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閱讀有約
A Date with Reading

喜愛閱讀的人有福了！延續去年的「共享‧喜閱新時代」全民閱讀活動，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再接再厲，推
出連串豐富多彩的節目，為讀者帶來閱讀新體驗，感受喜閱無界限。

打響頭炮的便有「世界閱讀日」當天舉行的「4‧23喜閱無界限」閱讀推廣活動揭幕禮、粵港澳三地
讀者一同「共讀」，以及三十多間公共圖書館同步舉行的故事工作坊。緊隨的還有「快閃圖書館@2019
響應世界閱讀日」、「STEM@圖書館」同樂日、「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獎典禮、走讀香港公共交通
工具系列、「與作家會面」活動及香港電台節目「有你同行」的閱讀推廣環節。

在四月二十三日將到之際，大家不妨趁著「世界閱讀日」，和閱讀來個親密約會。

「喜閱無界限」閱讀推廣活動揭幕禮

四月二十三日「世界閱讀日」當天，香港中央圖書館將舉行「4‧23喜閱無界限」閱讀
推廣活動揭幕禮，為一連串閱讀活動揭開序幕，出席嘉賓將分享閱讀樂趣及心
得，鼓勵市民透過閱讀豐富生活。

同場還有「2019粵港澳共讀半小時活動」，主題為「讓閱讀成為習慣」。屆時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深圳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澳門公共圖書館將各自進行
「共讀半小時」的活動，跨「閱」地區，齊聲共讀。

十八區的三十多間公共圖書館當日亦同步舉行「4‧23喜閱無界限」故事工作坊
共讀活動，與四至十二歲小朋友一起進入故事世界，共享喜閱無限。

快閃圖書館 @

2019 響應世界閱讀日 

為響應2019年世界閱讀日的學界活動，圖書館於四月二十
七日在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設置「快閃圖書館」，透過書籍
展覽、休閒閱讀區、電子閱讀體驗、拍照區及工作坊等，以
輕鬆活潑形式向中、小學生，以及家長和老師介紹公共圖書
館館藏、服務和資訊。

快閃圖書館@2019　應世界閱讀日
日期：27/4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4時
地點：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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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喜閱十八區－

「STEM@ 圖書館」同樂日 

九龍公共圖書館於四月舉辦「STEM@圖書館」同樂日，透過遊戲攤位、
科普講座、創意工作坊、電子資源介紹及專題書籍展覽，讓參加者以有趣
輕鬆的方式，了解圖書館的多元化館藏及電子資源。

「STEM@圖書館」同樂日

日期：27/4 - 28/4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

在「4‧23世界閱讀日」期間，十八區的公共圖書館亦會舉辦不同的閱讀
活動，包括作家講座、閱讀分享、新書速遞等。

「4‧23 世界閱讀日

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以
「喜『閱』新一代」為主題，分初小組、高小組、初中組及
高中組。深圳圖書館、深圳少年兒童圖書館、廣東省立中
山圖書館與澳門公共圖書館，亦以同一主題各自舉行創
作比賽，擴闊同學閱讀交流的空間。

頒獎禮將於四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獲獎
作品亦會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及各圖書館巡迴
展出。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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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親子閱讀活動

走讀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系列 

閱讀不一定要「坐定定」。圖書館在四月至七月，將舉行八節外展親子閱讀活動。小朋友及其家長可在電車上閱讀有關電車
及城市的故事、走訪巴士車廠及認識巴士車長的工作、參觀港鐵安全體驗天地，以及登上香港唯一仍在海上航行的中式古董
帆船鴨靈號，觀賞維港兩岸地標建築及海岸線變化。活動透過故事人的解說結合親身體驗，閱讀交通工具和閱讀城市，讓大
小朋友在城市裡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活動詳情請瀏覽公共圖書館網頁。查詢電話: 2786 2110。

主題：電車

日期：28/4

地點：西環－銅鑼灣

內容： 在電車上邊閱讀電車繪本故事，

邊了解香港電車的故事

主題：巴士

日期：25/5

地點：九龍灣

內容： 在巴士上閱讀巴士繪本故事，

聽現職巴士車長分享工作體驗

主題：地鐵

日期：30/6

地點：青衣站

內容： 走訪青衣站的港鐵安全體驗

天地，閱讀鐵路繪本，並透過

互動環節，學習乘搭港鐵及使用

港鐵設施時的安全要點

主題：漁船（鴨靈號）

日期：27/7

地點：維港

內容： 在漁船上閱讀《香港遊》

的繪本，並欣賞維港兩岸地

標建築及了解海岸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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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APR

28「與作家會面」活動

四月二十八日還有2019年「與作家會面」的首兩場講座，分別由著名作家胡燕青女士及香港
通識教育會副會長爾東先生主講。今年活動的主題是「悅讀無界限：寫作人的故事」，邀請
了城中寫作人親臨各區公共圖書館，與大家分享廣闊無垠的閱讀與創作世界。

共三十八場講座會在四月至六月及九月至十一月舉行。四月至六月的講者還包括作家及
《Cosmopolitan》香港版前總編輯李韡玲女士、編輯及作家周淑屏女士、視覺藝術家馮
捲雪女士、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插畫師及作家葉曉文女士、香港恆生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鄒芷茵博士、青少年小說作家利倚恩女士、生物學家及前香港漁農處處長李熙
瑜博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莊玉惜博士。

閱讀推廣＠香港電台節目

由五月至明年二月，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節目內將加插新環節，邀請專家、作家及
名人推介好書及閱讀方法，宣揚「科技閱讀」、「智慧閱讀」、「共融閱讀」的概念，鼓勵
市民積極閱讀，讓家庭成員一同體驗閱讀的樂趣。

23/4

27/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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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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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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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主講。免費入場。

公眾人士可於講座2星期前開始以電話登記留座，2018-19年度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書會會員、
學校及青少年團體可優先於講座3星期前開始留座。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請準時到達；逾時則所作登記便無效，有關座位會分配予現場等候人士。

Conducted in Cantonese. Free admission.

