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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圖書館響應「世界閱讀日」活動花絮
Highlights of World Book Day Activities

閱讀並無界限。為響應世界閱讀日及延續去年推出的「共享‧喜閱新時代」主題，公共圖書館於四月推出一連
串跨越地域、年齡及媒介的活動，鼓勵全民閱讀，營造有利閱讀的氛圍。

「4‧23喜閱無界限」啟動禮為各項精彩活動揭開序幕，包括「共讀半小時」活動、共讀故事坊、快閃圖書館
@2019響應世界閱讀日、「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獎禮、「走讀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系列」，以及 「共
享喜閱十八區」的南區「開心讀書人」巡演和「STEM@圖書館」同樂日。

Reading is beyond boundaries. To support the World Book Day and to continue last year’s ‘Discover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campaign,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introduces a 
series of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from April, covering various districts, age groups and media,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read and to foster a reading culture. 
The launch ceremony of ’Reading Beyond Boundaries’ unveils the ’30-minute Read’, storytelling 
workshops on 23 April, Pop-up Library@2019 World Book Day Fest,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Fun Reading at Hong Ko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at 18 Districts’.

「4．23喜閱無界限」啟動禮
Launch ceremony of‘Reading Beyond Boundaries’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電台第五台於四月二十三日在香港中
央圖書館舉辦「4‧23喜閱無界限」啟動禮，公布今年重點閱
讀活動，並邀得出席嘉賓與現場觀眾分享閱讀心得。香港公
共圖書館與深圳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及澳門公共圖
書館同時舉行「共讀半小時」活動，讓讀者跨越地區，一同共
讀，感受喜閱無界限。同場又播放了粵港澳三地「領讀人」的
《共讀宣言》視頻，包括香港區「領讀人」郭晉安，齊齊在視
頻中鼓勵大家讓閱讀成為習慣。

The  HKPL  and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Radio 5 held a 
ceremony to launch  ’Reading  Beyond Boundaries’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on 23 April  and  announce  the 
highlight  reading events this year. Part ic ipat ing guests  in  
the  ceremony shared their reading tips with the audience. The 
HKPL,  Shenzhen Library,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Macao  Public  
Library  held the event ’30-minute Read’ simultaneously. 
Roger Kwok, the ’lead-reader’ of Hong Kong, and the 
’lead-reader’ of collaborating libraries also appeared in a 
video promoting reading as a habit.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中）、康文署署長李美嫦 
（左二）、廣播處長梁家榮（右二）、作家潘國靈（左一）
及歌手陳柏宇（右一）主持啟動儀式。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Dr Choi Yuk-
lin (centre);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second left); the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Mr Leung Ka-wing (second right); 
writer Mr Lawrence Pun (first left); and artiste Mr 
Jason Chan (first right) officiate at th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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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郭晉安以香港區「領讀人」身分與現場觀眾分享閱讀的樂趣。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的故事人於啟動禮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帶領參加者一
Artiste Mr Roger Kwok, the‘lead-reader’of Hong Kong, shares 同閱讀故事書。 
the joy of reading with the audience. A storyteller of‘The Theatre Wonderland’leads the participants to 

read a story book together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after the 
ceremony.

共讀故事坊＠34間公共圖書館
Storytelling workshops@34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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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圖書館＠2019響應世界閱讀日
Pop-up Library@2019 World Book Day Fest

圖書館去年推出「快閃圖書館」，深受大眾歡迎。配合語文教育
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和教育局合辦之「2019響應世界閱讀日：悅
愛閱讀、愈讀愈愛 — 民間故事萬花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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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與的
中、小學學生、家長及教師認識公共圖書館館藏、服務和資訊。 

Held to tie in the ’2019 World Book Day Fest — Towards a  
Reading City: Folktaleoscope’, co-organis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the 
Education Bureau at SKH Holy Trinity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on 27 April, the pop-up library promoted library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o attending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右三）參觀「快閃圖書館」。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Mr Kevin Yeung (third right), visits the 
Pop-up Library. 

電子資源體驗 e-Resources Experience 

感謝恒基溫暖工程義工隊派出義工參與快閃圖書館。 
Thank for the support from Henderson Warmth 
Volunteer Team.

休閒閱讀區 Leisure Reading Area

拍攝「FUN」享 Photos for FUN Sharing

DIY萬花筒 DIY Kaleidoscope

STEM 活動牆 STEM Wall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of the‘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每年一度的「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今年以「喜『閱』新一代」為主題，鼓勵中小學生以不同形式分享閱讀心得。頒獎禮於四月二
十八日舉行，獲獎作品現正在各區圖書館巡迴展出。有關頒獎禮的詳情請參閱《通訊》第十頁至十二頁。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s“Let’s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28 April. Please refer to pages 10-12 for the details of th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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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系列　
Fun Reading at Hong Ko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活動剛於上月展開，參加者可一邊閱讀交通工具繪本，一邊認識城市。系列首節活動以電車為主題，啟航儀式於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在
西環屈地街電車廠舉行。活動於啟航儀式後隨即開始，家長帶同小朋友登上富有香港特色的電車「叮叮」，開展走讀之旅。「走讀香港
公共交通工具系列」往後還有巴士、鐵路和船隻，期望帶參加者走出圖書館，一邊閱讀繪本，一邊認識城市。

The outreach paired reading activity ’Fun Reading at Hong Ko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designed for readers to read thematic 
picture books on transportation, was launched at Whitty Street Tram Depot in Sai Wan on 28 April. It aims to take participants 
beyond libraries to read picture books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city.

