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
圖書館通訊
2018 年 5 月

中大記憶 —
大學展覽廳和大學檔案

館長的話
“書和夏日時光走在一起……”
我必須同意美國作家 Lisa Schroeder 的這句話。計劃
在暑假讀什麼書總是一種樂趣，你決定帶什麼暑假書
與你一同度假了嗎？雖然中大圖書館滿是嚴肅、學術
的書籍，但你也可以找到輕鬆的讀物，大學圖書館的
「好書角」會是一個開始的地方。如果你想閱讀最新
的獲獎書籍，請瀏覽「好書角」網頁所列出的中、英
文獲獎書籍。
的書籍，圖書館將會提供相關的取書服務。伍何曼源

暑期建築工程

樓的學習共享空間仍會在整個暑期維持 24/7 開放，

不管人們怎麼想，暑假對圖書館來說從來都不是安靜

以減少工程所帶來的不便。我們將會在 2018/19 學

的時候，因為這是我們完成建築工程的重要機會。進

年開始，回復正常的開放。相關詳情請查看圖書館

學園、崇基學院圖書館和聯合書院圖書館會在這個暑

網頁。

中大記憶 —
大學展覽廳和大學檔案

假翻新它們的學習空間。聯合書院圖書館正在完全翻
新，不會再是一個多媒體圖書館，而將收藏哲學類藏

暑期 @ 中大

書及中國經典叢書。大學圖書館的進學園將會收藏大

無論你是留下的中大學生、參加國際暑期學校的國際

部份的多媒體資料，部份資料則會連同觀看設備分配

生或是參加夏季學院的中學生，都歡迎你們來圖書

到相關主題的圖書館。崇基學院圖書館將會翻新一樓

館。如果你正在歡度愉快的假期，或是參與海外服務

及改善一樓及二樓的空調。建築工程進行期間，進學

學習，我們都希望你能好好休息及不要忘記“書和夏

園將會改成為書倉，用來存放由兩所圖書館暫時遷來

日時光走在一起……”。

當你步入大學圖書館時，有否留意入口大堂旁邊的展覽廳？這個大學展覽廳於
2013 年開幕，以慶祝中文大學五十周年金禧校慶。展覽廳展示中大過去半世紀的
發展歷程及成就，陳列數百件珍貴的歷史照片和文物，包括大學校長鈐章、高錕
教授和楊振寧教授的諾貝爾獎章及潘重規先生手書的「博文約禮」校訓建議書。
這裏亦有互動的多媒體設置，可欣賞記錄中大重要活動和校園發展的照片和影片。

大學圖書館館長
李露絲

海內外訪客和學生可透過展覽廳了解中大故事，校友亦可在此緬懷昔日校園歲月，
也有些同學到展覽廳做通識課程作業的資料搜集。
籌備大學展覽廳的過程中，很多收藏於各單位的珍貴歷史記錄、照片、文物得以
「重見天日」。有見及此，大學於 2015 年底成立大學檔案，旨在有系統地收集和
妥善保存這些重要的歷史文獻。又成立大學檔案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大學管理
層、資深校友、歷史學者和檔案管理專家，定期開會審議大學檔案的發展方向、
政策和工作計劃，為大學檔案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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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掇萃
手稿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手稿藏品包括學者及現代作家的手寫筆記、信札和作品手稿。這些第一手資料可於中大
圖書館館藏檔案瀏覽及檢索。以下為部分著名作家的手稿藏品：

除了管理大學展覽廳的日常運作和定期更新內容外，大學檔案更重

余光中（1928-2017）

要的職能是有系統地蒐集、整理、維護具永久保留價值的中大檔案。

Evening

位於田家炳樓的大學檔案庫剛於今年四月啓用，面積約八十二平方

1992

米，足以儲存逾 600 公尺的檔案；檔案庫內溫度和濕度受嚴格控制，

手稿，1 葉

為珍貴文獻提供良好的儲存環境。第一批入藏的檔案包括 1963 年三

余光中教授贈

院教職員慶祝中文大學成立並歡迎校長李卓敏博士大會的嘉賓題名
錦緞，1973 年《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的出版會議記錄，及一些需
要儘快修復的早期大學檔案。

