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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過去的暑假，香港公共圖書館於香港書展的「電子書及電子學習資源」專區設
有攤位，介紹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連日來吸引了不少家長和子女一起駐足參觀，當中
包括十一歲的柏傑和七歲的婷婷兩兄妹。他們聽過圖書館館長的介紹後，發現公共
圖書館有許多有趣的電子書，無論是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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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圖書館提供的兒童電子館藏，包括HyRead電子書、SUEP電子書、方正中文電子
書(兒童館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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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等，帶領孩子走進豐富的電子閱讀世界。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participated in this year’s Hong Kong Book 
Fair with a kiosk in the ‘e-Book and e-Learning Resources’ zone. A lot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visited the kiosk and learnt more about HKPL’s e-Resources. Among 
them are eleven-year-old Patrick and seven-year-old Katrina, who are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visit, they have found a lot of interesting children’s e-Books in the HKPL 

Through the HKPL’s e-Book Collection, kids can now enjoy a lot of good reads  
online from HyRead ebook, SUEP e-Book,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eBooks on EBSCOhost and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s well as  the 
Children Picture and Story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Children are curious and their interest can be boundless, so 
are Patrick and Katrina. Patrick is happy to see the works of 

comics. Readers can simply read these e-Books online or download them to personal computers and mobile devices.

一一一一網網網網打打盡盡盡盡盡心心心心頭頭好好好 
PPoooppuuulaarrr wwwrrritterrrs andd tittles 
aattt yyooouurr ffiinnnngertttipps

兒童的閱讀口味千變萬化，柏傑和婷婷也不例外。透過圖書館
的HyRead電子書及SUEP電子書，他們都找到自己的心頭好。

柏傑喜歡作家阿濃及梁科慶的作品，婷婷則喜歡繪本和漫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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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阿濃的《點心集》、《漢堡包和叉
燒包》和《幸福窮日子》及梁科慶的《Ｑ版特工》系列外，還有
倪匡、九把刀、喬靖夫、梁望峯和馬翠蘿等的作品，更有深受兒
童及青少年歡迎的《哆啦A夢》、《火柴人》、《名偵探柯南》及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系列》等漫畫。兩兄妹可於網上閱讀電子書
或下載到個人電腦及流動裝置，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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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柏傑和婷婷的心頭好
Patrick's and Katrina's favourites

另外，他們在方正中文電子書(兒童館藏)也找到不少合適的讀物，包括《三國演義》、
《西遊記》及《水滸傳》等中國文學名著，還有《世界之最》及《十萬個為甚麼》，以及
《格林童話》及《伊索寓言》。方正中文電子書(兒童館藏)提供超過三千本中文兒童
圖書，書種包羅萬有，包括語言文學、自然科學、政治軍事、宗教藝術、歷史文化、天
文地理、醫學及交通等一應俱全，小朋友想做個通識達人毫無難度。

In addition,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is another e-Book 

children’s Chinese books o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including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natural science, astronomy and history.

獲獲獲獲獎獎獎獎書書籍籍籍籍籍網網網網上上看看看 
AAwwwwaaarddeeeddd tttittlesss aavaailabble onnline

圖書館館長還為他們介紹了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內的「兒童圖畫和故事
書特藏」，該特藏收錄了由圖書館舉辦的創作比賽的得獎作品，包括「中文
文學創作獎」和「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的多本獲獎書籍，讓大家隨時隨
地欣賞到優良兒童讀物，是優質課外閱讀的最佳保證。

Also recommended by the librarian to Patrick and Katrina is the Children 
Picture and Story Books Collection, through which kids can enjoy local 
award-winning picture books and quality children literature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The Children Picture and Story Books Collection 
in the MMIS comprises winning works from the writing competitions 
organized by the HKPL, including the Awards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and the Competition on Story Writing in Chinese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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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兄妹的媽媽希望他們在暑假多看
點英文書，館長便介紹了eBooks on 
EBSCOhost給他們。eBooks on 
EBSCOhost提供類別廣泛的書籍，
包括外國的暢銷書及國際知名出版
社出版的優質兒童書，也有深受歡
迎的影視作品原著，如星球大戰小說
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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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電子書的兒童
故事書更可下載到電腦內慢慢看。

邊邊邊邊看看看看書書邊邊邊邊邊學學學學英英文文文 
LLeeeaarrrninnngg EEEEngglisshh thhhrouggh e-RReading

For English e-books, Patrick 
and Katrina have also found a 

‘treasure throve’ in eBooks on 
EBSCOhost, which provides 
many bestsellers and quality 
children’s books published by 
multinational publishers. Popular 
categori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also include teens’ novels, 
classic literature, comics such as 
Peanuts, as well as original works 
of blockbuster movies such as 
the Star War series, The Martian, 

The Maze Runner and A game of thrones. 
Readers can download the e-books from 
EBSCOhost to their computers for reading at 
their own pace.