The flrst tram-themed session was held immediately after 
the launch ceremony. On board the tram, parents and 
children began their fun reading journey on this iconic type 
of Hong Kong transport. The upcoming sessions will visit a 
bus depot and the MTR Safety Experience Zone as well as 
sail on the Dukling.

康文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右二)主持啟航儀式；其他主禮嘉賓包括
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柯佳列(右一)、叮叮老香港辦館店長李俊龍(左一)及藝人
陳豪(左二)。
Miss Rochelle Lau (second right), the Assistant Director (Libraries and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officiates at the ceremony
with Mr Kenny Or (first right), the Co-Founder of Hapischool Reading Club;
Mr Eric Lee (first left), the Manager of Hong Kong Trams Store; and artiste
Mr Moses Chan (second left).

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柯佳列在電車上分享電車繪本故事。
Mr Kenny Or, Co-Founder of Hapischool Reading Club, reads a
tram-themed picture book out loud on board the tram.

參加者出發前與嘉賓合照
Group photo of the guests and participants before the reading journey

叮叮老香港辦館店長李俊龍向參加者講述香港電車的歷史。
Mr Eric Lee, Manager of Hong Kong Tram Store, tells the
participants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Tram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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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喜閱十八區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at 18 Districts

地區圖書館方面，富地區特色的文化及閱讀活動「共享喜閱十八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have also been organised by various 
區」將相繼推出。頭炮便有剛於四月舉行的南區「開心讀書人」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reading at district level, such as the 

巡演，以及九龍公共圖書館的「STEM@圖書館」同樂日。 ’Happy Reading Companion Road Show ’ in Southern 
District and the ’STEM@Library’ Fun Day at the Kowloon Public 

Library, both held last April.

‘Happy Reading Companion Road Show’
南區「開心讀書人」巡演

in Southern District

三場巡演為市民帶來連串精彩的閱讀活動。參與的大人和小朋友，不但能品味書香，更透過「開心讀書人」直播室、廣播劇大賽及
好書選舉，由名人嘉賓帶領進入書本中的世界，享受閱讀的樂趣！

Organised by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the Road Show consisted of three tours with a series of vibrant reading 
activities. The Open Day, Radio Drama Contest and My Favourite Book Voting enabled participants to discover the joy and fun 
of reading in an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way.

巡演一：香港仔公共圖書館開放日
Tour 1: Aberdeen Public Library Open Day

名人好書分享及討論  
Celebrities Book 
Sharing and 
Discussion

眾嘉賓大合照
Group Photo of GGuests

「開心讀書人」 
直播室  
Live Radio 
Broadcasting

「茶味．書香」 
茗茶樂工作坊  
Indulge the 
Scent of 
Book and Tea 
Workshop

兒童互動故事時間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Session巡演二：奇妙的閱讀世界廣播劇大賽 

Tour 2: Radio Drama Contest
巡演三：「賞．看十本好書選舉」分享會

Tour 3: Dialogue with Celebrities of‘My Ten Favourite Books’

作家深雪分享好書 嘉賓與學生分享好書
Book Sharing with writer Zita Law Book Sharing of Guests and Students

南區知多少通識大賽  好書選舉頒獎禮大合照
Quiz Competition on Southern Group Photo at‘My Favourite Book’
District Presentation Ceremony

資深廣播人與參賽者分享
Sharing with Contestants by Celeb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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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劇比賽(小學組)  
Radio Drama Contest (Primary School)



「STEM@圖書館」同樂日
‘STEM@Library’Fun Day

「STEM@圖書館」同樂日於四月二十七日及二十八日在九龍公共圖書館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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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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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EM@Library’ Fun Day, held on 27 and 28 April at the Kowloon Public Library, 
gave participan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and e-Resources 
through interesting games, talks and workshops. 

封面故事 ‧ Cover Story 

遊戲攤位 小朋友在創意工作坊製作新一代小相機 「天文小故事」科普講座  
Game Booths Workshop on DIY Camera Talk on the Stories of Astronomy and Space

電台節目「有你同行」推廣閱讀
Reading Promotion@RTHK Radio Programme‘Stand by Me’

由今年五月至明年二月，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節目內加插新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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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KPL also collaborates with RTHK Radio 5 to introduce a new session in the radio programme ’Stand 
by Me’ from May onwards. Professionals, authors and celebrities will be invited to recommend books and 
share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Old and young are encouraged to read together so that family members 
can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喜」愛「閱」讀　 日日都是閱讀日！
Every day can be World Book Day!