余光中為知名的現代文學作家、詩人、學者及翻譯
家。他在 1974 至 1985 年擔任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教授，期間寫下了大量經典作品。余教授著作等

為建立館藏，我們陸續走訪校內行政部門，調查各部門檔案的儲存

身，出版逾五十種詩集、散文集、評論集及翻譯作品。

情況，並以此制定檔案徵集和移交的政策和指引。此外，亦從香港

他於 89 歲大壽時，挑選了部分手稿及個人物品，捐

歷史檔案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購得不少與中大成立有關的檔案。不

贈予中大圖書館。捐贈藏品中有超過 30 種手稿、信

久將來，我們會探索其他海外單位，例如美國胡佛研究所和耶魯大

札及獎座。

學神學院圖書館，搜尋與中大成立有關的檔案。除了紙本檔案，大

中 文 詩 作〈 黃 昏 〉 寫 於 1982 年， 收 錄 在 1986 年

學檔案亦計劃保存具歷史價值的電子檔案，和將紙本檔案數碼化。
以上提及的外購檔案和其他有關中大歷史的資料，可以在圖書館的
資源指引中找到。

出版的《紫荊賦》。余教授自行翻譯〈黃昏〉，寫成
“Evening”
，收錄於《守夜人：余光中詩歌自選集》
（The Night Watchman: A Bilingual Selection of

大學檔案為研究人員、大學管理層、校友和同學提供研究和了解中

Poem, 1992）。手稿寫於 1992 年 7 月，為余教授 85

大歷史和發展的各種資源。歡迎定期瀏覽我們的網頁和網誌，緊貼

首自譯詩之一。

我們的最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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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新訊

劉以鬯（1918-）
〈北角的上海情景〉
2002
手稿，3 葉
劉以鬯先生贈

Cambridge Law Reports（1919-）
提供快捷的平台檢索主要的法律報告，包括國際法報
告系列。

劉以鬯是生於上海的著名文學作家、小說家及編輯。1946 年，他在上海
創辦出版社懷正文化社。1948 年定居香港，其後創辦《香港文學》雜誌，
一直擔任該刊編輯至 2000 年。其重要作品包括《酒徒》
（1963）
、《寺內》
（1964）、《對倒》（1972）及《打錯了》（1983）等。他有不少作品已被
翻譯為多國語言。
劉以鬯剛來港時居於北角。本文描寫了五、六十年代具有上海特色的北
角街道，譬如臭豆腐的氣味、上海理髮店、皇后飯店的羅宋湯和麗池夜
總會等。文章在 2002 年 10 月刊於《香港文學》雜誌。

HyRead 電子書
西西（1938-）
〈為什麼看足球〉

收錄台灣出版的中文電子圖書，內容包括人文、文
學、語言、財經、科學等。

手稿，4 葉
許迪鏘先生贈
西西是香港著名小說家、詩人張彥的筆名。她生於上海，12 歲來香港定
居。西西是一位傑出的香港作家，曾獲無數文學獎項。其著名作品包括
《我城》
（1979）
、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1982）
、《浮城誌異》
（1986）
和《哀悼乳房》（1992）等。由於她父親是一位足球裁判員，西西自小
便對足球有著濃厚的興趣。她曾撰寫專欄「西西看足球」，1980 年世界
盃期間於《明報》連載。〈為什麼看足球〉是西西為台灣《中時晚報》
所撰的文稿，在手稿中她敍述了自己對足球的看法，以及足球帶來的童
年回憶。

臨床診療知識庫
臨床診療知識庫根據疾病症狀檢索病例、指南、循證
與臨床文獻，並鏈接至相關藥品、操作規範、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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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訊及活動速遞

InfoLit for U：
全新的資訊素養大型公開網上課程
(MOOC)

進學園將於 2018 年 5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暫停開放
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的翻新工程和館藏搬遷，
以及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翻新工程的第二階段將