此外，透過「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小兄妹可邊聽邊看《快樂王子》、《傲慢與偏見》、
《一千零一夜》、《伊索寓言》、《愛麗絲夢遊仙境》和《木偶奇遇記》等外國名著，更可自
我挑戰，聽聽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作品。有聲書主要以英語播放，大部分亦可同步顯示文
字版全文，有助讀者同時提升閱讀、聆聽及發音的能力，並能更傳神地欣賞外國名著。

Patrick and Katrina a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English audio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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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dio books are mainly streamed in English with English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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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館藏，輕鬆享受
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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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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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報自述」展覽
Exhibition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提起《香港政府憲報》(以下簡稱《憲報》)，大家可能只想到一堆黑
黑的字及沉悶嚴肅的感覺，實際上《憲報》藏著許多有趣的內容。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現正舉行名為「憲報自
述」的展覽，圖文並茂地介紹《憲報》的發展，以及羅列一些有趣
的內容，例如一八五三年香港人口統計、一八九四年維多利亞書
院（Victoria College）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 
一九一一年英界九廣鐵路火車時間表、一九一七年新置風暴信號及
一九五九年道路交通（道路標誌）附屬法例等。對香港歷史有興趣
的人士，別錯過是次展覽。

若意猶未盡，大家更可查閱存放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資料部由 
一八五三年至今的《憲報》。展期至明年一月二日。查詢：2921 0222。

An  exhibition 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the ’Gazette÷) 
is being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2 
January 2018 to highligh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zette  and  to  display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gazette issues, including the population census 
in 1853, the renaming of Victoria College as 
Queen÷s College in 1894, the train schedule of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British Section) in 
1911,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typhoon signals 
in 1917 and the Road Trafflc (Roads and Signs) 
Regulation in 1959. Previous issues of the Gazette 
from 1853 to date  are  also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in the Hong Kong Studies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Enquiries: 2921 0222

1879年1月《憲報》的中文、英文版合併出版。
In January 1879, the bilingual edition was 
introduced. 

運動小說在香港也不算陌生事物，多年前已出現，雖然沒
有成為主流，卻深受青少年讀者的喜愛。香港中央圖書
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閱讀起動─從運動小
說開始」專題展覽，重點介紹三部本地創作的運動小說 
《青春出於籃》、《這面金牌留給你》、《爆籃
ClutchTime》，深入分析小說的內容及特色，特別是作為
吸引青少年閱讀的「起動材料」。

《青春出於籃》以校園的籃球場為背景，描述一群熱愛籃球的少年挑戰學界冠軍籃球隊的經過。《這面金牌
留給你》記述女主角的校園生活，作者在書中加插了羽毛球比賽的片段，峰迴路轉，形容得非常精彩。《爆籃
ClutchTime》則取材自本地球員李琪的真實故事，述說人的成長和變化。

展覽引用小說內容作例子，說明運動小說吸引青少年閱讀的重要元素，對運動小說有興趣的朋友萬勿錯過。展期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查詢：2921 0323。

An exhibition on sports flction is being held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31 December. Sports flction is popular among teen readers for its storyline, detailed descriptions 
and lively rhythm. The exhibition trie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behind it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through 
analyzing three sports flction works by local writers. Enquiries: 2921 0323

閱讀起動─從運動小說開始
Thematic Exhibition on Sports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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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Eye on the World @ HKCL
中圖與你輕鬆放眼世界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卻可找到不少本地及外國的報章雜誌。作
書館（中圖）四樓及五樓，藏有香港及世界各地主要的報章及期
館。讀者可於舒適的閱讀環境下，獲取世界各地最新的時事、文

Although Hong Kong is a tiny place, a lot of local and world
be found here. The 4th and 5th floors of the Hong Kong Centr
of local and oversea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 store 
Microform Reading Area and a Map Library, providing a comfo
enjoy their favourit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journals for l

為全港最大的公共圖書館，香港中央圖
刊；並設有縮微資料閱覽區及地圖圖書
化和消閒資訊。

wid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an 
al Library (HKCL) house a wide variety
of archived materials available in the 
rtable environment where readers can 
eisure reading or research purpose.