Registration by telephone begins 2 weeks in advance for the public and 3 weeks in advance for members of 
2018-19 Teens' Reading Clubs of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schools and youth organisations. First-come-first-served.

Please arrive on time. Registration becomes invalid when the talk begins. 
Seats will then be allocated to persons who are waiting at the venue.

悅讀無界限
：寫作人的

故事

Joy of Reading Without Boundaries: Stories from Authors
悅讀無界限

：寫作人的
故事

Joy of Reading Without Boundaries: Stories from Authors

2 0 1 9 年

Meet - the - Authors 2019

作家
會面

對象：年青人與學生，也歡迎公眾人士參加

www.hkpl .gov.hk/mta

4月講座 Ta
lks in Ap

ril

來自不同
領域的寫

作人，在
閱讀與寫

作的道路
上各有體

會。

城中寫作
人將會親

臨各區公
共圖書館

，與大家
分享廣闊

無垠

的閱讀與
寫作世界

。透過講
座的自由

分享，讓
讀者更能

體驗

閱讀的樂
趣，超越

既有的生
活及思想

空間，從
中擴展眼

界、

深化閱讀
。

 講題 ： 探索香港歷史之路
 日期 ： 4月28日(日)
 時間 ： 下午2:30-4:30
 地點 ： 荃灣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報名及查詢 ： 2490 3891

爾東先生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爾東先生
(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

 講題 ： 參與及觀察
 日期 ： 4月28日(日)
 時間 ： 下午2:30-4:30
 地點 ：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報名及查詢 ： 2921 0335

胡燕青女士
(著名作家)
胡燕青女士
(著名作家)

精彩講座 陸續推出 
          More Talks Coming Soon

有關以上各項活動詳情，大家可留意圖書館的宣傳或瀏覽圖書館網頁(www.hkp l .gov.hk)。圖書
館下半年的大型閱讀活動還有七月的「夏日閱繽紛」及十月的「圖書館節」，繼續把閱讀氣氛和文化
推展至全城每個角落，實踐喜閱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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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

加映
共享喜閱十八區 －

南區「開心讀書人」巡演 

南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四月舉辦《南區「開心讀書人」巡演》活動，邀請了著名電台主持人梁繼璋先生擔任
嘉賓主持，以及多位著名電台主持人和作家參與。豐富的內容包括在香港仔公共圖書館舉行的「開心讀書
人」直播室、「茶味‧書香」茗茶樂、兒童互動故事時間、名人好書分享及討論區、圖書館探知遊戲。此外，巡
演還有廣播劇大賽、名人演繹廣播劇、好書選舉及與作家分享好書等，並以舞蹈、話劇、歌曲及問答遊戲帶
大家進入書本中的世界，讓參加者體會到閱讀可以增進知識，擴闊視野，並透過嘉賓的交流及分享，領悟書
本箇中的道理，提升學養和內涵。

A Date 
with 

Reading

With the coming of World Book Day on 23 April,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ill roll ou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encourage the general public to enjoy reading and to cultivate a reading atmosphere and culture across 
the city. They includ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publicity posters at the 
public libraries or visit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	‘Happy Reading Companion Road Show’ in Southern District on 7, 14 and 21 April
●	‘Reading Beyond Boundaries: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Storytelling Workshops on 23 April
●	‘Pop-up Library@2019 World Book Day Fest’ on 27 April
●	‘STEM@Library’ Fun Day at Kowloon Public Library on 27 and 28 April
●	‘Fun Reading at Hong Ko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between April and July
●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on 28 April & Exhibition
on Winning Entries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between 29 April and 13 May

●	‘Meet-the-Authors 2019’ between April and June as
well as September and November

●		Reading Promotion@RTHK Radio Programme ‘Stand
by Me’ between May 2019 and 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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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閱讀  ‧ e-Reading

免費電子資源助您輕鬆學英語
Learning English with ease via free e-Resources
想學好英語，又不能把大量英文書統統買回家？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多個電子書館藏，憑公共圖書館圖書證便能在線閱
讀電子書或隨時隨地將其下載至移動設備或個人電腦。讓大家學好英語之餘，也享受閱讀樂趣。

Fancy learning English without the hassle of bringing loads of books back home? The e-Resources offer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ill be your solution. HKPL registered patrons can read e-Books online or download them to mobile devices or 
personal computers for free anytime, anywhere.

OverDrive 近五千本英文電子書任讀

OverDrive提供近五千本英文電子書，包括消閒讀物、兒童

及青少年圖書、小說和傳記，涵蓋文學、科技、商業和經

濟及社會科學等。當中更有不少讀者都喜歡的小說，例如

暢銷書Texas  Ranger、The  President  Is  Missing、Fairytale

及The Apartment 等，至於一些頗為人熟悉的文學經典作
品，如　Romeo and Juliet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Happy 

Prince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及福爾摩斯小說系列都有

羅列其中；還有小朋友最喜歡的星球大戰系列故事讀本及

Berenstain Bears　系列叢書等。

OverDrive  provides  access  to  nearly  5,000  English  e-Books,  
which include leisure reading materials,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collections, flction and biography,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Enjoy bestselling novels by James Patterson, Danielle  
Steel, literary classics like Pride and Prejudice, Sherlock Holmes, 
and a wide spectrum on non-flction books.

