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7-12.8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夏日閱繽紛

超過一百八十場活動，包括文藝表演、親子工作坊及閱讀活動， 
鼓勵大家善用暑假走進圖書館，發掘更多與閱讀有關的新趣味。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二日，大家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在「喜閱故事營」聽 
故事、「閱讀遊樂場」做手工、「閱讀草坪」享受親子或休閒閱讀；以及在各分館參觀「悅
讀夏季：休閒生活」和「快樂繪本閱讀」書籍展覽等。

一家大細亦可在中央舞台欣賞文藝表演，包括布偶劇場、樂器演奏、街頭音樂、魔術、舞蹈、
兒童劇等；參與不同類型的親子工作坊、繪畫工作坊、「互動創作體驗－我的手作圖畫書」，
以及在「手工樂」小教室學捲紙及摺紙製作動植物等。

喜歡閱讀的爸爸媽媽更不要錯過「悅讀講座」，從中向專家偷師，兩場講座分別是八月三日
的「家長如何與子女進行閱讀延伸活動」及八月十日的「怎樣發揮遊戲對成長的裨益」。

還有在各區圖書館舉辦的六十場多元化工作坊，包括印章畫工作坊、伴讀偶製作工作坊、 
繩結書籤工作坊、齊做手翻動畫書工作坊、衍紙便條夾工作坊、植物拓染書籤工作坊、 
筆筒製作工作坊等，喜歡做「手作仔」的大小朋友都不要錯過！

活動詳情可參閱節目小冊子或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srf 

夏一站・  
       閱讀

夏天不但為大地帶來雨水，還有書香！今個夏日，香港
公共圖書館為大家預備了豐富的閱讀活動。既有適合
一家大細的「夏日閱繽紛」，也有為年輕人而設的共
讀活動，更有走入社區的「快閃圖書館」，以及多區
圖書館的暑期閱讀活動，用書香為全城降溫。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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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青春一族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快閃圖書館延續社區閱讀樂

「夏日閱繽紛」亦為年青一族預備了「青春・共讀」，三個別開 
生面的閱讀活動包括「眼睛去旅行－閱讀明信片」、「生活圖書－
閱讀他的故事」及「劇本中的世界－閱讀劇本」，跳出固有框框，
帶來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新一輪四場「樂在社區閱繽紛－快閃圖書館」將於今個 
暑假走進社區，歡迎各位街坊到場打書釘、聽故事、做手工
或體驗電子閱讀，七月及八月展出的書籍分別以「樂活人生」
及「運動與健體」為主題，讓大家在社區享受閱讀的樂趣。

20/7 11am-6pm 東區東旭苑 *

21/7 11am-6pm 油尖旺區海富苑 *

4/8 11am-5pm
沙田區沙田大會堂露天廣場  
( 現場還有互動健體工作坊及 
花式跳繩表演 )

4/8 11am-5pm

荃灣區荃灣體育館及 
荃灣公園中央廣場 * 
( 現場還有花式跳繩表演、民安隊
少年團花式單車及小鼓表演 )

自問有講故事天分的青少年，不妨參加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於八月及九月舉行的 

「童話領航員工作坊」，由專業導師教授故事劇場課程，培訓成為「童話領航員」，並

於十一月的故事嘉年華「同話童話同樂日」，帶領參加者進入奇妙的故事世界。

想認識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發展，體驗漫畫的創作過程 ?就不要錯過八月十日及十八日

在駱克道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漫畫創作體驗工作坊」。 工
作
坊

青
春
・
共
讀

給喜歡旅行的你

跳出傳統讀書分享的框框，

一起透過地圖與明信片用 

眼睛去旅行。

眼睛去旅行－ 
     閱讀明信片

給充滿好奇心的你

五個人，五個故事，化成五

本故事書。故事主人翁與讀

者即場互動交流。

生活圖書－ 
    閱讀他的故事

給喜歡思考的你

透過演繹偵探故事情節， 

一起思考，共同破案。

劇本中的世界－ 
       閱讀劇本28/7 4/8 11/8

* 現場會有流動圖書車提供借書服務，記得帶備你的 
 香港公共圖書館圖書證，即場借閱圖書。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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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共享在觀塘
七月至十二月，觀塘區的六間公共圖書館及
部份社區圖書館將舉辦一連串以「喜閱」為
主題的活動，包括「閱讀小奇兵計劃」、「爸
媽童來製作立體書 x故事時光」、「我的立體
圖書 @ 社區圖書館」及「暢遊小小立體書
世界」巡迴展覽，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引發兒
童及青少年的閱讀興趣，並鼓勵親子閱讀，
推廣社區閱讀風氣。

