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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夥伴  ‧ Reading Partner

閱讀無限氛
就快進入四月天，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你準備好迎接閱讀的盛宴了嗎？是
否經已訂定了新一年的閱讀大計？

四月應該是最具閱讀氣氛的月份，世界各地彷彿在舉辦慶典似的，籌辦一系
列慶祝「世界閱讀日」的活動。閱讀氣氛需要營造，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四月
開展連串的閱讀活動，與大家一起迎接「4‧23世界閱讀日」，啟動全民閱讀，
讓閱讀氣氛不斷升溫！

新一年度的「與作家會面」活動將於四月展開，主題為「博覽群書 ‧ 開啟新世界」，講
座分為「閱讀 ‧ 賞析文藝世界」和「閱讀 ‧ 探索社會領域」兩個系列。十多位來自不同
界別的本土作家，當中有學者、詩人、醫生、旅遊達人、社企創辦人、陶瓷家和音樂創作
人等，將於四月至十一月走進圖書館，與大家分享他們的閱讀和創作心得，並推介好書。

四月至六月的講者包括著名科普作家李偉才博士、旅遊文學作家金鈴女士、「香港地下天
文台」網站創辦人方志剛先生、自由寫作人林喜兒女士、年青小說作家藍橘子先生、香港
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教授、自由寫作人胡世君先生、香港理工大學設計
學院助理教授及傳意設計學科主任郭斯恆先生、傳媒工作者黃曉南先生，以及兒童繪本作
家樂誼女士和米米女士。

打開我們閱讀世界的一扇窗。讓書本與文字引領人生成長與發展；

與書同行，成就美好豐盛的人生。 

對對象：年 參加參加與年青人與與學生，，也歡迎公眾人與學 人士參

方志剛先生
4月22日（日）
下午2:30-4:30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9月-11月 9月-11月 
精彩講座陸續推出

系列二 閱讀‧探索社會領域作家與你會面 

查詢電話：2921 2660

詳情請瀏覽：www.hkpl.gov.hk/mta

粵語主講 Conducted in Cantonese

閱讀‧賞析文藝世界系列一

林喜兒女士
  4月28日（六）
下午3:15-5:15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郭斯恆先生
  5月19日（六）
下午2:30-4:00
九龍公共圖書館

胡世君先生
  5月12日（六）
下午2:30-4:00
青衣公共圖書館

黃曉南先生
  5月26日（六）
下午2:30-4:00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李偉才博士
  4月22日（日）
下午2:30-4:30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藍橘子先生
  4月29日（日）
上午11:00-下午1:00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周保松教授
  5月5日（六）
下午2:30-4:00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樂誼女士及
米米女士
6月9日（六）
下午2:30-4:00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金鈴女士
  4月22日（日）
上午11:00-下午1:00
藍田公共圖書館

2 0 1 8 年

Meet - the - Authors 2018

作家
會面

Read : Open Up A New World Read : Open Up A New World Read : Open Up A New World 

4月-6月4月-6月

與作家會面四月展開

系列一：「閱讀‧賞析文藝世界」 系列二：「閱讀‧探索社會領域」

22/4 講者：金鈴女士 22/4 講者：方志剛先生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00 時間：下午2:30 － 4:30
地點：藍田公共圖書館 地點：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22/4 講者：李偉才博士 28/4 講者：林喜兒女士
時間：下午2:30 － 4:30 時間：下午3:15 － 5:15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地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29/4 講者：藍橘子先生 12/5 講者：胡世君先生
時間：上午11:00  － 下午1:00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地點：青衣公共圖書館

5/5 講者：周保松教授 19/5 講者：郭斯恆先生
時間：下午2:30 － 4:00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9/6 26/5 講者：黃曉南先生講者：樂誼女士、米米女士
時間：下午2:30 － 4:00 時間：下午2:30 － 4:00
地點：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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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圖書館同樂日

閱讀夥伴  ‧ Reading Partner

本地作家談閱讀
圖書館一直透過不同活動和渠道，致力讓讀者認識優秀的本地作家
及其作品。今年「與作家會面」的主題為「博覽群書‧開啟新世
界」，究竟一班本地作家如何與書同行，讓書本與文字引領自身成
長與發展？他們又怎樣透過博覽群書為自己開啟一個新世界？