BookFlix 教學資源預先配對

BookFlix提供超過120個以動畫形式製作的經典故事書，每個
故事各自搭配與主題相關的非小說類暢銷電子書，老師及家

長們可以作為教育資源，在小朋友閱讀完圖書後，延伸至生

活知識類的非小說類電子書，有助兒童讀者建立和應用基本
閱讀技巧，引導他們探索知識。

It is an online literacy resource that provides animated classic 
storybooks,  pairing  with  related  children÷s  non-flction  e-Books. 
This engaging resource helps early readers develop and practise 
essential reading skills, and introduces them to a world of 
knowledge and exploration.

TumbleBookLibrary 兒童學習外語好幫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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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小說、非小說類的
書籍、其他外語有聲書和國家地理頻道影音資源，輔以拼圖和遊戲，

適合不同年齡的兒童使用，對提升兒童的語文技巧很有幫助。

TumbleBookLibrary  is  an  interactive  English  database  of  animated  e-Books  
selected from well-established publishers of children's books around the world.  
It  includes  animated  talking  storybooks,  graphic  novels,  non-flction  books,   
audio  books  in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videos, 
supplemented with puzzles and game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It contains rich resources which help support paired reading in English  
and enhance children÷s language skills.

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知多Ｄ
HKPL e-Resources at a glance

www.hkpl.gov.hk/e-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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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十八區讀者聯絡小組茶敘

參加者踴躍表達意見
Participants give valuable views in 

Reader Liaison Group Tea Gatherings

謝謝您的參與！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去年十月期間舉行了三十六場「讀者聯絡小組茶敘」，共六百三十位市
民參加，直接向圖書館表達個人意見。圖書館亦收回二千四百多份讀者意見問卷。於去年
增設的網上問卷，有助我們收集大家的意見，十分感謝市民的參與。

透過茶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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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回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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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分之八十九則感到滿意
或非常滿意。市民大致滿意圖書館職員的表現，並認同圖書館的環境和自助服務及設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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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表達意見，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圖書館服務。除茶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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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er  Liaison  Group  (RLG)  Tea  Gatherings  wer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last October. They attracted 630 participants who contributed personal and direct  
view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Besides, over 2,4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With the newly  
added online questionnaire last year, it helped us collect your valuable views.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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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are satisfl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library staff and agreed that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self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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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G Tea Gatherings, readers are also welcome to give their opinions through readers÷  
suggestion box, email and fax.

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
Smart tip for using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無論你是自助圖書站的常客，或正計劃前往自助圖書站親身體驗

有關服務，都不要錯過以下關於使用自助圖書站的小貼士。

當大家使用自助圖書站的借閱、領取預約，和以八達通繳交圖書

館費用與罰款服務時，都需要以圖書證或身份證登入個人圖書館
帳戶。完成使用服務後，屏幕右上方的「登出」按鈕會不停閃

爍，提示大家離開圖書站前要緊記登出自己的圖書館帳戶﹗

Whether you are a regular user of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or 
planning to pay your flrst visit soon, do not miss out the smart tip below.

Users are required to log in their library accounts when using services 
of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including borrowing, pickup of reserved 
library materials and payment of library fees and charges with Octopus. 
After using these services, users will be reminded by a twinkling 'Logout' 
button  on  the  top  right-hand  corner of the screen to log out of their 
library account before leaving.

提提你：使用完自助

圖書站服務後要緊記登出帳户

minder: Log out your account properlyRe
after using the Self-service 

Libray St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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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訊  ‧ Library News

人間因為四季更迭而變化多采，人生也要像四季一樣，活得豐盛。退休

生活不代表只有吃喝玩樂，學習新事物，也是豐富生活的好方法。

圖書館於四月至十二月期間，推出「品味樂齡」講座系列，讓樂齡一

族在尋常日子裏享受充實的生活。共十八場講座按季節分成三個系

列，包括「春：品茶 ● 賞曲」、「夏：翰墨 ●  盆景」及「秋：山行 ●   隨拍」。

「品味樂齡」講座系列 —「春：品茶 ●   賞曲」

上茶樓品茗賞曲是上世紀初不少港人的消遣。春天的茶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正是賞茶品茶的絕佳季節。

粵劇是中國傳統戲曲劇種之一，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以唱、做、念、打的手段來表現戲劇內容。

無論你對泡茶和茶藝或戲曲藝術和粵劇文化有多少認識，圖書館都歡迎你來一起發掘當中的新知識，提升生活品味。

 品茶 講者：唐健垣博士

茶六色三法
日期： 4 月 21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 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 月7日（星期日）
留座電話： 2746 4270 

普洱尋真 
日期： 5月19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5月 5日（星期日）
留座電話： 2879 5560

工夫茶 ●  考工夫 

日期： 6月 2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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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日（星期六）
留座電話： 2429 6338

 賞曲 講者：阮兆輝教授

如何欣賞粵劇 
日期： 5月 4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 月 20日（星期六）
留座電話： 2926 4055

細談粵劇經典
日期：  5月 5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 月 21日（星期日）
留座電話： 2360 1678

粵劇後台到前台 
日期： 5月11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 月 27日（星期六）
留座電話： 2921 2508

粵語主講。免費入場，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的開始留座

日期起，登入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sis) 或致

電舉行講座的圖書館登記。名額有限，每人每場講座只

限預留座位一個，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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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PRO) of the Government Records Service is holding the 

館訊  ‧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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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速遞  ‧ HKCL Express

