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靈 的綠 洲
在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要找一個可以令人鬆口氣的綠洲也許不易。圖書館會是你的選擇嗎？閱
讀具有感染心靈的力量，香港公共圖書館鼓勵大家與書為伴，尋找閱讀樂趣之餘，更通過書頁來
一次深度紓壓。
Looking for a break from the hectic pace of city life? Time to relax and unwind after a stressful day or 
week? How about spending an unhurried afternoon in a public library to experience the magic of reading in 
reducing stress and giving people peace of mind?

Take a break to relax, 
              rejuvenate and explore

停一停 Take a break

小編好介紹 Editor’s Pick

圖書館不單是一個看書的地方，更是社區的一道風景。現時新設的公共圖書館，在設計上都花了不少心思，
務求營造一個舒適簡約的空間，讓大家放鬆心情寫意閱讀。你曾到過這些圖書館嗎？讓我們一起發現圖書館
內的「悅讀綠洲」。

小編好介紹 Editor’s Pick

鬆一鬆 Make your break fun

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各分區圖書館經常舉辦不同活動，讓大家於學習及工作以外的時間，放
慢生活節奏，適時的駐足欣賞身邊的人事物，不但有助減壓，更可重新思考自我和人生。

多元化的活動涵蓋不同範疇，適合不同年齡和興趣的讀者。當中既有為兒童及青少年度
身訂造，也有為成人及樂齡人士而設，更有適合一家大小參與的親子活動。多元化的活
動說不定能有所啟發，讓你開展一種新的興趣或學習。

「你有壓力，我也有壓力」，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於 12 月 28 日下午，為在職人士帶來「職場鬆一鬆」
工作坊，給眾打工仔加油。另外，兩場名為「壓力 BYE BYE 開心大晒」的親子講座，將於明年 2 月 22
日及 29 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二樓兒童圖書館舉行，講題分別是「壓力，你是誰？」及「快樂原來好簡
單！」，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圖書館內的宣傳。

Reading inspires living. Apart from providing quality reading space for the community, 
public libraries also organise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interests. 

A workshop on ‘Stay Relaxed at Work’ will be held at the City Hall Public Library on 28 December, while 
two sessions of ‘Parent-Child Talk: Be Happy and Say Bye to Pressure’ will be held on 22 and 29 February 
2020 at the Childen's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設有戶外庭園，讀者可在自然光
下感受戶外閱讀樂趣。
Readers can enjoy reading under natural sunlight in the 
atriums or on the green roof at the Ping Shan Tin Shui 
Wai Public Library.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的落地大玻璃讓讀者在看書之餘也
可欣賞館外的風景。
Glass walls in the Tiu Keng Leng Public Library offer a 
feast for the ey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在東涌公共圖書館的咖啡閣內邊看書邊呷一口飲料，猶
如在家一般寫意。
Make yourself at home, by flipping a magazine and 
sipping a soft drink in the coffee corner of the Tung 
Chung Public Library.

今年六月重開的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大部分的座位均
設於窗邊，讓讀者寫意地「沿海而閱」。

Window seats in the new North Lamma Public Library, 
reopened last June after reconstruction, enable readers to 
enjoy ‘reading by the sea’. 

小編好介紹 Editor’s Pick

靜一靜 Relax and Read

博覽群書，除增廣見聞，亦可以為自己打破思想界限，圖書館提供豐富的書籍和刊物，
以及林林種種的電子書和電子雜誌，大家可按興趣涉獵不同題材，任思想翱翔，你也許
會發現不一樣的自己。

由 現 在 至 12 月，e 閱 讀 小 站 每 月 精 選 多 本
HyRead/SUEP 及 OverDrive 中英文電子書，你只
需下載應用程式，無需預約可隨時借閱，隨時隨
地享受閱讀樂趣。12 月精選的電子書將有關健康
生活。詳情可瀏覽「鬆一鬆－ e 閱讀小站」網站。

Reading can help reduce stress and give people peace of mind. Let your mind wander with 
the words and pages. As you read through the pages, you may also rediscover yourself. 

Public libraries are more than a place filled with books. They also provide quality reading space where readers can 
relax, refuel and re-energise. With modern and lifestyle design, public libraries not only are functional libraries, but 
also a refuge to give your brain a break. 

