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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閱讀好介紹  ‧ Summer Special

轉眼間又到暑假！配合「共享‧喜閱新時代」為主題的全民閱讀運動，公共圖書館於這
個盛夏推出「夏日閱繽紛」活動，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閱讀體驗，開拓更精彩的閱讀世界！
現在就讓喜閱小精靈向大家介紹「夏日閱繽紛」的精彩活動，誠邀你一起參加。

閱讀花園及閱讀大笪地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三日期間，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將變身成充滿書卷味的「閱讀花園」和
熱鬧的「閱讀大笪地」，並帶來多元化的活動，引發大家對書本及閱讀的興趣。豐富的活動包括：

家長而設的「繪本的魔力—啟動閱讀」講座。

分館五十多場工作坊
父母都希望子女利用暑假多親近書本，大家不妨考慮與仔仔囡囡一起學造手工書、書套和書籤！「夏日閱繽紛」期間，多間分區
圖書館會舉行五十多場工作坊，包括創意手工書、布藝書套製作、書籤製作、繪畫、科學、故事和文化共融體驗工作坊。

此外，圖書館亦安排了「閱讀看世界」及「童話故事逐個捉」書籍展覽，鼓勵家長陪同孩子一起在暑假輕鬆享受閱讀。活動詳情
可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srf。查詢：2921 2660。

障礙、視障、聽障、智障或自閉症兒童的成長和學習中的需要。

(Cosplay)方式重現書中人物。

「童書童趣」故事工作坊 摺紙小教室

繪畫工作坊

閱讀大舞台
同場還有文藝節目和比賽，都會在展覽館的「閱讀大舞台」上演，包括：

文化共融體驗工作坊

《電車小叮在哪裡》互動音樂劇場

「花與花茶的手札」讀書會

小型中西樂演奏會

「繪本的魔力 – 啟動閱讀」講座

手工藝工作坊

繪本創作工作坊

文字人分享會

陶笛繪本劇場 木偶及裝置劇場

「共讀‧同悅」讀書會藉著聲音、紙偶、顏色等元素，讓參加者更深了解閱讀讀讀

「活現書中人」親子Cosplay比賽鼓勵兒童發揮創意，與爸媽一起以角角色扮色扮演演

「夏日閱繽紛」亦為愛閱讀的大朋友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預備了「花與花茶的手札札」」讀讀書書會會，，以以以及及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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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閱讀好介紹  ‧ Summer Special

      暑期親子活動好介紹
暑假是親子溝通交流的好時機。父母與子女一起參加圖書館活動，讓小孩子在沒有壓力的氣氛下，享受快樂美好的親子時間，共
譜快樂的回憶。以下是喜閱小精靈給大家的一些好介紹：

親子故事工作坊：圖書館尋寶記

各位爸爸媽媽，七月至九月的星期日，帶仔仔囡囡來到香
港中央圖書館兒童圖書館，參加親子故事工作坊，一起在
圖書館尋寶。查詢參加辦法：2921 0385。

深水埗暑期閱讀推廣活動

醉心體育活動的熊貓「埗埗」今年又跟大家見面！現誠邀
各位一起參與深水埗區圖書館於七月至九月舉辦的暑期
活動，內容包括展板介紹體育盛事、書籍推介、填色活動
「找不同」及問答遊戲，還有三十場兒童故事時間，藉此加深
家長和小朋友對體育運動的認識及提升閱讀樂趣。

、 

夏日劇場：親子互動故事坊

透過以名人故事為主題的互動劇場，引發小朋友閱讀有關書籍的興趣，把閱讀風氣
推廣至社區。故事坊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在西貢區的公共圖書館及社區圖書館舉行。

故事伴成長：穿越中華大地

想不用離港遊學也可認識中華文化？快來參加八月在大會堂及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舉行的 
「故事伴成長：穿越中華大地」親子活動，讓圖書館的館藏帶領大家發掘中華大地的地理及文化。
活動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和中西區區議會合辦，透過四個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故事，展示中華各地
的不同特色及多采文化，如萬里長城、青藏高原、千年古都西安及絲綢之路等，讓父母與子女藉
著共讀一起探索，擴濶視野。

更多活動陸續推出
由七月開始，多區的公共圖書館陸續推出不同主題的活動，既有合家歡的親子閱讀活動，也有推廣地區歷史及文化的活動，還有
多元文化共融活動及樂齡活動等，與大家一起發掘閱讀的美好。