大的公共圖共圖共圖圖書館書館館書館書書 ，香香香，香港港
有縮微資料閱覽區覽區區區及地及地及地及地及
資訊。

apers and magazines ca
CL) house a wide variety

rials available in the 
here readers can

圖圖圖 書
央央圖大 中大的公 香香港中港中港中港 央圖央圖圖圖

地地地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書書書書

s can 

區

報看天下事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中圖的報章及期刊閱覽服務分為三個獨立部分：最新報刊閱覽區、逾期報刊閱
覽區及縮微資料閱覽區，提供世界各地多元化的報刊，以及具歷史價值的報刊
及文獻縮微資料，助讀者擴闊視野、增進知識及作學術研究之用。

五樓的最新報刊閱覽區主要訂閱中、港、台、歐美及亞洲其他地區出版的中英
文報刊約四千四百項；四樓的逾期報刊閱覽區則藏有約二十多萬冊逾期期刊和
約五萬冊逾期期刊合訂本，包括部分由創刊至今本地出版的主要報章。無論是
中英文資訊及消閒雜誌，或是學術期刊及通訊，還是香港及海外主要報章，都
可在這裡找到。

HKCL’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hree 
sections, namely the Current Issues Reading Area, the Back Issues 
Reading Area and the Microform Reading Area. Together they provide 
readers with various types of local and worldwide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historical microform materials of different subjects for informational, 
recreational and research needs.

of current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y 
subscription mainly from Hong Kong, China, Taiwan, Europe, America and 

bound volumes, including some major local newspapers since their first 
publication, are kept in the Back Issues Reading Area on the 4/F. Whether 
it is general periodicals and popular magazines, or academic journals and 
newsletters, or major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you can easily find them here.

讀者可在最新報刊閱覽區閱覽世界各地的報章和期刊。
In the Current Issues Reading Area, readers can get to 
know almost everything throug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圖書館特別提供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尼、印度、泰國和菲律賓六國的主要報紙及
雜誌，為在香港居住或工作的亞洲地區人士提供當地資訊。
'Asian Selections' collection offer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Pakistan, 
Nepal, Indonesia, Ind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Asian readers residing or 
working in Hong Kong to update themselves on current events and information of 
their ow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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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五樓的縮微資料閱覽區藏有二萬二千卷縮微資料，包括香港開埠至戰前出版的中英文報章和
期刊，如《循環日報》、《華字日報》、《遐邇貫珍》、《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德臣西報
等；及現存報章如《南華早報》、《星島日報》及《明報》等；還有具歷史價值的香港文獻縮微
資料，如香港早年法例、立法局會議記錄、香港人口、政府收支、官員任命、出入口統計數字等
不同記錄，以及新界地區文獻如族譜、地契等資料，供讀者作深入研習。

》

are available for readers’ reference in
the Microform Reading Area on the 5/F,
includ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from early Hong Kong to
pre-war period such as 
Pao, Chinese Mail, the Chinese Serial, 
the Friend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Gazette, and the China Mail, etc. Existing 
newspapers such as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ing Tao Daily and Ming 
Pao Daily News are also collect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early bills and regulations 
of Hong Kong, minut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iscellanea including reports 
of population census, figures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nd village document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縮微資料閱覽區設有多部縮微資料閱讀
機，讓讀者查閱報刊及文獻的縮微資料。
Microform readers are available for 
readers to search information on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at the Microform Reading Area.今年是俄國革命一百周年，在《德臣西報》可找到

當年的報導。 
This year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news of the revolution was 
reported in the China Mail.

讀者在逾期報刊閱
覽區可隨時閱覽昨日
及前日的本地報章及
本地期刊。
Local newspapers 
of yesterday and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and local periodicals 
are on display in the 
Back Issues Reading 
Area for readers’ 
easy access.