From now to December, eReading Corner provides monthly pick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e-Books 
from HyRead / SUEP and OverDrive in the HKPL collection which are always available for free 
download. Just download the App and login your library account to enjoy e-Reading anytime, 
anywhere. Selected e-Books in December will be on healthy living. Check out the ‘Take a break - 
eReading Corner’ website for details. 

www.hkpl.gov.hk/ereading-corner

歡迎大家來到圖書館，透過閱讀讓心靈稍事休息和調整， 
為新一年重新出發做好準備！

Come and explore your stress-free zone in  
the libraries where you can renew and refresh for a brand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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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有關詳情及報名方法， 
請 向 就 讀 學 校 查 詢 或 瀏 覽 圖 書 館 網 頁。  
Competition details and application form have 
been sent to schools and uploaded onto the 
HKPL Homepage.

查詢 Enquiries：2921 2660 
網頁 Homepage： 
www.hkpl.gov.hk/wbd 

閱讀新體驗 
New path to reading 

香港圖書館節 2019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2019 

首屆香港圖書館節以「閱讀‧創意」為主題，剛於 11 月
21 日圓滿結束。為期一個月的圖書館節從展覽、講座、工
作坊、親子活動到全城活動，多方位推廣閱讀相關文化，
帶給讀者不同的閱讀面向。

其中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大型展覽，除展出傳統紙本書
籍及歷史文獻外，還加入了科技元素展品及裝置，務求為
大家帶來多重閱讀體驗。內容包括「格列佛互動故事牆」、
「姆明谷的彗星」、「大專院校圖書館科技應用」展覽、
VR 虛擬實景、多間圖書館的珍貴文獻、獲獎香港書籍、電
子書介紹等，與眾探索閱讀的多種可能！

為響應 4 月 23 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香港公共圖書館以「閱讀，伴
我成長」為主題，舉辦 2020 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比賽結合閱讀
和創作，鼓勵兒童及青少年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讓閱讀成為滋養生命
的土壤，伴隨他們茁壯成長。

The first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carrying the theme of 
‘Reading‧Creativity’ recently concluded on November 21. 
The monthlong Festival promoted the culture of reading 
through exhibitions, talks and workshops, as well as parent-
child and citywide activities, bringing readers various 
perspectives in read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large-scaled exhibition held at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offering a diverse reading 
experience from printed materials and heritage documents 
to technologies and installations. Special features included 
‘Comet in Moominvalley’, ‘Gulliver Immersive Storytelling 
Wal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of Tertiary 
Institutions’, Virtual Reality (VR) experience, showcase of 
award-winning publications and e-Book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organises the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 in 2020 on the theme, ‘Growing Up with Reading’, in support of 
the World Book Day on 23 April.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reading scope of children and youth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grow up towards 
an enriched life with reading.

比賽截稿日期 Deadline of submission：

以拼貼畫的形式繪畫，表
達自己在愉快閱讀。 
Draw a picture with the 
form of a collage work 
to show that you read 
happily.

愛閱讀的我 
I Love Reading

初小組
Junior Primary
小一 (P1)  小三 (P3)

自定文章題目，整合多於
一項你曾閱讀過的資料 
(包括至少一本紙本書或
電子書的資料)，以散文
的形式分享你在成長路上
的閱讀經驗和感受。 
Write an essay to illustrate 
your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share your views 
through reading more 
than one piece of reading 
material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book item either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related to the 
theme. Give your essay a 
title.

閱讀，伴我成長 
Growing Up with 
Reading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中四 (S4)  中六 (S6)

(中文 Chinese / 英文 English)

比賽分為以下四個組別：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s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自定文章題目，並選取一
本配合主題的書(紙本書
或電子書)，以閱讀報告
的形式描述書中內容， 
並分享你的見解和感受。 
Choos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that 
touched your heart and 
write a book report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and 
share your views. Give 
your book report a title.

讓我感動的故事 
A Story that  
Touched My Heart

初中組
Junior Secondary 
中一 (S1)  中三 (S3)

(中文 Chinese / 英文 English)

透過寫信給家人、老師或
朋友，介紹並分享一本讓
你學會了一點事情的書 
(紙本書或電子書)。 
Write a letter to your 
teacher, family member 
or friend to introduce and 
share a book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from which you learn 
something.