合家歡@圖書館
東區「認識海防歷史：親子模型工作坊」(7月)

東區「公公婆婆說故事－故事種籽同學會」(8月)

深水埗區「親子工作坊：做個誠實好孩子」(9月)

西貢區「玩遊戲、學英語」親子工作坊 (10-12月)

惜與賞＠圖書館
東區「港生活‧港習俗」系列活動 (7-9月)

中西區「生活綠悠悠」(8-9月)

西貢區「西貢區昔日的漁民生活」講座及相片展覽 (10-11月)

沙田區「沙田的節慶與社會」專題講座 (11月)

樂共融＠圖書館
離島區「多元共融社區系列」(7-11月)

中西區「共融樂聚：認識我們的社區」(9月)

觀塘區「無分你我：多元文化聚觀塘」(9-10月)

葵青區「共融社區‧閱讀樂葵青」(10-11月)

文化匯聚＠圖書館
元朗區「元朗歷史建築與文化」(9-10月)

中西區「香港文化及歷史傳承系列—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講座、工作坊及相片展覽 (11月)

耆樂無窮＠圖書館
灣仔區「樂齡共享資訊科技系列」(10月-明年1月)

油尖旺區「悅享樂齡生活」講座系列 (11-12月)

想知更多？記得緊貼圖書館的最新動態，讓愉快閱讀時刻融入生活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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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閱讀好介紹  ‧ Summer Special

 閱讀約章齊參與
喜閱小精靈提提你，第二階段的閱讀約章活動已於六
月底展開，大家快把握機會，透過自發的承諾，訂定個
人閱讀目標，從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享受箇中喜
悅。今年的「閱讀約章」更新設電子版，方便繁忙一族
參加。網址：www.hkpl.gov.hk/readingcharter

四間公共圖書館試行延長服務時間
為推動社區的閱讀風氣，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七月一日至十月一日推行
為期三個月的試行計劃，延長以下四間指定圖書館於星期日及公眾假
期的服務時間，詳情如下：

試行計劃期間開放時間

香港中央圖書館

星期日（不變） 上午十時至晚上九時

公眾假期 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士美非路公共圖書館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

‧  

：

Discover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with the HKPL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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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電子資源　伴你涼爽閱讀過暑假
Enjoy a cool summer with HKPL’s e-Resources for kids
各位小朋友，想不想趁暑假多看電子書呢？香港公共圖書館免費提供超過二十八萬項電子書，當中包含不少適合小朋友的電子書
及電子資料庫，例如BookFlix、eBooks on EBSCOhost、FunPark童書夢工廠，以及剛於七月新增的TumbleBookLibrary兒童
電子資料庫。大家不用出門就可以上網借書，涼爽閱讀過暑假。

Hi kids, fancy reading some interesting e-Books this summer?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ffers over 280,000 
e-Books. Among them are the e-Books and e-Databases for children from BookFlix, eBooks on EBSCOhost, FunPark, and the
newly added TumbleBookLibrary. You can always stay cool at home and enjoy these e-Books online.

BookFlix提供以動畫形式製作的經典故事書和非小說
類電子書，激發孩子們閱讀和學習的興趣。
BookFlix offers animated classic storybooks and 
nonfiction e-Books to arouse children’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learning.

FunPark童書夢工廠包含「Fun故事」、「Fun刊物」、
「Fun學習」和「Fun詩詞」四個主題館，通過互動界面，
提供適合3至10歲兒童閱讀的中文繁體電子書。除動畫
故事外，還有互動遊戲。
FunPark consists of four thematic portals, namely ‘Fun 
Stories’, ‘Fun Publications’ , ‘Fun Learning’ and ‘Fun 
Poems’ , providing e-Boo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uitable 
for children aged 3 to 10 through interactive interfaces. 
Apart from animated stories, there are interactiv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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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Magic Tree 
House、A to Z Mysteries
及花生漫畫等。

Children will find som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e-Books for leisure
reading or self-learning 

in eBooks on EBSCOhost, including the ‘Magic Tree 
House’ Series, A to Z Mysteries and Peanuts, and 
a lot more published by renowne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Tu m b l e B o o k 
Library 是一個互
動式的兒童英語
動畫電子資料庫，
收錄多家世界知
名童書出版商的
兒童書籍，包含動
畫有聲故事書、國
家地理頻道影音
資源、拼圖和遊