今個夏日與孩子一起投入書香大世界，來一趟
喜閱之旅，讓他們飛越界限，看得更多。活動
詳情，請留意圖書館內的宣傳海報或瀏覽香港
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

分區活動同樣精彩
由七月開始，多區的公共圖書館陸續推出不同主題的活動，
豐富內容包括「親子時空之旅」互動戲劇、「閱讀小奇兵計
劃」及「故事齊閱・動」專題故事時間等，與大家一起發
掘閱讀的美好。

 夏日・
    讓孩子飛

西貢區夏日劇場：親子時空之旅
七月至八月，西貢區內的三間公共圖書館及十六間社區圖書
館，將舉辦三十場親子戲劇工作坊，透過以「時空之旅」為
主題的互動戲劇，包括偶劇、音樂劇及互動劇埸等，帶觀眾
走進不同時空，認識今天的科技、習俗、美食及生活各種用
品的起源，引發閱讀相關主題書籍的興趣。工作坊亦有互動
小手工環節，加強親子關係，鼓勵親子閱讀。

喜閱社區－閱・動在沙田
七月至九月，沙田區公共圖書館舉辦「喜閱社區－閱・動在沙田」，內容包
括專題故事時間、運動與健體書籍展覽、動感跳繩系列講座、跳繩分享及示
範等不同類型的活動，分享運動的好處，動靜皆宜。

27.7-12.8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元化閱讀活動，讓孩子飛越界限。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04



Let Kids Fly in Summer !
Books give you wings to let your imagination fly. Join the diverse 

reading programmes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this summer and take off to enjoy many pleasant flights and the 

joy of reading!

More activities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interests to discover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will also be organised by public libraries in various districts, such as ‘Sai Kung 

District Summer Theatre’, ‘Sports@Libraries, Sha Tin’ and ‘Share the Joy of Reading in Kwun 

Tong’. Stay tuned for more on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

Summer holiday is a great time for leisure reading. The 
HKPL has organised an array of programmes to satisfy 
every type of reader.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Summer 
Reading Fiesta, offering more than 180 programmes not 
only for parents and kids but also teenagers. 

Between 27 July and 12 August, the Exhibition Galle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will be turned into a 
Storytelling Camp, Reading Playground and Reading Lawn 
where parents and kids can find an array of inspirational 
and enjoyable activities, cultural performances, storytelling, 
parent-chil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workshops, which will 
ensure a fruitful and fun-filled summer.

For teenagers, three interesting sessions of ‘Youth・
Reading Together’ will give participants a chance to share 
through reading postcards, real-life stories and scripts of 
detective stories.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Yuen Long 
can also hone their storytelling skills in the ‘Storytelling 
Workshops’ organised by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while comic fans can have a taste in comic 
design in the ‘Workshop on Comic Design’ held at the 
Lockhart Road Public Library. 

A number of workshops will also be held in various 
public libraries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to make some 
interesting handicrafts such as art stamps, puppets, 
knitting bookmarks, flip books, paper memo stands, leaf 
and flower pounding bookmarks as well as pencil vases. 

Don’t miss this large-scale library event that 
is guaranteed to inspire and delight!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HKPL Website at  
www.hkpl.gov.hk/srf or call 2921 2660.

Summer Reading Fiesta

Fun Reading at Your Neighbourhood -  
Pop-up Library

‘Fun Reading at Your Neighbourhood - Pop-up Library’ 
is coming back again this summer in four districts, namely 
Eastern, Yau Tsim Mong, Sha Tin and Tsuen Wan. Come 
and visit us for more good reads, storytelling, interesting 
handicrafts and e-Reading. 

Immerse Yourself in Reading with Kids!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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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library occupies the first and second floors of the new three-storey 
building, while the ground floor accommodates the Heritage and Cultural 
Showroom. It is one of Islands District’s projects under the Signature Project 
Scheme. 