你跟閱讀有緣分嗎？小學老師的一句話如何讓傳媒工作者黃曉南跟
閱讀結下不解之緣？「博覽群書」又如何助他開拓了自己的新世
界？

時代更替不斷帶來衝擊，閱讀文化一直在轉變。如何讓青少年從被
動變成主動閱讀？閱讀模式變得多元化，社會會背棄傳統的純文字
閱讀嗎？由純文字創作走進繪本創作的世界，兒童繪本作家樂誼和
米米開啟了一個怎樣的空間？

今期《通訊》率先刊登他們的分享文章，想向作家們「取經」的朋
友，便不要錯過往後《通訊》的介紹及「與作家會面」活動了。

啟動閱讀四月天

今年，圖書館將繼續以不同形式與大家
一起發掘閱讀的美好，開拓更精彩的閱
讀世界！現在先來預告一下精彩重點活
動，誠邀大家一起參加。

Reading is Fun

Spring is a season 
of celebrations.
Seeds, bunnies, and 
birds are on the 
move. Since April is 
also celebrating the 
World Book Da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brings
you an array of 
reading activitie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reading. 

Coming up in April includes a new series of ‘Meet the Authors’ 
sessions,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Fun Day’, the WBD 
Creative Competition Ceremony and Exhibition of winning 
works, Our Libraries@Southern District ‘Reading Fun Day’ in 
Stanley Plaza, Reading Charter and souvenirs for borrowing 
library materials.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in the publicity 
material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and on the library website.

From January to June, a series of Thematic Storytelling 
Workshops titled ‘Hello! My Name is Library’ are also held 
in 42 public libraries. ‘Big Brother Library’ and ‘Little Brother 
Library Card’ will take kids into the wonderful library world 
to learn more about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esting books and 
enjoy the fun of reading together!

After all, the simplest way to support ‘4‧23 World Book Day’ 
is to pick up a book and start reading! 

啟
動
閱
讀
活
動

約定你！

1 月至 6月
專題故事劇場：你好！我是圖書館
‧ 四十二間公共圖書館

4月至 6月 
「與作家會面」活動

22/4
香港中央圖書館同樂日
‧ 香港中央圖書館
‧ 節目包括古籍修復示範、總館長說故事、現場
音樂演奏、３Ｄ畫照相區、扭氣球、音樂點播、
故事劇場、導賞團、閱讀約章活動等。

22/4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獎禮

‧香港中央圖書館 

書留意圖
館的宣傳海報或瀏覽圖書

情請
館網頁。

 詳

21/4
我的圖書館－「世界閱讀日」配合活動

‧有互動專區及問答遊戲， 歡迎大小朋友來拍拍照，
一起開心 Share ！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舉行 

21/4 - 25/4
外借圖書館資料可獲贈書籤

‧全港公共圖書館 

21/4 - 8/5
閱讀約章活動

‧全港公共圖書館及圖書館網站 

22/4
我的圖書館－「閱讀越樂在南區」Fun 享日
‧ 節目包括 Harry 哥哥與他的團隊表演魔術、唱歌
和做實驗，以及區內小學故事演繹比賽、攤位遊
戲、登記閱讀約章及多項綜藝表演，赤柱廣場見！

28/4 - 8/5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獲獎作品展覽

‧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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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分享  ‧ Writer's sharing

閱讀不神聖但很有用閱讀不神聖但很有用

儘管現時科網技術發達，書籍卻仍是知識的最佳載體之一。

         而在我的成長時期，很慶幸一直獲得書的陪伴。

- 黃黃黃黃曉曉曉曉南南南南

看書是我的興趣，但向來反對把這種個人興趣神聖
化，是以也有點抗拒被視作「看書的人」，怕跟那些額
頭鑿住「我看書」三隻字的人歸為同類。不過那天跟
朋友談起，在我那不開心的大學時代，每天躲在圖書
館看書；還有畢業後大半年找不到工作，每天亂逛書
店。方才察覺和慶幸，在人生中偶爾挫折低潮的日子，
原來都是書在陪我。

