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地方雖小，卻藏著無數故事。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多媒體資
訊系統」、「香港資料特藏」、「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及「香港
記憶」網站，提供豐富資源，讓大家多角度重新認識本土，發掘
香港的故事。

上環的荷李活道以古董聞名中外，是不少收藏家的天堂。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也可說是一眾懷舊控的寶庫！

「多媒體資訊系統」提供二十多個不同主題的數碼館藏，包括「舊照片」、「香港舊報紙」、「地圖特藏」、「香港地方」
及「香港十八區」等主題館藏，共十七萬項影音和多媒體資料，逾六百萬頁數碼化的歷史資料和圖片。要搜尋香港的老照
片和舊報紙無需舟車勞頓，安坐家中也可獲取大量與香港相關的資訊！

「舊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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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可從這些老照片認識及探索香港歷史、地
區發展、社會生活及本地文化。

Hong Kong is a small place, and yet the city is full of interesting 
stories. There is no need to go far to find out what Hong Kong looked 
like in the past.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old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provides you with a trove of resources 
on local culture, histor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vast collection, especially th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MMIS), 
the Hong Kong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s(CHRCs), as well as the Hong Kong Memory website, we 
can easily revisit the past of Hong Kong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explore all those stories that are unique to Hong Kong.

As promising as Sheung Wan’s Hollywood Road to those fond of local 
history, the MMIS offers more than 20 digital collections, including 
Photos, Old Hong Kong Newspapers, Map Collection, Hong Kong 
Places and Local Districts Profile, providing 170,000 items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and over 6 million pages of digitised images and text.

The Photos collection incl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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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photos are valuable records for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香港十八區」收集了九千多項資料，包括照片、文化藝術資料剪報、前市政
局及前區域市政局檔案、地圖及影音資料。當中多幅珍貴的舊照片記錄了香港
各區昔日的景觀和民生面貌，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變遷。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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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rchives of the former Urban 
Council and Regional Council, as well as other image collection in the MMIS. 

多媒體資訊系統   懷舊控的寶庫
Treasure trove of local history

皇后大道中 (1945 年 )
Queen’s Road Central (1945)

尖沙咀火車站 (1914 年 )
The Kowloon Canton Railway Train Station  

in Tsim Sha Tsui (1914)

1967 年的渡海泳
Cross-harbour swim (1967)

1968 年的香港街頭景像 
A typical street scene in 1968

想了解香港的邊界歷史、地貌變遷、地區發展以及街道名稱由來？「地圖特藏」收藏自十九
世紀以來的香港舊地圖，包括香港全境圖、地區圖、街道圖、地質圖、地形圖和街道命名圖等。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ong Kong’s boundary history, landscape changes, district 
development and street names? The Map Collection focuses on the early maps of Hong 
Kong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cluding maps of the whole territory, district plans, street maps, 
geological maps, topographic maps, street naming plans and other thematic maps. 

「香港地方」特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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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數碼
化的香港舊照片、地圖、書籍以及資料檔案等，介紹香港不同年代的地方發展及歷史足跡。
Hong Kong Places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ents of Hong Kong through digitised 
photos, maps, books and documents.

香港地圖 (1845 年) �
Map of Hong Kong (1845)

「香港舊報紙」收集了由香港開埠至現時多家報社發行超過十四萬份報章，
包括香港早期報刊，如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 « 遐邇貫珍 » (1853-1856)、 
其後出版的 «循環日報 » (1874-1886) 及 «香港華字日報 » (1895-1940)。英
文報章則有China Mail (1866-1961)、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4-1941)、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1929-1950)、Hong Kong Telegraph (1881-1951) 
和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895-1909)。
The Old Hong Kong Newspapers collection is a selective collection of major 
old Hong Kong Newspapers with over 140,000 issues published from early 
Hong Kong to nowadays, including Hong Kong’s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Chinese Serial (1853-1856) and other English newspapers such as China 
Mail (1866-1961),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4-1941),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1929-1950), Hong Kong Telegraph (1881-1951) and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895-1909).

《華僑日報》(1963 年 12 月 19 日)刊登了有關彩虹
邨落成的新聞。
Report on the opening of the Choi Hung Estate on 
Wah Kiu Yat Po (19 December 1963)

除「多媒體資訊系統」外，圖書館的「香港資料特藏」亦提供有關香港今昔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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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藏最多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資料部，擁有資料逾十三萬項，內容包括歷史檔案及
政府刊物，以至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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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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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atic publications.

香港資料特藏   研究香港歷史好幫手
Hong Kong research made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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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家會想起甚麼？香港又有哪些非物質文化遺
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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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介紹香港其中四個已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

「成功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香港項目」專題展覽主要
介紹 2011 年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四個本地項目，
包括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坑舞火龍及香港潮人盂蘭勝
會，讓參觀者了解更多這些儀式和節慶活動的特色和文化價值，以及如
何在地區社群內世代傳承，繼續發揮凝聚社區的功能。

展期 Period： 
8/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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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xhibition introducing the four embodiments of indigenous Hong 
Kong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s being held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These items include the Jiao Festival of Cheung Chau, the Dragon 
Boat Water Parade of Tai O, the Fire Dragon Dance of Tai Hang and 
the Yu Lan Ghost Festival of the Hong Kong Chiu Chow Community. 
They were successfully inscribed onto the Third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11. These local cultural events, 
promoting community cohesion a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re not only precious, but also hard to come by in a busy 
modern city like Hong Kong.

