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時今日，大部分人都是一機在手多於一書在
手，即使是有心想要看書，都可能因為上班上學
太忙，沒時間去借書或買書。但其實香港公共圖
書館早已備有逾三十五萬冊的中、英文電子書及
多個電子資料庫，提供消閒、研習、實用資訊等
多元化電子資源，大家毋須花費一分一毫，亦不
需要前往圖書館借書還書，安坐家中就能夠利用
手機或平板電腦借閱電子書，隨時隨地享受 e 閱
讀時光。

共享 

e閱讀時光

【網上讀者登記  共享 e 閱讀時光】
還未有圖書館帳戶的朋友，只要申請圖書
館電子帳戶，就可以立即使用圖書館的電
子資源。

立即申請香港公共圖書館 
電子資源知多D

www.hkpl.gov.hk/e-resources

立即前往

其中 HyRead 和 SUEP 兩大熱門電子
書庫提供超過二萬本電子書，休閒流行 
讀物齊備，貼近大家的日常閱讀興趣。
其他中文電子書還有方正中文電子書
( 成人及兒童館藏 )、FunPark 童書夢 
工廠及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英文 
電子書則有 eBooks on EBSCOhost、
OverDrive eBooks、ProQuest Ebook 
Central、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及 Safari Tech Books Online；英文有
聲書就有拿索斯線上有聲圖書館。無論
你的閱讀口味如何，都可找到心頭好。

足不出戶亦可

HyRead、SUEP 電子書題材包羅萬有，親子童書、文學小說、商業經濟、生活百科、
社會科學、科技醫藥、語言學習等都一應俱全。

OverDrive eBooks 除消閒讀物外，還有文學、科技、商業、社會科學等英文電子書。

隨心所「閱」

停課期間，如何幫助孩
子善用留在家的日子？
以下推介的電子資源，
寓學習於娛樂，教育趣
味兼備，讓小朋友在家
也可輕鬆閱讀學習。

BookFlix 提供製作成動畫的經典故事書，搭配相關的非小說類電子書，有助小朋友建立閱讀技巧。
Kids InfoBits 兒童通識資料庫是為四至十一歲兒童而設，涵蓋藝術、人物、體育、科學等不同課題，
並配以適合兒童的雜誌及新聞、圖片及教育影片。
TumbleBookLibrary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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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說類書籍、數學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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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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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陪你
停課不停閱

花多眼亂不知怎樣選擇？不妨參考圖書館最新的 
推介書目，當中包括有關流行性傳染病、
健康資訊、兒童故事、消閒讀物和烹飪 
食譜，一家大小都合適。 

若你正在尋找增強健康的小貼士？又或追求健康 
生活？那就不要錯過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和電子 

雜誌了 ! 實用健康資訊
如營養飲食、生活習慣、
運動等隨手可得，為健
康生活加分！

讀出健康 電子館藏推介

立即前往

電子館藏推介 :
健康生活 跑素抗疫

生活中總有煩惱，如果想放鬆一下緊張心情，音樂
也許可以幫到你。「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和「拿
索斯線上爵士音樂圖書館」兩個電子資料庫，提供
古典音樂、爵士樂、歌劇、民謠等等多種類型音樂，
而「拿索斯線上影音圖書館」更收錄豐富影片內容，
只要登入圖書館網上帳戶就可立即投入音樂世界。

網上音樂圖書館
隨時投入音樂世界

每日抽十五分鐘，與閱讀來一場約會。你，願意嗎？

香港公共圖書館年初與香港電台第五台合作，推出嶄新的網上閱
讀活動「十五分鐘的約會」，鼓勵大家持續閱讀，做到閱讀無間斷。

活動為你準備多篇不同的文章，題材包括親子共讀、本
地作家閱讀心得、經典華文作品、唐宋詩詞等，備有文
字版及聆聽版，讓你隨時隨地享受閱讀時光，與你一起
建立每日閱讀十五分鐘的習慣。

網上閱讀活動 天天都是閱讀日

立即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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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PL’s new online reading activity ‘15-Minute 
Read’ encourages readers to read varieties of 

articles ( in Chinese) for 15 minutes every day to cultivate the habit 
of reading and enjoy reading anywhere at any time. Simply visit 
http://rthk.hk/15minsreading and treat yourself with an array of 
interesting articles. Enjoy reading and discover the incredible benefits 
from reading every day!