A special home to cartographic materials
一圖勝萬言

五樓的地圖圖書館存放約四萬項參考資料，包括地圖、地圖集、香港舊照片、空中照片、香
港舊地圖，及與地圖學有關的參考書籍。重點收藏香港及中國國內的地圖，同時亦提供世界
主要國家的地圖集和旅遊圖。此外，地圖圖書館還特別收藏一些由政府部門繪製的不同類
型地圖，如刊憲的香港街道命名圖。

The Map Library, located on the 5/F, is home 

maps, atlases, old photos and aerial photos 
of Hong Kong, early maps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other cartographic reference materials. 
The main focus is placed o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while atlases and tourist
maps of major countries are also provided. In 
addition, the Map Library has also collected 
special maps on Hong Kong p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gazetted Street Naming Plans. 

五樓的地圖圖書館館藏甚豐，各類地圖應有
盡有。 
The Map Library on the 5/F provides a rich and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maps for reference.1845年《香港島形地圖》 

The ordnance map of Hong Kong 1845

「當年今月」與讀
者重溫當年今月的 
社會大事。
‘ This Month Past 
Year’r evisits social 
events happened 
in the same month 
year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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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有約與 閱讀
暑假轉眼便過去了，又是莘莘學子重拾書包回到校園的時候。世界的巨輪不停在前
進，生活再忙，學習再忙，也要透過閱讀看看世界。

要持續閱讀，可透過訂立閱讀目標或參加閱讀計劃。公共圖書館的「閱讀約章」和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鼓勵大家尤其是莘莘學子善用公共圖書館館藏，培養
良好的定期閱讀習慣。

「2017閱讀繽紛月」活動的啟動禮上，康文署署長李美嫦（右五）及嘉賓一同簽署「閱讀約章」。

閱讀約章美好承諾

「閱讀約章」是一項承諾閱讀的活動，旨在鼓勵讀者，特別是學生(幼稚園至中六)，透過自
發性的承諾，訂定個人的閱讀目標，從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在「2017閱讀繽紛月」活動
的啟動禮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署長李美嫦就與一眾嘉賓身體力行簽署「閱讀約
章」，與大家一起暢泳於書海中。

新一屆閱讀計劃快將展開

若想有系統地閱讀課外書，不妨參加圖書館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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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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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推薦等，以及在各區圖書館舉行的「月月讀書樂」
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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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已有不少喜愛閱讀的小書蟲成為「樂讀小菁英」！

新一屆「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快將展開，有興趣的家長和同學可到就近
的公共圖書館，或透過就讀學校，查詢有關報名詳情。

「2016閱讀繽紛月」親子演繹比賽冠軍
楊筐喬也有簽署「閱讀約章」，承諾在
暑假多閱讀。

「2016閱讀繽紛月」親子演繹比賽季軍
陳子永也有簽署「閱讀約章」，承諾在
暑假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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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9

暑假
中華文化

趣學

今個暑假大家有沒有出外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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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另類旅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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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
文化逍遙遊」專題展覽、文藝表演、工作坊及比賽等。一家大小共度充
實愉快的暑假之餘，更輕鬆認識中華文化。

今年的專題展覽以「中華文化逍遙遊」為主題，
介紹中華文字及其相關文化歷史，例如甲骨文
字，以及十項精選的內地及香港的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項目。

文藝表演有兒童粵劇、變臉與雜技表演、戲偶劇場、管樂演奏及
舞蹈表演等，吸引不少家庭一家大小來欣賞。

「筷樂老幼記」故事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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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語知多少」親子演繹比賽已於八月七日進行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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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有關的故事，
從中認識不同成語的來源。

冠軍  譚譚白白予(4歲歲)
演繹成語：刻舟求劍

亞軍  李臻霖 (5歲) 季軍  關栢濤 (9歲)

1177

李臻 歲
演繹成語：狐假虎威

季 栢濤 歲
演繹成語：鷸蚌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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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圖書館多元化活動豐富長者生活
各位老友記，今個秋季深水埗、離島及油尖旺區的公共
圖書館，預備了多項活動，幫助大家善用餘暇和發展潛
能。無論你喜歡當義工或講故事，有興趣於養生保健
或歷史文化，或想透過閱讀提高生活品質，這些活動都
是不錯的選擇！

深水埗區：「悅讀˙禮儀」大使計劃

計劃透過訓練退休人士向小朋友講繪本故事及分享如何正確使
用圖書館設施，一方面增加老幼之間的互動機會，另方面培養孩
子對愛護及整理圖書的責任感，並建立孩子對圖書館的歸屬感。
計劃於十月至十二月在荔枝角公共圖書館和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舉行，包括故事培訓工作坊、講故事環節及安排「悅讀‧禮儀」
大使在週末繁忙時段來到兒童圖書館，與孩子分享圖書館各種
禮儀。查詢：2746 4270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或 2928 7055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深水埗區：長者健康方程式系列