這本書，讓我學了…… 
I Learn … from this 
Book

高小組
Senior Primary
小四 (P4)  小六 (P6)

(中文 Chinese / 英文 English)

「格列佛互動故事牆」把經典名著《格列佛遊記》製成動畫，投射在八米長的
弧面牆上。當參與者觸碰牆身，便會引發當中的故事情節。
‘Gulliver Immersive Storytelling Wall’ features animation of the classic 
“Gulliver's Travels” projected on an eight-metre curved wall. Visitors can 
trigger the story plots by touching the wall.

參觀者透過遊戲方式置身於虛擬 
實境，穿梭於實體閱讀和虛擬世界，
體驗嶄新的閱讀樂趣。
Participants use VR facilities for 
brand new reading enjoyment.

「姆明谷的彗星」展覽帶領讀者漫遊北歐童話世界。
Readers explore Nordic fairy tales in the ‘Comet in Moominvalley’ exhibition.

館訊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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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pl.gov.hk/mta

公開組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冠軍 郭維華 感詠台灣
亞軍 李裕韜 耳聵
季軍 杜文彬 納米樓

優異獎 *

王錦洪 六合彩
施純志 訪曲阜孔廟孔府

黃山河 過將竣工之沙中線 
宋皇臺站

潘少孟 鬢髮
鄧德邦 遊天際 100 觀景台

特別獎 *
陳慧聰 初春小景
黃芳枚 秋思 

學生組
名次 獲獎者 作品題目 就讀院校
冠軍 梁采珩 清明過蔡孑民先生墓 香港中文大學
亞軍 鄧紫瑩 觀大坑舞火龍 香港樹仁大學
季軍 伍展楓 遣懷 香港中文大學

優異獎 *

李銘欣 颱風山竹襲港 香港恒生大學
金沚朗 山行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張麗容 潛龍 香港中文大學
劉浚㮾 深秋客感 香港中文大學
黎健圖 詠狼 香港樹仁大學

特別獎 * 梁嘉進 春日閑趣 香港樹仁大學

郭維華
〈感詠台灣〉

蔣山紅焰石城殘，擊楫王師越險灘。

故國不隨滄海盡，旌旗猶展漢心丹。

笳沈莒堠餘空壘，舌逞閩腔譟議壇。

聞道薊門干羽舞，新亭承露列金盤。

梁采珩 香港中文大學
〈清明過蔡孑民先生墓〉

春光欲暮泊天涯，青石碑前祭有花。

每引西潮通國故，更延名士聚京華。

勤工竟學心無倦，垂範終生俸未加。

至此高風誰繼得，城頭殘日噪昏鴉。

公開組 學生組

中國古典詩歌既「言志」也「緣情」，歷代詩
人秉承這兩大傳統宗旨，創作了一篇又一篇膾
炙人口的佳作，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

「第二十九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 律詩」頒
獎禮已於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今屆比賽共收到
超過一千多份參賽作品，反應熱烈。公開組冠
軍由郭維華奪得，其作品〈感詠台灣〉藉今昔
面貌的對比緬懷過去，慨歎歲月流逝；而學生
組冠軍則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梁采珩奪得，其
作品〈清明過蔡孑民先生墓〉緬懷著名教育家
蔡元培，讚揚其高潔品格。其他得獎作品題材
豐富，各具特色，另有多篇作品取材自香港都
市生活，饒富趣味。

公開組及學生組得獎名單如下，所有獲獎作品
已上載至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
poetrywriting。

出席嘉賓（前排左起）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長（香港中央圖書館及推廣活動） 
鄭劉美莉、評判何文匯教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 
劉淑芬和評判黃坤堯教授與得獎者合照。

* 優異獎及特別獎排名按姓氏筆劃序

新一輪「與作家會面」講座

新一輪「與作家會面」講座

A new round of Meet-the-Authors talks

粵語主講
Conducted in Cantonese 

新一輪「與作家會面」活動以「悅讀無界限─寫作人的故事」為主題，七位作家由十一月起走進圖書館與讀者見面分享。他

們包括作家及編輯徐焯賢先生、作家陳志堅先生、作家子君女士、設計師及收藏家鍾燕齊先生、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工程學

院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及企業家鄧淑明博士、教育工作者游欣妮女士，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先生。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關於寫作， 
我說的其實是……

：12 月 7 日 ( 六 )
：下午 3:30-5:00
：保安道公共圖書館
：2928 7055
(11 月 23 日開始報名 )