The floor area of the LMNPL has been expanded from about 70m2 to  
177m2 and offers a collection of over 27,000 items for people of all ages 
and interests. Apart from increases in both the floor area and the collection, 
the new LMNPL also introduces a self-charging service and more Internet 
and digital service workstations to facilitate public use of library materials 
and access to online and library electronic resources. More seating is also 
available. Window seats in the 
Adult Library and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 Section enable readers to 
enjoy ‘reading by the sea’, offering 
residents a pleasant and diversified 
reading environment. 

The new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LMNPL), located at 
1 Yung Shue Wan Main Street on Lamma Island, reopened 
on June 24 after reconstruction and replaced the provisional 
library service stop at Yung Shue Wan Plaza Road. 

詳情請瀏覽圖書館網頁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hk

：2249 5017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 1 號 1 樓及 2 樓
1/F & 2/F, 1 Yung Shue Wan Main Street,  
Lamma Island

：lmnpl@lcsd.gov.hk

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

星期一至三、五至六 Mon to Wed and Fri to Sat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至六時 
10am-1pm and 2pm-6pm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10am-1pm

休息 Closed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Sun and Public Holiday

星期四 Thur

新落成的大樓樓高三層，一樓及二樓為圖
書館新址，地面樓層為南丫島歷史文物
室。整項工程是離島區的社區重點項目計
劃之一。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面積由約七十平方
米擴充至一百七十七平方米，館藏逾二萬
七千項，供不同年齡及興趣的市民閱讀。
除面積和館藏增加外，新圖書館亦增設自
助借書服務及互聯網數碼工作站，方便市
民使用館藏和瀏覽網上及圖書館的電子資
源。座位數目亦有所增加。成人圖書館及
報刊閱覽部部份座位設於窗前，配合大樓
「沿海而閱」的概念，為區內居民提供更
舒適及多元的閱讀環境。

新面貌 · 新服務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已重開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reopened
New Looks · New Services

新落成的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已於六月二十四日重新開
放，位於南丫島榕樹灣大街一號，取代榕樹灣廣場路的臨
時圖書館服務站。

館訊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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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閱̇ 飛越 FB 及 IG 專頁 
讓你緊貼圖書館消息

The ‘ReadingIsJoyful’ Facebook & Instagram pages, launch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last April, aim to 
engage with readers in a more interactive manner and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latest library information on reading.

香港公共圖書館四月推出喜閱̇ 飛越 Facebook及 Instagram專頁，增加與讀者的互動，讓市民更快獲得圖書館的最新閱讀資訊。

想第一時間得知圖書館的最新閱讀活動或最新電子館藏？想重溫圖書館閱讀活動的精彩花絮？想了解本地作家及名人的閱讀
心得？或專家的親子閱讀良方？就要緊貼圖書館的喜閱̇ 飛越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頁了！

Want to stay tuned for HKPL’s latest reading 
activities or electronic collection? Or review 
the highlights of our reading activities? 
Find out what local writers and celebrities 
say about their reading experience or tips 
on paired reading from parenting experts? 
Don’t forget to like / follow our Facebook 
and Instagram pages.

大家在專頁可看到作家蔡瀾和歌手張敬軒分享閱讀心得和體會。
Local writers’ and celebrities’ sharing on reading is available on the FB / IG pages.

配合「國際兒童及青少年電影合家歡 2019」活動，圖書館由現在至 8 月 11 日，為大家挑選了多本相關書籍，存放在港島
東體育館休憩處和香港文化中心的兩個自助圖書站供讀者借閱。快來掃描「圖書站目錄」二維碼查看當天精選書目詳情。
To tie i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 Youth Film Carnival 2019’, the HKPL has selected some thematic books for 
readers to borrow at our two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located at Island East Sports Centre Sitting-out Area and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from now to 11 August. Simply scan the QR code of ‘Station Catalogue’ for information of the 
thematic books on a particular day.