筆畫傳情—杜國威作品展 
Exhibition of Works by TO Kwok-wai

不少人對杜國威的認識都在於劇作方面，但原來他已

擁有五十多年的畫齡。早在中學生時代，杜國威便跟隨

已故的莫德光老師及嶺南派畫家呂化松老師學習書法

及水墨畫。

杜國威認為編劇與繪畫創作在意識形態上是背道而馳

的。編劇往往受制於其他因素，未能將情感表現得淋漓

盡致；而繪畫則是將身心淨化，隨心意而行。他亦受過

往劇目啟發，繪畫出不少情趣盎然的作品。

香港中央圖書館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杜國威作品的專

題展覽，特別展出杜氏近年以劇目為題的畫作，如《我

和春天有個約會》、《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及《榕樹下》

等，並從「杜國威文庫」中揀選珍貴的資料展出，包括

他早年的畫作如《老圃秋容》、《柳燕》、《大富貴亦壽

考》，以及全職劇作家時期所撰寫的舞台劇和電影劇本

手稿等。

由於展品眾多，是次展覽將分兩期進行，冀讀者欣賞畫

作的同時，更可以透過劇本手稿互相比照，從而對杜國

威的劇作及畫作有更深入的認識。展期至六月三十日結

束。查詢：2921 0323。

Raymond TO Kwok-wai, a leading contemporary playwright in Hong Kong, is well known for his classic plays, including 
Hu-Du-Men (aka Stage Door), The Mad Phoenix,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and A Sentimental Journey.

However, only few may notice that TO Kwok-wai is also a veteran painter of Chinese paintings. An exhibition on TO Kwok-
wai÷s works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30 June, 
in which TO÷s recent paintings inspired by his own play scripts as well as some of his earlier works are on display. The 
exhibition, to be held in two phases, opens up a chann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O÷s paintings and 
play scripts. Enquiries: 2921 0323.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香港交易所的發展史展覽 
Exhibition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KEX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是香港主要經濟支柱之一，證券

業則是金融服務其中一個重要範疇。香港的證券交易何時開始？香港

第一間證券交易所於哪年成立？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四會共

存」是指哪四間證券交易所？現在的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簡

稱香港交易所或港交所）又是由哪幾間交易所 / 結算公司組成的？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的文化及歷史資源角，現正舉行專題展覽，

詳細介紹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發展史，對香港交易所及

香港證券業有興趣的朋友切勿錯過。展期至七月三十日結束。

查詢：2921 0222。

Being an international flnancial centre, Hong Kong÷s flnancial services 
sector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illars, with the 
security industry as its signiflcant component. When did securities 
trading begin in Hong Kong? When was Hong Kong÷s flrst stock exchange 
set up? Which were the four stock exchanges in the ’Four-Exchange Era÷ 
in 1970s to 1980s? Which stock exchanges/clearing companies make up 
the present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HKEX)?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an exhibition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HKEX), being held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on 8/F of the HKCL until 30 July. 
Enquiries: 2921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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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學  ‧ Literature

元朗是香港十八區中歷史最悠久的地區之一。區內有不同的社區環境，旣

有新發展市鎮，亦有寧靜舒適的后海灣及南生圍等，為詩人提供不少創作

靈感。元朗區的公共圖書館將於五月舉辦「詩歌@元朗 2019」，透過香港

十位詩人所創作的詩歌，全方位向公眾展現元朗的文化，以及藉著詩歌推

廣閱讀與創作。

十位本地詩人，包括宋子江、岑文勁、阮文略（熒惑）、何麗明、周漢輝（波
希米亞）、區結成（區聞海）、梁璇筠、黃淑嫻、歐陽瑞萍（ 萍凡人）、羅樂敏，
將以元朗為題撰寫詩歌，並舉行詩歌朗誦會，在會上分享所撰詩歌，帶領

參加者走進元朗的文學風景，更深體會詩人的情感哲思及人文關懷，關注

文學與生活地方的連繫。詩作更會於五月和六月分別在屏山天水圍公共

圖書館及元朗公共圖書館展出。

詩歌@元朗  
Poetry@Yuen Long

詩歌朗誦會及展覽

詩歌朗誦會

日期：5月2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名額：40名

查詢：2126 7520

展覽

日期：5月1至30日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日期：6月1至30日

地點：元朗公共圖書館

青年創作坊誠邀 
  喜愛寫作的你參加
當大家都以表情符號（Emoji）表達感受時，你卻獨愛以新詩來抒發內心

感情？如何藉由賞讀名家名篇進而運用在自己的散文寫作上？你可能閱

讀過許多著名的小說作品，但要撰寫起來卻感到無從入手？

在圖像文化主導的今天，林林總總的聲色光影匆匆流過，能凝聚思維，提煉思考的語言和文字更形重要。無論你已是筆耕老手，或仍在新

手入門，都歡迎你與我們一起進入文字書寫的空間。

新一年度的青年創作坊由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文學》、香港文藝社及香港詩歌節基金會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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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

創作坊已於早前截止報名，喜愛散文和微型小說的朋友，快把握這個機會吧！

散文

日期：  7月6、13、20及27日，8月3及10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主持： 施友朋先生

講者：  王良和教授、周蜜蜜女士、周潔茹女士、 

梅子先生、潘步釗博士、樊善標教授

截止報名日期：5 月 22 日

微型小說

日期：  9月21及28日，10月5、12 、19日及26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主持： 秀實先生、林浩光博士

講者：  阿兆先生、徐振邦先生、殷培基先生、陳德錦博士

截止報名日期：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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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中文作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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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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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作家分享  ‧ Experts’/ Writers’Sharing

