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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享譽國際的漢學家饒宗頤教授（1917-2018），於今年二月六日仙逝，享壽
101歲。為紀念饒教授，並展示一位香港學人畢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及
學藝研究成果，香港中央圖書館將於今年十月三日至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在
八樓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珍本閱覽室及參考圖書館書籍展覽區舉行「好古
樂道 — 饒宗頤教授學藝成果展」。

此次展覽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合辦，並由饒學聯匯
支持，將全面展出饒教授對中國傳統學術及藝術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
其部分書法作品、手稿、論文抽印本等，並附以各種中國內地及香港學術界
人士研究饒宗頤教授之著作。

饒宗頤教授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超過七十年，著作等身，其學術研究
範圍非常廣博，蓋可歸納為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
楚辭學、史學（包括潮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
術史等十三大門類。

文化及歷史資源角主要透過饒教授之學術著作、論文抽印本及部分手稿複製本，展示饒宗頤教授之學術研究成果，當中包括《符號．
初文與字母：漢字樹》、《巴黎所見甲骨錄》、《詞籍考》、《畫  ：國畫史論集》、《甲骨文通檢》、《潮州志》、《楚辭地理考》，以及收
羅饒教授治學生涯中主要學術研究論著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等。

先雷雨先生拍攝 PPhoto by Mr Lei Yu

《扶桑桑紀遊詩卷》（局部）
ms on Tripps to Japan Poem (Partial)

《長洲集》稿卷（局部）
Collectedd Poems of Cheung Chau (Partial)

《潮州志》
he Gazetteers of ChaozhouThe GazetteThe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Jao Tsung-ig

》《楚辭地理考》
Study oon the Geography of ofStudy on the Geography of

Songs of Chu

饒宗頤教授亦擅長寫作中國各體傳統詩詞、駢文、賦和古體散文。珍本閱覽室將展出饒教授之書法作品及文學作品集，如《長洲
集》稿卷、《扶桑紀遊詩卷》、《白山集》、《黑湖集》、《睎周集》、《選堂詩詞集》及《文化之旅》等。饒教授的墨寶「流雲藹青闕
金壺啟夕輪」對聯將同場展出。最後，參考圖書館書籍展覽區主要展出饒宗頤教授的藝術圖錄，包括《饒宗頤藝術創作匯集》、 
《饒宗頤藝術經典》及《蓮蓮吉慶︰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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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為配合展覽，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將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行三場有關饒教授的專題講座。圖書館亦印備以饒教授繪畫 
「漢人吉語四色荷花」所製的四款書籤，分階段於展覽及講座期間派發，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查詢：2921 0285。

「漢人吉語四色荷花」書籤 
‘Four Screen Lotus’Book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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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 Art Publications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To commemorate Professor Jao Tsung-i (1917 – 2018), the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who passed away on 6 February, an 
exhibition titled ‘The Academic & Art Publications of Professor Jao Tsung-i’ will be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Rare Book Reading Room as well as Book Display Area of the Reference Library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rom 3 October until 26 February 2019. Co-organis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and 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Jao Link, the exhibition aims to demonstrate Professor Jao’s endeavour 
to pas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his research achievement both in academic and art fields.

This exhibition will comprehensively display Professor Jao’s publications of various subjects in academic and art research, as well 
as calligraphy, manuscripts, offprints and so on, along with works on studies of Professor Jao by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ree tie-in talks on different topics about Professor Jao will also be held on 14 October, 3 November and 9 December in the 
Lecture Theatre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our bookmarks on Professor Jao’s ‘Four Screen Lotus’ will be available for 
free distribution by phase during the exhibition and talks. The bookmarks are available while stock lasts. Enquiries: 2921 0285

展覽 Exhibition

日期 Date：3.10.2018－26.2.2019
地點 Venue：香港中央圖書館8樓 8/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珍本閱覽室 Rare Book Reading Room    
                                                                                        ‧參考圖書館書籍展覽區 Book Display Area, Reference Library