文化及歷史資源角專題展覽
Thematic Exhibition at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Corner

老一輩口中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當時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香港中
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現正舉行「歲月回眸—四、五十年代香港的民生百態」
展覽，透過展出有關文獻，與讀者重溫這段歲月痕跡，體會昔日生活的苦與樂。
展覽挑選部分「文獻徵集行動」所得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文獻，從社會人口、
糧食物價、房屋建設、交通運輸、教育政策、消遣娛樂及廣播報章各方面，呈現
當年的民生面貌。

展期 Period： 
2/1-31/5 

地點 Venue： 
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珍本閱覽室  
Rare Book Reading Room, 8/F,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What was life lik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Three Years and Eight Months’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 exhibition titled ‘Daily live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1940s and 1950s’ 
is now being held in the Rare Book Reading Room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 Showcasing documents relating to population, food 
and prices,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broadcasting and newspapers, this exhibition gives visitors a glimpse to the 
citizens’ everyday live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歲月回眸 — 四、五十年代香港的民生百態
Daily live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1940s and 1950s

《大眾周報》( 日治時期的刊物 )
Publi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四、五十年代電車和九巴車票
Tram and bus ticket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圖書館經常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大眾更多了解地區及本土的歷史文化。�
大家最近若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八樓，就不要錯過以下兩個展覽。

For local history lovers, not to be missed are two exhibitions 
currently held on the 8/F of the Hong Kong Central Libra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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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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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書刊、地圖、視聽
及多媒體資料、小冊子，內容有區議會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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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搜尋地區資料更
方便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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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 a collection of local districts information which comprises books, maps, audio-
visual and multimedia materials and leaflets, covering District Council business, information 
on local organisations, district activities, traditional culture, religion and festivals, history 
and celebrities, tourist attractions, sightseeing spots and historical monuments as well as 
planned development.

文化及歷史資源角    
認識地區發展一站通
One-stop search on local district history

進入「香港記憶」多媒體網站，讀者可透過網站內的專題特藏、展覽或口述歷史檔案，搜尋及瀏覽各項有關香港歷史和文
化的數碼資源，其中有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早期電影、郵票、貨幣等歷史，亦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節慶等資料。

喜歡口述歷史的朋友當然不要錯過「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檔案庫收集及保存了過百位香港人的經歷和記憶，讓大
家從聲音記錄認識香港過去的生活面貌。
Hong Kong Memory portal is a multimedia website that gives free and open access to digitised materials on Hong Kong’s 
history, culture and heritage, through a vast variety of thematic collections, exhibitions and oral history records.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gathers materials about people’s lived experience and 
memories. It provides a space for people’s ‘voices’ to be articulated and heard. So far, over 100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en interviewed and their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have been preserved in this collection.

香港記憶    
打開本地歷史、文化「隨意門」
Easy access to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2019 年推出的「香港貨幣」特藏，讓大家了解香港貨幣的誕生，探索
香港各種貨幣出現的時代背景。貨幣歷史與港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無論你是否貨幣收藏家或歷史研究者，亦不妨一看，說不定會發現家
中也有一枚有故事的貨幣呢！
Launched in 2019, the collection on Hong Kong Currency offers an 
extensive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urrency that have been used 
in Hong Kong in different eras. Intricately related to Hong Kong people’s 
everyday lives, the items reflect not only how the Hong Kong dollar has 
developed, but also the change in its purchasing power over the years.

「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現存過百位香港人的錄音或錄像訪談。受
訪者來自不同的年代、籍貫、族群、階層和行業，訪談內容涵蓋工業、
教育、社區、房屋、文化藝術及日治時期社會民生等主題。
Audio/audio-visual records of over 100 interviewees are accessible 
via Hong Kong Memory. Interviewees come from different age groups, 
places of origin, ethnic background, social classes and occupations. The 
scope of the interviews covers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such as industry, 
education, community, housing, art and culture, as well as social life in 
Hong Kong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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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工作坊」製作個人�

迷你書本

閱讀，
動起來 

Reading on themove

圖書館活動不一定是「坐定定」的。多區的公共圖書館在去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舉
辦了一連串的派對、同樂日及導賞遊等活動，與讀者走出圖書館，享受不一樣的閱讀
體驗。當中包括遊走「南豐紗廠」今昔、「大埔鳳園  蝶影翩翩」導賞遊、圖書館床
邊小故事派對、南丫島文物導賞團、元朗區的同話童話同樂日、喜閱觀塘—圖書館戶
外派對及南區綠悠遊導賞遊。