閱讀活動當然不只「世界閱讀日」才有，公共圖書館全年都有故事時間和各式各樣的活動。

暑期閱讀活動浪接浪，包括「走讀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系列」、「夏日閱繽紛」、「西貢區夏日劇場：親子時
空之旅」、「屯門區圖書館大使計劃」、「喜閱共享在觀塘」、「喜閱社區－閱‧動在沙田」等。想知更多圖
書館的閱讀活動？記得留意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和新設的「喜閱‧飛越」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readingisjoyful)或Instagram專頁(www.instagram.com/readingisjoyful)！

More vibrant activities such as the Summer Reading 
Fiesta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at  18 Distric ts’  
are yet to come this summer.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 ’Reading is Joyful’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readingisjoyful)
‧ Instagram page

(www.instagram.com/readingisjoy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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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上一期的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嗎？使用完自助圖書站服
務後要緊記登出帳戶。這次我們會介紹使用還書服務的小貼士

大家使用自
的還書服務時，請從

屏幕揀選「歸還」
能，依照圖中所示的條
碼標籤方向，將圖書館
資料逐一放入借還

記住主件要和附件
分開歸還。完成後，屏
幕便會顯示成功歸還

息

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smart tip in the last issue? Log out
your library account properly after using the Self-service Librar

Station services. This time, we will give
you another tip on returning library

erial

When using ’Return÷ service at Self-
service Library Station, please insert
ibrary items, one at a time, into the
Checkout/Retur Slot i the directio
of the barcode label as illustrated in the
diagram. You are reminded to return the

in item and accompanying materials
separately. A message will be shown on
the user screen after a successful return

D
y 。

站
功

書

。

‧館訊 Library News 

「電子帳戶」讓你借閱電子書更輕鬆
   Easier access to e-Books with
‘e-Account’for online e-Reading 

想借書，不一定要親身去圖書館！想看圖書館的電子書，也不一定要有圖書證！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四月起新推出的「網上讀者登
記」，為你提供便捷的申請服務。只要你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又從未領有香港公共圖書館之電子帳戶或圖書證，便可透過此網上
平台申請電子帳戶或圖書證，借閱電子書及使用不同類型的電子資源。不過大家要留意，電子帳戶只適用於瀏覽電子資源，如要外借
圖書館資料，還是要到圖書館呢！

香港公共圖書館提供逾三十一萬冊中、英文
電子書，大家毋須花費一分一毫，就能夠輕鬆
利用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借閱電子書。其中
HyRead和SUEP兩大熱門電子書庫提供超過
一萬六千本電子書及雜誌，涵蓋休閒、流行讀物
和文學小說等，貼近大家的日常閱讀興趣。無
論你喜歡甚麼類型的讀物，都可找到心儀的電
子書，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Starting from this April, the newly launched ’Online Registration for 
Borrowers’ service helps readers register for an e-Account for easier 
access to the e-Book collections and a variety of e-Resourc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a library card or physical visit. Resid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o have never applied for a library card or 
e-Account of the HKPL can make application through this online platform and borrow e-Books or enjoy access to diversifled
e-Resources. However, the e-Account cannot be used to borrow library materials from public libraries.

The HKPL provides more than 310,000 Chinese and 
English e-Books for free reading on computers, smart 
phones or tablets at any time and in any place. Among 
them, HyRead ebook and SUEP e-Book are two Chinese 
e-Book collections which offer more than 16,000 popular 
reads for leisur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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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tip for using
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還記得上一期的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嗎？使用完自助圖書站服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smart tip in the last issue? Log out 
務後要緊記登出帳戶。這次我們會介紹使用還書服務的小貼士。 your library account properly after using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當 助圖書當大家使用自助圖書
站的還書服務時，請從
屏幕揀選「歸還」功
能，依照圖中所示的條
碼標籤方向，將圖書館
資料逐一放入借還書
口，口，記住主件要和附件
分開歸還。完成後，屏
幕便會顯示成功歸還
的訊的訊息。

Station services. This time, we will give
you another tip on returning library 
materials.
When using ‘Return’ service at Self-
service Library Station, please insert
library items, one at a time, into the
Checkout/Return Slo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barcode label as illustrated in the 
diagram. You are reminded to return the 
main item and accompanying materials 
separately. A message will be shown on 
the user screen after a successful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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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速遞 HKCL Express 

香港音樂家群像系列：音樂全才 ─ 邱少彬
The Hong Kong Musicians Series:

The Multi-talented Musician: YAU Siu-pun

活躍於本港中樂界的音樂家邱少彬(1952-2016)，集教學、演
奏、指揮、創作及音樂評論於一身，致力推動香港中樂發展及
培育音樂人才，成就備受肯定，堪稱音樂全才。

邱少彬對各類樂器均有深入認識。他在香港中樂團任職近二
十年；從事教學及演奏工作四十多年；先後於多份報章的音樂
版撰寫專欄評論；並創辦新聲國樂團，親自擔任指揮及藝術指
導。作曲方面，邱少彬的創作類型廣泛，包括器樂合奏、獨奏、
協奏、聲樂，更編寫不少舞劇伴奏作品，亦曾灌錄多張唱片。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文獻閱覽室，現正舉行「音樂全才─
邱少彬」展覽，從「香港音樂特藏」中挑選出一批有關邱少彬
的音樂文獻展出，當中包括樂譜手稿、相片、場刊、證書及獎
座等。想了解邱少彬的豐富音樂歷程及貢獻，便不要錯過這個
機會了！展期至十月底。查詢：2921 0259。

An exhibition on YAU Siu-pun 1952-2016 , an active and authoritative flgure in Hong Kong's Chinese music 
scene,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Arts Document Reading Room on 10/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the end of October.