達
伴讀

人談心得‧寫作人的讀書樂

陳敏儀親子共讀 2.0

「親子共讀2.0」當中「共」字的解釋上有「一起」和「共同」的意思。很多專家也曾提及，若忽略了在孩童幼少時進行親子「共」讀的美
好時光，往往導致小孩遲遲未能建立良好閱讀習慣。而在二十一世紀全球一體化及資訊科技高速發展已帶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蒞臨，使現
實世界與電子世界結合，構成對人們生活及工作上的深遠影響，例如︰65%現今就讀小學的學生，將從事今天仍未存在的工作；到了2030
年，有20億個工作崗位將被自動化功能所取代。故此，這個「共」字更演變成孩童面對未來的必要條件—他們不但要懂得與人溝通、共同
協作和創新，以承擔不同責任；更要認識如何從閱讀中學習消化、組織及運用資訊，有系統地解決林林總總、日新月異的生活及工作問題。
故此，要幫助孩子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父母可以嘗試跳出固有的共讀框架，從「親子共讀2.0」出發。

(一) 書籍垂手可得，親子閱讀24/7︰
要進行「親子閱讀2.0」，就先要建構閱讀2.0的豐富資源環境。對幼少的孩童來說，精美的繪本固然吸引，但也不可忽略功能變化

多端的電子閱讀器及電子資源的運用。我們要知道電子年代兒童的需要，同時也要協助他們利用實體書進行閱讀。 

香港人着實很幸福，現時在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便有70間固定的公共圖書館、12間流動圖書館、2個自助圖書站及134間
社區圖書館。無論大家住在哪個地區，也可帶同子女前往就近的公共圖書館申請借書証，免費使用公共圖書館服務及設施。香港公共
圖書館的館藏豐富，除實體書外，其網上多媒體資訊系統亦設有兒童版，提供合適的電子資源如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供孩童使用，其
獲多個獎項的流動應用程式My Library「我的圖書館」更是父母手機內必備的有用工具。

此外，香港的大街小巷亦不缺各式各樣的書局，還有本港及外地的網上書店，父母與子女要第一時間看到最新出版的書籍，或隨
時隨地看書，並沒有難度。

(二) 善用資訊科技，成為親子共讀2.0專家︰
父母在互聯網世代可多利用網絡上的家長學習平台、說故事技巧短片、親子共讀專題文章、好書介紹網站及學習工具等資訊，

衝破一貫進行共讀時父母單打獨鬥的局面，增加對親子共讀的認識，提升對現今孩童閱讀學習的理解，與時並進。此外，這些網上資 
源很多也設有 Facebook ， Twitter 及 Google 配置，瞬息間便可作網上評論、聯結及轉載，家長網上討論區更是不少家長增廣見聞的平 
台。家長從知識與實踐層面雙管齊下，探索親子共讀的真諦，久而久之父母也可成為親子共讀2.0專家。

(三) 實體書與電子書並存的家庭閱讀環境︰
而最重要的，還是建構家中的閱讀學習環境。香港大學謝石金教授就曾在「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2016」中指出家

中藏有兒童書籍愈多，學生閱讀成績愈好。家中兒童圖書達50-100本，對子女的閱讀能力表現有着顯著正面影響，有助達到香港平均
水平。若家長能作子女的榜樣，擁有閱讀興趣及良好閱讀習慣，甚至收看電視時，也多揀選有字幕的節目，那必然會相得益彰。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實體書及電視節目上的字幕外，家長可考慮適當運用電子資源如網上有聲書、動畫書等輔助子女閱讀，讓他們
感受隨時隨地都可閱讀的方便，領略成為「資訊小主人」的優越感。

(四) 重視培育資訊素養，賦予孩子二十一世紀必備技能︰
既然很多工種現在還未有在社會出現，那麼父母可怎樣準備子女迎接未來﹖家長必須明白應付一切在智識型經濟體系下帶動的

轉變也需要從打穩閱讀基礎做起。父母不但可以培養子女「喜歡閱讀」，還可讓他們認識「怎樣閱讀」、「為何要閱讀」，掌握「學會學
習」的竅門，懂得自學。同時也要在閱讀過程中，建立他們的共通能力，孕育他們的資訊素養，讓他們重覆經歷閱讀、分析、組織、綜
合、應用資訊等步驟，訓練子女的高階思維能力，協助他們建立有系統地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如此同時，重視培養他們二十一世紀的
技能，使他們切實地擁有未來社會主人翁的能力。

何謂二十一世紀技能﹖顧名思義就是一系列在後工業時代不同場所中所必備的高階技能。在教導孩童上，我們尤其重視3R's– 
，Reading (閱讀)，Writing (寫作)和 Arithmetic (數學)，以及4C s – Creativity (創作)，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維)，Communication (溝通) 

及Collaboration(協作)的培養。

親子共讀如何能配合子女二十一世紀技能的發展﹖只要父母多一份心思，啟發孩子帶着問題去閱讀。並在共讀過程中，透過提問，
帶引子女思考問題，判斷情境，找出答案，細心聆聽子女的說話，多作鼓勵讚賞，並用父母的生活經驗擴闊子女對事情的理解，以個人
豐富的閱歷建立子女待人處事上的價值觀。利用延伸活動拓展他們的眼界，引發他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讓他們明白無論什麼問題，
皆可找到解決方法，從而使他們樂觀地面對時代的急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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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2.0在現實生活中形成深遠影響，它讓我們重新檢視「共」力在互聯網時代可產生的重大作用，參與、分享、互動和創新形成了網絡
2.0的秩序。親子共讀在新時代的繁衍進程，亦需要緊貼時代步伐而有所蛻變，這樣才能使子女在適切的家庭教育下，茁壯成長，在父母的
悉心栽培下，作最好的裝備，迎接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擁抱未來﹗