講座讓長者認識基本營養學，增加對飲食養生及運動與健康
的認識，並了解自己的營養需要，從而選擇健康的食物。

長者健康方程式系列

(I) 飲食養生 (II) 營養與運動

日期 10月21日 11月25日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746 4270 2928 7055
對象 任何有興趣人士
講者 鍾素珊博士(註冊營養師、註冊中醫師)

離島區：文化及歷史系列活動

對地區文化及
歷史有興趣的
老友記，別錯
過「離島區文
化及歷史系列
活動」。活動包
括「漫遊坪洲」
專題展覽、「坪
洲風俗與掌故」
講座及坪洲歷史導賞遊。查詢：2981 5455 (長洲公共圖書館) 或
2109 3011 (東涌公共圖書館) 。

日期 地點

展覽
9月 長洲公共圖書館

10月 東涌公共圖書館

講座
10月14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東涌公共圖書館

導賞遊
11月11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坪洲碼頭集合

離島區：健康生活樂頤年系列活動 

活動透過講座及工作坊，鼓勵長者注意健康飲食及認識養生之道
的同時，亦可讓他們認識現時資訊及科技，以提升生活素質。另
外透過長者生命故事為題的工作坊，讓年長讀者回顧過去及分享
生活智慧，記錄自己的故事。查詢：2981 5455 (長洲公共圖書館) 
或2109 3011 (東涌公共圖書館)。

名稱
長者手機攝影
及網上分享 
工作坊

飲食健康之 
有「營」 
老友記

養生保健食療 
「生命‧歷情」
長者生命故事
工作坊

日期 9月 23日 11月18日 11月19日 11月25日

時間
下午2時30分
至4時

下午2時30分
至4時

下午3時
至4時30分

下午2時30分
至4時

地點
東涌

公共圖書館
長洲

公共圖書館
東涌

公共圖書館
東涌

公共圖書館

導師
長者安居協會
導師

吳汝澄女士 
( 營養師 )

張群湘博士 
(中醫副教授 )

長者安居協會
導師

 

油尖旺區：悅享樂齡生活 

油蔴地、花園街、尖沙咀及大角咀公共圖書館於今年十月至明年一月期間，舉行專題書籍介紹，推介有
關提高長者生活品質，以及保持身心健康、充實生活和享受人生的書籍，鼓勵長者透過閱讀善用餘暇。
查詢：2928 6055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2928 4055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2926 1072 (尖沙咀公共圖書
館)、 2928 4155 (大角咀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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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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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星期六）

講題 護腦飲食

講者 郭燕盈女士(營養師)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9月9日

查詢及留座  2706 8101

21/10（星期六）

講題 護腦飲食

講者 盧碧琦女士(營養師)

時間 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時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7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1055

21/10（星期六）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高血壓和糖尿病

講者 胡婉媚女士(護士長)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元朗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7日

查詢及留座  2479 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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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資訊科技系列: 
「數碼生活媒體」講座

7/10（星期六）

講題 電子貨幣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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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報名日期  9月23日

查詢及留座  2879 5560

對象為長者及退休人士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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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星期五）

講題 以Ken Wilber的整合哲學說明莊子思

想隱涵的人禽之辨

講者 英冠球教授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助理教授)

10/11（星期五）

講題 「寧為痛苦人，不作快樂豬?」

講者 黄沐恩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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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5時45分開始，於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接待處派發，先到先

得，額滿即止。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與學海書樓合辦

14/10（星期六）

講題 從中國歷代「四夷樂」觀念看中、日、

韓三國古今音樂文化交錯

講者 余少華教授

(《中國戲曲志》(香港卷)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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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記憶講座

15/10（星期日）

講題 啟德老街坊

講者 吳邦謀先生

(英國特許工程師、航空愛好者)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10月1日

查詢 2927 6107

免費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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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星期日）

講題 生死大計

講者 陳丘敏如女士(資深護士、香港大學附屬

學院高級講師、生死教育學會理事) 

曾國威先生 

(伊利沙伯醫院紓緩護理資深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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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免費入場，請留意講座的開始接受留座日期， 

額滿即止。

「歷史文化遊蹤」講座

11/11（星期六）

講題 英皇道的歷史與建築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2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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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