講座 Talks 

14.10.2018 (星期日 Sunday) 3.11.2018 (星期六 Saturday) 9.12.2018 (星期日 Sunday)

饒宗頤教授書畫藝術創作上的新路向 中流自在心 — 饒宗頤教授的人生智慧 饒宗頤先生的理論建設 
The New Approaches to Painting and An Unrestrained Mind – Professor Jao Theory Development of Professor Jao 
Calligraphy by Professor Jao Tsung-i Tsung-i’s Life Wisdom Tsung-i 

講者 Speaker： 講者 Speaker： 講者 Speaker： 
鄧偉雄博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 李焯芬教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鄭煒明博士（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
Dr. Tang Wai Hung (Deputy Director of Professor C.F. Lee (Director of Jao Tsung-I Dr. Cheng Wai Ming (Deputy Director of Jao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Hong Kong) Kong)

時間 Time：2:30 p.m. - 4:30 p.m.
地點 Venue：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Lecture Theatre, G/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查詢 Enquiries：2921 0285
講座以粵語進行，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Conducted in Cantonese. Free admissi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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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時刻@夏日閱繽紛
Joyful Reading @ Summer Reading Fiesta

由書伴我行(香港) 基金會主持的 
「開心故事時間」  
Storytime FUN by  

Bring Me A Book Hong Kong

大人小朋友一起製作紙偶 
Making paper dolls together

自己親手製作的繪本 
Picture book made by myself

「閱讀讓我⋯」圖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細看小朋友在留言板上的分享。
Reading makes me ⋯ Picture shows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taking a look at children’s sharing on the message board.

「共讀‧同悅」讀書會（表演團體：身體遊樂場） 
‘Reading Together‧Happy Together’  

Reading Session by Moving Playground Limited

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持的「親子繪本創作工作坊」 
Parent-Child Workshop: Hand-Making a Picture Book  
by the Boys’& Girls’Club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與爸媽一起製作的紙偶 
Paper cat made with papa and mama

為了讓不同年齡的讀者共享閱讀的喜悅，今年暑假的「夏日閱繽紛」改變了過往的模式，活動
更多元化及充滿趣味。除了適合一家大小的活動，例如「開心故事時間」、「童書童趣故事工
作坊」，以及一系列親子工藝活動外，亦有為家長而設以繪本伴讀為主題的講座，更有適合年
輕人的「四圍讀書會」和「文字人分享會」。另外也有多場音樂及戲劇表演，以及「『活現書中
人』親子Cosplay比賽」，讓大人及小朋友在圖書館度過快樂的時光。

The large-scale family reading programme Summer Reading Fiesta was held this summer, bringing an array of diverse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reading for all, especially family reading. They included a variety of music and drama 
performances, the Parent-Child Cosplay Contest - Book Characters Come Alive, and other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such as 

閱讀花園Reading Garden

閱讀大笪地Reading Bazaar

喜閱時刻  ‧ Joyful Reading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5

閱讀大舞台 Main Stage

冠軍 胡泳彤 (9歲) 
故事名稱：狐假虎威

由吳美筠博士及葉曉文女士主持的 
「四圍讀書會：花與花茶的手扎」 

A special encounter with literature through  
scented tea and bookmark making

文字人分享會：由麥樹堅及劉偉成主講的 
「二創神話：《聖鬥士星矢》的正義故事」  
Artist / Writer’s Sharing Session

兒童劇：永遠永遠愛你（表演團體：眾藝大道）  
Children’s Drama: Loving You Forever by Art Avenue

中西樂演奏會（表演團體：音樂事務處）  
Mini Concert: Colourful Wind Music by Music Office

香港本土故事繪本《電車小叮在哪裡》 
互動音樂劇場（表演團體：樂派） 

Picture Book Musical (Performance Group: Music Pi)

