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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樂頻道開放閱讀資訊新平台

善用資源 DIY 親子時光

過去一年，大家都努力發掘各類網上資源，讓生活在疫情下也能繼續前進。除了網購和煲劇這些網上娛樂
外，大家還有甚麽新鮮事物可一邊追看、一邊學習呢？

「寓樂頻道」更有林林總總的親子材料，由兒童劇場和沙畫故事，到木偶劇及工作坊，平日忙於工作的父
母也可輕鬆炮製動靜皆宜的合家歡時間。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去年十二月推出的「寓樂頻道」，透過不同主題，為市民提供一站式藝文康體資訊，
寓教育於娛樂，讓大家在娛樂之餘也能學習與進步。

喜歡故事的小朋友，只要 click 一 click，就可收看沙畫演繹的《忠犬八公》及《快樂王子》，或動畫版《格
列佛遊記》，以及「中文文學創作獎」兒童圖畫故事的多個得奬故事。 喜歡動動手的小朋友，可收看香港
圖書館節的工作坊，學習製作風車和輕黏土玩具；或跟著「閱•玩 越好玩」系列的短片，邊看故事邊玩遊戲。

一 站 式 網 上 平 台「 康 文 署 寓 樂 頻 道 」(www.
lcsd.gov.hk/tc/edutainment-channel.html)，
特點是「寓教於樂」，在娛樂之餘也能學習與
進步。頻道內容包羅萬有，大家可以一站式探
索博物館、表演藝術、閱讀、運動、園藝和綠
化，以及豢養動物的大型公園，共六大種類資
源。頻道亦會定期更新內容，讓大家可以接觸
到最新的藝文康體資訊！

其中網羅了公共圖書館的最新資訊和活動，包
括香港圖書館節的精彩節目、圖書館的最新講
座、多位作者的閱讀分享、親子閱讀新點子、
貼心好書推介、圖書館的電子及數碼館藏等。
無論你想找優質電子書、想為新一年訂下閱讀
書單、又或想為親子閱讀時光加 FUN、想重溫
香港圖書館節的精彩節目、想收看作家的閱讀
分享，「寓樂頻道」是一家大細「尋寶」的好
選擇！

兒童劇場

《格列佛遊記》動畫版

木偶劇

沙畫演繹的《忠犬八公》

特色風車製作

「閱•玩 越好玩 — 童手玩偶」

防疫 FUN 心讀好書
書海世界無邊廣闊，不想大海撈針的話，不妨先到「揀好書 • 更容易」及「電子館藏推介」，參考圖書
館預備了的多張推介書單，為自己定下一張「強身健體」的閱讀餐單吧！
「寓樂頻道」中的閱讀專題分區，集合了
圖書館不同類型的短片。

圖書館節網上節目任你睇

想要作家的自家推介？我們邀請了多位作者與讀者共享閱讀的樂趣。除了有藍橘子、梁偉洛（可洛）及游
欣妮暢談他們的閱讀之旅外，還有鄭詠詩分享親子閱讀，以及葉子林解構「農青」這一新現象。

若錯過了去年的香港圖書館節也不用愁！「寓樂頻道」集合了圖書館節的多個網上節目，讓大家隨時隨地
上網收看。熱播內容包括網上讀書會、暢遊 18 區：故事分享及樂韻悠揚等。更多精彩節目陸續更新，大
家欣賞圖書館節網上節目之餘，更可以換領精美紀念品！

藍橘子

梁偉洛（可洛）

葉子林

更多寶藏等你發掘
作家游欣妮早前於網上分享閱讀及寫作
心得，跟讀者即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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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峰博士以繪本帶大家暢遊 18 區，
足不出戶都可以認識每一區的特色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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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首以弦樂、管樂同敲擊樂演出的經典
樂曲，讓大家聽出耳油！

「寓樂頻道」網羅了多個圖書館專題講座，包括「醫研薈萃」網上公開講座系列、「與作家會面」講座及「香
港記憶」講座，大家可邊聽講座邊長知識；又或選看「多媒體資訊系統」及「香港記憶」的數碼館藏和網
上展覽，讓你待在家中也可過得很充實。還可留意 101 入門教室，學習文康領域中不同範疇的基礎知識，
以及「互動 +01」系列的網上活動。
香港公共圖書館通訊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Newsletter

03

喜閱一家 Family Reading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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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Reading Trove at LCSD Edutainment Channel

親子閱讀的方式不只一種

Fancy some online entertainment and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Last December,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LCSD) launched its Edutainment Channel
(www.lcsd.gov.hk/en/edutainment-channel.html), a new one-stop online platform covering informative and
learning materials on aspects of culture and leisure.
The Edutainment Channel,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entertainment, is best captured by its
slogan ‘One click to treasures – Culture &
Leisure’. With its vast resources grouped into
six categories (museums, reading, performing
arts, sports, horticulture and greening as well as
major parks with animal collections), the channel
provides numerous videos on online exhibitions,
performances and sports demonstrations.
Contents of the Edutainment Channel will be
updated regularly to keep people abreast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rts, culture, recreation and
sports.