我和書的緣份，要由小學說起，一年級第一次例行見
家長，班主任說：「這孩子好像蠻喜歡看課外書，這是
好事，你們應該鼓勵他，多買書給他看，不管什麼書
都好。」我父母的教育程度不高，但他們很尊敬老師，
於是言聽計從；自此，我扭計買玩具不一定獲准，但想
買書就從未遇拒，父母每次都二話不說掏錢給我。

還記得那些年，香港書展創立不久，還未分拆出「動
漫展」，場內接近三分一攤位都賣漫畫。但因為班主
任那句「什麼書都好」，父母每年帶我去書展都讓我
盡情買漫畫，把一整套一整套《怪醫秦博士》、《龍
珠》、《足球小將》帶回家，堆滿幾個大書櫃；然後廢
寢忘餐追看，有時候甚至荒廢了功課和考試。但還是
因為「什麼書都好」這句話，父母對於我瘋狂看漫畫
也甚少阻止。

誠然，漫畫也是書的一種，尤其大師級作者如手塚治
虫，其作品的藝術和哲理水平不遜於很多純文學名
著。小朋友看漫畫除了妙趣橫生，其實也有着促進閱
讀、理解、想像和表達能力這些「副作用」。而在看
漫畫之後，小孩子可能漸覺不滿足，或會像我當年一
樣，開始找更多武俠小說、歷史、哲學等不同類型書
籍來看。

我在學校的中文科成績一直很好，閱讀理解更經常滿
分，後來會考和高考也順利摘A；及至畢業後投身新
聞行業，中文能力對我也頗有助益，歷來僥倖獲得多
個新聞獎項，包括2016年和2017年連續獲頒香港報
業公會「最佳經濟新聞寫作獎」冠軍，同時在2017年
於三聯書店和新閱會合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勝
出，得以在同年出版拙著《香港舊書店地圖》。現在回
想，我幸運地得到這些際遇，跟當年大量看漫畫所打
下的最初階基礎脫不了關係，最終當然要歸功於班主
任那一句「什麼書都好」。

回到文首所講，我反對把看書神聖化，也不認為所有
人都一定要大量閱讀才會善良、幸福和成功。然而，儘
管現時科網技術發達，書籍卻仍是知識的最佳載體之
一。而在我的成長時期，很慶幸一直獲得書的陪伴。
據說「愛看書的孩子壞不到哪裡」，這句話相信錯不
到哪裡。所以家長們若在看這篇文章，我願把班主任
當年的說話借花敬佛：「孩子若有興趣看書，應該多
加鼓勵，不管什麼書都好。」

黃曉南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碩士，
現任職《信報》專題組組長。2016年獲香港報業公會最
佳財經新聞寫作冠軍，2013年獲美國花旗傑出財經新聞
獎香港區冠軍，2011年獲亞洲出版業協會最佳偵查報道
優異獎。2013年著《寶島舊書店之旅》，介紹台灣由南
到北的舊書店。2017年作品《香港舊書店地圖》，深入訪
談香港十五家二手書店，是新閱會「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2016/2017」優勝作品之一。

編者按：《通訊》邀請了「與作家會面」活動的作家撰寫有關閱讀的文章，並將陸續刊登在《通訊》內。今期率先有黃曉南及樂誼
和米米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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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新世界
 閱讀倍多Fun

擁抱新世界
 閱讀倍多Fun

當閱讀地圖得以擴展，版塊增加，讀者的選擇和

 興趣隨之大大提高，長遠而言人人皆可博覽群書， 

開啟個人視野，一起建構美好的大世界。

- 樂樂誼誼、米米

踏進廿一世紀，不少國家以「文化創意」及「科技創新」作為提升生產和競爭力的法門，而面對新世代的知
識型社會發展，各地圖書館均運用科技打造優質的閱讀環境以配合讀者需求，除了純文字書，繪本、電子
書、立體書、VR(虛擬實境)或AR(擴增實境)圖書相繼湧現，閱讀的世界從此變得廣闊、豐盛，讓讀者真正
做到博覽群書，開啟新世界。

時代更替不斷帶來衝擊，閱讀文化一直在轉變。十多年前，教育工作者認為青少年愛上圖像閱讀是百害而
無一利，因圖像閱讀的層面太淺薄，缺少文字所營造的想像空間。但時至今天，人們已視圖像閱讀為世界大
趨勢，不少企業積極應用圖像發展相關業務。