導賞員向參加者介紹南豐紗廠著名打卡�
熱點—巨型戶外面壁雕刻「無名英雄」。

導賞員介紹最新的紡織技術，舊衣物可透過服飾循環

回收再造系統製作成全新的成衣。

閱讀小奇兵計劃參加者獲頒證書

塗出閱讀新氣象

喜閱留影

互動小劇場

蘆鬚城學校

索罟灣天后廟

「伴我廠蕩：漫遊南豐紗廠」導賞遊的參加
者在導賞員帶領下遊走紗廠，了解昔日紗廠

的運作及點滴，從中回顧往日的香港故事。

遊走「南豐紗廠」今昔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Mills1 19/10

「大埔鳳園•蝶影翩翩」導賞遊 
‘Butterflies In Motion’ Guided Tour

參加者在鳳園蝴蝶保護區一睹各式各樣蝴蝶的美態及

認識保育區的生態環境。

2 20/10 27/10

南丫島文物導賞團  

Cultural Tour to Lamma Island

香港考古學會的蘇萬興先生帶領參加者

由南丫島索罟灣走到榕樹灣，沿路介紹島

上古蹟。

4
2/11

喜閱觀塘 — 圖書館戶外派對  
Joy of Reading in Kwun Tong – Library Outdoor Party

派對在秀茂坪商場戶外場地舉行，內容包括一系列的 
工作坊、攤位遊戲、書籍展覽、故事分享及音樂表演等。

6 10/11

青衣公共圖書館舉行的床邊小故事派對為參加者帶來連串的親子活動，包括互動小劇場、手工環節、遊戲及創意妝扮。

圖書館床邊小故事派對  Pajamas Party at Library
3 20/10

同樂日當天，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各層都充

滿童話氣息，既有劇場表演和視覺藝術工作坊，

也有大小故事區和舞蹈及音樂工作坊。

 同話童話同樂日  
Story Carnival ‘Fairy Tales Fun Day’5 9/11

小朋友及家長在一樓平台「童話橋頭堡」聽故事。

一家大小在六樓綠化平台「雲上青草地」拿起小

樂器合奏音樂。

音樂表演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項目主任杜振南先生介紹港島

僅存老村落—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至今仍然保留不少傳統
的中國民間信仰和風俗，如香港
非物質文化遺產舞火龍傳統。

南區綠悠遊導賞遊 
‘Explore Wildlife and Nature in Southern District’ Guided Tour

參加者由太平山頂出發，沿薄扶林水塘道往下走，認識不同種類的

植物，最後抵達薄扶林村，了解該村的舞火龍傳統。

7
3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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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節六月登場
The 13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coming this June

第十三屆

喜愛文學的你，喜愛文學的你，  

想讓你的文藝生活更豐盛？
想讓你的文藝生活更豐盛？  

參與文學節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參與文學節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第十三屆香港文學節將於6月22日至7月12日舉行，主題為「字旅•時光」， 
探索作家如何透過個人視野和體驗，通過文學重構不同時代的地方風貌和
人文氣息。

配合今屆文學節，圖書館率先舉辦「文學作品演繹比賽」及「童年」中文
徵文比賽，作為文學節之前奏活動，歡迎市民及學校參加。

上述兩項比賽的截止報名日期為 3 月 3 日。 
每屆「香港文學節」都會廣邀作家、學者、文化評論人及文藝團體，推出一系列豐富活動，如專題展覽、研討會、 
圍讀工作坊、朗誦會、比賽和交流會等。《通訊》稍後會為大家詳細介紹。

自助圖書站實用小貼士
Smart tip for using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讀者可在自助圖書站以八達通繳交個人帳戶內的預約費用及逾期罰款。整個繳款過程簡單方便：

1. 在屏幕上選按「繳款」並登入圖書館帳戶； 
2. 從屏幕上顯示的項目中選擇要繳付全部或部分款項； 
3.於讀卡器上輕拍八達通卡並領取收據。完成繳款後，若無需使用其他服務，緊記要登出個人帳戶。

Readers can settle payment of reservation fees and overdue fines at the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using Octopus cards in three 
simple steps:

1. Select ‘payment’ on the screen and log in library account; 

2. �Select the item(s) to be paid from the list of fees and charges shown on the screen; 

3. �Tap the Octopus card on the card reader and collect the receipt. Remember to log out the library account if no other service  
is required.

2891 9355 libstation@lcsd.gov.hk

Libraries are not ‘just book repositories’, but also spaces where community members can gather to participate in all 
kinds of programmes, such as parties, carnivals and guided tours.

Last October and November, public librarie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rganis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give readers 
unusual library and reading experiences. They included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Mills’, ‘Butterflies In Motion’ Guided 
Tour, Pajamas Party at Library, Cultural Tour to Lamma Island, Story Carnival ‘Fairy Tales Fun Day’, Joy of Reading in 
Kwun Tong – Library Outdoor Party and ‘Explore Wildlife and Nature in Southern District’ Guided Tour.

In 2020,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reading with living, motivate daily reading, and build 
up interest and aspiration to read in the community through more out-of-the-box library and reading activities. Coming 
up are the launch of the ‘Joyful Reading at Your Neighbourhood: Library-on-Wheels’ Pilot Project in January,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RTHK Programme between February and August, as well as Pop-up Library@Hong Kong Flower 
Show 2020 in March.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HKPL Website (www.hkpl.gov.hk). Stay tuned for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and keep reading.

新一年，公共圖書館將繼續透過不同方式，
連繫閱讀與生活，讓閱讀動起來。打頭炮
的便有「樂在社區閱繽紛—『喜』動圖
書館試驗計劃」、「閱讀推廣活動 @ 香港電
台節目」及「快閃圖書館 @ 香港花卉展覽
2020」。

「樂在社區閱繽紛—『喜』動圖書館」試驗計劃剛於一月推行，配合不同
活動推廣全民閱讀。

「喜」動圖書館率先走訪人流較多而遠離圖書館設施的地方，每次活動
提供約三百本精選主題書籍供借閱，並配備自助借還書設備及平板電
腦，推廣主題閱讀、公共圖書館自助借閱服務、電子書、電子資源和網
上服務，讓平日較少使用圖書館服務的市民，重新認識公共
圖書館的豐富資源及便捷服務。

另外，「喜」動圖書館會定期舉
辦填色、趣味手工、問答遊戲等
閱讀推廣活動，周末會舉辦書籍
展覽，並安排故事大使說故事，
讓一家大小在戶外享受悠閒的閱
讀時光。「喜」動圖書館在公眾假
期更會走訪不同地區市民聚集的地
點，又或配合大型社區活動，推廣
親子閱讀。