查看精選書籍的步驟 Steps to check selected books：
1.  前往「圖書站目錄」及揀選地點 

Go to ‘Station Catalogue’ and pick location；
2.  點選「只顯示精選書籍」方格後按「提交」  

Check the box ‘Show selected book only’ and then press ‘Submit’；
3.  查看精選書籍，留意該書「狀態」，記下展示架編號，到自助圖書站進行借閱。  

View thematic books, pay attention to ‘status’ of books and then mark down the slot number for 
check-out at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圖書站目錄
Station 

Catalogue

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
Smart tip for using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想隨時隨地查看自助圖書站內可借閱書目?不想排隊輪候使用自助圖書站的「圖書站目錄」?
讀者可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或「我的圖書館」流動應用程式上的「圖書站目錄」，瀏
覽及檢索各個自助圖書站內所有可供借閱書目的實時資料，包括書籍存放的自助圖書站、
層數、展示架編號及其狀態。下次出發到自助圖書站前，記得預先用「圖書站目錄」找尋
你的心儀書籍，就能輕鬆使用借書服務。

Want to check all the available books at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at any time and place? Or want to save the time 
of queueing up to use the ‘Station Catalogue’ at the library stations? Readers can browse and search for available books 
through our real-time ‘Station Catalogue’ via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Website or ‘My Library’ mobile 
application. The ‘Station Catalogue’ also provides information including shelving location, tier, slot number and status of 
library materials. Before setting out next time, remember to check out the ‘Station Catalogue’ first for your favorite books 
and make borrowing of books from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hassle-free and easy!

‘ReadingIsJoyful’ FB & IG pages  
keep you abreast of the library news

www.instagram.com/readingisjoyful/

www.facebook.com/readingisjoyful/

館訊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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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電子資源伴你喜閱過暑假
Cool reading experience for kids  
this summer with e-Resources
各位小朋友，有興趣在暑假多看電子書嗎？香港公共圖書館免費提供不少
適合你們的電子書和電子資料庫，包括方正中文電子書 ( 兒童館藏 )、
FunPark 童書夢工廠、HyRead、SUEP 電子書、eBooks on EBSCOhost、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和 OverDrive eBooks；節慶大書電子版、牛頓
教科書影音資料館、BookFlix 和 TumbleBookLibrary，以及於七月中新增的
Kids InfoBits兒童電子資料庫。大家足不出戶便可以上網閱讀，喜閱過暑假！
Hi kids, fancy some interesting e-Reads this summer?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offers lots of e-Books and e-Databases for children, 
including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 FunPark, HyRead, SUEP e-Book, 
eBooks on EBSCOhost,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nd OverDrive eBooks, 
as well as Kiss Holiday (Chinese e-Database), Newton Kids Digital Museum, 
BookFlix, TumbleBookLibrary and the newly added Kids InfoBits in mid-July! 
Make your summer cool and enjoyable with HKPL’s e-Resources!

Kids InfoBits 

Children’s database on liberal studies
小朋友的通識電子資料庫

兒童天生好奇、好動，求知慾強，對外間新事物充滿濃厚興
趣，Kids InfoBits 是一個專為四至十一歲兒童而設的兒童通識
資料庫，內容涵蓋藝術、科學、歷史、地理、人物傳記、文學、
健康及體育等，知識與趣味並重，必能滿足小朋友的求知慾。
Children are curious and active, alway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nd new things. The Kids InfoBits, a database on liberal 
studies for children aged 4 to 11, covering various topics 
in arts, science, history, geography, biographies, literature, 
health and sports, and so on, can satisfy children’s curiosity 
and thirst for knowledge.

想知多些 
For more details

鬆一鬆 — e 閱讀小站
Take a break - eReading Corner
爸爸媽媽也可享受閱讀電子書的方便和樂趣，公共圖書館將
於八月至十二月，精選多本 HyRead / SUEP 及 OverDrive 的
中英文電子書，內容涵蓋遊歷世界、家居手作、獲獎香港出
版書籍及健康生活等，讓大人及小讀者都可以輕鬆透過電子
書應用程式找到喜愛的電子書。活動期間，二十二間公共圖
書館會輪流設置 e閱讀小站，一起推廣閱讀。
To further encourage readers to experience and enjoy 
reading e-Books, a variet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e-books 
from HyRead / SUEP and OverDrive will be highlighted for 
promotion from August to December. eReading Corner will 
also be set up at 22 libraries in turn to promote e-reading. 
Don’t miss out these good e-Reads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e- 閱讀 e-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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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自一九九一年起隔年舉辦，以表揚香港文學作家的傑出成就， 
鼓勵出版商出版本地文學作家的優秀中文文學作品，讓市民接觸更多本地佳作。 

今屆獲提名的作品都是由本港作家撰寫，並於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八年內在 
香港初次出版的中文文學著作。得獎結果將於十一月公布。

配合今年舉行的「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香港公共圖書館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五場 
「文學研討會」。研討會由本屆各獎項的評判主持，並以新詩、散文、文學評論、小說和 