InfoLit for U 是全新的自學、不帶學分的大型公開網

整個課程共分為兩部份，分別為主單元和八個自選學

上課程（MOOC），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屬下

科單元。

八間大學圖書館共同設計和研發的互動多媒體網上自
學課程，適合所有大學本科生修讀。

主單元涵蓋五大範疇：
• 縝密思維：審視所需研究資料
• 集思創見：廣納意見，發展新思路

白資訊素養的重要和掌握運用的竅門。

• 融滙整合：分析和評估資訊，整合新意念

我們先進行本地大學本科生資訊素養學習需要的研

圖書館在翻新工程期間也能提供適時的取書服務，進
學園內的安靜閱讀區、科技資訊間、Maker Bubble，

此課程旨在培養學生運用資訊學習的能力，令他們明

為了令課程更切合學生的實際需要，在設計課程前，

於今年 5 月份開始，為提供儲存空間，以方便這兩間

• 集各家之大成：融滙各家思想，建構個人見解
• 互學互補：與同行聯繫，從參研中成長

究，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務求設計出一個切合香

八個自選學科單元包括：文學及人文科學，工商管理

港大學生需要的資訊素養網上自學課程。

及經濟，教育，工程，醫學，法律，理學，社會科學。
另外，修讀完網上課程的主單元和任何一個自選學科

• 3D 打印和掃瞄服務：關於 3D 打印和掃瞄的查詢，
請用電子郵件發送給我們：liblc@lib.cuhk.edu.hk
• 小組研討室、電子充電站：暫停開放
進學園內的休閒間將根據大學圖書館的開放時間，繼
續開放予讀者使用。

進台階、博文徑將於 2018 年 5 月 12 日晚上 7 時至
8 月 31 日暫停開放。在此期間，受影響的服務和設
施如下：
• Kindle 電子書閱讀器、充電器、筆記本電腦：請
往大學圖書館地下服務櫃檯辦理借還手續。

位於伍何曼原樓的學習共享空間，仍會繼續每天 24
小時開放，為大學教職員及學生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943 9730 或電郵 liblc@lib.
cuhk.edu.hk 與我們聯絡。

第三屆研究海報展覽（2018 年 5 月 9 日至 24 日）

單元，並完成“Check your understanding”的問題，
成績達到 70% 或以上，便可獲得課程證書。

研究海報展覽已成為每年由圖書館為中大研究生主辦

提供機會提高海報簡報技巧。除了展出海報，各參展

欲了解更多有關 InfoLit for U MOOC，歡迎瀏覽課程

的活動，並得到自學中心參與協辦。第三屆展覽定於

者在 5 月 16 日上午須向觀眾及評判口頭簡報其研究

簡介短片。有關詳情及登記，請按此。

5 月 9 日至 24 日於大學圖書館舉行，活動旨在促進

內容，競逐三個最佳海報及簡報獎項。

研究生向大學社羣介紹他們的研究專題，及為參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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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碼館藏—
「漫畫中的文化大革命：廣州的諷刺宣傳畫 1966 -1977」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翻新工程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很高興與中國研究中心講師

根據 Pozzi 博士介紹，此數碼館藏的大部分作品都是

Laura Pozzi 博士合作推出新的圖書館數碼館藏「漫

文革期間廣州民眾針對各黨派領袖所繪畫的諷刺漫

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參考去年地下翻新工程的成

圖書館在施工期間會繼續為讀者提供服務：

畫中的文化大革命：廣州的諷刺宣傳畫 1966-1977」。

畫，當中內容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宣傳的黨派領袖形

功經驗，即將展開一樓翻新計劃，以提供更寬敞的學

• 圖書館維持開放。

216 幅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政治諷刺宣傳畫全為圖書館

像大相徑庭。本館衷心希望此獨特而有價值的藏品有

習空間及重置現有館藏。翻新工程定於 2018 年 5 月

• 地下全層、二樓的教學資料館藏（IMC）和電腦

館藏，由 Pozzi 博士精心分類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文

助學者的研究及教學。

14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項目包括：重組四間小組
研討室，重置兩間教員研讀室，安裝密集書架，和遷
移參考館藏和特大藏書至地下及二樓。施工期間，一
樓全層將關閉。同時，二樓將進行規模較小的冷氣工