「長進課程—圖書館你我他」節目將於香港電台第五台
播出。內容包括圖書館的歷史、世界各地圖書館的特色、
圖書分類，以及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特別藏書、電子閱讀
及外展服務等，讓老友記輕鬆了解圖書館的發展、用途
及掌握電子閱讀。

「十五分鐘的約會」旨在向讀者推介不同文章，並養成每
日閱讀十五分鐘的習慣，隨時隨地享受閱讀時光。參加
者只需在活動期間登入香港電台網站的活動網頁，完成
閱讀目標便可獲得紀念品一份。

閱讀推廣活動 @ 香港電台節目 
2/2020 – 8/2020 2/2020 – 3/2020

快閃圖書館 @ 香港花卉展覽 2020

配合今屆香港花展「幸福滿滿」的主題，「快閃圖書館
@ 香港花卉展覽 2020」將透過閱讀、故事分享及工作坊
等，讓市民載著滿滿的幸福回家。屆時，大家可在花見
廊的休閒閱讀區閱讀與花展主題相關的書籍，或聽故事
大使講故事，更可參與多元化的工作坊，製作祝賀咭、

6/3/2020 – 15/3/2020

「喜」動圖書館已在各區試行

動動腦筋考心思，同一個故事，如何演繹才是最動人心弦？
「文學作品演繹比賽」專為小學同學而設，參賽者以講故
事的方式演繹文學內容，展現本地文學作品的精髓。

「童年」中文徵文比賽鼓勵參加者用文字記下童年時光，
重温舊日的人和事，說不定能從回憶片段窺見昔日的風
貌，為一瞬即逝的歲月留下一點痕跡。比賽分為中學組
及公開組，得獎作品將於文學節期間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展出。

繩結及迷你花牌等。是次活動還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側，設置一輛迷你版的「喜」動圖書館，並裝飾成幸福花
車，供市民拍照及借閱有關花語、婚嫁習俗、旅遊及童話
故事等書籍。

Reading on th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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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頒獎典禮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今屆提名作
品共有二百一十六本，經評審團嚴格評選後，共有五本書籍頒予雙年獎，另有六本獲
頒推薦獎。各得獎作品都是出色的文學佳作，展現了香港文壇發展蓬勃的一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劉淑芬(前排左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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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右三)與評判、得獎者及代表、出版社代表在典禮合照。

雙年獎獲獎作家：（左起）演然、孔慧怡、葉英傑及陳智德。

「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獲獎名單

雙年獎 推薦獎

新詩組 《旁觀生活》�
作者 : 葉英傑

《櫻桃與金剛： 
詩選 2013–2016》�

作者 : 廖偉棠

散文組 《不帶感傷的回憶》�
作者 : 孔慧怡

《消失物誌》�
作者 : 潘國靈

小說組 《我的世紀》�
作者 : 許榮輝

《微塵記》�
作者 : 張婉雯

文學評論組
《板蕩時代的抒情：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
作者 : 陳智德

《遇上黑色電影： 
香港電影的逆向思維》�

作者 : 陳劍梅
《譯者與學者： 

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
作者 : 關詩珮

兒童少年文學組 《綠色地獄》�
作者 : 演��然

《大腳趾國王》�
作者 : 黃嘉莉

第

十

五

屆

香港中文

呈現文壇佳作
文學雙年獎

The 15th Hong Kong Biennial Award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showcases outstanding works

《板蕩時代的抒情：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
作者 ： 陳智德
出版 ：�中華書局 ( 香港 ) 有限公司

十年前我參與「香港文學大系編纂計劃」，涉獵大
量史料，有感當中許多故事、人物和文學，應有更
整全而獨立論述。本書撰寫過程不順，所涉論題遠
比想像複雜，我反覆再翻查不同立場資料，務求以
更仔細而中性的筆觸縷述，最後仍不免粗疏簡略，
只期望抗戰時代前人有知而寬宥。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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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組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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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綠色地獄》
作者 ： 演然
出版 ： 明窗出版社

這部小說本來是一個電影劇本，那是十年前的事
了，因為遇上金融風暴，電影沒有拍成，便把它改
成小說，先後向兩家出版社投稿，最終石沉大海。
直到一年多前，明窗向我邀稿，才突然想起這堆塵
封的稿子。一波三折，緣分，就是如此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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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生活》
作者 ： 葉英傑
出版 ： 石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我已經出版了五本詩集，《旁觀生活》是第五本。
回想我第一本詩集在 1999 年出版，剛好是獲得此
獎項的廿年前，感到有點巧合。起初真的沒有想到
這本詩集會獲得獎項，一直對此詩集感到抱歉，覺
得寫得不好，覺得它被我糟塌了。或許造物者(如
果有的話)告訴我：這次可以了。

新
詩
組
雙
年
獎

《我的世紀》

《我的世紀》是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我從事寫
作已有好些年頭，只是忙於謀生，近年才有閒情編
選自己的作品。編選了下來，才發現我的小說多少
反映了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不同年代小市民
的生活點滴，更多的是哀與愁。這些聯串起幾十年
時光的故事，宛如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縮小版世紀，
感覺很奇妙。

作者 ： 許榮輝
出版 ：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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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帶感傷的回憶》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不但沒想過獎項，甚至沒想過
會結集成書，只是覺得有義務為一個美好時代留下
一點回憶。

作者 ： 孔慧怡
出版 ：�牛津大學出版社 

( 中國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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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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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書好讀 vs 好讀書 vs 讀好書 圖書動起來：閱讀 Pop-up 立體書的樂趣鄧依萍 梁潔瀅