Reading trove just a click away
Want to catch up on the library programmes or talks you have missed? Or to make your paired reading
session more fun? Fancy some good e-Reads? Turn to the LCSD Edutainment Channel to catch up on the
latest library programmes or discover something new!
The LCSD Edutainment Channel offers the latest
releases of library programmes and talks, with a
vast volume and extensive choices of content and
programmes in nine zones, featuring the Hong
Kong Library Festival, Online Reading and Library
Activities, Storytelling Sessions, Talks, My Reading
Journey, Reading Made Easy, e-Content Highlights,
Digital Collections Highlights and Hong Kong
Memory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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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Reading, Value Playing －
Make Your Pup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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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十五分鐘的約會」網上閱讀活動，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
電台第五台去年底聯合推出「喜閱一家」活動，以家庭及跨代親
屬為對象，鼓勵不同崗位的家庭成員一同以聲音演繹文章，分享
閱讀的樂趣。
當中兩個參加隊伍「我們這一家」和「童話裏的紅妮子」，不約而同以聲
音演繹《格林童話》中〈小紅帽〉故事，更分別獲得「網紅獎」和「評審
獎」，經歷了一次不一樣的親子閱讀之旅。一同看看他們的喜閱分享。

網紅獎

( 獎項頒予在投票期內獲得最多「讚好」投票的聲演作品。)
獲獎隊伍：我們這一家
十歲的林政謙是學校講故事比賽的常客，經老師推介參加「喜閱
一家」活動，夥拍媽媽周美儀和七歲的表妹麥智恩，聲演〈小紅
帽〉的故事選段。
事前準備：熟習故事內容、融入角色的情緒、把文字轉為口語。
趣事花絮：進行了差不多十次錄音，後來發覺大家越講越快 !
聲演貼士：要口語化和生動，讓聽眾更能代入故事角色的心理。
家長分享：閲讀可幫助訓練小朋友的專注力，想像力和寫作技巧。
感謝政謙和表妹所讀的學校幫忙宣傳，以及鼓勵同學前往網站收
聽及投票。

網紅獎獲獎隊伍：我們這一家

評審獎

( 獎項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電台代表組成的評審團選出。評分準則
包括情感表達、整體流暢度、合作性、發音吐字及特別聲效。)
獲獎隊伍：童話裏的紅妮子
八歲的黃仍恩喜歡參與校內講故事和朗誦活動，經學校推介參加這次活
動。仍恩一人分飾旁白和小紅帽，媽媽葉靜萍則聲演故事中的狼。
為何選小紅帽：仍恩十分喜愛和熟識小紅帽這個家傳戶曉的故事，媽媽
覺得故事很適合初小女孩子演繹。
事前準備：重複錄音，比較效果，研究如何活用聲線分演旁白和小紅帽，
更邀請朋友試聽。
趣事花絮：
• 黃媽媽透露，仍恩非常投入角色，連洗澡時也在練習對白！
• 仍恩在一次錄音中把「葡萄酒」誤説了「葡撻」！
• 因母女倆太投入，經常超過限時的三分鐘，要錄了十數次才「收貨」
。 評審獎獲獎隊伍：童話裏的紅妮子
家長分享：平時親子閱讀多是家長主導，講故事時較少研究旁白內容。自己既是旁白，又是小紅帽和狼，
一起聲演故事時女兒的參與和投入程度明顯都多了。另感謝仍恩的老師幫忙給予意見及加背景音樂。

Hot picks at your fingertips

Storytelling Sessions

各位家長，想提升親子閱讀的樂趣？不妨跟孩子一起用聲音演繹故事，
增添活靈活現的感覺，令親子閱讀變得更生動和互動，讓故事動起來！

Tour Around 18 Districts: Storytelling

大家若想欣賞獲獎隊伍的精采演繹，或重溫各入圍隊伍的錄音作品，請瀏覽「十五分鐘的約會」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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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足印 Reading Footprints

閱讀足印 Reading Footprints

我們的閱讀足印及悅讀分享

黃羽喬 (7 歲 )
第一次參加計劃的羽喬便獲頒
「閱讀超新星」。她最喜歡跟
媽媽一起看書。黃太表示，羽
喬喜歡畫畫，閲讀圖畫書豐富
女兒的顏色概念和配搭。她又
說，圖書館書藏豐富，特別是
許多外國圖畫書，最適合用來
教女兒一些抽象概念。