當初我們從純文字創作走進繪本創作的世界，就好像為自己開啟了一個新的空間，而且是一個充滿繽紛色
彩的世界。置身於新世代，我們認為透過閱讀汲取知識不應再局限於文字形式，圖像閱讀是青少年走進閱
讀世界最直接的途徑，而且同樣能夠演繹正面思維。因此，我們決定創作心靈勵志繪本，以文字與圖像的
相互配合，透過小事情見大意義，讓青少年從中培養出正向思維，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勇敢地走向美
好的未來。

青少年的成長是十分重要，一本好書可陪伴他們度過生命的起落時刻。但如何讓青少年從被動變成主動
閱讀？那必須令他們從閱讀中找到樂趣。我們十分鼓勵青少年廣泛閱讀不同題材的書籍，從最愛看的種類
作為切入點，然後再引導他們閱讀其他範疇的讀物，只要內容能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具有趣味性和深層意
義，都有助他們拓闊個人視野，豐富成長經驗。新世代的青少年正不斷尋找他們存在的價值，多元化閱讀
能呈現世界的各種面貌，讓他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人性與生命，強化對人和事的觀察及思考能力。

我們的新世界處處充滿機遇，只要善於閱讀，不默守成規，讓閱讀成為悅讀，這就是一個最美的年代。即使
閱讀模式變得多元化，也毋須擔心社會會背棄傳統的純文字閱讀，反之，當閱讀地圖得以擴展，版塊增加，
讀者的選擇和興趣隨之大大提高，長遠而言人人皆可博覽群書，開啟個人視野，一起建構美好的大世界。

樂誼、米米

兩位是兒童繪本作家。樂誼任職商業主管，修畢輔導學碩士課程，參與
情緒輔導熱線工作，2013年獲兒童繪本創作比賽公開組冠軍。米米從
事中學教育工作，熱愛文字創作。他們致力為青少年出版正能量書籍，
鼓勵年青人愛惜生命，堅強抗逆。合著有《這份熊心壯志你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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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香港  ‧ Reading Hong Kong

重新發現我們的香港
Rediscover our Hong Kong

推介 What's more

「香港屋邨回憶」書藉介紹 
Memories About Hong Kong Estates
展期 Period：現在至4月30日 
  Now to 30 April

地點 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8/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資源選介 Resources Guide： 

大家對香港十八區有甚麼印象？黃大仙求籤、西貢行山、九龍城美食、南區的赤柱
市集？

香港十八區除了是政府地方行政及發展規劃的區域劃分之外，亦是香港市民居住
和成長的地區標記，不同地區各有其發展及生活文化特色。我們可以從香港公共
圖書館不同的館藏資源，特別是「文化及歷史資源角」、「香港資料特藏」及「多
媒體資訊系統」，回顧香港十八區的舊事記憶，多角度認識各區的發展歷程。

How well do you know about Hong Kong’s 18 districts? Fortune telling in Wong 
Tai Sin? Hiking in Sai Kung? Tasting different cuisines in Kowloon City? Or the 
Stanley Market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The 18 geographic districts of Hong Kong are not only the administrative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zoning areas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represent the districts where we live and grow. Each of them is characterised by its unique culture 
and pas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s (CHRCs),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and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MMI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e can recollect memories of the past 
in the 18 districts and learn more about community development. 

十八區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s of 18 Districts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每區一間指定公共圖書館設立「文化及歷史資源角」（資源
角），一站式提供有關該區文化、歷史及社區發展等各方面的資料及文獻。十八
區的資源角設有「香港地區資料」特藏，參考資料合共逾一萬項，包括書刊、地
圖、視聽及多媒體資料、小冊子，內容涵蓋區議會事務、地方團體資料、地區活
動、傳統文化、宗教節慶、歷史及名人、旅遊景點、名勝古蹟及規劃發展等。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s (CHRCs), set up at a selected public 
library in each of the 18 districts, provide a one-stop reference repository of individual 
districts on areas such as culture, histo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CHRCs 
offer a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Districts Information which comprises a total of more 
than 10,000 items, including books, maps, audio-visual and multimedia materials and 
leaflets. It covers subject areas like District Council business, information on local 
organisations, district activities, traditional culture, religion and festivals, history and 
celebrities, tourist attractions, historical monuments and plann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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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1930年代）Kowloon City (1930s)