家長講座：繪本的魔力－－啟動閱讀 
（書伴我行(香港) 基金會培訓導師王素瑩女士主講） 

Parent Talk: Magic of Reading (Hosted by Ms Percie Wong, 
Trainer of Bring Me A Book Hong Kong)

亞軍 何芍妍 (4歲) 
故事名稱：怕浪費的奶奶

季軍 蔡世予 (5歲) 
故事名稱：木偶奇遇記

「活現書中人」親子Cosplay 比賽
Parent-Child Cosplay Contest–Book Characters Come Alive 

喜閱時刻  ‧ Joyfu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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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時刻  ‧ Joyful Reading

（

 

公開組冠軍 
Champion of the Open Category:  
Simon Overton

短片題目Title of the video: 
 ‘...But a book’

中學組冠軍 
Champion of the Secondary Category: 
Chloe Alquitran

短片題目Title of the video:  
Twenty Six Letters

小學組冠軍 
Champion of the Primary Category:  
劉雅行 Anson Lau

短片題目Title of the video:  
Reading is awesome!

「閱讀 KOL」自拍短片創作比賽
  得獎作品以另類方式推廣閱讀
Joy of reading shared through fun and creative videos
為響應「共享‧喜閱新時代」全民閱讀運動，公共圖書館早前舉辦了2018「閱讀KOL」自拍短片創作比賽，鼓勵市
民分享閱讀的喜悅和引發大眾對閱讀的興趣。比賽設小學組、中學組和公開組，收到超過三百五十份作品，反應踴
躍。頒獎典禮已於七月二十八日舉行，得獎作品極具創意和想像力。詳細得獎名單及獲獎作品已上載至香港公共圖
書館網頁www.hkpl.gov.hk及YouTube頻道。

In support of the reading-for-all campaign ‘Discover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rganised the ‘Reading KOL’ Short Video Competition 2018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roduce 
videos to share their joyful reading experience in a creative manner. The competition, which consisted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open categories,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more than 350 entrie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the competition was held on 28 July. The full list of winners and the winning videos are 
now available on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and YouTube channel.

公共圖書館 諮 詢委員會副
主席羅乃萱（第二排左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第二
排左四）和其他主禮嘉賓與
短片創作比賽獲獎者合照。 
The Vice-chairperson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Advisory 
Committee, Ms Shirley
Loo (second row, fifth left);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Libraries and Development), 
Miss Rochelle Lau (second 
row, fourth left); and other 
officiating guests with winners 
of the short video competition.

...But a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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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三組冠軍「閱讀 KOL」
Sharing by Reading KOLs

書本會否被智能電話取代？閱讀浪費時間？運動時也可享受閱讀樂？《通訊》訪問了三個組別的冠軍得主，聽聽他們怎樣說？

Will smart phones replace books? Is reading a waste of time?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doing gym and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mpions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talked about the production of their videos and reading. 
Let’s see what our Reading KOLs shared.

居港十年的Simon是一位英語老師，經常拍攝短片與學生分享書籍和閱讀。他相信書本不會
被手機取代，故希望透過短片傳遞對閱讀及書本的熱愛。Simon用了大約一天時間製作短片，
包括構思、畫圖填色、拍攝及剪接等，他的六歲孿生女兒Grace和Jane也參與其中。

幕後小花絮：片中有段是兩隻小手在天空飛翔，原來分別是Grace和Jane的右手和左手。 
Simon解釋說這個安排是為了公平地讓兩姊妹都有份參與，真是細心！

Simon has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ten years. He is an English teacher. He likes 
making videos to share book reviews and reading with his students. He believes 
that books will never be replaced by smart phones and thus uses it as the theme of 
his video. Simon used about one day to produce the video, from conceptualisation, 
drawing pictures, to shooting and editing. His twin daughters Grace and Jane, aged 
6,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video production.

A phone costs lots of money, but borrowing a book does not. 
A phone puts pictures on the screen, but a book puts pictures in your head.