 15 minutes? Got

香港公共圖書館於一月在大圍推出全港第三個自助圖書站，加強二十四小時的公共圖書館服務。

圖書站位於大圍村南道二號(鄰近港鐵大圍站 D 出口及公共交通交匯處)，儲存約三百本各類型中、英文書籍。香港公共 
圖書館登記讀者憑圖書證或身份證，即可借閱及歸還圖書館資料、領取預約圖書館資料和以八達通繳交圖書館費用。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launched the third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last January in Tai Wai, 
strengthening the provision of round-the-clock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The library station is located at 2 Tsuen Nam Road, Tai Wai (near Exit D of MTR Tai Wai Station and the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and stores about 300 Chinese and English books of various 

subjects. Using their library card or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registered HKPL users 
can borrow and return library materials, pick up reserved library materials and 

pay library fees and charges with Octopus at the library station.

全港第三個自助圖書站現已啟用
The third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in service

圖書站採用簡單的建築形態，以融入周圍環境。圖書站以竹 
為元素，呼應中國傳統書籍－竹簡。竹片形狀的鋁磚串連在鋼索上， 
並沿不同的方向排列，形成高低起伏的紋理和有趣的外觀。此外，圖書站內設有小型景觀花園及 
座椅，為公眾提供一個輕鬆舒適的閱讀及休憩環境。

其他兩個自助圖書站，分別位於港島東體育館休憩處和香港文化中心。 
有關自助圖書站的服務詳情，請瀏覽 www.hkpl.gov.hk/libstation。
The library station blends in with the neighbourhood by adopting a simple architectural style. A bamboo motif is 
employed to represent the Chinese notion of books and reading. Extruded aluminium tiles in a bamboo shape are 

fixed on wires and arrang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o create textures and colours, forming an interesting pattern. The 
library station also includes a small landscaped garden to offer the public a relaxing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with seats for reading and resting.

The other two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s are located at Island East Sports 
Centre Sitting-out Area and th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For details of library station services, please visit 
www.hkpl.gov.hk/libstation.

圖書站的設計特色
Design features of the library station

自助圖書站（大圍村南道）
SELF-SERVICE LIBRARY STATION ( Tsuen Nam Road, Tai Wai )

沙田大圍村南道二號 (近港鐵大圍站 D 出口)
2 Tsuen Nam Road, Tai Wai, Sha Tin ( Near MTR Tai Wai Station Exit D)

2891 9355 2891 9628 libstation@lcsd.gov.hk

Wonder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your homebound day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HKPL) continues to provide a range of online services such as e-Books 
and e-Databases so that readers can enjoy e-Reading anytime and anywhere. Meanwhile, the HKPL has 
also launched a new online reading activity ‘15-Minute Read’ with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to further 
encourage readers to cultivate the habit of reading through reading online every day.

Online Registration for Borrowers

Not yet a registered borrower? Apply 
for an e-Account online now to 
access HKPL’s e-Resources.

Enjoy                           anytime anywheree-Reading 

More than 350,000 Chinese 
and English e-Books are 

available on HKPL Website for free read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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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popular reads for leisure reading.

Other Chinese e-Book collection also includes Apabi Chinese 
eBooks (Adult and Children’s Collections), FunPark and Vista 
E-Boo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nglish e-Book collection includes 
eBooks on EBSCOhost, OverDrive eBooks, ProQuest Ebook Central, Safari Business Books Online and Safari 
Tech Books Online, as well as the English audio books ‘Naxos Spoken Word Library’.

Apart from e-Books, HKPL’s e-Databases collection offers quality online databases with different types ( journals, 
newspapers, audio & video materials, etc) and subjects (encyclopedia,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issues, etc) 
for self-learning and research.

at your fingertipse-Resources 

Not sure what to read? Check out the 
‘Good Reads’ on HKPL Webpage and 
you can find some selected e-Books 
on epidemic, health, fiction for kids, 
leisure reading, and cooking, which will 
give your family an enriching book list. 