參考資料:
‧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nancing Glob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2016). The Learning Generation: Investing in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s://report.educationcommission.org/report/ 

‧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2011).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p21.org/storage/documents/1.__p21_framework_2-pager.pdf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The Future of Jobs: Employer, Skills, World Force Strategy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3.weforum.
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pdf

‧  Tse, S. K., Lam, W.Y., Lok, K.Y.,& Cheung, W. M. (2016). Project in International Literacy Study (PIRLS) 2016. International Report (Hong Kong S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eb.edu.hku.hk/f/page/4565/Press-release-20171206_Eng.pdf

陳敏儀，行政主任、圖書館主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兼任講師、香港圖書館協會教育及培訓主
任及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以圖書館服務支援特殊需要人士組別的常務委員。香港大學一級榮譽
畢業，於香港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攻讀研究院碩士課程。提出「閱讀2.0」策略，善用科技如電子
書，同時強調自主學習，從閱讀培養孩子的自學、解難和創意力。

書寫城市 每篇文章都是一個經歷 黎穎詩博士

演員要投入角色，每做一套戲，便以另外一個身份去生活一次。 嫁到未知的對岸，回娘家談何容易。我有幸有機會去了解香港被人
其實寫作亦是。 忽略的過去，並感謝令這個城市變得文明與公平的前人。

成立專門收集城市人日常生活故事的「城市日記」，最大的挑 有的訪問，把我帶去悲傷的世界，有更多的訪問讓我看見希望，
戰，亦是收穫，是可以經歷別人的生活。走進不同社區，行業，眼界 每次訪問城市農夫，都是一個愉快學習的過程。採訪農夫，學習他
闊了亦更謙卑。 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起居習慣，其實是跟農夫上農業、生態課。聽

IT才俊、退休商人、文青，為何選擇放棄高薪厚職、舒適的城市生活
目不識丁的水口阿婆、坪洲捕魚阿伯，假如我不把工業的、城市 去務農，我慶幸能遇上善良的人，知道這世上還有人會發夢，身體力

的思考方式放下，走進他們的世界，學習他們詞彙，訪問是無法繼 行去改變世界。
續的。 從他們重覆不斷的問「訪問我的價值何在？」，慢慢地，我知
道那問題包含着他們過去幾十年的委屈。這個商業金融城市，只要 與城市農夫首次碰面是七年前的事，這段時間，認識了約十個
你不是金融才俊、商界翹楚、官員議員、有識之士、俊男美女，你的 由各行業轉職做農夫的人，最近發現了一個新趨勢，新加入務農行
經驗不是知識、你的故事不值一提。 業的其實早已從不同途徑對耕種及植物有一定認識，農耕外，他們

更致力開發各種以植物為本的產品，走進市場，與石油產品，外國的
水口婆婆淡淡的道出她們的成長，我腦海出現的是男尊女卑， 植物又或有機產品一較高下。

活生生的恐怖片！捕魚伯伯解釋填海工程如何殘酷地摧毁海洋生
態，我看見不能走到人類世界示威抗議的魚，因人類的貪婪而在充 七百多萬人的城市，有數不盡的精彩平凡人故事，旅遊作家、詩
斥着淤泥的海水中窒息而死！ 人、單車騎士、帶導賞團的師奶、工餘拍攝街貓的記者、推動環保的

律師、以畫筆紀錄植物的婆婆。書寫城市，令我可以用不同人的眼
每個訪問，都極需要閱讀，人文、自然、地理、歷史文獻、古今 光去感受城市，每篇文章都是一個經歷！

地圖，學術的、記敍的、虛構的小說，反正可以有助了解受訪者世界
的資料都不會放過。受訪者與其時代是合而為一，要共同去理解，
清楚地把關係傳達給讀者。 黎穎詩博士，網上故事平台「城市日記」負責人。曾任職香

港英文報章，長期報導與城市發展相關的議題。著有《城市日
到水口收集故事，學懂了以海洋為視點去了解那個已經消失的 記：未來故事 永續香港》，並於2018年將大嶼山南部水口村

時空。那個時空，與水口一海之隔的長洲是市集，而婚姻是各村落及 的口述歷史結集成為《同話水口》一書。
附近小島的事情，水口與貝澳、大小鴉洲與水口。年輕的姑娘，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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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樂無窮

小時候，整天聽得最多的詞語一定是「讀書」這兩個字。由學 很快，家中藏書已不能滿足自己的求知欲，可幸附近新開設一
校到補習社再到屋企，「讀書」就像宇宙中心，支配整個生態鏈，作 間公共圖書館，於是嚷着要申請一套三張的兒童圖書證（還是人手
為衛星的我只能循環不息地為「讀書」而奔波，身心疲累。儘管爸爸 插卡款式），每三兩天就跑去借書，由《漫畫西遊記》到整套「偉人
是報館編輯，家裡放滿各式各樣的書本，但在沉悶死板的填鴨式學 傳記系列」，統統不放過。後來更跳級到成人圖書館的小型「百子
習氛圍下，對所有書本總是敬而遠之，從未生起過絲毫興趣。 櫃」試着搜尋書本，猶記得第一本借走的成人圖書就是《中國歷史