陳志堅先生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當我想起你
：2020 年 2 月 8 日 ( 六 )
：下午 2:30-4:00
：土瓜灣公共圖書館
：2926 4155
(1 月 23 日開始報名 )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有時
：2020 年 2 月 29 日 (六 )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元朗公共圖書館
：2479 2511
(1 月 4 日開始報名 )

游欣妮女士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你未來就緒嗎？
：12 月 28 日 ( 六 )
：下午 2:30-4:00
：沙田公共圖書館
：2694 3788
(12 月 14 日開始報名 )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你未來就緒嗎？
：2020 年 1 月 18 日 (六 )
：下午 2:30-4:00
：青衣公共圖書館
：2497 2904
(1 月 4 日開始報名 )

鄧淑明博士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小文具看大世界
：12 月 8 日 ( 日 )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圓洲角公共圖書館
：2324 2700
(11 月 24 日開始報名 )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小文具看大世界
：12 月 14 日 ( 六 )
：下午 2:30-4:00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2921 1056
(11 月 30 日開始報名 )

鍾燕齊先生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好的小說， 
總是贏在「起跑線」

：12 月 7 日 ( 六 )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2921 2508
(11 月 23 日開始報名 )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作者施了甚麼「魔法」， 
讓你記住了小說中的 
那個他 / 她

：12 月 15 日 ( 日 )
：下午 2:30-4:00
：調景嶺公共圖書館
：2360 1678
(12 月 1 日開始報名 ) 

子君女士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當我們在最前端： 
科幻小說作家的使命

：11 月 24 日 ( 日 )
：下午 2:30-4:00
：大埔公共圖書館
：2651 4334 
(11 月 10 日開始報名 )

徐焯賢先生

講題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及查詢

：�探索香港圖像風景： 
霓虹招牌

：2020 年 2 月 9 日 ( 日 )
：下午 2:30-4:00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一號活動室

：2921 0335

(1 月 24 日開始報名 )

郭斯恆先生

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優勝作品共賞

律詩

閱讀空間 Reading Corner 文學 ˙ 文學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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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今年暑假，爸爸媽媽帶著姐姐小樂和弟弟
小科到不同地方遊玩和學習，在一連多
天的活動後，今天特意安排了一個靜態 
活動 — 到圖書館去，讓小樂和小科從閱
讀中尋樂趣。

************************************
來到圖書館，小樂和小科先去到兒童區尋
找故事類和百科類圖書。

他們正在閱讀一本交通工具大百科，小科
去找爸爸嚷著說︰爸爸，原來南港島綫是
採用無人駕駛列車啊！我要一套這樣的玩
具……

爸爸︰那是一個自動化的好例子，當中運
用了程式去處理所接收的訊號，使列車能
安全地自動行駛。

小樂︰程式是甚麼？ 

爸爸︰圖書館內有很多參考書教導小朋友
利用機械人套件和編寫程式去學習製作機
械人，透過參與「動手」和「動腦」的活動，
學習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閱讀一些參考書
後，你便會明白什麼是電腦程式，更會學
懂設計和製作簡單的機械人。

小樂︰好啊！我跟著書中內容慢慢學習，
相信我也能做到！         

爸爸︰讓我先找一些與機械人編程和組裝
有關的書籍，再購買一些合適的套件和零
件，書中也會教導我們使用適當的工具來
組裝各部件，然後我再讓你嘗試編寫簡單
的程式，設計和製作一輛屬於我們的自動
化列車吧！

小科︰但媽媽常說家中沒有地方放置新 
玩具了……

爸爸︰放心吧！我特地找了一些製作環保
傢俱的書籍，我們可以參考圖樣，善用舊
書櫃多出的層板來造一些展示架，來擺放
你的自動化電動列車和小樂的小手工，不
過你們也要來幫忙呢！

小樂︰沒問題！多謝爸爸！

提升閱讀興趣 — 科技多樂趣

Making reading fun in ‘Technology’
All knowledge starts with curiosity and the love of books is a way to foster and develop curiosity.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arouse curiosity while reading helps spark curiosity in technology. Exploring technology through reading helps develop students’ 
creativity, positive attitudes 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ir capabilities in coping with the rapidly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our society. 
Students can als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future changes in technology through hands-on design and problem-solving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aily life, in the areas of home, design, food, clothing, business and financ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reative media, engineering and so on.  