觀塘（1960年代）Kwun Tong (1960s) 

閱讀香港  ‧ Reading Hong Kong

 

 

香港資料特藏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圖書館的「香港資料特藏」亦提供有關香港的今昔資料，是研究香港歷史的
好幫手。特藏設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六間主要圖書館的參考圖書館內，當中
館藏最多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資料部，擁有資料逾十萬項，內容包括
歷史檔案及政府刊物，以及一八五三年往後完整的政府憲報和一八七九年後
香港政府的行政報告及年報、各政府部門的報告、地區議會的會議記錄及文
件、數據資料及專題刊物等。

Located in the Central Reference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HKCL) and the Reference Libraries of the six major libraries,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i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Hong Kong related materials, 
providing current and retrospective information on Hong Kong. The Collection 
at the HKCL is the largest with more than 100,000 items, conta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cluding a 

complete run of government gazettes since 1853, administrative and annual reports of the government 
since 1879, departmental reports, district board minutes and papers,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other 
publications.

推介 What's more

香港公共圖書館經常備製書目介紹有關香港的書籍和館藏，如《香港記憶》、《香港集體回憶》、《追尋香港
古蹟》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大家不妨多留意。

Not  to  be  missed  are  the  booklists  and  resources guides o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the 
HKPL, including ‘Hong Kong Memory’, ‘Collective Memories of  Hong  Kong’,  ‘The  Monuments  in  
Hong  Kong’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ong Kong’.

多媒體資訊系統內各區資料 
Local information in the MMIS

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讓你安坐家中便可搜尋十八區的資料和圖片。
系統內的「香港十八區」收集了八千多項資料，包括各區的照片、地圖及影音
資料；而「香港地方」特藏則提供各種與香港城市發展及變遷相關的資料圖
像和資料檔案，介紹香港不同年代的地方發展及歷史足跡；還有「照片」主
題館藏，收藏自十九世紀香港開埠以來的老照片，內容包括香港歷史建築、
街道景色、風俗習慣、節日慶典和民生面貌等。

The MMIS offers you remote access to a variety of online resources and 
images on the 18 districts. Local Districts Profile presents a glimpse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18 districts of Hong Kong through 
audio & video recordings, photos, newspaper clippings. Hong Kong Places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ents of Hong Kong through 
digitised photos, maps and documents. Photo Collection provides old 
photos of Hong Kong dating back to the mid-19th century, with themes on 
historic buildings, street scenes, social customs and traditions, festivals and 
people’s livelihood.

推介 What's more

大家可透過「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多個有關十八區歷史的專題講座，如「元朗『食』
『事』之『食』」、「筲箕灣東大街的文化風景」、「九龍寨城的歷史變遷」、「沙田探
古」等；以及瀏覽網上展覽，包括「葵青回憶」、「我們的回憶@觀塘」及「元朗古與今」
等，娛樂與資訊兼備，輕鬆認識各區的歷史文化風貌。

Recordings of previous subject talks (conducted in Chinese) and online
exhibitions on local districts and the old Hong Kong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MMIS. The former include Subject Talk Series on Yuen Long Food Culture 
and Catering Industry, Cultural Landscape of Shau Kei Wan Main Street
East,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Kowloon Walled City, as well as Subject Talk 
on Culture & History of Sha Tin District, while the latter include ‘Kwai Tsing 
Memory’ , ‘Our Memories@Kwun Tong’ and ‘Yuen Long: Now and The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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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香港文學資料室專題展覽：林夕的文字調色
Thematic Exhibition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Lin Xi’s Lyrics

著名詞人林夕觸感敏銳，詞風細膩，善以豐富的色彩
詞彙，描摹種種虛實意象。過去三十多年來，林夕創
作不綴，寫下一首首感動人心的作品；並於二零零八
年獲香港電台頒發十大中文金曲金針獎。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林
夕的文字調色」展覽，透過展出林夕的詞作節錄，探
討其詞作中色彩運用的技巧和特色。展期至四月三
十日。查詢：2921 0323。

舊報新聞 — 清末民初畫報中的粵港澳
Old Illustrated News —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in the 