戲，以及其他外語有聲書，適合不同年齡的兒童使用。

TumbleBookLibrary is an interactive database of  
animated  English e-Books selected from well- 
established publishers of children’s books around 
the world. It contains animated  storybooks, National 
Geographic videos, puzzles and games, as well as audio 
books in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想體驗電子閱讀的樂趣？快登入圖書館的兒童電子資源專頁（www.hkpl.gov.hk/tc/kids/e-resource/e-resource_1.html）。

Visit our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Kids Homepage (www.hkpl.gov.hk/en/kids/e-resource/e-resource_1.html) to find out more 
about HKPL’s free e-Books! Happy e-Reading this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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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新一屆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New Public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 

新一屆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已於五月獲委任，
任期兩年至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委員會就公共
圖書館的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圖書館設施
和服務的發展策略和措施，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角
色、功能和管理，以及鼓勵社會支持並與各界合
作推廣閱讀風氣、終身學習和文學藝術等。

The new term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 (PLAC) was appointed this May. The 
tenure lasts for a period of two years up to 30 
April 2020. The PLAC advises the Gover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he role, functions and management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community support and 
partnership with different sectors in promoting 
reading, lifelong learning and literary arts.

成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主席： Chairman: 

李惠光先生 Mr Sunny Lee Wai-kwong 

副主席： Vice-chairperson: 

羅乃萱女士 Ms Shirley Marie Therese Loo 

委員： Members:  

陳麗霞女士 Ms Diana Chan Lai-ha
張思穎女士 Ms Spring Cheung Sze-wing
莊明蓮教授 Professor Alice Chong Ming-lin
周子烈先生 Mr Chow Tsz-lit 
何蘭生女士 Ms Ho Lan-sang
洪錦鉉先生 Mr Hung Kam-in
葉錦蓮女士 Ms Karen Ip Kam-lin 
郭斯恆先生 Mr Brian Kwok Sze-hang 
鄺俊宇先生 Mr Kwong Chun-yu
林浣心女士 Ms Maria Lam Woon-sum
林欣彤女士 Ms Irisa Lam Yan-tung
梁湘明教授 Professor Alvin Leung Seung-ming 
潘步釗博士 Dr Poon Po-chiu
蘇家碧女士 Ms Linda So Ka-pik
譚國根教授 Professor Tam Kwok-kan
黃沛琳女士 Miss Phoebe Wong Pui-lam
葉潤雲女士 Ms Amarantha Yip Yun-wan
教育局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民政事務局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政府檔案處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正副主席與我們談閱讀

閱讀是個超值歷程

主席李惠光先生表示，閱讀對他來說是不可缺少，令生命添上色彩。他小時候喜歡研究東西的
構造，閱讀正好滿足其求知慾及對知識的追求。讀工程出身的他，至今仍經常閱讀大量的書籍
及文章，特別是科技書。他表示，閱讀讓他在短短數天內便可汲取作者花上數以萬計小時完成
的著作，以及研究心得和結果，實在是個超值歷程。

要讓孩子「有樣學樣」

副主席羅乃萱女士從小喜歡閱讀，加上家人的栽培，在她的成長路上書本是她的唯一「玩具」。她
表示，閱讀和寫作就如一個銅幣的兩面，閱讀那面就像銀行存款不斷吸收，當孩子把閱讀所得的體
會和生活歷練結合起來，就可把閱讀時吸收了的詞彙用出來。她說閱讀口味要均衡，繪本閱讀可訓
練小孩子的觀察力，也促進父母和孩子的親子互動。她最開心有家長對她說孩子沉迷閱讀，然而家
長本身也要喜愛閱讀，這樣孩子才會「有樣學樣」。

Mr Sunny Lee and Ms Shirley Loo recently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and view on reading. Mr Lee said reading has helped 
quench his thirst for knowledge while Ms Loo said parents must be book lovers first if the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lov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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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中國戲曲展覽：「千古傳頌 ─ 戲曲中的經典愛侶」
Exhibition on Chinese Opera‘: Eternal Love Story－  Couples in Chinese 

Opera Classics’

唐明皇與楊貴妃、梁山伯與
祝英台、許仙與白素貞、賈
寶玉與林黛玉⋯⋯他們的
故事被編寫成一個個經典
劇目，在戲曲舞台上不絕上
演。

中國戲曲文化源遠流長，有
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至今仍
深深吸引廣大觀眾。香港中
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
心現正舉行中國戲曲展覽： 
「千古傳頌 ─ 戲曲中的經
典愛侶」，介紹戲曲中的經
典愛侶及由其故事寫成的戲曲劇目，並通過介紹不同
地方戲曲中的著名演員及其演出特點等，讓參觀者
領略中國戲曲的驚人魅力及韻味。展期至八月三十一
日，查詢：2921 0259。