今年中六畢業的Chloe，本身很喜歡閱讀，最喜愛的書是George Orwell的1984和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參與課外活動時也曾拍短片，今次用了約兩星期來完成參賽
短片。

幕後小花絮：有次Chloe閱讀時被同學取笑說閱讀浪費時間，所以決定透過短片讓大家知
道閱讀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和消遣。

A Form Six graduate this year, Chloe likes reading a lot. Her favourite books are 
George Orwell’s 1984 and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She has done video 
shooting before in school and used two weeks to produce this video. Chloe was 
once read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a classmate laughed at her saying reading was 
a waste of time. Therefore, she wants to tell people that reading is a very good habit 
and pastime through this video.

Give yourself a moment to flip through pages filled with adventures to break 
ourselves from this monotonous routine we call life. Reading makes us human.

Simon Overton

Chloe Alquitran

劉雅行 Anson Lau

剛升小五的Anson非常喜歡閱讀，也是校內圖書館的Library Ambassador，特別喜歡看故事書，
推薦 The Land of Stories 系列。Anson有次做運動時，邊做邊看《哈利波特》，覺得這樣很有
趣，便把這個有趣的經驗透過短片跟大家分享。

幕後小花絮：Anson說有次拍攝時不小心一腳踏在書上，結果損毀了書本。

A Primary 5 student, Anson loves reading very much and she is a library ambassador of her 
school library. She likes fiction in particular and recommends The Land of Stories Series. 
Anson was once doing gym and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she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That is why she wants to share this interesting experience in her video.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video, she once stepped on a book by accident and damaged it. 

Reading can make impossible things possible. Reading can never be 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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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粵劇、粵曲及以廣東器樂所奏的樂曲，從廣義上皆可稱之為粵
樂或廣東音樂。粵樂活動自上世紀初開始蓬勃，在海內、外華
人社區開花結果。

適逢粵樂發展至今凡百載，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
現正舉辦「粵韻器物百年情」廣東音樂展覽，通過展出彌足珍
貴的音樂書籍、唱片及罕見的樂器，帶領觀眾回顧及審視這項
文化瑰寶。展期至十一月二十七日，查詢：2921 0259。

Cantonese opera and Cantonese instrumental music can all be 
referred as Cantonese music or Guangdong music in a broad 

 

廣東音樂展覽 ─ 粵韻器物百年情
Exhibition on Cantonese Music－  A Century of Cantonese Musical 

Remembrance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一水隔天涯」─ 記于粦大師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Beyond the Horizon’:  

A Memorial of Maestro YU Lun

一九六六年，香港影壇音樂大師于粦(1925 -2017 )為粵語電影 
《一水隔天涯》譜寫同名主題曲，配上導演左几的歌詞，由苗金鳳主
演，韋秀嫻幕後代唱，廣受歡迎。自此，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風行了半
世紀，更於香港電台舉辦的《香江歲月百年經典金曲一百首》評選中，
獲選為票數最高的經典金曲。

于粦一生熱愛音樂藝術，作品無數，對影視歌曲、流行曲創作及香港
的中樂發展貢獻良多。他在五十年代開始為電影設計音樂及作曲，縱
橫音樂工業半世紀。于粦涉獵的音樂領域廣泛，包括作曲、指揮、電
影配樂，甚至擔任演唱會音樂總監。他的作品風格萬變，《一水隔天
涯》及《浣花洗劍錄》等均是其得意之作。他更於2010年榮獲香港 
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頒發音樂成就大獎。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現正舉辦「一水隔天涯 ─ 記于粦大師」 
展覽，展出于粦的樂譜手稿、黑膠唱片及相片等，讓參觀者對這位著名音樂前輩有更
多的認識。展期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查詢：2921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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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文燈相傳：追憶劉以鬯「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
Kindle Our Literary Minds: In Memory of Liu Yichang‘All Memory Is Watery’