兒童少年文學為主題，探討不同體裁文學作品的欣賞與創作。詳請如下：

*香港以外地區評判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查詢 29212645 / 29284601

研討會以粵語及普通話進行
免費入場・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細讀 · 細味 · 細看-散文
7/9 ( 星期六 )

下午 3時 -下午 5時

小說創作的種種可能
4/9 ( 星期三 )

下午 6時 -下午 8時

文學 · 為何評論 · 如何評價
1/9 ( 星期日 )

下午4時30分 -下午6時30分
24/8 ( 星期六 )

下午 3時 -下午 5時

王文華
周蜜蜜
黃虹堅
葉瑞蓮
鄧擎宇

先生*
女士
女士
博士
先生

許子東
陳潔儀
陳麗芬
鄭明娳
羅貴祥

教授
博士
教授
教授*
教授

西 川
吳美筠
淮 遠
關夢南
羈 魂

先生*
博士
先生
先生
先生

王 璞
周芬伶
陳德錦
黃維樑
韓麗珠

博士
教授*
博士
教授
女士

江弱水
梅 子
陳志誠
馮偉才
黃仲鳴

先生*
先生
教授
先生
博士

詩裏詩外
29/8 ( 星期四 )

下午 6時 - 下午 8時

兒童少年文學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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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世界是什麼 ？一百人有一百種理
解。近年為了撰寫有關香港動植物的
書，難免需要閱讀大量文本，於是
我會注意到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們，
他們對自然事物的著眼點有著極大
差異－科學家理性，文學家感性，
藝術家天馬行空，如稜鏡折射出彩
虹似的繽紛色彩。

例如蘭花。在中國文化中，蘭花作
為花中四君子（其餘為梅、菊、竹），
早在春秋時代，孔子曾說：「芝蘭生
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
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蘭花於
深山無人識，卻依舊散出幽香，是
不折不扣的守德君子。

但在西方很多國家，一些禮法人士在
女士面前卻羞於提起蘭花。原來大部
分蘭科植物擁有卵球形的、貌似睾丸
的假鱗莖，英語中「蘭花」的單詞 
orchid，正正來自希臘語 orchis （睾
丸），使蘭花成為男性性能力的象徵。
又，蘭花花朵結構為左右對稱，把
花瓣及合蕊柱結合來看，正好也像
女性陰部形狀，因此攝影藝術家如

ln situ －窺探香港的花花世界 葉曉文

葉曉文，畫家及作家。畢業於中文系，曾獲
「青年文學獎」小說公開組冠軍。近年醉心
自然創作，曾舉辦個人畫展《花未眠》、《城
市森林中的花與牠》及《在山上：筆記香港
動植物》。文字作品包括《殺寇》、《尋花》、
《尋花 2：香港原生植物手札》、《尋牠：
香港野外動物手札》； 2019 年最新作品為
小說集《In situ》。

Robert Mapplethorpe 及荒木經惟，
也常以蘭花作為拍攝對象。他們所
拍的是「花」，出來的作品卻蘊含
無盡慾望。

而在科學家眼中，蘭科構造獨特，
既有「合蕊柱」，也特化出「唇瓣」，
所有特徵都充分表現對昆蟲授粉的
高度適應性，又常與真菌建立共生
關係，因此常被認為是植物演化的
頂點。最經典莫過於蜜蜂蘭 Ophrys 
apifera，花朵形狀酷似雌性蜜蜂，
不單有頭、有翅、唇瓣還有許多短
毛，更能發出一種雌蜂準備交配的
氣味，以迷惑雄蜂，撲向花蕊為其
授粉。

匯集各家看法，竅探他們如何以
不同眼光理解我們共同身處的世
界，極具趣味。但除了閱讀外，我
們了解大自然的另一個更重要而直
接的方法，正是「在地考察 in situ 
observation」。

In situ 是一個拉丁文片語，指「在原
本位置」。有別於人工種植及飼養，

原生物種與原生境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香港地方細小，卻是山水相
連，風光如畫，蘊藏不同生境，擁有
57 種陸上哺乳類動物，接近 120 種
兩棲及爬行類動物，近 550 種雀鳥，
超過 2100 種原生植物。

