKCL

樂與【緣】─ 吳大江音樂
作品展
Music Encounter: 
Exhibition of Ng Tai-
kong’s Works

餘韻永留中圖 
Preserving musical heritage

二零一二年，中圖為已故中港台著名作曲家屈文中（1942-1992）舉辦音樂作品展，介紹這位才華洋溢
作曲家的豐富創作靈感。其家人更慷慨將屈文中的珍貴音樂作品手稿、獎項、視聽資料及其它收藏捐
贈予「香港音樂特藏」。屈文中夫人王守潔女士在展覽的開幕禮亦表示非常放心把樂譜交給中央圖書
館，足見「香港音樂特藏」承傳香港音樂文化，並讓珍貴的音樂文獻得以妥善保存。

In 2012, the HKCL organised an exhibition to pay tribute to the renowned Chinese composer
WUT Man-chung (1942-1992) and to thank his family for their generous donation of WUT’s
manuscripts of music scores, awards,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other valuable items to the
Hong Kong Music Collection.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hibition, WUT’s wife, Ms WONG
Sau-kit said she was pleased to see that WUT’s items were given proper care in the HKCL
further asserting the role of the HKCL in preserving and passing on local musical heritage.

向本地音樂家致敬
Paying tribute to local musicians

多 年 來，中圖 曾 舉 辦 專 題 展 覽、講 座、研 討 會及 紀 念 音 樂 會，推 廣 香 港 音 樂；近 年 亦 推 出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重點介紹多位香港音樂界的大師及前輩，包括樂壇多面手張永壽、香港音樂
教育先行者王光正、多元作曲家陳能濟、粵樂名宿盧家熾、中國當代音樂界名人董華強、「曲帝」胡文森、

「舊歡如夢」的填詞人龐秋華、粵劇撰曲家譚惜萍、香港著名音樂家黎草田、著名歌唱老師許佩、「世紀
詞聖」陳蝶衣、香港著名作曲家及音樂教育家林聲翕、電影
音樂大師綦湘棠、「曲聖」王心帆及「廟街歌王」尹光等，讓
參觀者更了解他們對音樂的熱誠與貢獻。

Over the years, the HKCL has organised various 
thematic exhibitions, talks, seminars and concerts 
to introduce the Collec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lso presented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o 
pay tribute to a number of local musicians including 
CHANG Wing-sou, WONG Kwong-ching, CHEN Ning-
chi, LOO Kah-chi, TUNG Wah-keung, WOO Man-sum, 
PONG Chow-wah, TAM Sik-ping, Daniel LAI, HUI Pui, 管色清商 ─ 香港音樂文獻徵集藏品展
CHAN Di-yee, LIN Sheng-shih, KEI Shang-tong, WANG Treasures of Music — An Exhibition of 
Xin-fan and WAN Kwong, etc. Hong Kong Music Documents Collected

 
 
 
 
, 

粵劇《胡不歸》的泥印劇本
Clay-printed script of the 
Cantonese opera ‘Time to Go 
Home’

陳寶珠的7吋黑膠唱片
7-inch gramophone record by CHAN Po-chu

《歌聲淚影》電影主題曲的工尺譜
Gongche Not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scores) of theme song of ‘A 
Melancholy 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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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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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繡在屏風上的鳥：林黛、樂蒂、丁皓、林鳳
Stars of the Screen: LIN Dai, LOH Ti, TING Hao and LAM Fung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界群芳競艷，要數當紅女星定有林
黛、樂蒂、丁皓及林鳳。她們同樣於十六、七歲展開水銀燈下
的璀燦事業，在芳華之年踏上婚姻的紅地毯，及後歷盡事業
及家庭的大起大跌。她們的如戲人生在香港社會曾引起巨大
迴響及廣泛討論。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現正舉行「繡在屏
風上的鳥：林黛、樂蒂、丁皓、林鳳」展覽，透過當時報章媒
體的種種報導，重點介紹她們的生平，並展出部分館藏照片、
電影劇本、戲橋、電影原曲黑膠唱片及紀念郵票，讓參觀者重溫這四位大美人的千嬌百媚和跌宕人生，展期至八月二
十九日。

An exhibition titled ’Stars of the Screen: LIN Dai, LOH Ti, TING Hao and LAM Fung'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29 August to 
feature the dramatic life of these four famous actresses of the 1950s and 60s through newspaper clippings,  
along with some photos, film scripts, gramophones, stamps and film magazines from the library collection.