教育局特稿 Contribution by EDB 

小科和爸爸高興地走著走著，在一個放滿
食譜的書架前找到媽媽，然後說：媽媽，
我差點忘了學校下星期將舉行派對，我可
以準備些食物帶回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享用
嗎？

媽媽：我們可把這幾本教授製作健康小食的
食譜借回家，然後一起自製健康的派對小
食，讓你帶回學校與同學和老師一起分享， 
好嗎？

小科：媽媽萬歲！

************************************
一家人都找到了所需要的書籍，爸爸輕聲
說：借書後，我們還要去購買製作傢俱和
機械人的材料呢！

小樂：爸爸、媽媽，我剛剛找到這本書，
內容是關於不同家庭的消費模式、預算表
的編製方法及家庭不同階段的財務規劃等，
希望我讀完這本書後，能幫忙記錄家庭日
常開支。

媽媽：當然好，學習理財就是應該從小培
養呢！

*************************************
小樂小科一家借書後，便前往購買材料，
然後快快樂樂回家去。在途上，他們還說
要帶小樂小科的機械人去坐真正的無人駕
駛列車呢！當然也要帶上媽媽的健康小
食！

譚寶芝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
教授及教育博士（幼兒教育）課程主任，並
於 2011-12 年任副系主任。譚博士主要教學及
研究範圍為幼兒戲劇教育及語文教學。研究成
果定期發表於著名的地區和國際學術期刊。
近年研究計劃包括兒童遊戲文化及幼兒戲劇學
習之美感經驗等。現為亞洲戲劇教育學刊（香
港教育劇場論壇）編輯之一，以及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Taylor & Francis / 
Routledge）國際編輯委員會會員。2013-2015
年獲香港話劇團委約負責《學校、劇團與學院
伙伴教學計劃：戲劇融入學前教育》之研究，
計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5 年藝術教育獎。
近年更擔任「戲有益」深耕計劃的首席研究
員，積極將戲劇教育推廣至幼稚園。

我們常用聰明、聰穎、伶俐、機智、醒目等詞，來形容能力優秀的孩子。至於智
慧的孩子，卻不常聽見。一談到智慧，想到的就是人生思考，社會議題和道德判
斷，諸如愛、友情、金錢、戰爭和堅持等等。當中涉及的不是知識、技能的掌握，
而須靠經驗累積和思考沉澱而成。這不是說智慧與孩子扯不上關係。相反，社會
環境日益複雜多變，他們面對的生活中大小事情和個人成長，許多時是用智慧而
不是聰明來處理。而要培養智慧小孩，閱讀故事是個好途徑。

故事是智慧的源泉。我們藉著書中人物的故事，能夠超越自己，連繫別人，從而
獲得生活世界中沒法可能得到的體驗。於是，故事讀了多少個，就能經歷了多少
個生命，並體會當中蘊藏的智慧。就幼兒來說，繪本就是故事最好的載體。有吸
引的圖畫、有趣的角色，配合親子伴讀等條件下，他們能藉著小故事，獲取大智
慧。例如，上述提及的人生議題，筆者就想到以下幾本繪本：《獅子與鳥》(瑪麗
安杜布，2016)中的獅子和鳥的聚散，啟發我們思考愛和佔有的問題；《一片披
薩一塊錢》(朱里安諾．菲利，1998)的阿比與阿寶，提出金錢，還是友情重要的
問題；《田鼠阿佛》(李歐．李奧尼，2002) 的主角阿佛，在社群中不事生產，終
日只愛造夢，蒐集不切實際的東西，但絕不是毫無貢獻的一員；《敵人》(大衛．
卡利，2009) 中兩陣對決的士兵，由彼此仇恨猜疑，到明白自己只是政權的棋子；
又從《然後，春天又來了》( 茱莉．福萊諾，2013) 那個愛耕種的男生身上，我
們領悟到努力不一定有收穫，而在漫長的等待中，雖然充滿焦慮和擔憂，卻總會
見到希望。