【書好讀】
自懂字以來，筆者就知道書令人又愛又恨：愛，因為書存著無
限智慧，不論有字無字，有圖畫無圖畫，總帶給人無限的知識。
書，分科各項，讓人目不暇給；恨，因為有部分的書是為追求
分數而要人「苦」讀，嘗不到真正「味道」，不是內容不好，只
是閱讀時沒有愉悅。基本上，每本書都好好讀，只是是否配合
時間、配合需要，以及配合心情去閱讀。

【好讀書】
好，愛好，即是喜歡。究竟怎樣才能喜歡讀書？首先，培養閱
讀不可單單為功利，應以自己的興趣為先。過份的強迫，也不
能令自己喜歡。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性別、不同性格的孩子，
喜歡的書是不一樣的。總之，投其所好作為培養閱讀的第一步。
有時，我們會因著一些原因或難題，便到書海中找尋答案，這
可以是開展閱讀的途徑；有時可能為了消閒，隨手拈來，一份
報章或一本雜誌，從而培養出閱讀的習慣來。高小及初中時代
的筆者曾經沈迷於閱讀著名作家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及日本作
家赤川次郎的偵探小說，一到暑假，更瘋狂到廢寢忘餐，希望
盡早知道故事的結果會與自己推測的是否一樣；同時，與朋友
同學交談時，也增加了不少話題。在此，筆者盼望家長們可以
在炎炎暑假裡能培養自己及孩子們愛好閱讀的習慣，令彼此的
生活平添多些樂趣。

【讀好書】
怎樣才算是讀好一本書呢？當然如果閱讀是為了消閒的話，就
不用講求什麼，只求輕輕鬆鬆，但求一笑。若然為了求知，方
法就有眾多，而且因人而異，沒有單一的方法。現今電子用品
繁多，有些家長會害怕影響孩子的眼睛發育，而放棄選讀網上
的電子書，其實電子用品的螢幕有放大的功能，放大縮小，悉
隨尊便；反而最重要的是家長有否陪同子女一起閱讀，為他們
選擇適合又有益的好書。當然沒有閱讀習慣的家長，其實很難
培養出愛閱讀的孩子，所以家長們真想擺脫電子「奶咀」的魔
咒，唯一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則，每天關掉了電視台，抽時間與
孩子在家花 15-20 分鐘齊齊閱讀吧。

綜合筆者多年學習的經驗，我認為以下數種閱讀方法可供大家
參考：
1.先加速：跟自己說「讀快一點！」
2.找重點：遇到不懂再停下來慢慢讀
3.學知識：做筆記其實比深讀還有效
4.設主題：�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然後作追踪主題式閱讀，令

自己對主題有更深入的學習和認識。

綜合以上所言，不論 [讀書 ]有不同的立場或方法，但最重要
的是你是否願意拿書來讀？作為一個真真正正的讀書人，自然
會常常用方法去豐富人生的知識及經驗。

在這個數碼年代，兒童易於沉醉在電子遊戲的世界。我們先不
要從學術的角度分享電子遊戲的壞處，大家應明白閱讀是學習
的重要基礎。兒童愈喜愛閱讀，他們愈能從閱讀中學習。我們
在這裡談談 Pop-up 立體書的特色和講故事的技巧。

設計一本 Pop-up 立體書，其實和準備一齣話劇差不多：撰寫
情節、設計舞台、道具、燈光、角色和角色的編配等等。當然，
兒童能從 Pop-up 效果及繪本技巧看見或觸摸到這些元素。

主題
Pop-up 立體書的主題和一般平面故事書相似，通常向讀者講述
一個教訓或道出一個正面的意念或價值。由於立體的操作及視
覺元素會令故事主題更明顯和直接，立體故事書因而會為兒童
帶來許多的驚喜。

作者的創作背景
影響或啟發作者的社會和文化情景也十分重要。例如，有一天
插畫家 Eric Carle 在一疊紙上一邊打孔，一邊想像一條書蟲也可
做到同樣的事，然後書蟲變成了一條綠色的毛毛蟲。這就是著
名繪本書《好餓的毛毛蟲》的靈感來源。

設計的元素和原則
Pop-up立體書相關的元素和原則，包括繪圖風格、色調、構圖、
摺疊技巧和立體風格，都可以協助兒童認識藝術和美學在不同
情景或日常情境的應用方法。

情節和角色
一個具吸引力的 Pop-up 立體書故事情節，可以向讀者展示一
個衝突，從而引起兒童讀者的注意，讓他們投入或關注這個故
事。故事的張力和懸念會帶動讀者的情感，期待著衝突最終如
何解決。

講故事的技巧
年幼的讀者多享受簡單而可被預測的情節。可是，故事書亦應
包含意想不到的元素來娛樂兒童，令他們專心閱讀下去。由立
體書 Pop-up 效果帶出的意外和不協調可以製造幽默感，是兒
童讀物的最佳材料。

港台兩地推動閱讀的好幫手
港台兩地的官方或民間的機構都不斷有推動閱讀的活動。台灣
文化部每年都會在暑假推介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提供喜愛
閱讀的學校師生及家長，作為挑選優質讀物的指標。此外，亦
安排了定期的親子工作坊及家長、教師的閱讀講座。至於本港，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 )轄下的組織—書叢悅閱俱樂
部每學年都為師生及家長統籌多個推動閱讀的活動：如推行初
小高小各 60 本中英圖書的書叢榜、或是家長伴讀的培訓課程、�
或是配合圖書主題的延伸活動、或是培訓校內圖書館學生大使
的日營等等活動。過去十數年都能帶動師生及家長在閱讀範疇
上得到擴展認識及進深了解。詳情可自行瀏覽以下兩個機構的
網址。