Good Reads 

Good Reads 
@ e-Reading

for all

Selected e-Reads 
on Healthy Living:

Selected e-Reads on 
Go Green: Fight Virus:

Health Rea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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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媒體資源走進消閒閱讀
在忙裡偷閒的時候，你會第一時間想做什麼呢？閉目養神？瀏覽社交網站？其實，你有更好的選擇，比如說消閒閱讀。消
閒閱讀讓我們在沒有壓力下，按自己的興趣和需要揀選讀物，盡情享受閱讀帶來的喜悅和樂趣，讓我們釋放心靈，在無限
的想像國度裏翱翔。多享受消閒閱讀的樂趣，你的閱讀量自然增加，也漸漸培養出閱讀的習慣。閱讀的好處，真是多不勝數，
例如：幫助我們增強記憶力及提升專注力；亦可啟發思維，讓我們培養開放態度，接納不同的觀點和文化，拓展我們的視野。

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數碼年代，閱讀電子化日益普及。電子閱讀方便快捷，我們無論是安坐家中、在戶外，又或者在旅行途中，
只要「一機在手」，便能透過互聯網隨時隨地進行閱讀。不少電子資源，在文字和圖畫以外，更為我們呈現豐富的聲色影像，
十分吸引。

教育局一直積極於學校推廣閱讀，並發展多樣化的閱讀材料和多媒體資源，提供活潑有趣的互動元素，以增加學生閱讀的
興趣和投入感。我們推介以下由教育局發展的教育資源，與大家一起走進消閒閱讀的世界。

What comes to mind when you are free? Resting with your eyes closed? Browsing social media? In fact, you have 
a better choice, which is leisure reading. You can select reading materials of interest and read without pressure, 
enjoying the joy and fun of reading. Leisure reading lets your imagination run wild, setting your minds free. The 
more you enjoy reading, the more you will read, gradually developing a reading habit. The benefits of reading are 
countless, which include improving memory and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inspiring us, developing an open attitude, 
embrac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ultures, and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In this digital age, e-Read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Education Bureau (EDB)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reading at schools and producing a diversified range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multimedia resources for 
students. The fun and interesting interactive elements provided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and engage 
them to read. Let’s start our journey to leisure reading with EDB’s educational multimedia resources!

Multimedia resources for leisure reading

教育局致力製作「學與教」多媒體資源，對象包括幼稚園至高中學生、教師和 
家長。為喚起大眾對閱讀的興趣，我們亦推出以下閱讀推廣系列節目：

    �《喜閱一生 ( 校園氛圍篇 )》─ 介紹學校推動閱讀的良好做法。

    �《喜閱一生 ( 共享閱讀樂 )》─ 邀請學者、作家、演藝界人士等分享培養子女閱讀興趣
和習慣的經驗。

    �《喜閱一生(名人好書推介)》─ 邀請名人分享閱讀經驗和推介好書。

教育多媒體資源網站

書唔兇閱讀網站
「書唔兇閱讀網站」為小學生提供適合的中英文閱讀材料和遊戲，鼓勵學生廣泛
閱讀，從而培養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和習慣。網站內容：

   �閱讀的方法：提供一些方法讓學生更有效地閱讀，成為閱讀高手。

   �我曉得……：以輕鬆的手法，讓學生學習如何在圖書館中搜尋圖書、選擇 
適合自己閱讀的圖書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閱讀同盟：涵蓋四百多篇不同種類和題材的文章，例如傳記、寓言、童話、笑話、民間傳說 
歷史等，鼓勵學生廣泛閱讀。

   �故事接龍：提供一些益智有趣的學習活動如「閱讀故事重組」、「結局改寫」和「故事續寫」，
讓學生發揮創意。

   �遊戲：載有多項遊戲活動如「可信不可信」、「繽紛水果樹」及「閱讀城堡」，讓學生從遊戲
中學習正確的閱讀方法和提升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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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四百七十多位市民參加， 
直接向圖書館表達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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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470 participants who 
contributed personal and direct views on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Besides, over 2,0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Different aspect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were widely 
discusse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and librarians. Among 
all the respondents, over 86% rated satisfactory or very 
satisfactory on the overall library services.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library 
staff and agreed that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collections 
and services could keep abrea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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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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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回的二千多份讀者意見問卷中，對圖書館
的整體服務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的佔逾百分之八十六。市民大致滿意圖書館職員的表現，並認同圖書館的環境、館藏及服
務能配合時代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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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繼續努力提升圖書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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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訊 Libra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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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特稿 Contribution by 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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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 作家分享 Experts' / Writers' Sharing

很高興看見近年愈來愈多家長認同「親子共讀」，尤其是在�
香港這個繁忙都市，不少家長仍然堅持在百忙之中每天抽空�
半小時甚至更多來陪伴孩子閱讀。我一直相信，父母能夠給予
孩子最好的禮物從來都不是物質，而是時間，亦即陪伴。

有關「親子共讀」的種種好處坊間時有討論。我時常提醒家
長的是 : 千萬別把「幫助孩子認字」及「提升閱讀能力」作為�
親子共讀的目的，為這動人的親子時光滲入功利的雜質。親子
共讀除了是父母跟孩子頭碰頭、肩並肩，齊齊為書中情節同悲
同喜的好時光之外，更是讓父母更了解孩子、孩子更了解父母
的心靈交流。