YAU had a substantial understanding of many different instruments. A musician who excelled in diverse flelds 
ranging from teaching, performing to conducting, composing and critiquing, YAU served in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for over 20 years, and was involved in teaching and performing for over 40 years. He also wrote music 
review and founded the New Tune Chinese Orchestra. As a composer, his output includes orchestral works, solo 
pieces, concertos, vocal pieces and music for dance dramas. In addition, he also made a number of recordings.

The exhibition, showcasing YAU's manuscripts of music scores, photos,  house  programmes,  certiflcates  and  
trophies,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music career of this multi-talented musician. Enquiries: 2921 0259.

香港文學資料室專題展覽：閱讀麥樹堅
Exhibition on Mak Shu-kin and his works

認識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自是閱讀他的作品。本地作家麥樹堅，在
大學時期開始寫作，寫散文，寫新詩，也寫小說。他的作品，寫的是淡
淡然的生活日常，但穿越他的文字，讀者可感受到他對事物的細膩觸
感，對人生的感悟和對寫作的堅持執着。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香港文學資料室現正舉行介紹麥樹堅及其作品
的專題展覽。展期至十月底結束。喜歡麥樹堅作品的讀者，勿錯過這
個機會。查詢：2921 0323。

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a creative writer is by reading his writing. 
An exhibition on local writer Mak Shu-kin and his works is now being 
held at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Room on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until 31 October.

Mak began to pursue creative writing while studying at university and 
has won a number of literature awards and distinctions. Showcasing 
the texts from some of his works, the exhibition opens up a window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k’s writings, his belief in literature and 
passion for creative writing. Enquiries: 2921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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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空間 Reading Corner 

獲獎作品分享
Joy of Reading shared in winn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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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比賽反應十分熱烈，參
賽作品超過一千五百份，參賽學校共二百四十多間。頒獎
禮已於四月二十八日舉行。

比賽分四種形式進行：初小組設計書刊封面，畫出一本喜
愛的書或當中一個章節的畫面；高小組透過寫信給家人、
老師或朋友，介紹並分享一本有深刻感受或喜愛的紙本書
或電子書；初中組以「閱讀，讓我⋯⋯」為主題，並選取一
本配合主題的紙本書或電子書，以散文形式描述書中內
容，並分享見解和感受；高中組則以「一個人的閱讀之旅」
為主題，以散文形式探討所參考的資料，分享當中的閱讀
經驗和體會。

一如以往，香港公共圖書館、深圳圖書館、深圳少年兒童圖
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及澳門公共圖書館今年繼續進
行合作交流，以同一主題舉辦創作比賽，攜手宣揚閱讀文
化。香港和深圳的獲獎同學更於頒獎禮上分享閱讀心得。

The theme of this year ’s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  is “Let’s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The competition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with over 1,500 entries from 
more than 240 school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was held 
on 28 April.

The competition consisted of four categories: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designed book covers to show their beloved book or a 
chapter of it;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wrote letters to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to describe their favourite printed or 
electronic book that touched them;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wrote essays on the topic‘Reading makes me ...’ introduce  a 
printed or electronic book and share their views; and senior 
secondary s tudents wrote essays illus trat ing their exper ience of 
reading and describing their insights on the theme “One’s Journey in 
Reading”.

This creative competition is part of the ongo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library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programme.  
Shenzhen Library, Shenzhen Children’s Library, the Sun Yat-Sen  
Library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Macao Public Library have 
also organised competitions under the same theme.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lso shared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ceremony.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第二排左五）及各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The Director o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Ms Michelle Li (second row, fifth left),
in a group photo with the guests and 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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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空間 Reading Corner 

做個喜『閱』新一代

Let’s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閱讀，讓我找回自己」、「閱讀，讓我換個角度看世界」、 
「閱讀，讓我見識世界貧窮問題之嚴峻」、「閱讀，讓我懂
得面對離去」、「閱讀，讓我學會了陪伴」、「閱讀，讓我敢
於追夢」、「閱讀，讓我學懂趁早說愛」、「閱讀，讓我感悟
人生」、「閱讀，讓我學會珍惜家人」、「閱讀，讓我擁抱失
敗」⋯⋯

以上都是「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初中組（中文組）部
分獲獎作品的題目。從他們的分享可見，閱讀能洗滌心靈，
重拾人際關係，勇於面對挑戰，讓人體會生命的精彩。

’Reading makes me dream’, ’Reading makes me insightful’, 
’Reading makes me realize I never walk alone in my life 
journey’, ’Reading makes me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 
…… These are the topics of some of the winning works 
from the Junior Secondary Category of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香港的獲獎同學黃昱慈(左一)和余家曄(左二)與深圳的獲獎同學卓燕燕(右三)
和吴晗露(右二)於頒獎禮上分享閱讀心得。
Winning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and Shenzhen share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ceremony.