Pictorials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清末民初，中國大城市流行一種石印新聞畫報，圖文並茂，報導各地時
事新聞與民生風俗，反映了中國社會從傳統邁向現代的種種曲折。

為加强粵港合作、文化交流及分享歷史文化資源，廣東省立中山圖書
館與香港公共圖書館聯合舉辦「舊報新聞─清末民初畫報中的粵港
澳」展覽，通過舊畫報展示一百多年前粵港澳地區的社會生活風貌。
展覽選取自《舊報新聞—清末民初畫報中的廣東》一書部分內容，涉
及時令、娛樂、婚嫁、喪葬、宗族、婦女、公益、祈福、迷信、煙賭、江湖
等主題。這些圖畫有普通歲節活動，也有粵港澳地區較具特色的生活
習慣和社會風俗，有傳統文化痕跡，也有地域風格和時代特色，是近
代社會轉型時期嶺南社會生活和民眾心態的真實寫照。

展期 Period：    現在至5月1日  Now to 1 May
地點 ：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查詢 ： 
展覽將於今年五月至明年二月在十七間公共圖書館巡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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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十八區顧客聯絡小組茶敘
參加者踴躍表達意見
Participants give valuable views  

in CLG Tea Gatherings

謝謝您的參與！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行了三十六場「顧客聯絡小
組茶敍」，共五百九十多位市民參加，直接向圖書館表達個人意見。

透過茶敍，圖書館館長與市民就如何改善圖書館服務及設施進行廣泛
交流。在收回的二千二百多份讀者意見問卷中，超過百分之九十九對圖
書館的整體服務感到普通或以上，逾百分之八十七則感到滿意或非常滿
意。市民大致認同圖書館的環境、館藏及服務能配合時代的發展；他們
亦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有助我們日後優化各項圖書館服務。

香港公共圖書館感謝市民參與茶敍表達意見，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圖
書館服務。除茶敍活動外，圖書館亦透過其他渠道，包括在各間圖書館
設置意見箱收集讀者意見；大家亦可使用電郵、傳真等方式表達意見。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 total of 36 sessions of the Customer Liaison Group (CLG) tea 
gatherings wer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last October and 
November. They attracted over 590 participants who contributed 
personal and direct view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Besides, over 
2,2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Different aspect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were widely discusse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and librarians. Among all the respondents, 
99% rated average or above on the overall library services in which 
87%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could 
keep abreast with the times. Valuable suggestions on library services,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were also received.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for 
joining the tea gatherings and giving their valuable views. Their 
opinions would help enhance th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part 
from the CLG tea gatherings, readers are also welcome to give their 
opinions through readers’ suggestion box, email and fax.

新增流動支付服務方便又快捷
New Mobile Payment Service fast and easy

讀者現可透過「我的圖書館」流動應用程式輕鬆享受流動支付的服務，隨時以Apple 
Pay / Android Pay, Visa卡或萬事達卡（MasterCard）繳付逾期罰款和預約圖書館資料
的費用。

詳情請瀏覽：www.hkpl.gov.hk/mobilepay

pay overdue fines and reservation fees by Apple Pay/Android Pay, Visa or MasterCard. 

For details: www.hkpl.gov.hk/mobile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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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特稿  ‧ Contribution by EDB  

《通訊》將於每期刊登由教育局撰寫有關閱讀的文章，進一步推動閱讀。
The Education Bureau will contribute an article on reading in each issue of the Newslett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ulture of reading.

智慧新一代：從閱讀中學習STEM
教育局積極推動STEM教育，著重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提升他們的創意
和解難能力，以解決與日常生活中有關的問題，讓他們可學以致用，以配合創新科技的發展。

認識智慧城市  實踐創新意念

為提供優質學習機會給學生實踐創新意念，教育局於2017/18學年與不同的機構合辦大型
STEM學習活動─「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讓同學綜合應用STEM相關知識和技能，在家
居、校園、社區及城市環境的發展層面，建議有關實踐智慧城市概念的創新方案。該計劃提
供一系列的活動，包括STEM教育日營和夏令營、講座、參觀和學習團等，而學生的創意作品
將會稍後於專題展覽內展示。有關活動的詳情可瀏覽教育局網頁(網址：www.edb.gov.hk/tc/
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smart_city_project/index.html) 。

