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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香港文學，大家會想起甚麼？若想認識香港文學，又可從何入手？香港公共圖書館透過豐富的
文學館藏及不同類型的文學活動，打造一片屬於本地的文學風景，等待大家去認識和欣賞。

想看優質的香港文學作品？不妨由「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獲獎書籍開始。想找本地創作的古
典詩詞？就不要錯過「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的獲獎作品。想深入認識或研究香港文學的發展？專
門蒐集本地文學作品及作家資料的香港文學資料室能幫到你。

What will you think of when talking about Hong Kong literature? Where and how can you learn more 
about it? By providing a rich and balanced mix of library stock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literary landscap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閱讀優質的文學作品不但可擴闊視野、誘發創意，更讓我們反思人
生，開啟心靈智慧。公共圖書館於一九九一年設立「香港中文文學
雙年獎」，以表揚本地文學作家的傑出成就，同時推動出版商出版
優秀文學書籍，是發掘本地優質文學作品的重要平台。

多年來獲獎書籍已有一百四十多冊，當中有新詩、散文、小說、文學
評論及兒童少年文學作品，全都可在公共圖書館找到。我們熟悉的
本地作家如也斯、朱少璋、胡燕青、葉輝、阿濃等都曾獲獎。得獎作
品都是經本地及港外評委用心選出，是閱讀本地文學的最佳選擇。

想知歷屆雙年獎有甚麼獲獎書籍？大家可在圖書館網頁瀏覽獲獎
作品名單，也可留意在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歷屆雙年獎獲獎作品巡迴
展覽，更可從圖書館外借這些作品細心閱讀。

Awarded literary works close at hand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 high-quality literary works by Hong 
Kong writers, the award-winning works of the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Biennial Awards) will 
be your choice. Organised by the HKPL every two years, the 
Biennial Awards aims to recognise the excellence of Hong Kong 
literary writers and encourage the publication of quality local 

winning books which are all available in HKPL’s collection.

文學創作源於生活與想像，與我們的生活體驗、情感密不可分，就
像今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的獲獎作品，主題環繞生活及情感，
參賽者憑著無限創意，把香港花展、氣候暖化、禮賓府開放日、電
車遊、中環電梯、蝸居及地鐵通車寫成一首首優美的古典詩。文學
就在身邊，古典詩詞也可以很「貼地」。那些大家「見慣當作平常」
的身邊事物，也是文人創作的靈感
來源呢！

「第二十七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律詩」的冠軍作品刊登於今期《通
訊》的第八頁，而所有獲獎作品亦
已上載至公共圖書館網頁。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Literature originates from life experience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our lives. Even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produced by local poetry 
lovers can be very down to earth and close to everyday life. 

For example, the winning poems from the 27th Chinese Poetry 

allegories on personal feelings and 
concern over current social issues, 
expressing the subtle cor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our daily l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writers. 
All the winning poems are available 
in the HKP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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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公共圖書館還經常舉辦多樣化的文
學藝術推廣活動，包括香港文學節、中文文學創作獎、文
學月會、詩詞寫作講座、青年創作坊及兒童文藝創作坊
等，推動更多文學愛好者為香港文學這塊園地開墾耕耘，
讓香港文學這片風景更加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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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he footprints of local literary writers

ociety. For those who want to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literature, 
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is 
 resourceful trove.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provides reference 

materials including books and periodicals, 
authors’ manuscripts, authors’ portrait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Some of the authors’ 
manuscripts and clippings related to local 
literature have been digitised and are available 
in the HKPL’s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The HKPL also organises many other literary 
activities for the promo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They include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Awards for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Monthly Literary Talk, Talk Series on Chinese 

oetry Writing,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for Youths and Creative Writing 
orkshop for Children to enhance people’s interest in literary arts. 

新一屆雙年獎獲獎書籍新鮮出爐

Award-winning works newly born

「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頒獎禮剛於十一月十一日舉行，今屆共有九
本書籍獲獎，其中麥樹堅的《絢光細瀧》和彭浩翔的《伊巴謙的一天》獲頒
雙年獎，鄭政恆的《記憶後書》、鍾國強的《開在馬路上的雨傘》、杜杜的《飲
食調情》、崑南的《旺角記憶條》、陳苑珊的《愚木：短篇小說集》、黃勁輝的 
《劉以鬯與香港摩登：文學‧電影‧紀錄片》、陳櫻枝的《陳櫻枝童話選》均獲
頒推薦獎。

The winning works of the 14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recently announced on 11 November. Details are available 
in the HKPL Website.