區不受影響，讀者仍可使用。
• 圖書館會為讀者提供取書服務。讀者經申請後可
於地下服務台提取關閉範圍內的館藏。

革期間的廣州諷刺宣傳畫」，收錄了 1966 至 1967 年
的宣傳畫；第二部分「粉碎四人幫」則收錄 1967 至
1977 年的作品。

夜讀室將暫停開放至 2018 年 9 月 3 日。

數碼館藏的網址為 http://repository.lib.cuhk.edu.hk/
tc/collection/crposter
如 有 查 詢， 可 電 郵 至 digitization@lib.cuhk.edu.hk
與我們聯絡。

程，二樓的音樂館藏、鐳射唱片和閱讀區將封閉以便
施工。

如對崇基學院牟路思怡圖書館的翻新工程有任何查
詢，請隨時與本館職員聯絡。圖書館網頁將適時更新
工程進度，期待在圖書館見到您。

國際婦女節書展
由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性別研究課程及圖書

志女性的著作、傳記及自傳。有關推薦書目，歡迎瀏

館合辦的「國際婦女節書展」，於 2018 年 3 月 5 至

覽圖書館網址。

前往幸福的高速公路：
給學生、老師和每個人的錦囊

16 日在大學圖書館地下舉行，展出來自世界各地勵
2018 年 3 月 7 日，約有 270 人出席了在進學園舉辦
的 講 座：Highway to Happiness: Tips for Students,
Teachers and Everyone（前往幸福的高速公路：給
學生、老師和每個人的錦囊），該講座由世界知名的
演說家 Ajahn Brahm 擔任講者。是次活動由覺智國
際基金會、中大自學中心、中大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
及中大圖書館合辦，更多活動照片可於自學中心網址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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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我們的館員

你知道嗎？
如何透過「採購建議」提交購買新書建議

高宇女士

1. 登入「檢索易」
2. 點擊「採購建議」

你在圖書館的職責為何？

• InfoLit for U：一門自學、不帶學分的大型公

我剛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時任職法律資源中

開網上課程（MOOC），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心，協助法律學院師生們搜尋資訊，2015 年調往

會屬下八所院校圖書館共同設計，目的是教導

學習支援組，轉任商學院院系聯絡主任。今年 2

大學本科生有效地使用資訊，以幫助他們的學

月，我接受新的工作崗位，成為學習支援主任。

習和日後的發展（登記報名）。
• 創客空間項目：在進學園內，把 MakerBubble

你的教育背景為何？

現有的 3D 列印及掃瞄服務的協作空間擴展成

我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並在美國完成圖書館及

一個創客空間，內有擴增實境（Augmented

訊息管理學碩士學位。在法律資源中心工作時，

Reality）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的硬

透過遙距學習模式進修，取得法學學士學位及中

件和軟件、創意媒體製作間、靈活的製作間和

國商法碩士學位。

數碼化製作間。

3. 填寫信息
4. 點擊“Request”

我希望能為大家提供合適的圖書館服務，以配合

你負責的工作範疇為何？
作為學習支援主任，我與學習支援組的主管和同
事們緊密合作，幫助學生掌握搜尋、評估及管理

你的教與學需求。
我的聯絡方法 —
電話：3943 9726 / 電郵：lilyko@lib.cuhk.edu.hk .

資訊的技能和知識。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是：

5. 你將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確定你的購書建議已被接納或被拒絕。
6. 如果你的建議被接納，當推薦書到達圖書館後你會收到電子郵件通
知，屆時你可透過「檢索易」查看新書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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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香港．新界．沙田
網址： http://www.lib.cuhk.edu.hk/tc

WhatsApp: 5578 8898（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電話：（852）3943 7305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UHKLibraries

傳真：
（852）2603 6952

Twitter: https://twitter.com/CUHKLibrary

電郵： librar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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