《

知識之鑰—百科全書展
Key of Knowledge: Exhibition on Encyclopediopediaa

百科全書的歷史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而《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是現存最古老、仍在發行，並對
後世影響最大的英語百科全書。在中國方面，則採用類書的
方式將資料整理出版，以明代的《永樂大典》為代表，被西方
漢學家認為是世界最大且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書籍。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知識之鑰—百科
全書展」，特別從文獻徵集特藏的藏品中，挑選出一批百科全
書及類書展出，當中包括《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和第十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及《永樂大典》等，讓讀者能細賞中
外匯集各科知識的珍貴典籍。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titled ’Key of Knowledge: Exhibition on Encyclopedia'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KCL until 31 October, showcasing a number of encyclopedias and reference books from the 
HKCL's Documents Collection Campaign Collection, including the 9th and 10th edition of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of China and Yong Le Da Dian. Enquiries: 2921 0323

‘

藝聲緣》─唱片回憶展覽
The Art-Tune Encounter’– A Gramophone Remembrance Exhibition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將於八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三
十日，舉辦《藝聲緣：香港─上海雙城唱片記憶》展覽，透過
展出香港藝聲唱片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老唱片及一批
首度公開的珍貴文獻檔案，揭示一段鮮為人知的中國唱片業
的歷史，以及香港《藝聲唱片》與《中國唱片》的微妙關係。此
外，圖書館亦會在八月三十日及九月二十日舉行有關講座，詳
情請參閱第十二頁。查詢：2921 0259。

An exhibition titled ’The Art-Tune Encounter – A Gramophone 
Remembrance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will be held from 
30 August to 30 November at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10/F of the HKCL, showcasing gramophones published by Art-Tune Record between 1960s and 1970s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some flrst publicly shown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 of the China Record Company, to shed 
light on a rarely known past of the gramophone industry in China and a series of interesting stories concerning 
Art-Tune Record and China Record. Enquiries: 2921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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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Yuen Long Public Library  
located at Ma Tin Road  
already in service

位於馬田路的

元朗公共圖書館
現  已  投  入  服  務

地址：元朗馬田路52號元朗文化康樂大樓地下及一樓 

Address:G/F & 1/F, Yuen L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Building, 

   52 Ma Tin Road, Yuen Long 

電話Telephone：2479 2511 

電郵Email：ylpl@lcsd.gov.hk

、

 
 

 
 
 
 
 

 

 

 

 

元朗區的讀者今個暑假可體驗全新的圖書館服務！元朗公共圖書館已於六月十九
日遷往馬田路元朗文化康樂大樓新址，取代元朗政府合署的舊圖書館，為區內居
民提供更全面及多元化的圖書館服務。

重置的元朗公共圖書館的面積約二千九百平方米，設施及服務包括成人圖書館
兒童圖書館、報刊閱覽室、電腦資訊中心、特快歸還服務、自助借書服務及推廣
活動室，並設有多媒體資料圖書館及學生自修室。

新圖書館的館藏約十四萬項，涵蓋成人和兒童中、英文書籍，以及鐳射唱片等；
報刊閱覽室備有逾一百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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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推廣市民對閱讀的興趣，該館會定期舉辦各類型的推廣
活動，包括書籍展覽、兒童故事時間、專題講座、讀者教育活動等。圖書館亦歡迎
學校及文教機構預約集體參觀活動，進一步了解館內設施和服務。

Yuen Long Public Library was relocated to the Yuen L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Building at Ma Tin Road on June 19, replacing the library previously
located at Yuen Long Government Offices and offering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residents in the district.

The relocated library occupies a floor area of about 2,900 square metre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clude an Adult Library, a Children’s Library, 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a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Centre,
an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a Self-Service Book Borrowing service, an
Extension Activities Room, a Multimedia Library and a Students’ Study
Room. 

The new library houses a collection of about 140,000 items, inclu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as well as audio compact 
discs. More than 150 local and overseas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titles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ction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interests. In addition, the library will promote reading by organising 
regular extension activities such as book displays, storytelling for children,
subject talks and user education sessions. Schools and members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s are also welcome to contact the library for

元朗公共圖書館 

Yuen Long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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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於五月三十一日宣布，其轄下香港公共
圖書館於九月七日起調整部分附加服務的收費，包括補領圖書證、
預約圖書館資料、自助影印和電腦列印服務等。在新收費下，補領每
張成人及兒童圖書證的費用，分別為三十三元及十七元；預約每項
圖書館資料費用為三元三角；部分自助影印、電腦和縮微資料列印
服務的每頁收費亦作不同幅度的調整，首份電腦列印的收費則不再
獲豁免。有關詳情，可瀏覽www.hkpl.gov.hk/tc/about-us/services/
fees/revise-fees.html。