「第十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獲獎名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新詩組

推薦獎 《記憶後書》 鄭政恆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851.48 8719

推薦獎 《開在馬路上的雨傘》 鍾國強 文化工房 851.48 8261

散文組

雙年獎 《絢光細瀧》 麥樹堅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848 4047

推薦獎 《飲食調情》 杜杜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848 4444

小說組

推薦獎 《旺角記憶條》 崑南 香港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857 2240

推薦獎 《愚木：短篇小說集》 陳苑珊 紅出版(青森文化) 857 7541

文學評論組

推薦獎 《劉以鬯與香港摩登：文學‧電影‧紀錄片》 黃勁輝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829 7222

兒童少年文學組

雙年獎 《伊巴謙的一天》 彭浩翔 Kubrick 857 4238

推薦獎 《陳櫻枝童話選》 陳櫻枝 風雅出版社 J 859.4 7544

想更深入認識和研究香港文學及其發展，不妨來到香港
中央圖書館八樓的香港文學資料室。推廣文學藝術是香
港中央圖書館其中一個重要使命，自啟用以來，圖書館
不斷建立文學館藏，位於八樓的香港文學資料室網羅各
類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包括香港
文學書籍及期刊、作家手稿、畫像
及剪報。

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亦存放了
部分已獲授權數碼化的作家手稿及
文學剪報，讓大家能隨時隨地接觸
本地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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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一扇窗  ‧ A window to HKCL 

 

Literary trove in HKCL
中圖的文學寶庫

如想了解香港，文學可以是重要線索。如想了解香港文學，香港
文學資料室會是個好幫手。香港中央圖書館（中圖）八樓的香港
文學資料室，專門蒐集、整理和保存本地的文學作品及作家資
料，推動本土文學的發展及研究，是認識香港文學的起步點。

Fancy learning more about Hong Kong through its local
literature?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is an ideal starting place for you. As 
a special reference unit of the HKCL,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aims to preserve loc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promote study 
and research related to Hong Kong literary scene.

在香港的文學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默默耕耘，創作屬於香港的文學作
品。香港文學資料室外表看來沒甚麼特別，內裡卻存放著幾代香港作家的創
作心血。

資料室內的「香港文學特藏」現有約六萬五千項資料，種類包括香港文學書
籍及期刊、作家手稿、畫像、剪報，以及香港文學作家資料庫。體裁方面，除
新詩、小說、戲劇外，還有文學史、文學評論及翻譯文學等，以及近年興起的
旅遊文學。

The look of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may be nothing special, yet it 
is home to the works of Hong Kong authors of generations.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has a stock of about 65,000 items 
of reference materials which include books and periodicals, authors’ manuscripts, authors’ portraits, newspaper clippings and a 

literature as well as travel literature. 

杜國威的杜杜國威的威的手手稿手稿稿 Raymond To÷s manuscript 西西西西的手的手的手稿稿稿 Xi Xi÷s manuscript

八十年代的《新穗詩刊》
New Harvest Poetry 
Magazine published in 
1980s

圖書館的香港文藝
期刊涵蓋上世紀三十
至八十年代出版的刊
物，包括《島上》。
Literary journal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from 1930s to 1980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at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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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啟明先生所繪畫的香港作家素描
Portraits of Hong Kong writers by Mr Kong Kai Ming

黃慶雲
Huang Qing Yun

舒巷城
Shu Hong Sing

香港文學資料室收集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南來作家至新世代年輕作家
的作品，無論是許地山、徐訏、劉以鬯、張愛玲、西西、阿濃、蔡炎培、
關夢南、胡燕青、杜國威，或是潘國靈、韓麗珠、王貽興、游欣妮等，大
家都可在香港文學資料室找到他們的作品。

二零零三年起，中圖相繼建立多個本地作家的文庫，包括劉以鬯、高旅、
劉靖之、魯金、劉唯邁、舒巷城及羅 烈等。這些文庫不但豐富了圖書
館的館藏，更為研究香港文學發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除建立本地文學館藏外，香港文學資料室
亦定期舉辦有關本地作家及文學作品的
專題展覽及講座。

Information on local authors from the 
1930s to the young budding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can be found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Some of them 
include Xu Di Shan, Xu Yu, Liu Yi Chang, 
Eileen Chang, Xi Xi, A Nong, Cai Yan 
Pei, Kwan Muk Hang, Wu Yin Ching, 
Raymond To, Lawrence Pun, Hon Lai 

舒巷城文庫目錄Chu, Ong Yi Hing as well as Yau Yan Ni Shu Hong Sing Collection 
and a lot more. Catalogue

Since 2003, a number of collection related to local authors and 
scholars have also been set up, such as Liu Yi Chang, Gao Lu, Liu 
Ching Chih, Lo Kam, Lau Wai Mai, Shu Hong Sing and Lo Hong Lit, 
which further enrich the library’s stock and facilitat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literature.