香港文學泰斗劉以鬯教授於今年六月八日辭世，享年
九十九歲。為追憶和紀念劉教授對香港文學發展的貢
獻，香港公共圖書館特別舉辦追思紀念會。紀念會
於八月十九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由 
黃勁輝博士策劃及主持，邀請了新一代藝術家，當中
不少都受過劉以鬯文學的啟蒙，通過各種前衛的跨媒
體創作手法，帶來嶄新的影像、戲劇與音樂效果，與
劉以鬯文字對話，傳情寄意，與大家一起回望一代文
學大師的風采。

參與的藝術家包括賴恩慈（戲劇導演）、黃衍仁（音
樂）、黃淑嫻（作家電影監製）、蔡世豪（錄像音樂）、
林婷婷（戲偶導演）、趙七（戲偶師）、阮智謙（攝影
師）、練錦順（攝影師）、宋子江（詩人譯者）、PMQ 
（唱作人）、劉子斌（音樂）及黃勁輝（電影編導演）。

劉以鬯太太羅佩雲女士(左六)與參與的藝術家及嘉賓合照 

「香港記憶」網站（www.hkmemory.hk）最近在「2017優秀網站選舉」中獲選為「十大優秀網站」
之一，對「香港記憶」致力推動以數碼形式保存並廣泛傳播香港的歷史和文化資料給予肯定。選舉由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影報刊辦）主辦，旨在鼓勵青少年多瀏覽健康網站。

(www.hkmemory.hk)

「香港記憶」網站獲獎
‘Hong Kong Memory’Portal awarded

公共圖書館於書展介紹電子資源
Public Libraries introduced e-Resources in Book Fair booth

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繼續於香港書展設置攤位，向市民介紹公共圖書館豐富的電子資
源。七月書展中，參觀者透過攤位的平板電腦，瀏覽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及體驗網上圖
書館服務的便捷。攤位更設有照相區，提供多款以圖書館和電子閱讀作主題的背景，參
觀者拍照後可即時取得照片和透過電郵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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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特稿  ‧ Contribution by EDB  

閱讀可以帶來無窮的樂趣，亦能提升語文能力。培養孩子閱讀興趣和習慣，家長的鼓勵和支
援至為重要，除了以身作則，經常閱讀，更可以推薦及選購適切而有趣的優質閱讀材料，鼓勵
子女廣泛閱讀。涉獵的文本類型應盡量廣泛，更可配合學科學習，以拓寬閱讀面，文體可包括
小說和非小說類，例如兒童文學、人物傳記、網上百科全書、報刊和雜誌等。

進行親子閱讀時，家長可以藉著說故事、提問等，誘發子女將閱讀內容與個人的生活經驗、學
習經歷，以至世界議題及事件連繫起來，讓他們就課題作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亦可鼓勵子女
透過閱讀貫通不同領域的知識，進行推論、解難等，從而建構更深更廣的知識基礎。學生具
備這種閱讀能力和習慣，將有利於自主地從閱讀中汲取各類新知識，探討感興趣的課題。

多閱讀，豐富知識並連繫不同科目的學習，學好語文

愛上博物館 I Love Museum 

作者：桂雅文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069.9 4410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果要深入認識一個地方的歷史文
化、人民生活，最好就是逛逛當地的博物館。參觀者可以透過
珍貴的館藏認識考古學、人類學、藝術、歷史、科學等知識。

這本書以故事介紹博物館的由來，讓孩子認識如何參觀博物
館，世界五大博物館，博物館大師的
興趣、生平和研究，又按主題介紹有
趣的博物館，如克里夫蘭自然史博物
館、地震後在原址建立的博物館、以
林肯的家建成的博物館，還有健康博
物館等。閱讀這書能擴闊孩子的視
野，對不同地方的文化增加了解。孩
子透過簡潔的文字和精彩的圖片，以
輕鬆悠閒的步調，逐一感受這些博物
館所蘊藏的不朽價值，慢慢愛上博物
館，漸漸愛上追尋博物館背後的歷史
文化洪流。