五千年》。
那些年，學校推出的「課外閱讀計劃」加設一門「閱讀報告」的

功課，要求同學自選課外讀本，然後編寫讀後心得。既然是不限題 中學時代，為了享受閱讀新書的特權，索性當個圖書管理員，整
材的功課，自然不會選取長篇大論的故事書。我特意挑選《日本壽 天書不離手。放學以後，又到書店看看有什麼新出品，這下就慘了，
司》、《廣東點心》、《自製蛋糕》一類有大量彩色圖片的食譜，主 只要碰到心頭好書，那怕節衣縮食都要把它捧回家裡。經過數十年
要看準它那獨立成章卻無緊密聯繫的特性。因為食譜以實用為主， 螞蟻搬家式的努力，屋企早已變成小型圖書館，生活的事無大小都
資訊豐富卻無焦點，不像小說散文般被作者的心思所局限，它的主 被書本包圍，勁有安全感。
旨越是模糊，我就越有發揮的空間，由食材選取到餐具配套⋯⋯ 總
之天南地北，東扯西拉，說來也甚有趣味。而看似零碎的食材資料， 如今，閱讀和寫作已是生活的重要部份，每本書就像「隨意 
但背後蘊藏各地飲食文化和食用風物的資訊，配以大量生動的形 門」，一手翻開就領我到另一邊的世界。而寫作又像紙鳶，將天馬 
容詞彙記述烹飪經過，讓我能在短時間內增進知識和運用語句的 行空的創作力拉回現實，當你投入其中仿如開展一趟奇幻旅程，雖
能力。也忘記寫了幾多篇這樣的閱讀報告，使老師誤以為我的志願 然孤寂，卻很滿足。
是當個跨國廚師。

近年流行「斷捨離」，叫人丟棄雜物過簡單生活，我最贊同。書
沒想到平平無奇的尋常食譜竟能勾出豐厚的文化資訊，我漸漸 海浩瀚，終究是身外之物，看過即捨，理所當然。惟有閱讀習慣不應

察覺到書本背後蘊藏着浩瀚無邊的世界，於是逐一翻看家中藏書， 斷除，襟袋的鋼筆也不可離身，請容我保持這一點的執着。
在芸芸眾書當中，以那本號稱「包羅萬有」的《通勝》最愛不釋手。

《通勝》本是「年度天文曆算報告」，內含醫卜星相等實用而 鄧家宙博士，香港史學會總監，大學講師。專注香港歷史、
專業學問，確然拓展知識視野；附錄的《三字經》、《千字文》、《增 信仰文化及碑石研究，編著書刊近二十種，包括《香港華籍名
廣賢文》等傳統蒙學經典，因為音韻順暢，很自然就跟着背誦，許 人墓銘集》、《香港地區報：18區文藝地圖》等。其中《香港
多成語都是這樣學來的；還多得那「廣東話學英文字」及半文言文 地區報：18區文藝地圖》為第十一屆「香港書獎」獲獎書籍。
的「書信帖式」等欄目，也加深對中文字詞的理解和運用，為日後的
書寫能力打下基礎。

鄧家宙博士

快樂的伴讀時光 高文灝

小朋友經由閱讀獲得快樂，閱讀既可讓小朋友學習到不同的 喜孜孜跟伴讀的父母一起期待下一個驚奇。父母可在這快樂的氣
知識，也可以讓他們馳騁於書內繽紛的幻想世界。但對於有特殊 氛下跟孩子多作溝通，孩子將更主動去表達自己所思所想。
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的小朋友來說，閱
讀可能是一個困難的過程。 當持之以恆讓伴讀變成習慣後，父母可因應每個孩子的個別

能力嘗試選讀一些較抽象的概念或以情感為主題的繪本故事；另
相比從前，近年公眾對SEN小朋友的認知度有所提高，大家 外，伴讀時亦可用對話式閱讀技巧來幫助孩子發展語言。不過，請

都意識到他們在生活及學習上需要多些關顧。SEN包括了八大範 緊記，伴讀及選書都是以孩子的興趣為先，要互相尊重，重要的是
疇的小朋友，例如身體或智力有障礙、自閉症譜系、專注力不足及 以此跟他們建立親密關係，令大家在閱讀過程中得到快樂，這就
過度活躍等，他們在學習上各有不同的困難。當中部分有語言及 是筆者這幾年從孩子身上學習到的東西。
溝通能力缺失的，主要以圖畫來說故事的繪本是非常適合SEN小
朋友閱讀。多數繪本的文字精簡、圖畫繪製美輪美奐，由於SEN 我們希望SEN小朋友能被公平對待，相信無論在生活和學習
小朋友有部分屬於「視覺形學習」的兒童，即從影像中吸收資訊的 上，父母及社會都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跟其他人相同的機會。只
能力遠比從聲音語言好，透過閱讀不同的繪本故事可以讓他們更 要大家願意花多點心思，SEN孩子都可以跟所有小朋友一樣，一同
有效地認識社會，跟世界連繫。如果父母師長能陪伴孩子一起閱 享受閱讀的樂趣。
讀繪本，確實可以藉此跟他們建立深厚關係。

很多SEN孩子因其特性，大多不能好好安坐跟父母共讀圖
書，父母因而在不斷的挫敗經驗下容易放棄。其實跟孩子共讀，開 高文灝，漫畫家及插畫師。在大學修讀生物學及平面設計
始時，首要是選一些有趣好玩和自己孩子有興趣的題材，這樣比 課程。多年來從事教科書插圖製作，並於報章及網上發表漫
較容易吸引他們。好像日本繪本作者長新太的《圓白菜小弟的星 畫作品。著有漫畫《高高在下》、《小香港人》及《殺狗記》
期天》，孩子會容易被瘋狂搞笑的主角造型和意想不到的劇情吸 等。近年積極推廣兒童繪本，於2010年創作繪本故事《搜書
引住，特別是翻頁後驚喜的情節每一次都讓孩子更加興奮和投入， 包》，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兒童圖畫故事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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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培養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
古語有云：「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從閱讀培養孩子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如「堅
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有賴學校和
家長的共同努力。閱讀能增廣見聞，也讓孩子從中了解不同人士的經歷、想法和價值觀，並從中得
到啟發。例如當閱讀德蘭修女救助老弱平民，為貧苦大眾奉獻一生的故事，我們希望孩子會被她
無私助人的精神感染，促使他們多關愛和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又如閱讀書刊或文章，讓孩子了解
不同人士的觀點和立場，學習如何以理性和客觀的態度去分析，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從而建立
理性和尊重他人的態度。 