曾有不少人問：「《尋花》、《尋牠》
系列中所有你寫畫過的品種，都是
你親身在香港見過的嗎？」我可以肯
定地回應他們：「是的。」作為一個
身體力行的作者，我在天氣晴朗的
花開季節，常常獨自走進山中秘境，
撫摸那斑駁剝落的樹皮，拾起地上
枯葉，感受碎葉的香氣。山很高，
雲很低，風吹，你會感到整個森林
同在呼吸⋯⋯真真正正地，與大自
然相連。

李韡玲，Cosmopolitan 香港版前總編輯。
《香港經濟日報》、《頭條日報》專欄作家。
九十年代初獲獎學金到日本學習日文並在日
本著名時裝雜誌《流行通信》進修雜誌的編
採工作。及後回港與友人創辦《流行通信》
中文版並出任總編輯。1998 年 TVB 成立普
通話台《八頻道》，應聘成為該頻道「潮流
追風」節目主持人兼資料搜集員至 2001 年
約滿離任。1994 年開始在《香港經濟日報》
和《信報》撰寫專欄，以時裝潮流為主題。
2000 年轉寫天然護膚的好處，把在日本時
耳濡目染的天然護膚方法每日在專欄內與讀
者分享。並把專題文章輯錄成書，至今共出
版了超過 31 本有關天然護膚護髮養生的專
書。作品包括：《女性當自強》、《男性顯
本色：我的養生秘方》、《順時養生：逆齡
密碼》。小說有《哭泣在巴黎鐵塔下》短篇、
《那一年的雨季》中篇等。

真正的青春 李韡玲

我極力勸人不要去整容。但整容已
成了一種風氣，特別是拉緊面部
皮膚這一環，也特別是過了五十
歲的女士。目的當然是留住青春。
做了手腳之後的皮膚的確是緊緻
了不少，卻也為皮膚帶來了無可
挽救的傷害。整容是一條不歸路，
因為你要不斷去 ｢ 維修 ｣，金錢的
付出還是其次，那些植入了我們
血肉之軀的 ｢ 東西 ｣ 如何地跟着
血液循環，如何地影響了內分泌，
誰說得清楚？是藥三分毒，是以不
可亂食，但就可以亂植嗎？有位元
老級港姐單是開雙眼皮也開了三
次，這是她對記者說的。因為第
一、二次都造得不理想，結果要進
行第三次。後果是雙目大而無神，
眼蓋上爬一條深深的像蟲一樣的

疤痕。別忘記皮膚是會生長的也
會隨着年紀或不善的保養而鬆弛，
這些割過的眼皮會是什麼光景呢？
不必我細表吧。真是連福氣都給
割去了。

留住真正的青春只有天然的保養
方法才能做到。青春不只在皮膚
上表現出來，也在你的健康和心
態上表現出來。朝氣勃勃、行動
敏捷、時常開心面帶笑容，不貪
婪常懷感激之心，永遠整齊乾淨
有時尚感。這才是青春。記住，
青春是不斷的學習和天天向上。

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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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父母或許發覺子女思考敏捷，理解力強，想像力豐富。子女
不但對自己鍾愛的書愛不釋手，亦會對有興趣的課題鍥而不
捨地尋根究底。其實要培育他們，除了讓他們參加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更應讓他們領悟到從閱讀中可探索的無限
學習空間。著名的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曾說：「好書
是開啟智慧大門的鑰匙」。子女透過閱讀不同類
型的書籍，會找到開拓視野的方法，並從閱
讀中啟迪創意，讓他們學得更快、更深
及更廣。

讓學生閱得更廣， 
                 學得更多

Read more · Learn more

Some parents may find that their children think fast with high ability of comprehension 
and imagination. Apart from indulging in reading books of their interest, they are also 
earnest explorers of topics in their interested areas. To nurture them, parents should not 
only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diversified learning activities, but also guid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numerous possibilities for exploration in learning through reading.  
A renowned Russian novelist, Leo Tolstoy said, ‘Ideal books are the key to wisdom.’ Through 
reading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 children would be engaged in the enjoyment of grasping 
the way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unleash their creativity and accelerate deep learning.