Leonardo Da Vinci 

作者：Tony Hart 

香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709.45 DAV

達文西是十五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也是一個
偉大的天才，在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數學、工程、文
學、天文學、解剖學、動植物學等近20個領域都有顯著的成
就。Leonardo Da Vinci一書以優美流暢的英文敘述達文西
的生平。他的作品除了舉世知名的名畫《蒙羅麗莎》和《最後

晚餐》外，在多個範疇都不勝
枚舉。

這本書讓我們認識達文西的一
些藝術作品、科技發明和卓越
的成就。同學們除欣賞達文西
的創造力、解難能力和探究精
神外，可進一步探索達文西的
事跡和發明，例如他所發明的
飛行器的原理、他當時認識的
天文學、解剖學與現代的有什
麼不同等。

為鼓勵學生廣泛閱讀，教育局為中、小學生提供不同的建議閱讀書目。大家可到以下網頁，瀏覽中、英文科的建議閱讀書目：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secondary-edu/lang/modules.html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primary/lang/curriculum-materials.html 
（小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kla/eng-edu/references-resources.html 
（英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其中第XI項為‘Reading to Learn Across the Curriculum’）

Reading Widely – the Key to Enriching Knowledge, Linking Up Learning and 
Effective Language Learning 
Reading enhance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an be an infinite source of pleasure. 
Parents can serve as role models for their children by reading regularly themselves, 
recommending quality and wide-ranging reading materials to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read extensively, and helping them to make connection with the knowledge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y have gained in other subjects. Through reading extensively, 
students will develop better proficiency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have enriched 
knowledge and broadened perspectives, and see reading as a key to linking up 
learning in other subjec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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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哲學講座︰ 
日常生活的哲學思考 
Philosophy Talk 2018: 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s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5/10（星期五） 中圖

講題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愛情經驗

的哲學解讀

講者 羅進昌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盧傑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9/11（星期五） 中圖

講題 「返工返學點會快樂?」關於勞動、

教育與人生的哲學反思

講者 孟繁麟博士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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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學講座/文學月
會-「細說小說」系列 
Subject talks on Hong Kong Literature

6/10（星期六） 中圖

講題 神話‧歷史‧人性：香港小說的虛構與

真實

講者 王良和教授

17/11（星期六） 中圖

講題「我  城」故事：香港小說中的家園記憶

講者 蔡益懷博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及留座 2921 0323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生死教育講座系列︰ 
曲終情未了 
Subject Talk Series on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與生死教育學會合辦

7/10（星期日） 中圖

講題 溝－通

講者 謝建泉醫生

(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 

穆方玉芝女士 

(生死教育學會委員、資深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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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0222

免費入場，歡迎致電登記留座，額滿即止。

分區圖書館講座 
Subject talks at branch libraries 

13/10（星期六） 駱克道

講題  電 子貨幣的發展與應用

講者 曾子軒先生

(香港耆英協進會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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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9 5560

3/11（星期六） 駱克道

講題  A ndroid智能電話與軟件應用工作坊

講者 曾子軒先生

(香港耆英協進會發展主任)

花園街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講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8 4055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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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學海書樓合辦

19/10（星期五） 中圖

講題 中國書籍的起源及其裝幀形制的

演變(普通話主講)

講者 李致忠先生

(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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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先得，不設留座。

「強化家庭力量–  
親職教育」系列講座 
Subject Talk Series on Parenting– 
Strengthening Your Family 

20/10（星期六） 馬鞍山

講題   從遊戲中學習

講者 李麗嫦姑娘

(香港小童群益會沙田區家庭生活教育主任)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30 1911

27/10（星期六） 沙田

講題   做個情緒輔導型父母

講者 黃月影姑娘

(香港小童群益會沙田區家庭生活教育主任)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94 3788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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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or 
Putonghua.

時間	 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查詢	 2879 5560

10/11（星期六）

講題	 	 中醫養腎之道

講者	 劉忠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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