家長們，你和孩子於暑假裡已挑選了哪一本書來開展自己的閱
讀旅程呢？

書叢悅閱俱樂部 ( 本港 )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
讀書評選推介活動(台灣)

不少父母都希望與他們的子女一起閱讀故事書，卻好像無從入
手。其實這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說故事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

講故事之前：�父母可以嘗試引起子女聽故事的興趣；讓他們準
備好進入故事時間；為他們明白和投入故事做好
準備；嘗試問他們有關於故事或者主題的一些問
題。父母可以做的可能是唱一首歌；進行一些熱
身活動；介紹角色、故事設定和故事中的重要詞
彙。讓子女接觸到相關的肢體語言，語文特徵和
重複的句型。

講故事的時候：�父母應嘗試讓子女明白及享受故事；讓他們在
有意義的情境中多接觸字詞和圖像，在故事時
間時多參與(例如邀請子女操作立體書的立體效
果)。父母亦應在說故事時多運用不同的技巧(例
如使用道具、肢體動作、語調和面部表情)；向
子女發問問題，邀請子女扮演故事中的角色；
邀請子女加入聲音效果。

講故事之後：�父母可以用生活化的方法，嘗試在有意義的情景
中運用簡單的字詞或重複的句型；或重溫故事。
父母亦可以與子女進行藝術及圖工、唱歌、遊戲、
話劇、真實生活經驗活動；或展示及解說、重新
改編故事、角色扮演及圖畫排序。

鄧依萍，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校長。前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校長，
前黃埔宣道小學副校長，從事教育工作已經有二十多年，是資深的教
育工作者。鄧校長積極於學校推廣閱讀，為學生製造閱讀的機會，為
的是讓孩子找到自己的一片天。鄧校長亦定期於明報副刊專欄發表文
章，分享親子教育的見解，例如：《教育有 Say：正向教育》等；更
曾為香港電台節目《至潮爸媽手冊－【閱讀是魔法？】》擔任嘉賓，
熱心推廣閱讀。鄧校長於教育上的付出及熱誠，深受廣泛的認同及�
致敬。

梁潔瀅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擁有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文學榮譽學士學位、香港大學幼兒教育學位教
師文憑，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後學士文憑、教育心理學教育碩士學位
及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梁博士致力研究幼兒藝術教育，曾於多份
國際期刊發表有關幼兒藝術及創意發展的著作。梁博士熱心研究幼兒
教育課程發展，更協助幼稚園優化學校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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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是從小姊姊和小狗為快要回家的初生小弟弟準備迎新
禮物開始……

不少幼兒心理學研究都指出，老二的誕生，會對家中的老大�
(特別是獨生子／女)帶來不少衝擊，需要有極大的適應，處理
不好甚至會引發對老二的抗拒。

家長在迎接老二的到來的時候，要為老大做好心理的準備，才
能讓他／她欣然接受小弟妹的到來。家長需要善導老大：
1. 自己長大了！當姊姊／哥哥好光榮呀！
2. 小弟妹和自己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
3. �小弟妹將要成為自己最親密的玩伴和朋友，多麼值得高興

的事情啊！
4. �更重要的是爸爸媽媽對老大疼愛依然，沒有因為老二的來

到而分薄減少了。
最重要的是：爸爸媽媽對我的愛依然，有增無減呀！

結言
兒童繪本盛載著「真、善、美、樂」的美好生命元素。故事中
的道理，不應以直接的教導或說教的形式呈現，否則，幼兒

余秋雨先生曾說：「閱讀的最大理由是想擺脫平庸，早一天就
多一份人生的精彩，遲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擾。」閱讀可以
豐富人生，為此無論教師或家長都希望透過圖畫書，盡早開啟
幼兒的閱讀興趣。圖畫書主要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是
完全沒有文字的圖畫書。當中無字的圖畫書 ( 無字書 )，圖畫
裡充滿視覺傳達效果，由具連結的圖畫訴說故事，有助啟發兒
童的觀察力、想像力和表達力。無字書讓兒童從被動的讀者，
變為主動的說故事者。以下是一位媽媽跟孩子閱讀無字書的分
享：

「看到《小西的球》得到紐約時報最佳童書，所以買來給我的
小朋友試讀。沒想到兩個孩子一看就愛上了，他們最愛的不是
要我唸這個故事，而是自己看圖說故事，唸給我聽。真是一本
推薦給所有家長的好書。」

無字書受到兒童的喜愛，在於不受文字的限制，讓他們在閱讀
過程中較少產生挫敗感。無字書亦給予空間，鼓勵兒童發揮想
像，創作故事，從而產生成功的閱讀經驗，這亦是引領他們開
始閱讀的好方法。

家長選擇無字書時，可以按孩子的語言發展，留意以下事項：
1) 書中有沒有兒童生活經驗的情節，以幫助他們建立詞彙；�
2) 書中有否包含激發兒童需要描述的動作或情景，以促進孩
子的句子發展；3) 書中是否呈現有邏輯次序的事件和完整故
事，以增進兒童說故事的能力。

家長在親子閱讀時，是一位引導者，最簡單的誘導方式就是讓
孩子「讀、編、講」，以發揮他們的觀察力、想像力和表達力。

繪本就會變成有彩色圖畫的幼稚園手冊了。對於家長、老師而
言，無需說教硬銷甚麼道理和教誨，卻要明白故事的目標、文
字與圖畫及之間的關係，掌握其中隱藏的訊息及伴讀的技巧，
就能更好運用繪本，達至教育孩子之效了。