香港區高小組余家曄

閱讀書籍：《查理九世》

閱後感：人類的貪念很可怕；欣賞作者以輕鬆文筆帶出深奧的道理。

收信人：就讀中學三年級的表哥，是我的閱讀啟蒙老師。

閱讀讓我⋯⋯：閱讀不單讓我放鬆，也使我的中文寫作進步不少。

深圳區高小組吴晗露

閱讀書籍：《小河男孩》

閱後感：明白要正視困難，不要害怕挑戰。

收信人：一起長大的好朋友莎莎，常一起去圖書館，分享討論書本內容。

閱讀讓我⋯⋯：閱讀讓我內心平靜，開闊眼界。

香港區初中組黃昱慈

閱讀書籍：《在愛裡，我逆著光飛翔：音樂夢想家黃裕翔的成長故事》

閱後感：我們只要有勇氣，就能排除萬難，讓夢想成真。

閱讀讓我⋯⋯：閱讀讓我能接觸更多人的故事，豐富人生體驗。生活中不能
          缺少閱讀。

深圳區初中組卓燕燕

閱讀書籍：《願全世界的花都好好地開》

閱後感：平凡的事物也可令人感動。多用眼睛看身邊的美，不要只看手機。

閱讀讓我⋯⋯：閱讀讓我了解中華五千年歷史，擴闊眼光，在書中看到
           萬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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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空間 ‧ Reading Corner 

初小組獲獎作品：畫出我愛的書

Winning works of Junior Primary Category: My Beloved Book

獲獎名單及所有得獎作品已上載至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 
List of winners and all the winning works are on display on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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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稜鏡：文學家

日期：6月1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博士 報名及查詢：2706 8101士士
講題：閱讀城市的細胞
日期：6月1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

日 6月22日(六)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下午3:30-5:30報名及查詢 2921 1055

(5月18日開始報名)
報報報報報報名及查報報
((講題： (6

日期：6月15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6月29日(六)
下午2:30-4:30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報名及查 博博報名及查詢 2928 4055 士博博
(6月1日開始報名)

講題：作家的廚房
講題： 日期：6月8日(六)
日期：6月30日(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報名及查詢地點：

(5月25日開始報名)女士
講題：Graphic Novel 講題：飲食故事的力量

 不是漫畫？ 日期：6月22日(六)
日期：6月8日(六) 下午2:30-4:30
時間： 青衣公共圖書館
地點：
報名及查詢 2879 5560

博士博士博博博博博士士士士
女士

講題：
日期：6月15日(六)
時間：下午3:00-5:00

尋蟲記 ─ 齊來探索講題： 探索
 大城市的小生物

日期：6月22日(六)地地點：
時間：下午2:30-4:30詢 2126 7520

先生先生
博士

報名及查詢
講題：趣談香港公屋史
日期：6月23日(日)講題：
時間：下午2:00-4:00日期：6月30日(日)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時間：下午2:30-4:30
報名及查詢

詢
藍田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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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空間 ‧ Reading Corner 

講題講題講題： 學家家、自然的稜鏡：文學自然的稜鏡：文學家
的花的的的的中的藝術家、科學家眼中的 界的花花世界藝術家、科學家眼中的花花世界

日期：6月1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將軍澳公共圖書館

博博士博博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士 報名及查詢：2706 8101士士士士士士士
(5月18日開始報名)(5月18日開始報名

講題： 胞講 閱讀城市的細胞的細胞胞胞胞
 講題：In situ：我遇見了，日期：6月1日(六) 講題：In situ：我遇見了

時間：下午2:30-4:30 那些最鮮為人知的香港港風景那些最鮮為人知的香港風

地點：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日期：期 6月22日(六)
時時時間時間：下午3:30-5:30

女士
報名及查詢：T2921 1055

地點：點：荔枝角公共圖書館地 枝角公共圖書館(5月18日開始報名)女士
報名及查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詢：T2746 422746 4270

講題題 勵志小說‧堅持信勵志小說‧堅持信念 講題：歷史與寫作之間� (666月8日開始報名)
講題：勵志小說‧堅 信念 歷史與寫作之間
日T

(((6666月8日開始報名月月8月月
日期：6月15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

日期：6月29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時間

地點：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地點：沙田公共圖書館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
： 報報名及查報報 詢詢：T2694 3788 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報名及查詢：T2928 4055 694 378 博博士博士博博博博博博博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6月1日開始報名) ((6月15日開始報名(666月月月1 講題：作家的廚房(6月1(6月15日開始報名)月

講題：畢業小說‧畢業情懷�� 日期：6月8日(六)畢業小說‧畢業情懷�
日期：6月30日(日) 時間：下午2:30-4:30
時間 下午2:30-4: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時間：下午2:30-4:30
地 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報名及查詢：T2450 0671450 0671地點：T

2927 6055 (5月25日開始報名)報名及查詢詢報名及名及查 ：T2927 605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士女士士
(6月16日開始報(6月16日開始報名

講題：TGraphic Novelelell 講題：飲食故事的力量
6日開始報名)

 不是漫畫？ 日期：6月22日(六) 
日期：6月8日(六) 時間：下午2:30-4:30時間
時間：下午4:00-6:000 地點：青衣公共圖書館下午4:00-6:00 地點
地點：駱克道公共圖駱克道公共圖書館館圖書館館

講 舒緩腰痠背痛膝頭痛舒緩腰痠背痛膝頭膝頭痛膝頭痛
(5月(5月25日開始報名)
 報報名及查T

2
詢：T2879 55605600

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士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士博博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報名及查報名及 詢詢：2497 29042497 290
(6月6月8日開始報名)(6月8日開始報名女士