自二○○○年康文署成立以來，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收費未有調整；而
當中大部分項目的收費乃按照八十至九十年代水平訂立。故此，署方
就有關收費作出全面檢討，以統一市區和新界區圖書館的收費，同
時反映物價轉變。市民可以繼續免費享用公共圖書館的設施、借閱
服務和不同的閱讀推廣活動，以滿足對獲取知識和資訊、自學進修
和善用餘暇的不同需要。此外，圖書館提供一些附加服務，以「用者
自付」的原則收費。康文署會不時檢討各項圖書館附加服務的收費
安排，務求更有效地善用圖書館資源，以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和質素
更佳的服務。

公共圖書館調整附加服務的收費
Public libraries to revise charges for additional services

支持環保  減少列印
Go Green 　Print Less

現今以電子方式儲存及分享資料檔案已十分普遍。為支持環保及珍惜資源，圖
書館推出「GO GREEN」運動及舉辦相關的讀者教育活動，定期在各分館舉辦 
「輕鬆生活@互聯網」工作坊，簡介使用雲端和其他電子途徑儲存文件和以電郵
傳送檔案，以鼓勵讀者支持環保、減少列印。

Storing or sharing flles electronically is very common nowaday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save resources, the HKPL implements the ’Go Green' 
Campaign and organises related users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regular workshops on cloud storage and email delivery in branch l ibrar ies, in 
order to encourage readers to suppo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int less.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LCSD) announced 
on 31 May that from 7 September, the charges for certain addit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replacement of lost library cards, reservation 
of library items, self-service photocopying and computer printout 
services would be revised. After revision, the new charge for the 
replacement of a lost adult and junior library card will be $33 and 
$17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ervation of library items will be $3.3 
per item. For self-service photocopying, computer and microform 
printouts, the charge per page will also be revised at different rates, 
while the flrst free copy of computer printouts will be cancelled.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hk/en/about-us/services/fees/
revise-fees.html.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CSD in 2000, the fees and charge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have remained unchanged, and the charges for 
most items have been maintained at the level of the 1980s or 1990s. 
The department has therefor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o align the fees and charg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rban area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as well as to reflect the change of price level 
over time. The public continues to enjoy free access to the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various extension activities offer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so as to meet the community's needs for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elf-learning as well as constructive 
use of leisure time. The HKPL also provides additional services on 
a fee-charging basis in line with the 'user pay' principle. The LCSD 
from time to time reviews the fee arrangement for various additional 
services of the HKPL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e optimal use of 
library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of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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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推介  ‧ Library  Picks

9

喜歡看書卻又不想花錢買或找地方存放書籍？想去圖書館卻苦無時間？想借書卻又擔心忘記還書？想不需分毫就能擁有自己的電子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是你的最佳選擇！

香港公共圖書館免費提供超過二十六萬項中英文電子書，當中包括「HyRead」電子書及雜誌和「SUEP」電子書，提供台灣和香港出版的中文書
籍，涵蓋消閒讀物、各學科書籍、青少年小說及兒童故事書等，讓讀者於網上閱讀電子書或下載到個人電腦及流動裝置，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
樂趣。

「HyRead」和「SUEP」兩大熱門電子書庫收錄不少休閒和流行讀物，貼近讀者的
興趣，包括作家倪匡、阿濃、九把刀、喬靖夫、梁望峯和深雪的作品；還有深受兒童
及青少年歡迎的「哆啦A夢」、「火柴人」及「名偵探柯南」等漫畫。喜愛旅遊的讀者
也可在「HyRead」和「SUEP」找到不少熱門旅遊叢書，由本地遊蹤到特色旅遊等，
各適其適，有助讀者輕鬆規劃行程。

公共圖書館網站還有更多電子書資源，例如有過萬本英文電子書的eBooks 
on EBSCOhost，以及幫助語言學習的「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eBooks on 
EBSCOhost提供類別廣泛的書籍，包括深受歡迎的影視作品原著，例如星球大戰
小說系列、《Me Before You》（遇見你之前）、《The Martian》（火星任務）、《The 
Maze Runner》（移動迷宮）和《A game of thrones》（權力
遊戲）等；還有「A to Z Mysteries」及花生漫畫等。另外透
過「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大家可邊聽邊看莎士比亞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狄更斯的《雙城記》和科洛迪的 
《木偶奇遇記》等名著。

不需特地去借書或還書，更不需擔心因忘記還書而罰錢，電
子書絕對適合繁忙的香港人。想知更多？請瀏覽圖書館的電
子資源專頁。

閱讀電子書 
省錢‧省時‧省空間
Reading e-Books saves money, time and space

， 

Fancy having your own e-Library free of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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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KPL provides over 260,000 e-Books for free. Added in our e-Books collection are the ̔HyRead' and 'SUEP' e-Books, providing 
Chinese books mainly published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including popular teenage flctions, comics and 
travel books. You can read these e-Books online or download them to personal computers and mobile devices.