在「讀」方面，讓孩子透過觀察無字書的封面圖畫和書名，猜
測故事的大意，然後觀察內頁的圖畫，試看跟預測有否異同，
從中發現故事的內容。在「編」方面，無字書具圖畫的視覺傳
達效果，兒童可以自己的想像力，創作故事情節，馳騁於天馬
行空的創作世界。在「講」方面，讓孩子以個人的說故事方式，
表達自己的故事，在過程中成人可以擴展兒童的句子，提升他
們的語言能力，並且記錄孩子所言，令他們有機會重溫自己的
故事。

隨著科技騰飛，不同的電子產品，如平板電腦、手機應用程式
等相繼普及。新一代的兒童自小便接觸電子影像世界，而無字
書透過豐富的圖像表達訊息，激發兒童仔細地觀察圖像的視覺
元素 (如顏色、線條、形狀、角度等)，從而解讀圖畫的意思，
然後拼湊和創作故事。從小閱讀無字書，掌握讀、編、講的能
力，正配合明日實體和虛擬組成的多元媒體世界。

未識字先讀書(淺談幼兒繪本的創作與伴讀 )
閱讀從零開始
從小培養孩子閱讀，是近代教育的共識。從小？閱讀可以從孩
子多幼小就開始呢？

擱下在媽媽肚裏的胎教期不說，閱讀可以從嬰兒呱呱落地一刻
開始。零歲嬰兒也能看書嗎？沒錯，嬰兒不會「看」書，但可
以「聽」書。透過在父母的懷抱中聽書、聽故事，嬰幼兒獲得
大量的語音刺激，學習發音和語言的意義，增強理解力，就更
容易學會說話了。

嬰幼兒大約在六個月的時候已能辨別紅、黃、藍、綠、黑等顏
色，對童書中的圖畫開始感到興趣。一歲的時候，大部份孩子
已能夠開始看清楚具體物象的圖畫，例如：生活人物、日用品、
花草、小動物等等，明白它們的意義。這時候，幼兒在親子共
讀的過程中，開始更主動參與，成為真正的小讀者了。對於識
字量不多(甚至完全未認字)的幼兒，繪本是主要的讀物。

繪本的特點
人們經常把繪本(Picture Book)中的圖畫與童書插圖混為一
談。其實，繪本的圖畫不僅只是點綴或作為文字的輔助；繪本
(Picture Book)顧名思義就是「畫出來的書」。整本書以圖畫
為主，書中的圖畫可以連貫成為單一的完整故事，有些繪本甚
至只有圖畫沒有文字而不失其完整性。所以識字量的多少，並
不影響幼兒閱讀繪本。

繪本的文字和圖畫可以全部由一位作者完成，也可能由作者撰
寫文字、藝術家設計插畫合力創作。我不擅長繪畫，出版的繪
本都是與畫家合作而成。我在擬寫故事文字的時候，腦海中亦
同時構思相關情境圖。文稿完成後再與畫家進行了多次的深入
溝通，讓畫家沿著文字的脈絡，將整個故事描畫出來了。

說圖畫未說的話
在繪本中，簡潔的文字起了點睛和起、承、轉、接之效，故事
的細節和主要的訊息透過圖畫表達出來。現代的教育鼓勵孩子
主動參與學習，而非由成人直接灌溉知識。成人在陪伴幼兒閱
讀繪本的時候，宜與孩子一起品味書中的圖畫，投入角色進行
思考。成人的提問，能引導孩子發揮想像力，補充圖中沒有出
現的細節，令圖像、文字、語言，三者互相配合、相輔相成，
相得益彰。

以《七件離家的寶貝》一書作例子以茲說明：
書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是生病了，需要入醫院的白狗媽媽，可
是，白狗媽媽在故事中並沒有說過一句話。
成人可以透過指導孩子觀察書中在不同情節中出現的白狗媽媽。
從她的表情，四周的環境，和孩子一起說說和猜猜：
1. 白狗媽媽臉上的表情怎樣？
2. 白狗媽媽要對小白說些甚麼說話？
3. 如果媽媽生病了，你會對她說些甚麼說話？

藉著成人的引導，擴展小讀者的思維，回憶媽媽經常對自己的
提點，感受母親的愛和鼓勵。

成人的期望
幼兒是繪本的主要讀者群，但是選擇甚麼樣的繪本？孩子沒有
話事權，主要還是由成人代勞。我曾經以「為什麼希望孩子�
閱讀繪本？」向家長及老師們作調查，以下是一些經常聽到的
回答：
1. �透過繪本人物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例如：不偏食、愛整

潔等等；
2. 讓孩子學懂一些道理、明白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3. 提升孩子整體學習能力和成績……等等。

看來對於不少中國父母來說，「文以載道」要從小人書開始。
成人的期望大都是功能先行，希望用彩色繽紛的繪本，代替父
母每日重複又重複的訓示。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及兒童文學創作人，我明白父母對教育孩
子的殷切期望；不過，對於幼兒來說，首要還是培養閱讀興趣，
如果將繪本變成另一形式的乖孩子行為教條，試問有誰喜歡被
父母「日哦夜哦」(廣東諺語：日夜重複不斷的教訓) 呢！最
後孩子對閱讀提不起勁，那就更為不妙了！

「真、善、美、樂」之道
兒童文學是傳揚真、善、美的文學，當中蘊藏著珍貴的生命價
值和人生道理。個人認為幼兒文學更需加入「快樂」之道，�
「真、善、美、樂」對幼兒繪本別具意義：