《香港智慧城巿藍圖》

甚麼是智慧城市？如何將香港打
造成世界領先智慧城市？要了解本
港智慧城市的政策，我們可閱讀政
府早前公布有關香港未來五年發展
計劃的《香港智慧城巿藍圖》(網
址：www.smartcity.gov.hk) 。

《智慧城巿3.0》

在智慧城巿，我們的生活有甚麼改變？
我們會有甚麼機遇？青年新一代可怎樣
裝備自己，以配合社會的新發展？由智慧
城巿聯盟出版的《智慧城巿3.0》，從多
角度介紹智慧城巿在不同範疇出現的新
景象，啟發大家對創新科技發展的思考，
並讓大家對共同規劃及創造一個可持續
發展的智慧城市有更深了解。

推動科普閱讀  促進STEM學習 

推動科普閱讀是促進STEM學習的有效策略。大家可以廣泛閱讀不同主題及類型的科普讀物，包括科學期刊、
百科全書及有關科學新知的文章，以及多到公共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借閱數理、科技讀物，增進知識，擴闊視
野，提升科學及科技素養。以下是一些推動科普閱讀的策略：

* 註： STEM 是科學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 各英文名稱的首字母縮略詞，代表以上四個學科的總稱。
Note: STEM is an acronym that refers collectively to the academic disciplin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 舉行科普書籍展覽/推介
學校可就不同主題，定期舉行科普書籍展覽或推介。例如介紹一些有關
科學歷史及科學家故事的書籍，讓大家明白科學發展的歷程，以及了解
科學家如何從實驗結果作出推論，從而認識科學本質。

‧ 設立「科普閱讀空間」
在學校設立「科普閱讀空間」，展示有關科學的期刊、新聞和雜誌，讓
大家掌握科學的最新資訊，並了解一些時下與科學相關的議題，例如有
關氣候變化的影響、流行疾病的傳播。這「空間」亦可讓大家就不同的
科學議題，互相討論，加深對有關時事議題的了解。

‧ 引導學生撰寫科學實驗報告
科學教師可與學校圖書館協作，讓學生閱讀有關趣味科學實驗的讀物。
在科學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可進行簡單的實驗、撰寫實驗報告，從而提
升他們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 利用電子學習平台安排閱讀活動
教師可以利用校內的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閱讀科普文章，並在平台上表
達意見，與同儕交流。活動亦可鼓勵學生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協作學習科
學。

期望大家能透過多閱讀、多參與和多討論，一起推動STEM與科普學習。

Promotion of reading on popular science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of STEM-related disciplines. Reading a wide 
range of book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papers, magazines, encyclopedias 
and other e-reading materials is encouraged. 
You may visit public libraries or school 
libraries to borrow book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STEM-related areas. Reading not 
only can enrich our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but also help 
widening our horizons.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promote popular science reading, 
such as organising book exhibitions, setting 
up ‘Popular Science Reading Corners’, 
guiding students to write reports on science 
experiments, and providing an e-learning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scienc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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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學  ‧ Literature 

11

詩詞創作比賽及
       文學創作獎四月截止
「第二十八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填詞」及「二零一八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將分別於四月十一日及四月十八日截
止報名。兩項創作比賽包羅了多類文學體裁，無論您喜愛填詞，或熱衷寫作新詩、散文、小說，甚或文學評論，以
及兒童故事，總可在兩項比賽中找到一展才華的機會！ 

香港公共圖書館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舉辦「全港詩詞創作比賽」，旨
在提高市民對中國語文運用及韻文欣賞的能力。比賽單年比詩，雙年
比詞，今年適逢雙年，即比試填詞。比賽分學生組及公開組，詞牌為 
〈風入松〉。「二零一八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共分六個組別，包括新詩、
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故事及兒童圖畫故事組。凡持有本港身分
證之十六歲或以上人士均可參加。

查詢：2921 2645 / 2928 4601

詳情：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海報或瀏覽圖書館網頁 
 「推廣活動」欄內的「文學獎項及比賽」

青年創作坊
編織青年文字夢
事物的成長往往都存在一個黃金期，好像語言學習、運動員生涯、經濟發展等，只要能夠
把握時機多下工夫，定能事半功倍。文字創作的夢想，當然也不例外。「青年創作坊」多年
來就為年輕人開闢筆耕新園地，讓文字夢萌芽。