以下為大家介紹一些與 STEM 教育相關的書籍，
希望你們的子女能透過閱讀，多作自由聯想， 

以提取更多的意念和觀點， 
提升他們的想像及推理能力。

與此同時，在面對不同的情境時， 
不妨讓子女嘗試從閱讀中尋找處理認知、 

情緒或社交問題的方法， 
或能從中找到解難的鑰匙。

此書設計了八間紙上實驗室，涵蓋了「力與運動」、
「數學」及「電與磁」等多個主題，培養孩子的觀察力、
想像力及創造力等科學家的素質，並激發他們對科
學的好奇心，盡情發掘世界的奥秘。

《科學家的紙上實驗室》

作 者
出版社

：倫敦科學博物館策劃，王季蘭譯
：小天下

此書教導孩子處理快樂、生氣、興奮、難過等十二
種正面和負面情緒的方法，提升他們的情緒素養。
書末附有「家長指南」，是親子閱讀的好選擇。

《我不亂生氣（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認知繪本第一冊）》
作 者
出版社

：茉莉．帕特（Molly Potter）
：小光點小

學

此書介紹多個適合學生動手做的電子勞作。這些科
學實驗，不但富趣味性，更可培養學生的創意和解
難能力，加強他們綜合應用與 STEM 相關範疇的知
識和技能。

《我的科學實務課： 
運用配線、接電、焊錫完成 11 款電子作品》
作 者
出版社

：伊藤尚未
：萬里機構

《我能夠認識並主宰自己嗎？ 
— 建構自我的哲學之路》

人是自己的主體，因此享有尊嚴，並需對自己的行
為負責。這個信念，是一切道德行為及道德理論的
基礎。本書作為「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全系列」其
中一冊，深入淺出地探討人類作為道德主體的問題。

作 者
出版社

：侯貝（Blanche Robert）等著，梁家瑜譯
：大家出版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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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書館講座
Subject Talks at Branch Libraries

建立親子關係由「書」開始

: 方嘉慧女士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牛頭角公共圖書館
: 2927 4055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27/7 (六Sat) 牛頭角

:朱國明先生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沙田公共圖書館 
: 7 月 13 日
: 2694 3788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親子攝影技巧與構圖初探
27/7 (六Sat) 沙田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地圖圖書館專題講座
Subject Talk of Map Library

:�劉智鵬教授�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 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351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香港街道名稱故事
4/8 (日 Sun) 香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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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the talks 
will be conducted in Cantonese with free 
admission. Programm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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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家園：從寮屋到公屋

:�高添強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
專家顧問、前古物諮詢委員
會成員）
: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 九龍公共圖書館
: 8 月 24 日
: 2926 4055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

九龍7/9 (六Sat)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金庸小說的影視改編

:�周潞鷺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文學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沙田公共圖書館
: 8 月 16 日
: 2694 3788

講者�
�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沙田31/8 (六Sat)

教育大意義 －  
教與學公開講座
Exploring Education: Public 
Lectur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系列二：人文學科
Series II: Humanities

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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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沙田公共圖書館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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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世間情是何物？」—  
從哲學角度反思愛情觀念

:�張銘豪先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

講者

香港中央6/9 (五 Fri)

講者

教我如何不說謊

:�盧傑雄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9/8 (五 Fri) 香港中央

2019 年度哲學講座︰ 
日常生活中的哲學
Philosophy Talk 2019:  
Philosophy in Everyday Life
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及香港哲學會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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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午 6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372

時間
地點
查詢

「慈善與醫療：東華檔案與
香港早期醫療發展」講座
“Charity and Healthcare:  
Tung Wah Archives and  
Hong Kong’s Early Healthcare 
Development” Subject Talks
與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合辦

講者�
�

時間
地點

東華醫院檔案與近代香港 
中西醫發展的反思

:�何佩然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及 
人文學科研究所主任 ）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香港中央10/8 (六Sat)

名額有限，每人每場講座最多可預留兩個
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調景嶺

鼠疫與沙士 — 香港公共 
醫療衛生史上兩大重要事件

:�黃大偉醫生�
（ 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董事及
教育及研究委員會委員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 7月 30日
:�東華三院文物館 2770 0867 

（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

25/8 (日 Sun)

講者�
�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九龍

我們的檔案‧我們的故事

: 政府檔案處代表
:上午 11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九龍公共圖書館
: 2195 7700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3/8 (六Sat)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童趣˙童遊： 
香港兒童玩樂點滴」講座
“Pleasure and Leisure:  
A Glimpse of Children’s Pastimes in 
Hong Kong” Talk
與政府檔案處合辦

專題講座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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