一紙風行 ─ 館藏五十年代中文報章展
Exhibition on Chinese Newspapers in the 1950s

中港兩地的中文報業起源很早，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出版的中
文報刊為數相當可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百業待興、風雲多
變，正好為報章提供豐富多元的素材。

報刊以其緊貼日常生活及時效性，保存着不同時期的社會、政
治、經濟及文化等寶貴資料，具有高度的歷史文獻價值，向為
圖書館的重要館藏。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
「一紙風行 ─ 館藏五十年代中文報章展」，特別從文獻徵集
特藏的藏品中，挑選出一批五十年代在中港兩地出版的中文報
章展出，包括香港的《晶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和 
《工商日報》，以及內地的《文匯報》、《光明日報》和《新民
報晚刊》等，冀呈現當時出版事業的面貌，讓讀者回顧兩地報
章之發展和特色。對中港報業發展有興趣的朋友，別錯過這個
展覽。展期至十月一日，查詢：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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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圖書館  ‧ My Library

獲獎作品充滿喜悅和奇思妙想

初小組獲獎作品：圖書館的一角
（作品排名不分先後，以獲獎者姓名排序）

你最喜愛哪間公共圖書館？

閱讀帶來喜悅，啟發靈感和奇思妙想。今年「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的主題是「我的圖書館」，獲獎作品
均充滿喜悅及奇思妙想。初小組參賽者設計一張心意卡，送給一間喜愛的圖書館。獲獎作品色彩繽紛，
構圖用心，不單傳遞愉快閱讀的信息及帶出開心的感覺，更把不同公共圖書館的特色躍然紙上。大家在
欣賞這些得獎畫作時，認得圖中所畫的是哪一間圖書館嗎？

何穎琪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吳晅聏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阮柏鈞
佛教慈敬學校

周睿孜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 銅鑼灣 )

林思廷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 海帆道 )

邱榆林
福德學校

孫竣宥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張啟進
南元朗官立小學

梁倬寧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梁善兒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梁熙翹 
聖方濟各英文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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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圖書館  ‧ My Library

梁藯藍 莫韻浠 陳鍵滔 彭言書
民生書院小學 嘉諾撒聖心學校私立部 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 寶血小學

湯棟博 黃子菲 曾星言 
英華小學 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黃俊升 黃恩澤 黃瀞嬅 葉泓暉
慈幼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 九龍塘 ) 新界婦孺福利會有限公司梁省德學校 寶血會思源學校

鄭子誠 鄭洛蘊 譚煜曦
番禺會所華仁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將軍澳官立小學

創創作作比比賽賽得得獎獎作作品品現現於於多多間間公公共共圖書圖書館作館作巡巡迴迴展展覽覽，，並並已已上上載載至至圖書圖書館館網網站站((wwwwww..hhkkppll..ggoovv..hh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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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文學  ‧ Literature  

兒童總是充滿無限的創意和想像力，如果加以適當的啟發，便能創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
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2018年兒童文藝創作坊」，將於七月二十
八日至八月十二日舉行，透過資深兒童文學作家及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指導，讓參加的同學
發揮無窮的想像和創意，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

創作坊 講者 公共圖書館 日期及時間 查詢

兒童繪本創作坊 區燕霞女士 鰂魚涌 7月28日(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14日起派發入場券) 2922 4055
鄧美心女士

大埔 7月29日(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15日起派發入場券) 2651 4334

兒童詩歌朗誦及 梁妍女士 九龍 8月4日(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21日起派發入場券) 2926 4055
創作坊 雄仔叔叔

柴灣 8月5日(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22日起派發入場券) 2921 5055

兒童故事演繹及 宋詒瑞女士 沙田 8月11日(星期六)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28日起派發入場券) 2694 3788
創作坊 何巧嬋女士

油蔴地 8月12日(星期日) 下午2時30分至4時 (7月29日起派發入場券) 2928 6055

「兒童繪本創作坊」舉辦兩節，均為親子活動，歡迎一位家長陪同一位4至9歲小朋友參加，名額20個家庭。

「兒童詩歌朗誦及創作坊」舉辦兩節，九龍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節為親子活動，歡迎一位家長陪同一位6至9歲小朋友參加， 
名額20個家庭；另於柴灣公共圖書館舉行的一節則以10至12歲小朋友為對象，名額30位。