For English e-Books, more titles have also been added in eBooks on EBSCOhost, 
such as the  and A

 You can also choose to listen to 
and Pinocchio on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n online collection of English 

audiobooks with titles on classic novels, plays, poetry, religion, philosophy, great epics 
and tales, history, biographies and music education.

No rush to the library, no more worries about overdue flnes. Visit our e-Resources 
Thematic Homepage now for more details about HKPL÷s free e-Books!

香港書展見！ 
我們在今年香港書展的「電子書及電子學習資源」展區設有攤位（1A-B37）
介紹圖書館的電子資源，歡迎大家趁著暑假，一起投入電子資源的世界。

See you in the Hong Kong Book Fair! 
Fancy learning more about our e-Resources? Come and meet us  
at Kiosk 1A-B37 in the ’e-Books & e-Learning Zone' of this year's    
Hong Kong Book Fair! Happy e-Reading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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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特輯  ‧ Summer Special

圖書館暑期活動大放送
一年容易又暑假！今個暑假多區的公共圖書館推出豐富的活動，既有認識文化歷
史的展覽和講座，亦有多個親子工作坊及鼓勵健康生活的活動，為大家送上充實
和難忘的暑期天。

文化篇

親親中國文化 
深水埗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七月至九月推出「親親中國文化」暑期活動，
內容包括介紹四大發明、民間工藝和傳統節日的展覽，以及填色活動、
問答遊戲及三十場兒童故事時間，加深家長及小朋友對中國文化的認
識，提升閱讀樂趣。

惜舊賞新中西區
中西區的公共圖書館於八月至十月推出「香港文化及歷史傳承系列－惜舊賞新中西區」活動，內容包括專題講座、工作坊及展覽，介紹中西
區著名歷史建築和古蹟的特色、保育及活化。

展覽
古蹟‧細說舊事 

(展出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借出名為「香江舊影－香港城市的變遷 
(1841 – 1941）」的展覽圖板)  
日期：8月1日至14日                        日期：8月16日至30日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地點：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專題講座

古蹟‧歷久常新 古蹟‧昔日情懷

日期：8月6日 日期：8月26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工作坊：舊物新貌由我創

主題：建築篇 主題：交通篇 主題：商店篇
日期：9月17日 日期：9月30日 日期：10月15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地點：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對象：親子組合（小一或以上學生及一名家長） 對象：十二歲或以上的公眾人士 對象：十二歲或以上的公眾人士

回到古埃及
十二間公共圖書館於六月至十月舉辦與埃及文明有關的兒童書籍介紹，另外粉嶺、保安道及屏山天水圍
公共圖書館，將分別於八月二十日、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舉辦「回到古埃及」互動劇場。

香港文化軌跡
葵青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七月至十月推出「香港文化軌跡」活動，內容包括專題講座、互動工作坊、展覽
及書籍介紹，加深大家對香港及葵青區的認識。

專題講座

香港的節慶風俗 探索新界的圍村文化 探索青衣戲棚的歷史
講者：陳天權先生（專欄作家） 講者：袁月梅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 講者：周家建博士（香港檔案學會副主席）
日期：8月6日 日期：8月26日 日期：9月16日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南葵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北葵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青衣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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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特輯  ‧ Summer Special

親子閱讀工作坊
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六間主要公共圖書館，於七月舉辦「親子閱讀工
作坊：點『紙』咁簡單」。工作坊透過介紹有關「毛細現象」的書
籍，利用親子遊戲及互動學習，啟發兒童對科學的興趣，鼓勵他們

親子故事工作坊
七月至九月的多個星期六，香港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活動室推出多
場的「親子故事工作坊：說不完的成語故事」，透過有趣的成語故事
及互動遊戲，讓大人和小朋友一起邊聽故事邊認識成語。

親子奇幻之旅」工作坊
西貢區的公共圖書館於七月至八月期間舉辦「親子奇幻之旅」工作
坊，藉著一系列新編童話故事，提升兒童閱讀圖書的樂趣。共三十
節工作坊會於將軍澳、調景嶺和西貢公共圖書館及西貢區十八間社
區圖書館舉行。