Apart from
building up its 
collectio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also organises 
regular talks 
and thematic 
exhibitions on 
local literature.

現正於香港文學資料室舉行的「閱讀起動—從運動
小說開始」專題展覽介紹新一代的本地創作。
The thematic exhibition on sports fiction currently held in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highlights some of the 
popular sports fiction works by local writers.

館藏資源

香港文學特藏現時約有六萬五千項資料，包括香
港文學書籍及期刊約二萬七千冊，作家手稿約四千
份，畫像約三百幅，剪報約三萬四千份。

中國文學作家特藏書籍約五萬一千冊，包括中國
大陸、臺灣、澳門和海外華人作家的文學作品。

香港鄉村生活特藏書籍約一千二百冊，文獻約一
千件。香港鄉村生活特藏收集了幾位早期新界人
士收藏的書籍及文獻，對研究早期香港的經濟、
社會、文化狀況及傳統鄉村生活特色極具價值。

Resources at a glance 

Hong Kong Literature Collection has a stock
of about 65,000 items of reference materials 
which include some 27,000 volumes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4,000 authors’ manuscripts, 
300 authors’ portraits and 34,000 newspaper 
clippings. 

Chinese Literary Authors Collection 
comprises some 51,000 volumes of books of 
Chinese literary authors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Macau and overseas countries.

Hong Kong Village Life Collection has a
stock of about 1,200 books and 1,000 historical 
documents obtained from several early New 
Territories citizens. These valuable books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early Hong Kong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life.  

大家可於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瀏覽部分已獲授權數碼化的
作家手稿及文學剪報。
Some of the authors÷ manuscripts and clippings related to local 
literature have been digitised and are available in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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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文采風流 ─ 香港古典詩文作品」 展覽
Exhibition on Classical Poetry and Prose in Hong Kong

香港古典詩文的發展，與中國文學在香港之
演進，可謂一脈相承。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
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辦「文采風流─香港古
典詩文作品」展覽，簡介從清末民初到上世
紀九十年代香港古典詩文的創作及發展。

展覽從「文獻徵集特藏」的藏品中，揀選
不同時期的古典詩文作品展出，包括溫肅、
羅�烈、蘇文擢、楊虞及何叔惠等文人學
者的創作，讓讀者在欣賞佳作的同時，加
深對香港古典詩文發展的認識。對香港早
期文學及香港詩壇有興趣的朋友，請勿錯
過這個展覽。展期至二零一八年二月底。 
查詢：2921 0323。

溫肅詩《次韻和琴初五十書憤》
Wen Su÷s poetry Ci yun he qin chu wu shi shu fen

An exhibition on classical poetry and prose in Hong Kong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until 28 February 2018. Showcasing the poetry and prose written by some 
influential poets and scholars, the exhibition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prose in Hong Kong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1990s. Enquiries: 2921 0323.

在線上 ─ 纖維藝術探索展覽
Line On Line – Let’s Explore Fibre Art Exhibition

纖維藝術是甚麼？頸上的圍巾？牆上的掛飾？懷裡的公仔？一團毛
線？繽紛的縫補布片？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由十二月十三日至明年四月三日，
將舉行「在線上— 纖維藝術探索」展覽。展覽由圖書館與聖雅各福
群會‧藝想合辦，透過展出不同的編織作品，加深參觀者對纖維藝
術的認識。此外，中央圖書館於十二月十六日將舉辦兩場纖維藝術
體驗活動，讓參加者藉著學習織布或羊毛氈的技巧，對纖維藝術有
更多了解。詳情可瀏覽圖書館網頁。查詢：2921 0256。

An exhibition titled ’Line On Line — Let's Explore Fibre Art'  will 
be held at the Arts Resource Centre on the 10/F of the HKCL 
between 13 December 2017 and 3 April 2018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flbre art through showcasing the weaving works 
by the members of the St. James' Creation team. Two workshops 
will also be held in the HKCL on 16 December to give participants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lbre art. Please refer to the HKPL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Enquiries: 2921 0256.