月25日開始報名) 博博博博士士士講題： 膝
日期：6月15日(六)
時間：下午3:00-5:00

尋蟲記 ─ 齊來探索探索探索索索索講題： 探探探探探索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
大城市的小生物

地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圖書書館 日期：6月22日(六)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共圖書
報名報名及查報名及名及查詢：：T2126 752020 時間：下午2:30-4:300
(6(6月1日(6月1日開始報名)1日開 地點：地點 鰂魚涌公共圖書書館

先生先生日開始報名) 鰂魚涌公共圖書館
先生

博士
報名及查報 詢：：T2922 40552922 40555
(6月(6月8日開始報名)月8日開始報名) 講題：趣談香港公屋史屋史屋史史史史史史

講題：側看小販攤檔及及公廁 日期：6月23日(日)側看小販攤檔及公廁
日期：6月30日(日)

及公廁
時間：下午2:00-4:00

時 地點：九龍公共圖書館館館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 館 報名及查詢：2926 400552926 4055

2927 70555 (6月9日開始報名)報名及報名及查詢
地點地點
名及查

藍田公共圖書館
：T2927 70555

 報T
(66月9日開始報名)月

(6 6日開始報名))(6月(6月16日開始(6月16日開始報名)

粵語主講。Conducted in Cantonese. 
9月至11月的精彩講座將陸續推出。

More talks coming soon betwee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www.hkpl .gov.hk/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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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作家分享 Experts’/ Writers’Sharing

伴讀
達人談心得‧寫作人的讀書樂

14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T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14

參與及觀察 胡燕青

人生世上，不可能不「參與」人的活動。出家人也得化緣去；即使地位崇高、讓徒弟侍奉的高僧也須和徒弟打交道，接過他遞來的那碗
清粥，點點頭說句「謝謝」。其實說不說「謝謝」都已經參與了。說，是積極參與，後果也是正面的 — 這句「謝謝」既表達了他對上天和世
人的感恩之心，也嘉許鼓勵了親自進入人群求取食物的小和尚；但那不說「謝謝」的，仍不免在消極參與，畢竟，他們干擾了煙火人間，施
予和接受，往還之處牽一髮而動全身；世上一切，都已經細細抖動、偷偷調整了。

純粹為了觀察世情而活著的人是不存在的，真相是：世人的事務連上帝都參與了。對上帝來說，參與是在塑造人類的美善，阻止他們
的醜惡，救贖已經墮落了的一切；對人類來說，參與本身就是洞悉世情和建構歷史的必然步驟。對作家來說，連綿不絕地讓各種角色在自
己的作品中出現，則是創作、體會、學習和呈現個人心態的過程，此中，有些書頁印刷了，有些讀者感動了，有些出版社經歷盈虧了。作家知
道：沒有郭靖的蒙古童年和華箏公主的堅執，他和黃蓉的愛情就少見層次；沒有曾經封航的台灣海峽攔著歸路，余光中的鄉愁就會缺乏強
大的張力；沒有襲人和晴雯深入照顧寶二爺，寶釵和黛玉都要變得軟弱、平面，沒有配角動手雕塑出來的主角，其面貌終必變得模糊。更
重要的是，只要換個參與的力度，所有的配角其實都可以成為主角。近來風靡一時的「創作」宮廷「歷史」劇，就是稍微離開以帝后為中心
的「正史」，走近某個卑微的人物之內心，加鹽加醋再加上大量的糖分想像出來的故事。

我剛才說配角都在雕塑主角的面貌，但輕輕換個位置，配角就是主角，原來的主角也不停在描繪他舞台對手的人生。至於誰佔位最
多，作家說了算，讀者只能用想像力去作有限度的補充，直至另一個作家出來左右大局。但無論是補充修改、還是重新創作，作者和讀者
都有意無意地「參與」了作品的生態。例如白娘子是主角、青蛇是配角的佈局，只是一種說法、一種選擇。一旦有人找英俊的李連杰出來飾
演法海，鏡頭下世界就大大地改變了，觀眾的立場也說不定轉換了。這正是一種不同的價值在悄悄地撥弄古老故事脊骨。

相對於參與，大作家的觀察是什麼？說穿了，觀察還是一種參與，一種轉身離開只留下影響力的參與。作品中細節越細致，作品的質感
就越高；篩選的工作越難做、選得越好，我們就越讚許他的觀察力強。他利用細節來銘刻陰影，以突出人物受光的位置。他離開陳列館，
出去喝咖啡，充滿信心地遙控著讀者的反應，還裝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胡燕青，著名作家，浸會大學語文中心榮譽作家，退休前任副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致力文學創作及翻譯。著作包括新詩、
散文、小說及少兒文學。曾獲兩項「基督教湯清文藝獎」(年獎、卓越成就獎)，兩項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新詩組冠軍、散文組冠
軍)，又獲新詩、散文、兒童少年文學之「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短篇小說集《好心人》及《剪髮》分別為第22屆及23屆「中學生
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之一。近作《長椅的兩頭》及《帳幕於人間》獲「香港金閱獎」（2016，2018）最佳文史哲書籍之一。2003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