好的故事，的確發人深省，寓意深厚。要將之一一發掘出來，除了細心閱讀，也
要靠主動的想像和發問。我們試深入再看看《手套》(艾烏格尼．M．拉裘夫，
2008)這一繪本。故事講述老公公和小狗在漫天風雪的森林裏打獵，不小心丟
掉了一隻手套。動物發現後，都想走進裏頭取暖，第一隻是小老鼠、接著是青
蛙、兔子、狐狸、大灰狼，繼而還有山豬和熊。直至老公公發現手套丟失了，
於是就回頭去找。手套中所有動物都嚇得跑了出來，老公公最後也把手套撿回
去了。《手套》好像只是個有趣的雀巢鳩佔的故事。但當中細小的手套，如何
能容納一眾動物？而猛獸又如何跟小動物共處？都是個‘刺點’(巴特，1997，
頁 112)─ 一個令讀者觸動，讓我們留神注意，並牽起連串問題的地方。據
此，我們或會再問：在雪地上的動物，是否無家可歸，才要擠在一起？手套那
麼擠迫，牠們有沒有吵架，甚至打起來？小動物會不會被後來的猛獸吃掉？當
知道老公公回來找手套的時候，動物們會否抱有歉意，但同時，又有沒有想過
游說他不要把手套取回？至於老公公，他會二話不說，取回手套，還是……？  
當在大人引導下，孩子嘗試回應這些問題時，就同時在思考憐憫、關愛、同舟共
濟，甚至在故事中路不拾遺涉及的道德兩難的問題。可見，要培養智慧小孩，不
是沒有辦法。只要找一本成人也能受感染、觸動的繪本，引導孩子投入其中，讓
他們的想像、好奇和思考工作，就是開啟智慧的重要之匙。

繪本培養智慧小孩 譚寶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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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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合辦

2019年文學月會 / 
香港文學專題講座： 

「探索兒童文學」系列 
Monthly Literary Talk: “Explor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Series 

圖畫書中的觀點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 �高佩聰女士 （ 圖畫書創作者 ） 
黃芓程女士 （ 圖畫書閱讀推廣人 ）

: 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323

14/12 (六Sat) 香港中央

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 15 分鐘入座。

粵劇講座
Subject Talk on Cantonese Opera

香港粵劇流派發展 
與大眾娛樂的關係

: �張紫伶博士 （港澳非物質文化遺產 
發展研究會秘書長）

: 下午2時30分至4時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259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香港中央30/11 (六Sat)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樂齡講座
Subject Talks for the Elderly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歡迎報名留座。

人物隨拍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 �蘇文郁先生 
: 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 11 月 25 日
:  2928 6055

油蔴地9/12 (一Mon)

中醫預防中風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 �陳朗婷 （中醫師）
: 下午 3時 30 分至 5時
: 油蔴地公共圖書館
: 11 月 28 日
:  2928 6055

油蔴地12/12 (四 Thu)

起夜的煩惱 — 夜尿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 �麥妙懿 （中醫師）
: 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 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 12 月 6 日
:  2126 7520

屏山天水圍20/12 (五 Fri)

長者資訊科技系列 —  
探索 VR ‘虛擬實境’技術

4/1/2020 (六Sat) 駱克道
: 曾子軒先生
: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時
: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  2879 5560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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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葵涌30/11 (六Sat)

香港竹棚工藝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留座電話

: �陳瀟帆先生 （ 香港中小型
棚業協進會創會會長 ）

: �下午 3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 南葵涌公共圖書館
: 11 月 16 日
:  2429 6338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1938 年至 1974 年的 
香港工展會

駱克道11/1/2020 (六Sat)

講者�
�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留座電話

: �王惠玲博士�
（ 香港大學資深口述 
歷史研究員 ）

: �下午 3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 駱克道公共圖書館
: 12 月 28 日
:  2879 5560

專題講座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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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教育講座系列： 
從遊戲中學習  

如何透過繪本幫助孩子 
疏導情緒及增進親子關係   

從故事裡幫助孩子建立 
正面的自我形象

親子講座
Talks on Parenting 

: �林俊彬博士 （ 香港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及副
教授 ）

: 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 九龍公共圖書館
:  2926 4062
（ 或親臨九龍公共圖書館 
9 樓參考圖書館登記 ）

: �丘成瑤女士
: 下午 3時 30 分至 5時       
: 沙田公共圖書館  
: 11 月 23 日  
:  2694 3788    

: �丘成瑤女士
: 下午 3時 30 分至 5時       
: 沙田公共圖書館  
: 11 月 30 日  
:  2694 3788    

7/12 (六Sat) 九龍 

7/12 (六Sat) 沙田

14/12 (六Sat) 沙田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及留座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留座日期
查詢及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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