纖維藝術體驗活動 Experiencing Fibre Art
日期 Date : 16/12 
時間 Time : 2:30pm -3:15pm & 3:45 pm -4:30pm
地點 Venue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Activity Room 1,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活動於12月4日開始接受報名，敬請於香港中央圖書館開放時間內致電 2921 0256 登記留座。
免費入場，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Seat reservation starts on 4 December. Please call 2921 0256 for seat reservation dur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ree admission. First come, flrst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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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

以「我的圖書館」為主題，舉辦2018年「4‧23世界閱讀日創

作比賽」。比賽結合閱讀與創作，鼓勵兒童及年青人擴闊相關

主題的閱讀領域，善用既免費又便捷的公共圖書館，在書海

中暢遊，體驗廣博多元的資訊，讓生命更豐盛。

比賽分為以下四個組別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有關詳情及報名方法，請向就讀學校查詢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Competition details and application form have been sent to school and uploaded onto the HKPL Homepage.

www.hkpl.gov.hk/wbd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organise the‘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in 2018 on the theme‘, My 

Library’,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Book Day on 23 April. The objectiv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stimulate children and youth 

on the reading interest of the theme. It also encourages them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reading in a sea of books provided 

freely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so as to enrich their own life.

閱讀天地  ‧ Reading Corner

組小組初小組小組小 高高小組組小組小組小組小 初中中中初中中中中組組組組組組組 高中中高中中中組組組組組

網頁 Homepage查詢 Enquiries 2921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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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
  創作比賽

香港雖是國際金融中心，但喜歡創作古典詩詞的
朋友其實也不少。當中有些更在圖書館的詩詞創
作比賽中一展文采。他們憑著無限創意，把香港花
展、氣候暖化、禮賓府開放日、電車遊、中環電
梯、蝸居及地鐵通車等寫成一首首優美的古典詩。

「第二十七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律詩」頒獎禮已
於九月二十八日舉行。
今屆比賽共收到超過一
千份參賽作品，反應非
常熱烈。公開組冠軍作
品勾勒出木棉樹的硬朗
形象；而學生組冠軍作
品借花喻人，寓意生命
有限，行樂當及時。其
他得獎作品取材豐富，
有借景抒情，也有表達
對社會和時事的關注。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動）鄭學仁博
士、評判劉衛林教授和何文匯教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
淑芬、評判黃坤堯教授、陳志清教授和陳煒舜教授與得獎者合照。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動）鄭學仁博

公開組及學生組得獎名單如下，所有獲獎作品已上載至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poetrywriting。

學生組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就讀院校

冠軍 霍詠儀 仲春遊香港花展有作 香港樹仁大學

亞軍 邱嘉耀 重遊 香港中文大學

季軍 梁采珩 青山紅樓拆卸風波 香港中文大學

王宇軒 闕題 皇仁書院

岑昆倫 詠沙田公園鯨魚石雕 恒生管理學院

優異獎 廖韋堯 期末感懷 香港城市大學

蔡奕婷 氣候暖化怪象 香港大學

嚴瀚欽 冬日遊遮浪半島有感 嶺南大學

游煒嵐 丁酉雞年柏架山道自然徑踏青有感 香港教育大學
特別獎

劉浚㮾 觀〈九十風華帝女花〉有感 香港中文大學

公開組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冠軍 李瑞鵬 遠山望木棉樹

亞軍 陳偉祥 秋逸

季軍 杜文彬 丁酉暮春禮賓府開放日看花有懷

李裕韜 胥務紀實

李敬邦 乘電車偶記

優異獎 施教農 中環電梯

鄔弍窩 南山

潘少孟 還鄉

李婉君 蝸居銘
特別獎

杜鑑深 地鐵通車

文學‧ 文學  ‧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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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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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活動增添生活趣味
如何從容面對生活壓力？怎樣在生活中實踐升級再造？想認識傳統圍
村盆菜及香港飲食文化？歡迎參加公共圖書館的活動，為生活增添趣
味，也許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從容面對 ‧駕馭人生

大家經常會在傳媒或社交生活中接觸到沉溺、壓力及驚恐症等話題。中西區的公共圖
書館將於十二月舉辦兩場講座，讓大家從心理學的角度去認識和了解這些行為及心理
現象，消除謬誤，並多關注及正視心理健康。講座由資深註冊社工黃南輝先生主講。