對於熱愛寫作的你來說，圖書館的青年創作坊會否是你踏出追夢的第一步？新一年度的
青年創作坊由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文學》、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與《聲韻詩刊》合
辦，分為「新詩」、「散文」及「微型小說」三個創作坊，讓喜愛寫作的年輕人有機會直接
向資深作家學習寫作，汲取他們的創作經驗，並能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寫作心得。
對寫作情有獨鍾的你，快把握這個機會吧！

新詩 散文 微型小說

日期：    4月21、28日、5月5、12、19及 日期：    7月7、14、21、28日、8月4、11日 日期：   9月15、22、29日、10月6、13及 
 26日 (星期六) (星期六) 20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時間：    下午2時至4時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    荃灣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地點：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主持：    池荒懸先生、鄭政恆先生 主持：    陶然先生、蔡益懷博士 主持：   秀實先生、林浩光博士
講者：    宋子江先生、周漢輝先生、 講者：    周蜜蜜女士、施友朋先生、 講者：   徐振邦先生、殷培基先生、 

麥樹堅先生、飲江先生、 梅子先生、陳曦靜女士、 陳德錦博士
葉英傑先生、廖偉棠先生、 潘步釗博士、樊善標教授
羅貴祥教授

截止報名日期：3 月 21 日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23 日 截止報名日期：8 月 1 日

創作坊以粵語進行
名額：每個創作坊35人

報名詳情：參加者需遞交報名表格及1000字以內的相應體裁的中文個人作品一份。
報名表格可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索取，或在圖書館網頁下載。

查詢電話：2928 4601

比比賽賽截截止止日日期期

第第二二十十八八屆屆全全港港詩詩詞詞創創作作比比賽 ─賽 ─ 填 填詞詞：：44月月1111日日

二二零零一一八八年年中中文文文文學學創創作作獎獎：：44月月1188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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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講座

7/4（星期六） 中圖

講題 湯良德的藝術人生

講者 周凡夫先生(本地資深樂評人)
湯雷小姐(湯氏家屬) 

楊若齊先生(本地著名二胡演奏家)

5/5（星期六） 中圖

講題 大師的「江南絲竹」與「上海之春」

講者 王志聰先生(本地著名二胡演奏家) 
古星輝先生(本地著名二胡演奏家) 

白得雲教授(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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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及留座 2921 0259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文學月會 
主題：自作‧多情 
與香港文學推廣平台合辦

14/4（星期六） 中圖

講題（一） 失去的藝術

講者 呂永佳博士

講題（二） 浪花點化的涯岸
 —愛荷華詩抄朗讀串講

講者 劉偉成先生

19/5（星期六） 中圖

講題（一） 中文老師只能自「作」多情?

講者 蒲葦先生

講題（二） 人在旅途

講者 鄭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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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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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星期六） 元朗

講題 護腦飲食

講者 葉曉雯女士(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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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

查詢及留座  2479 2511

14/4（星期六） 油蔴地

講題 健腦心理錦囊

講者 祁穎宜女士(臨床心理學家)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3月31日

查詢及留座  2928 6055

5/5（星期六） 南葵涌

講題 你的運動有助預防認知障礙症嗎?

講者 馮仕為女士(物理治療師)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南葵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1日

查詢及留座  2429 6338

6/5（星期日） 鰂魚涌

講題 認識認知障礙症

講者 鄧美靈女士(註冊護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2日

查詢及留座  2922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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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記憶講座

28/4（星期六） 大埔

講題 協力耕耘：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及戰後
香港農業社會

講者 蔡思行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  4月14日

查詢及留座  2651 4334

12/5（星期六） 大會堂

講題 「食」「住」在中西

講者 吳韻怡小姐
(前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文物 

 主任、建築文物保護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  4月28日

查詢及留座  2921 2555

免費入場，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文物講座 
與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合辦

12/5（星期六） 中圖

講題 香港有魚塘—香港淡水魚養殖業的
歷史軌跡

講者 郭木泰先生(漁民)
 梁釗成先生(香港觀鳥會項目主任)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 0285
     3509 7083

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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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