閱讀充滿趣味，如果能親子共讀，更是樂趣無窮。試想想，平日多抽出時間，揀選一本喜愛的圖書，並與家人一起分享當中內容，共渡愉
快時光。透過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漸漸把閱讀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家人與孩子一起閱讀，讓孩子從書本中得到不同的啟發和感悟，相信
他們會不知不覺地建立正面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近年不少學校透過繪本閱讀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教育局特別與九龍公共圖
書館合作，彙集相關的繪本書目，名為「從繪本到德育∼怎樣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和態度」圖書館資源選介。當中收錄以正面價值觀如關愛、尊重、責任
感等為主題的中、英文繪本及電子書，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關愛與尊重等
正面價值觀。

書目可從以下網頁下載：
www.hkpl.gov.hk/tc/common/attachments/thematic/erc/events/
From%20Pictures%20Books%20to%20Moral%20Education.pdf

另外，教育局為協助學校推廣閱讀，分別就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提供主題閱
讀建議書目。2018/19學年的建議閱讀主題包括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健康
生活、品德教育、大自然與生活和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

部分閱讀主題書目已可從以下網頁下載： 
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
learn/contribution-of-book-titles/index.html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長重要的一環，家長可以身教言教，同時主動和孩子一起閱讀並分享箇中的樂趣，
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讓我們攜手通過閱讀，在孩子心中播下正面價值觀的種子，使他們在書海中
吸取養分，「閱」出豐盛人生。 

香港中央圖書館兒童圖書
館一月至三月的親子故事
工作坊，宣揚愛與關懷。

「STEM」是綜合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教育的簡稱。大家可
在圖書館找到不少有關STEM

教育的館藏及電子資源。

Developing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Reading

Reading not only can broaden children’s horizons but also help promote their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reading, children will understand and learn from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different people, including those of great 
historical characters, develop the skills to explore thing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make judgement from moral 
and ethical stance, as well as develop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based on rationality, empathy and respect for 
others, etc.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the EDB has compiled suggested book lists of theme-based reading for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ne of the themes suggested for the 2018/19 school year is ‘Moral Education’. The 
list can be retrieved from the following webpage: 
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reading-to-learn/contribution-of-book-titl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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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意義 -  
教與學公開講座 
系列一:博文及社會科學 
Exploring Education: Public Lectur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eries 1: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30/3（星期六） 大埔

講題 通識科「教壞」青年人?
講者 趙永佳教授(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

學學院副院長(國際交流))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651 4334
開始留座日期 3月16日

13/4（星期六） 中圖

講題 參與音樂比賽的意義:兼論比賽評審
的可信度和可靠度

講者 梁寶華教授(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
學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一號活動室
查詢 2921 2661(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

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時)

開始留座日期 3月29日

11/5（星期六） 九龍

講題 透過科技學習公共衛生 
講者 柯培麗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博文及社會科

學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6 4055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7日

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的開始留

座日期起，登入圖書館網頁(www.

hkpl.gov.hk)或致電舉行講座的圖

書館登記。名額有限，每人每場講

座只限預留座位一個，先到先得，

額滿即止。

「香 港海防歷史多面睇」
公開講座
'A Closer Look at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Coastal Defence' Public 
Lectures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合辦 

7/4（星期日） 土瓜灣

講題 明清時期的香港海防
講者 蕭國健教授(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6 4155

11/5（星期六） 香港仔

講題 明清時期的香港海防
講者 蕭國健教授(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
時間 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點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查詢  2921 1056

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的開始留座日期起，致

電舉行講座的圖書館登記。名額有限，先到

先得，額滿即止。

文學月會 - 
文學閱讀與寫作 
Monthly Literary Talk: 
Literary Reading and Writing 

與《香港文學》月刊合辦

13/4（星期六） 中圖

講題 關於紙本閱讀
講者 王良和教授、樊善標教授

18/5（星期六） 中圖

講題 文學欣賞與批評
講者 羅貴祥教授、鄺可怡教授

15/6（星期六） 中圖

講題 文學旅程
講者 崑南先生、周蜜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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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

講座前15分鐘免費入場，座位先到先得。

樂齡中醫講座系列 
Subject Talk Series on Chinese 
Medicine for Elderly Health

與博愛醫院合辦

9/4（星期二） 石塘咀

講題 中醫治療失眠與調理
講者 陳穎(中醫師)
時間 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3月26日
查詢 2922 6055

13/4（星期六） 東涌

講題 中醫防治常見氣管病患 
講者 黎桂珊(中醫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東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3月30日
查詢 2109 3011

7/5（星期二） 北葵涌

講題 中醫治療肩背痛 
講者 張小泉(中醫師)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北葵涌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3日
查詢 2421 4740

10/5（星期五） 土瓜灣

講題 中醫預防冬季/夏流感
講者 李灶妍(中醫師)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地點 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4月26日
查詢 2926 4155

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的開始留

座日期起，登入圖書館網頁(www.

hkpl.gov.hk)或致電舉行講座的

圖書館登記。名額有限，每人每

場講座只限預留座位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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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with free 

admission. Programm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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