 

講座一：戰勝沉溺與壓力

日期：12月9日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2555

講座二：驚恐症及如何防治

日期：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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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生活‧升級再造

大家有否想過利用廢棄的物料為家中增添時尚擺設？為讓大家了解設計藝術及可持續
生活的關係，調景嶺公共圖書館將於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一日舉行「可持續生活‧升級
再造時尚紡織品」展覽，展出由本地設計師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學生合力升級再造的
手工編織裝置藝術，包括椅套︑檯墊及牛仔布咕𠱸等。

此外，圖書館於十二月九日及十二月十六日舉行兩場「可持續生活‧升級再造」講座及工作坊，前者「時尚編織家居擺設」工作坊
會與參加者利用廢料再造掛毯牆飾，後者「牛仔時尚家具擺設」工作坊則會利用牛仔布廢料製作紙巾盒套，為家居增添環保時尚。 
查詢：2360 1678。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屏山傳統盆菜文化導賞

元朗「食」「事」之「食」 元朗「食」「事」之「事」

講者：梁家權先生 講者：梁家權先生 講者：鄧聯興先生
日期：12月9日 日期：12月10日 日期：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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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集合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查詢：2479 2511 查詢：2126 7520

元朗「食」「事」專題講座暨屏山傳統盆菜文化導賞

談到元朗區的飲食，大家可能想起涼粉和老婆餅！元朗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十二月舉行兩節講座及一節「屏山傳統盆菜文化導賞」活
動，加深大家對元朗區飲食文化及飲食業發展的認識。資深新聞工作者及飲食專欄作家梁家權先生，將介紹元朗區的飲食文化及飲食
業；而導賞活動則由屏山
傳統盆菜及屏山九缽的
專家鄧聯興先生，在「屏
山傳統盆菜」菜館內介
紹圍村盆菜及屏山九缽
的歷史，讓參加者實地
了解元朗屏山圍村的傳
統飲食文化。

「港飲港食」專題展覽

飲食是每一個城市最真實︑最親民的生活文化。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將於明年一月三日至二月二十七日，舉行「港
飲港食」專題展覽，介紹香港中外薈萃的飲食文化︑本地飲食的源流、食肆的演變及食品的包裝設計。若意猶未盡，大家更可瀏覽
圖書館「香港記憶」網站內的「開飯城市」專題展覽，了解香港的大牌檔和茶餐廳文化。網址：www.hkmemory.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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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長者日，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十一月和十二月舉辦多項活動，內容包
括長者健康、飲食與運動、心理健康、樂活人生及長幼共融等多個範疇，
不但切合長者的生活需要，也鼓勵他們發展多方面興趣，歡迎長者及其照
顧者參加。

連串講座涵蓋多種長者常見的健康
問題，加強長者的健康意識及自我照
顧能力，以及提升照顧者的護老服務
質素。

專題講座

主題：認知障礙症與老年抑鬱 主題：醒腦秘笈 主題：預防中風—中醫篇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8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地點：粉嶺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4055 查詢：2746 4270 查詢：2669 4444

專題講座

主題：膝關節痛及骨質疏鬆之
主題：認識認知障礙症 主題：從大小便看健康

預防與治療
日期：11月19日 日期：11月19日

日期：11月19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時間：上午10時至11時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地點：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0535 查詢：2479 2511

查詢：2927 4055

專題講座

主題：中醫話你知－骨質疏鬆症

日期：12月2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上水公共圖書館
查詢：2679 2804

專題講座

主題：運動與抗衰老 主題：長者健體樂 主題：長者的養生保健食療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8日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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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地點：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1 1055 查詢：2706 8101 查詢：2922 4055

飲食與運動
俗語說：「飯後百步走，能活九十九。」散步可促進消化吸收，是一種簡單易行的養生法。注
意飲食養生，配合適當的運動及良好的生活習慣，長者們定必能活得更健康和精彩。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主題：營養有妙法之擊退三高
主題：飲食健康之有「營」老友記 主題：長者飲食及營養需知 主題：中醫四時養生

  （糖尿、膽固醇及血壓）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19日 日期：11月19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2時
地點：長洲公共圖書館 地點：柴灣公共圖書館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地點：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81 5455 查詢：2921 5055 查詢：2926 4062 查詢：2927 3055