歷史寫作之路 爾東

　　不少人也認為歷史是苦悶，我卻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只要深入探索，便會發現歷史內藏有不少樂趣。我曾細閱舊報章、舊檔案和親身考察
訪問等，發現不少鮮為人知的昔日往事。

　　有一次，我訪問油蔴地小輪的船長及水手，得知昔日水手船長的逸事。過去，不少水手船長也是水上人。他們大多不識字或只識少量文
字。當他們要考取船隻駕駛牌照時，根本不懂回答考卷。海事處為配合他們，會特別安排口試。後來，海事處規定渡輪要裝置雷達，改善駕駛
航行安全。如前所述，不少船長及水手也是水上人，對這些新科技不懂得使用。結果，船安裝了雷達，但猶如裝飾品，船長卻沒用。這些逸事
要行內人才知。大家進行親身訪問，便可得知，從中可知昔日的交通發展。

　　另一次，我去了歷史檔案大樓翻閱舊的檔案，從中得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政府已有計劃資助市民大眾購買房屋。1964年6月21日，政府公
佈了《中等入息階級人士購置自居樓宇計劃：高登委員會工作報告書》。這報告書改變昔日政府只提供公營租住房屋的理念，主動協助市民
大眾置業。報告書建議成立一間公司，名為屋宇及貸款有限公司（後來正式推動時更名為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協助中等入息人士置業。
最初建議最高貸款額為樓價百分之七十五，不可超過申請人月薪的二十四倍，且不能超過四萬元。還款期最長為十二年，息率為九厘。借款人
要購買人壽保險，而保單的受益人是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結果，這個構想最終成真，協助了一些市民置業。現在，大家為居住問題苦惱，
昔日的政策可否參考，解決今日的困局。

 　 又一次，我翻閱舊報紙，便知道抗日戰爭通賬的嚴重。根據1947年1月31日《香港工商晚報》所載當時廣九直通車費用為三等10,700元。當
時，中國國幣與港幣比率為1,300元。因此在2月1日再會增加快車車費，三等為11,600元，二等為23,200元，頭等34,800元。慢車原收8,800
元，2月1日改收9,600元。當時，政局不穩，上下快車仍非常擁擠。大家可否想像以萬多元來乘搭火車至廣州？當我閱讀這則新聞報道時，心想
如活在那個時代，生活一定十分艱辛。因此，大家現在活於太平盛世，實在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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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個事例，也引發我再深入探究，發掘昔日香港的面貌。香港是我們的家，這個家是怎樣形成，大家也想知多些。如大家也認為政
府在1978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才有資助市民置業的計劃。其實，如前所述，政府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有協助市民置業的計劃，可惜計
劃生不逢時，遇上1966年及1967年暴動，計劃才以失敗告終。因此，大家多閱香港歷史的書籍，便會明白今日的成功，實奠基於前人的努力。

爾東，本名陳志華。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中學副校長。前中國歷史教育學會副主席。著作有《簡明香港歷史》、《舊香港》、 
《漫談香港史》、《香港歷史之謎》、《圖解香港手冊》、《趣談香港街道》系列、《追尋香港古蹟》系列、《漫遊香港屋邨》系列、 
《香港巴士90年》、《香港海上交通170年》、《香港鐵路100年》、《九龍區巴士路線與社區發展》、《香港島巴士路線與社區發
展》和《樂遊九龍街市》等。陳先生常在報章發表有關香港歷史文化的文章，接受報章、電台及電視台訪問，並擔任香港歷史講座
講者、香港史古蹟考察導賞員及在本港大學舉辦的香港史研討會中發表學術論文。

我們一起讀下去 吳凱霖

小孩子在幼兒階段所接觸的詞彙數目，與他成長後的語言發展有莫大關係，這是不少教育專家的研究結果。正因為「親子閱讀」為小朋友提
供大量溝通機會，因此對孩子的語言發展極為重要，故近年「親子共讀」亦成為家長熱話。Topping, Dekhinet & Zeedky (2011) 曾在英國發表了一
項研究，以三個常見的W總結家長如何協助孩子的語言發展。

1.用什麼方法？ (How to talk with children?)

他們提出，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想增加孩子的語言能力，這其實並不需要任何法寶，不過是最簡單積少成多的道理。我們
與小朋友互動及說話愈多，孩子的語言能力就自然成正比。

　　因此，父母們不要放過任何機會，把握每次與孩子的互動，跟孩子好好談心。與孩子換尿片時，可以跟他談談今日的心情；換衣服時，不
妨跟孩子談談衣服的顏色、天氣的冷熱⋯⋯總之每樣生活細節，就地取材，也可以好好談談。切忌把與孩子談話變成工作，或流於練習式的對
答，讓親子對話失去了建立親子關係的元素，也失去了應有的歡樂，這反而得不償失。多以開放式對話代替向孩子發出「是非題」，也是豐富孩
子詞彙的方法。

2.與誰對話最好？ (Who should talk with them?)

第二個問題是問，應由誰跟孩子對話最好？近年社會多談父親的參與(Father Involvement)，的確，父母兩者與孩子對話，同樣成效極佳。
爸爸看到這裡，就明白不能只靠媽媽說故事。正因為兩人的性格、語氣、談話內容及手法都各有不同，反而能互補，豐富孩子的接觸面。

　　此外，能跟孩子對話的對象愈多，對孩子語言成長也有裨益。所以家中四大「長老」其實也是重要的語言大使，若家中有兄姊對年幼弟妹有
語言刺激，孩子的口語發展更是大有幫助。因為有三歲半的雪雪家姐耳濡目染，只有一歲半的雪糕妹妹，現在居然能以句子跟我們交談，家姐功
不可沒！

3. 什麼活動能促進親子對話？(What activities promote talking?)