真：�不要強求孩子做小大人。珍惜孩子的童真，帶引孩子真實
面對成長過程中的各種感受、挑戰和需要；

善：�守護孩子一顆純潔、善良的心，一顆晶瑩透澈的童心可以
與天地萬物契通；天馬行空，有無限的幻想和創造力；

美：�幼兒繪本的美反映在對文字及圖畫的要求，文字雖少但要
精煉，有韻律節奏感，如詩如歌；圖畫是繪本的重要組成
部分，對畫家來說，是一個大挑戰；美麗、吸引而耐看的
圖畫能為小讀者提供豐富的想像和說故事的空間，補充文
字的不足；

樂：�愉快學習，快樂閱讀是成功的學前教育必須具備的條件。
孩子閱讀之後，無需強求明白這個故事教訓什麼……什麼 
……，只要讓小讀者覺得故事好聽，圖畫好看；讀得開心，
讀得快樂就成功了一大半。

藏而不露之道
優美的兒童繪本應包含「真、善、美、樂」，結合孩子心智發
展和生活的經驗，將美好的生命元素，輕輕放入每一個動人的
情節中，幼兒透過閱讀故事，自己去發掘和感悟。

《弟弟，我要送給你……》這本以幼兒身邊熟悉的人物為題材
的繪本，創作理念及書中具標誌的圖畫分享如下，拋磚引玉，
盼望大家能了解其中藏而不露之道，陪伴家中的小人兒愉快閱
讀。

何 巧 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教育碩士。曾任校長，現職作家、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項目
顧問、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及學校總監。熱愛文學創作，致力推廣
兒童閱讀，對兒童的成長和發展，有深刻的關注和認識。截至 2017 年
止，已出版的作品約一百七十多本，如《誦詩識字》系列、《彩虹》
系列、《圓轆轆手記》系列、《遇上快樂的自己》、《學好中文》、�
《家外有家》系列、《三個女生的秘密》、《不准電視機吃飯》、�
《爸爸，我是你的小寶貝》、《爺爺總是不一樣！》等幼兒繪本系列。

李佩鈴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幼兒�
教育課程總監。為梅鐸大學商業學士、香港大學幼兒教育碩士、英國�
劍橋大學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並擁有理工大學學前教育�
文憑。曾任耀中國際幼稚園華籍校長，是資深的教育工作者。李博士
專注於學前教育及幼兒語言發展研究，不時主持不同的教育講座及於
信報副刊文化發表教育講論，探討培育孩子、提升孩子語言能力等�
課題，深受家長歡迎。

何巧嬋

由無至有的閱讀魔法：從無字故事書說起 李佩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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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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合辦

「香港軍事發展今昔」 
公開講座
Public Lectures on Hong Kong 
Military History, Then and Now

英國殖民時代香港海關與 
亞洲商業網（1860-1940）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報名日期
查詢及留座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報名日期
查詢及留座

: �趙善軒教授 ( 深圳大學 
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 九龍公共圖書館
: 2 月 15 日
: 2926 4055

29/2 (六Sat) 九龍

海上貿易中的香港與防衛

: �趙善軒教授 ( 深圳大學 
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下午 12 時 30 分

: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 2 月 29 日
: 2922 6055

14/3 (六Sat) 石塘咀

「都會香港」專題講座 
Subject Talk on  
Cosmopolitan Hong Kong 

大眾傳媒與社交媒體

: �李文先生 (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新聞與社會研究所總監 )

: �傅景華博士 (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 
研究中心副教授 )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222

講題（一）: �誰應為社交媒體內容把關？

講題（二）: �你還信我嗎？為香港傳媒及�
社交媒體把脈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講者

香港中央2/2 (日 Sun)

座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專題講座 Ta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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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合辦

與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合辦

文學月會︰ 
文學古今與多重視野
Monthly Literary Talk: 
Kaleidoscope: Reading the Pre-
modern and Post-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orks

閱讀經典︰ 
古典小說的多元觀照

港台郊野對寫︰ 
也斯 x 劉克襄

: �黃君良博士
黃偉豪博士

: �王家琪博士
何嘉俊博士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2645

15/2 (六Sat) 香港中央

14/3 (六Sat) 香港中央

座位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 15 分鐘入座。

講者

講者

時間
地點
查詢

分區圖書館講座
Subject Talk at Branch Library

漫遊屯門歷史文化足跡

時間
地點
查詢

: 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 屯門公共圖書館
:   2450 0671

屯門15/2 (六Sat)

我的科幻之路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報名日期
查詢及留座

: 徐焯賢先生 ( 作家及編輯 )
: 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
: 香港仔公共圖書館
: 2 月 15 日
:   2921 1056

香港仔29/2 (六Sat)

歡迎報名留座。

「IT 新世代」講座 2020
Subject Talk on ‘New Era of IT’ （2020）

電子支付在香港

講者
時間
地點�

開始報名日期
查詢及留座

: 魏志豪先生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一號活動室

: 2 月 15 日
:   2921 0348

香港中央14/3 (六Sat)

有興趣人士可由講座開始留座日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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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講座系列 
Heritage Talk Series 

香港中央23/2 (日 Sun)

含英咀華：談談幾個獲衞奕信
文物信託資助的研究項目

講者�
�

時間
地點
查詢

: �丁新豹教授，BBS(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客席教授、衞奕信勳爵文物信
託受託人委員會成員 )

: 下午 3 時至 5 時
: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 2921 0285 /  3509 7083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與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合辦

歡迎報名留座，額滿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