「兒童故事演繹及創作坊」舉辦兩節，適合10至12歲小朋友參加，名額30位。

有意參加者於活動前兩星期到舉辦活動的圖書館索取入場券，一人一票，憑票入場；每人限取入場券兩張，先到先得。

詩歌@元朗　詩歌朗誦會及展覽
元朗，一個看似熟悉的地方，大家對它認識多少？

香港公共圖書館早前邀請了十位詩人一同書寫元朗，他們有些在元朗生活、工作，有
些偶爾到此一遊，從不同的切入點，聚焦元朗，抒情寫意。他們將於八月二十六日聚
首在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現場親自朗讀所撰的詩歌。這些詩作也會在屏山天水
圍及元朗公共圖書館展出。

陳德錦與黃燕萍都從歷史切入，憶古思今，前者在塱原、在天水圍尋找元朗的起
源，後者揭開《新安縣誌》鮮為人知的秘密。胡燕青也寫歷史，卻是個人家族史，
寫胡爸爸以南生圍作起點，在香港落地生根。同樣在南生圍，吳美筠觀察候鳥歸
來，反思發展與保育的矛盾。然而，新市鎮持續發展，勢不可逆，秀實冷眼旁觀，
旅次台中，想像元朗的萬家燈火。

相對於秀實的抽離，潘步釗投入、陶醉於天水圍一抹夕陽底下的人文風情。曾以
天水圍為家，每天乘搭輕鐵出入，麥樹堅再次佇足坑尾村站月台，捕捉眾生百態。
詩人是捕捉感覺的能手，李華川與陳昌敏，一在咖啡館，一在快
餐店，感覺元朗，自得詩趣。較年輕的陳葒，筆觸更闊，元朗的餅
店、火鍋店、甜品店均見詩人腳蹤。

十位香港詩人，十首好詩，取材不同，風格各異，引領讀者到元朗
尋覓詩蹤。

詩歌詩歌朗朗誦誦會會 展展覽覽
日期日期：：88月月2266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日期日期：：88月月1日1日至至3311日日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22時時3300分分至至44時時 地點地點：：屏屏山天山天水圍水圍公公共共圖圖書書館館
地點地點：：屏屏山山天天水水圍圍公公共共圖圖書書館館 日期日期：：99月月11日日至至3300日日
名額名額：：4400名名 地點地點：：元元朗朗公共公共圖圖書書館館
查查詢詢：：2211226 76 75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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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特稿  ‧ Contribution by EDB  

11

認識正面價值觀

 一些兒童圖書，內容生動有趣之餘，並蘊含正面的教育意義，如能配合家長活潑生
動的演繹，會是一個培育幼兒品德的良機；例如：題為《青蛙的一鍋飯》的圖書，講
述青蛙小綠主動幫助其他昆蟲，後來當自己遇上困難，昆蟲們都主動伸出援手，一
同解決問題，展現「助人為快樂之本」、「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正面價值觀。家長
講這個故事之際，除了加深子女對正面價值觀的認識，也能讓他們感受到家長對那
些正面價值觀的認同。良好的品德，便會在不知不覺間培養出來。

認識自己

家長也可藉親子共讀的機會，選取不同題材的圖書，讓子女認識一些新知識和概念，例如
自己的身體。題為《我為甚麼有肚臍》的圖書，便是運用有趣生動的手法，先從幼兒視點
開始，帶出主角對肚臍的好奇，從而引入肚臍是媽媽懷胎與幼兒連繫的印記。全書以淺白
的文字和有趣的圖畫，從一個有趣的問題開始：「我為甚麼有肚臍」，帶出相關的性知識
和母愛的概念，加深幼兒對相關知識的掌握之餘，也培養「孝順」、「關愛」等正面的價值
觀，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圖書。

培養思維、創意和溝通能力

一些圖書，內容天馬行空，充滿創意：如松鼠和小鳥可以成為朋友，毛巾和牙擦能互相交談。家長如果和子女一
起共讀，可以思考如何加些互動元素，例如：故事的中段，可停下來問問子女：「如果你是它(故事主角)，你會做
甚麼？」、「如果它(故事主角)作出另一個選擇，你想結局會有甚麼改變？」。這樣除了引發幼兒的創造力和想像
力，也可藉此培養他們的思維和溝通能力，更能為親子共讀的時光，平添不少趣味，不難成為他們長大以後美好
的回憶！