專題講座

主題：秋冬的養生之道 主題：養生保健食療 主題：營養與運動 主題：如何同肥胖講拜拜

日期：11月19日 日期：11月19日 日期：11月25日 日期：11月26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3時至4時30分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 7520 查詢：2109 3011 查詢：2928 7055 查詢：2927 7055

長者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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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資訊站  ‧ Branch Highlights

精神健康包括穩定情緒，熱愛生命及與 專題講座
人和諧共處。長者如何保持精神健康？ 主題：「談情說愛：晚晴溝通有妙法」

照顧者如何與長者溝通？ 日期：11月18日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工作坊 查詢：2921 2555
主題：「長者與家人溝通」

日期：11月18日 主題：「心安家寧：有傾有講有得揀」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日期：11月19日
地點：荃灣公共圖書館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查詢：2490 3891 地點：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2 6055

「認識長者情緒需要」講座

日期：11月25日 日期：11月25日 日期：12月10日 日期：12月23日
時間：上午9時30分至11時 時間：下午1時至2時30分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地點：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新蒲崗公共圖書館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查詢：2923 5065 查詢：2927 6107 查詢：2126 7520

長者趁著退休的機會，把握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生活也可以多
姿多采及活躍豐盛。樂活人生系列有助長者發展多方面的興趣，
如粵曲、盆景和手機攝影等。

專題講座

主題：樂活‧黃金歲月 主題：如何唱出高水準粵曲

日期：11月18日 日期：11月25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北葵涌公共圖書館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2421 4740 查詢：2921 1055

怡情雅趣盆景樂

講座：盆景的栽種和修剪 講座及工作坊：盆景的保養和欣賞

日期：12月2日 日期：12月9日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2928 6055 查詢：2928 4055 

長者資訊科技系列

主題：手機攝影及編輯相片工作坊 主題：手機拍攝短片及剪輯工作坊

日期：12月2日 日期：12月16日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2879 5560 查詢：2879 5560

悅享樂齡生活
花園街、尖沙咀及大角咀公共圖書館分別於十一月、十二月及明年一月，舉辦「健康快樂活到
老」書籍展覽，推介有關提高長者生活質素，以及保持身心健康、充實生活和享受休閒人生
的書籍，把閱讀風氣擴展至社區。

長幼共融活動
圖書館不僅是知識傳承的地方，更是搭起不同世代交流的友善空間。多間公共圖書館
於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間，推出「長幼Ｘ自理Ｘ傳承」長幼共融活動，透過繪本閱讀及長者
分享，讓小孩子學習正確握筷子、綁鞋帶及基本縫紉的方法。活動詳情請留意張貼在各
圖書館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

心理健康

樂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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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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星期日）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中風

講者 巫佩貞女士(護士長)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荃灣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11月5日

查詢及留座  2490 3891

17/12（星期日）

講題 你的運動有助預防認知障礙症嗎

講者 李統宇先生(註冊物理治療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12月3日

查詢及留座  2324 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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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星期六）

講題 在家離世

講者 湯嘉偉博士(醫護教育者)

 廖進芳女士(資深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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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3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歷 史文化遊蹤」講座

25/11（星期六）

講題 筲箕灣東大街的文化風景

講者 陳天權先生(專欄作家及自由撰稿人)

時間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地點 柴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5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與學海書樓合辦

25/11（星期六）

講題 古琴之美

講者 劉楚華教授(新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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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變遷20年」 
專題講座系列

26/11（星期日）

講題 香港飛航─從啟德機場到香港國際

機場

講者 劉智鵬博士（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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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講座

3/12（星期日）

講題 知道點粵劇─廣東大戲的樂與路

講者 張文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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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新世代」講座

9/12（星期六）

講題 如何避免勒索電腦病毒感染?

講者 簡錦源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開始留座日期  11月11日

查詢 2921 0348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都  會香港」專題講座:
創意創新科技 
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合辦

10/12（星期日）

講題(一) 鈣片真的能夠補骨嗎?

講者(一) 楊偉國博士(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矯形及創傷外科副教授)

講題(二)「蝙  蝠」背後的科技

講者(二) 黃錦輝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 

 副院長(外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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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2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香港記憶講座

20/1/2018（星期六）

講題 北角沿岸百年變遷

講者 余震宇先生(「香港舊照片」創辦人)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2018年1月6日

查詢及留座 2922 40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專題講座  ‧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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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