親子繪本工作坊

黃大仙區的新蒲崗和牛池灣公共圖書館，於八月十二日舉行兩節的 
「親子繪本工作坊－中國民間故事」，分享有關十二生肖和十兄弟兩
個民間故事，配合遊戲和手工，讓家長及小朋友輕鬆認識中國文化。

親子互動故事系列
離島區的東涌公共圖書
館於七月廿二日至八月
十二日，舉行四節「魔
術飛氈」互動故事系列
活動，每節以特定的主
題入手，從而引導家長
與子女思考神話故事的
情節、學習判斷力及生活處世的技巧。

故事系列

日期：7月22日 日期：7月29日
主題：神話的奧妙 主題：大嶼山沙螺灣洪聖爺的神話

日期：8月5日 日期：8月12日
主題：救世天后娘娘 主題：神話的啟示

親子模型工作坊

復仇女神號為英國東印
度公司在利物浦建造的
一艘遠洋汽輪兵艦，是英
國第一艘鐵殼戰船，自一
八四零年三月啟航後，曾
參與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多
場戰役。東區的公共圖書
館七月舉辦「親子模型工作坊：『復仇女神號』戰船模型製作」，
讓家長及子女一起邊製作模型邊學習歷史。

工作坊：戰船模型製作

日期：7月29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閱讀科學書籍。

親

「

健康生活篇

以上活動詳情，請留意張貼在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公共圖書館網頁。

環境保護系列
灣仔區的駱克道及黃泥涌公共圖書館於八月四日及八月十一日，舉辦「帶著竹蜻蜓高飛」及「樂在
書中尋蝴蝶」工作坊，透過故事和手工，培養小朋友的閱讀習慣和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

「青少年如何面對逆境」工作坊
此外，駱克道公共圖書館亦會在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至四時，舉辦「青少年如何面對逆境」工作
坊。作家君比將分享為何撰寫以青少年為對象的勵志書籍，以及現今青少年面對的逆境；魏家傑先
生將分享如何由「夜青」轉化為歷奇導師，而陳德深先生則分享如何走過困難的童年。

工作坊   
健康生活樂頤年系列

長者手機攝影及網上分享工作坊

離島區公共圖書館於九月至十一月，推出「健康生活樂頤年系列」活動， 日期 :  9月9日 日期 :  9月23日
包括講座及工作坊，鼓勵市民注意健康飲食及認識養生之道，並幫助長 地點 : 長洲公共圖書館 地點 : 東涌公共圖書館

者認識現時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以提升生活素質。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對象 : 長者及退休人士 (六十歲或以上人士優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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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憶講座系列

22/7（星期六）
講題 方寸藏珍—香港郵票知多少

講者 鄭寶鴻先生
(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香港收藏家協 

 會名譽顧問、香港郵票錢幣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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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8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香港變遷二十年專題
講座系列

30/7 (星期日)
講題 航拍香港—航空攝影的歷史與二十

年香港地貌變遷

講者 歐智浩先生（地政總署土地測量師）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351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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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星期五）
講題 孟子論「人禽之辨」：一個內格爾式

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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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星期五）
講題 哲學家與獨角獸

講者 趙子明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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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分開始，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處派發，先到

得，額滿即止。

於

先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與學海書樓合辦

12/8（星期六）
講題 中國書畫藝術

講者 李潤桓教授
(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任)

時間 下午6時30分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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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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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星期六）
講題 認識認知障礙症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上水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7月29日

查詢及留座  2679 2804

26/8（星期六）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中風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柴灣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8月12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5055

10/9（星期日）
講題 你的運動有助預防認知障礙症嗎?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藍田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8月27日

查詢及留座  2927 7055

免費入場，每人每場講座只限預留座位兩個，先

到先得，額滿即止。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 
生死自決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20/8（星期日）
講題 輕不著地

講者 陶國璋博士(資深哲學老師、香港中文大
學哲學系客席助理教授、生死教育學會理事)

朱偉正醫生(資深醫生、社工)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開始留座日期  8月7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免費入場，請留意每節講座的開始接受報名日期，

額滿即止。

《藝聲緣》講座 
中國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協辦

30/8（星期三）
講題 藝聲唱片：中國唱片工業的一段獨特

歷史(普通話講述)

講者 韓斌先生（上海音樂學院副研究員）
余少華教授（香港音樂專家）

主持 鄭學仁博士（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20/9（星期三）
講題 藝聲現象：香港早期武俠電影配樂

初探

講者 鄭學仁博士 (香港中央圖書館總館長)

主持 周光蓁博士 (著名樂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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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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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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