第三個問題正是問，該做一些什麼活動才能幫助孩子？親子閱讀提供大量互動機會，能幫助孩子的語言發展，只要一打開圖書，它自然給
予我們大量話題可供交流。我們可以環繞圖書的內容展開話題，看《三隻小豬》時，可以談小豬的樣子、大小、顏色、性格；數豬、數磚、數屋的
數目時，又是一項親子話題；即使是解釋背後寓意及故事後續，也都是讓我們跟孩子「傾計」的好題材。若我們能以不同的語調及聲線，進一步
吸引孩子，他們自然樂在其中。

　　不過，有時我們面對的狀況是，說故事時，孩子總好像「心不在焉」、對故事「沒有興趣」，不是喜歡中途打岔、就是硬要跳頁來看，自顧自
揭到幾版之後，有時甚至反轉書本，不受控制。

　　面對以上情況，父母先不要灰心。首先我們要明白語言發展的關鍵，重點在於「親子對話」，而不是有沒有看完一本書。其次是，我們要明
白孩子的閱讀模式並不是單一的，也不是單以眼睛由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才是完成，「觸感」也是另一種閱讀方法。在親子共讀時加入互動性強
的遊戲，說更能促進幼兒的語言發展，孩子的種種閱讀以外的反應，反而是我們加入互動的契機。更多實戰經驗及兒童「閱讀」模式，留待是次
講座*中再作詳細分享。希望透過與家長的分享，讓我們一同跟孩子好好讀下去。（*按：吳女士主講的親子閱讀講座已於去年十二月舉行，大家
可在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重溫講座的錄音內容。）

吳凱霖，作家。《跟孩子說OK!》作者，兒童與家庭教育碩士、政治及行政學系哲學碩士。設Hello Bonnie國際親子台Facebook專
頁及於多個網上平台撰寫親子專欄。希望透過所學將國際關係與親子教育結合，借鏡世界各地育兒經驗，與家長找出更多OK的方法
鼓勵孩子，向「怪獸」say no!



  

  

 
 

專題講座 ‧ Talks 

分區圖書館講座T 
Subject talks at branch librariesT 

1/6（星期六） 大會堂

講題 創意走塑生活 
講者 葉洛民女士(生活書院導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查詢T 2921 2672T

9/6（星期日） 駱克道

講題 地區歷史印記T— 細說灣仔 
講者 鄭寶鴻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名額 60
查詢T 2879 5560T

16/6（星期日） 黃泥涌

講題 地區歷史印記T— 暢談跑馬地 
講者 鄭寶鴻先生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黃泥涌公共圖書館
名額 30
查詢T 2923 5065T

22/6（星期六） 九龍

講題 親子教育講座系列：
了解孩子心T—從親職教育出發

講者 楊家正博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首席講師)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T 2926 4062T

13/7（星期六） 駱克道

講題 迎來5G網絡新時代
講者 曾子軒先生(香港耆英協進會發展主任) 

張德樂先生(資深資訊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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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879 5560

座位有限，歡迎報名留座。

教育大意義－ 
教與學公開講座 
系列二:人文學科T  
Exploring Education:T Public LecturesT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T 

SeriesⅡ:T Humanities 
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8/6 九龍（星期六）

講題 香  港「人」的歷史與文化      
講者 姜鍾赫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文學與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及副系主任)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九龍公共圖書館
查詢及留座T  2926 4055
開始留座日期  5月24日T

6/7（星期六） 沙田

講題 新  眼看舊書：《水滸傳》再讀
講者 譚志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文學與文化學系 

高級講師II)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4時
地點 沙田公共圖書館
查詢及留座T  2694 3788
開始留座日期  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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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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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新世代」講座T 
Subject Talk on‘New Era of IT’T

15/6 中圖
（星期六）

講題 與我的機械人一起生活和工作
講者 許漢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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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報名日期 5月18日
查詢及留座T 2921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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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 0348登

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

即止。

香港記憶講座系列T 
Talk Series on Hong Kong MemoryT  

15/6（星期六） 大會堂

講題 重現「大館」：中區警署的百年故事
講者 何明新先生 

(前警務處高級警司、香港警務處警隊博物

館顧問)

時間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開始留座日期  6月1日
查詢及留座T  2921 2508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

‘

  香港海防歷史多面睇」
公開講座T 
 A Closer Look at the History of HongT 

Kong’s Coastal Defence’Public Lectures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合辦T

15/6（星期六） 大埔

講題 英國在香港的亞洲戰略(1901-1941)
講者 鄺智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時間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點 大埔公共圖書館
查詢及留座 2651 4334
開始留座日期  6月1日T

13/7（星期六） 中圖

講題 從作戰層面看1941年香港戰役
講者 鄺智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時間 上午10時至11時30分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不設留座)
查詢T 2921 2696

名額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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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the talksT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with free 

admission. Programm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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