是的，培養閱讀習慣從來都不為了識字，反正書本讀多了，
字就自自然然認得，長遠來說對於遣詞用字造句作文大有裨
益，只可以說是一種「副作用」。閱讀最強大也最優美的力
量，在於情感的滋養以及品格修養的提升。對於小朋友來說，
很多情感諸如嫉妒、掛念及擔憂，以及品格修養方面的素質
例如誠實、慷慨及守信等，都是比較抽象的概念，通過圖書及�
故事作立體描述，可以更清晰地帶出做人道理。而父母陪伴
孩子一起閱讀，更可以透過問答及討論聆聽孩子的心聲 :「小
豬打了妹妹，你覺得妹妹應該原諒他嗎 ?」「為什麼小兔子把�
心愛的零食都分了給別人，沒有留下自己吃的份兒，卻仍然那
麼開心？」「哥哥答應了弟弟帶他去看電影，卻同時有同學�
邀約他去踢足球，你覺得他應該實踐對弟弟的承諾，還是接受
同學的邀請？」與此同時，父母也可以因應故事內容分享自己
的經歷及感受 :「小明的媽媽雖然每天都要上班，工作很忙碌，
但時時都惦記着小明。爸爸／媽媽也是一樣，每天在辦公室也
會想着你！」趁機與孩子「談情說愛」，又或是讓孩子更明白
父母的生活日程，以至心境。

除了作為親子之間的溝通橋樑之外，閱讀更可增進孩子對於�
世情的理解，培養邏輯思維及同理心，繼而提升孩子在待人�
接物方面的敏感度及成熟度。進行親子共讀時，家長可以通過
發問，引導孩子猜測劇情的發展，例如 :「猴子偷了獅子大王�
的獎座，獅子大王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孩子可能會回答 :
「很着急，同時又很生氣。」漸漸建立起「因為如此，接下來�
就會 ……」的概念，並且建立起顧及他人感受的習慣，為�
孩子開啟善解人意、能夠體諒及接納他人的心靈空間。擁有�
這種素質的孩子，通常都更容易獲得友誼，擁有更高的協作及
團隊精神，並且更容易感受愛。

現今流行培訓孩子十八般武藝，我卻一直主張開啟孩子心靈的
力量，包括智慧、勇毅、慈愛、公義、信實、慷慨 …… 還有
很多很多，那是送給孩子受用一生的內功心法，人生走到哪裡
都管用。而「親子共讀」就是傳授這種內功心法的第一堂課，
也是爸爸媽媽能送給孩子其中一項最寶貴的人生大禮。

許芷茵，童話作家、兒童教育工作者、兒童電子雜誌《黃巴士
EMAG》及親子月報《黃巴士 Light》總編輯，《Anti-Tiger Mom 反虎
媽俱樂部》臉書專頁主持人，經常遊走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小學、中學
及專上學院主持講座，推動親子教育不遺餘力，深信以「愛的教育」
作力量，鼓勵家長與小朋友同行成長。著作有《育兒真經﹙驚？﹚》、
《育兒心經﹙驚？﹚》、《箭豬交朋友》及《反虎媽的超級教養術 
Anti-Tiger Mom》等。

透過親子共讀 與孩子進行心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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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讀達人談心得 寫作人的讀書樂

著名青少年讀物作家君比於二月二十三日因病與世長辭。

君比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寫作小說和散文。作品包括著名的《叛逆歲月》及�
《叛逆青春》小說系列， 以及《Miss，別煩我！》、《四個 10A 的少年》、�
《當 Miss 愛上阿 Sir》、《誰來愛我》、《夢醒之後》和《周 Sir 的鬍子》等;多�
描寫青少年成長故事， 充滿正能量， 不單廣受青少年歡迎， 更是不少人的�
青春回憶。當中《你也聽見蝴蝶在說話嗎？�》曾獲「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
獎」兒童少年文學組的推薦獎。

君比多次在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 選舉中當選「我最喜愛的作家」，以及
在「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和「書叢榜十本好書」選舉中獲選為「最受中學生
歡迎作家」和「小學生最喜愛的作家」。她亦曾為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個活動�
擔任講者，分享閱讀和寫作心得。

君比離世令書迷懷念，而她留下的文字將會繼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成長。 圖書館「懷念君比」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