製造愉快的親子共聚經驗

今天坊間或在公共圖書館，可以找到一些以立體形式展示的圖書。這些圖書，製作精美並充滿互動元素，有些更
附有手指布偶。父母可運用這類圖書，生動有趣地與子女分享故事內容，更可一起嘗試書中那些互動遊戲，增加
親子共讀的樂趣。網上也有一些教導如何製作立體書的視頻，家長可以作為參考，並與子女合作，一起製作屬於
自己獨有的互動圖書。

 一直以來，教育局積極推動閱讀。建基於現有的基礎和優勢，我們將
會匯聚各方力量，進一步於幼兒教育階段，以「親子閱讀」作為推廣方
向，結合多項措施推廣幼兒閱讀，例如：舉辦工作坊，邀請幼稚園教師、
家長或照顧幼兒的長輩，與幼兒一起參與；組織更多義工團隊，到不同
社區推動家長與幼兒一起閱讀。期望家長多參與有關活動，享受親子
共讀的樂趣。

培養閱讀習慣˙推動全城閱讀
親子共讀樂趣多
家長在子女健康成長、均衡發展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也是引導子女女
認識身邊的人和事，養成良好品德的重要橋樑。幼兒天生好奇，喜歡探索索。。
家長可以身作則，常常閱讀，讓幼兒感到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便會會依依
樣模仿，慢慢從小培養閱讀興趣和建立閱讀習慣。

幼兒閱讀的重點是透過閱讀讓幼兒進入豐富想像空間。家長更可選擇一一些些關關於於
品德或良好行為的故事，與子女一起共讀。試想像家長將子女擁抱在懷中中，，陪陪他他們們
看圖書或給他們說故事，按情節進行角色扮演，配合抑揚頓挫的聲調、語語氣氣和面部部
表情，並以提問方式幫助子女理解書中的情節或故事背後的意義。這一方面可幫助子女逐漸建立是非對錯的
觀念，另一方面家長也可享受愉快的親子時間。

香港公共圖書館經常舉辦「親子閱讀講座」，並把講座的錄音上載至圖書館網站內，想知香港公共圖書館經常舉辦「親子閱讀講座」，並把講座的錄音上載至圖書館網站內，想知道如何與孩道如何與孩
子共讀的家長，可登入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這些「親子閱讀講座」。  網址： https://mmis.hkpl.gov.hk/子共讀的家長，可登入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這些「親子閱讀講座」。  網址： https://mmis.hkpl.gov.hk/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12

專題講座  ‧ Talks

攝影講座 
與香港攝影學會合辦

27/7（星期五） 中圖

講題 美食攝影

講者 汪恩賜先生(本地攝影師)

時間 下午7時30分至9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59

免費入場券將於講座當日下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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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講座

29/7（星期日） 中圖

講題 香港鮮為人知的地質美景和考古 
發現

講者 陳龍生教授(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榮譽 
教授、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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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哲學講座︰ 
日常生活的哲學思考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3/8（星期五） 中圖

講題 「日用逍遙」：莊子的處世之道

講者 李敬恒博士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署理副院長)

7/9（星期五） 中圖

講題 一直被生活欺騙的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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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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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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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星期六） 粉嶺

講題 健腦心理錦囊

講者 陳鴻祥先生(臨床心理學家)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粉嶺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7月28日

查詢及留座  2669 4444

12/8（星期日） 藍田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中風

講者 尹秀玲女士(護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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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9日

查詢及留座  2927  7055

8/9（星期六） 香港仔

講題 醒腦秘笈

講者 陳麗虹女士(職業治療師)

時間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8月25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1055

15/9（星期六） 將軍澳

講題 慢性疾病與腦健康：高血壓和糖尿病

講者 曾妙琪女士(註冊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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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查詢及留座  2706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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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講座系列 
與學海書樓合辦

17/8（星期五） 中圖

講題 「書 海驪珠」之海隅風雅─ 中文大 

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及香港詩文

文獻

講者 鄒穎文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副研究員)

14/9（星期五） 中圖

講題  古籍 雋永 滿目琳瑯─香港大學 

馮平山圖書館古籍收藏

講者 陳偉明先生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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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不設留座。

生死教育講座︰ 
曲終情未了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26/8（星期日） 中圖

講題 平安三寶

講者 陸文慧律師(《贏在終點線》作者)、 
廖綺華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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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Issue 101 | July 2018 | Bimonthly newsletter |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Logistics Department
第101期 | 2018年7月 | 雙月刊 | 香港公共圖書館出版 |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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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