過去一年雖然受疫情影響，去學校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也非必
然，但多位香港公共圖書館「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的會員
仍堅持閱讀。當中六位更獲「閱讀超新星」，十一位獲「樂讀
小菁英」，還有十間學校分別獲「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及「最
積極推動參與學校」。
今期《通訊》邀請了部分的獲獎同學、家庭及學校代表，分享
他們的閱讀足印及悅讀分享，有家長表示留家抗疫反而多了親
子閱讀時間；亦有兩位「閱讀超新星」，不約而同地推介勵志
書籍，鼓勵大家在逆境中也不要放棄；也有老師在停課期間製
作短片推廣電子閱讀。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我的悅讀分享書籍：《迷糊兔公主》

閱讀超新星 ( 高小組 )
方哲泓
我的悅讀分享書籍：《小提琴女孩：擁抱生命的樂章》
• 既喜歡天文科學類的書籍，也喜愛音樂，所以選了《小提琴女孩》
一書作「我的悅讀分享」。
• 喜歡書中的正面信息，藉拾荒婆婆鼓勵讀者遇到困難不要放棄。
• 推介《奇蹟男孩》一書，就算面對困難時都要做個堅強的人。

閱讀超新星 ( 家庭組 )
江雪萓 (6 歲 )
參加計劃已兩年的雪萓，平日
大多閱讀有關公主和動物題材
的書，喜歡每晚跟媽媽一起看
書。江媽媽表示疫情下，多了
時間留家親子閱讀。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馬穎彤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我的悅讀分享書籍：New Trees

陳藖心 (6 歲 )

我的悅讀分享書籍：《一百件洋裝》
• 小一已開始透過學校參加計劃。
• 閱讀幫助她改善文筆、學習道理。
• 喜歡看小説，對君比和馬翠蘿的作品特別有共鳴。
•《一百件洋裝》這書教曉她不要以貌取人。
• 推介《奇蹟男孩》一書，欣賞書中男孩不放棄的心志。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現讀小一的藖心喜歡看《喜羊
羊和灰太狼》、漫畫版《西遊
記》和《大英百科》等書，她
希望用圖畫介紹《功夫》這書
給其他小朋友。陳媽媽為鼓勵
女兒多看書，便透過公共圖書
館參加計劃，她表示閱讀幫助
加強親子關係和溝通，以及灌
輸品格意識。她又説女兒求知
欲強、每事問，自己也要多看
書找答案。

龍梓瀛
我的悅讀分享書籍：《我會說到做到》
• 喜歡看故事和小說，特別是台灣兒童文學作家林良的作品。
• 閱讀可增廣見聞。
• 每日都會花半小時看書，疫情之下反而多了時間看書。
• 推介《說謊的阿大》一書，故事既有趣又有意思。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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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悅讀分享書籍：《功夫》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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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讀小菁英
蕭凱晴、蕭海楠

獲頒「樂讀小菁英」的小姊弟蕭凱晴 (6 歲 ) 和蕭海楠 (5 歲 )，自小便經常前往
屯門公共圖書館，一起看書及參加活動，如聽故事畫圖畫、做手工，更積極參
與閱讀計劃的「月月讀書樂」月會。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是其中一間「最積
極推動參與」的學校。該校圖書館主任黃美清老
師表示，全校同學去年開始參加公共圖書館的閱
讀計劃，共遞交了數百多份報名！
•

雖然學校本身都有閱讀計劃，但也鼓勵同學參
加公共圖書館的閱讀計劃，因為圖書證一生受用，
希望同學善用圖書館的資源。
•

停課期間，學校製作網上短片「書訊」，上載 「書訊」節目中老師從「閱讀隨意門」走出，向同學介紹電子圖書。
到學校網頁，透過「閱讀隨意門」帶同學走進閱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讀的世界！
•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知多點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旨在鼓勵兒童和青少年自幼養成閱
讀習慣，以幼稚園至中六的學生為對象，為鼓勵親子閱讀，幼
稚園至小三的小朋友更可與父母以家庭形式參加。計劃主要包
括「閱讀足印」記錄閱讀進程、「我的悅讀分享」鼓勵分享
閱讀樂趣、「心儀好書推介」書籍推薦及寫下閱讀心得等。會
員閱讀後遞交閱讀心得或報告一篇，便可參加「每月之星」及
「閱讀超新星」選舉，而最積極參與「月月讀書樂」月會的會
員，更可獲頒發「樂讀小菁英」獎項。詳情可瀏覽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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