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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2015－2017 會長 葉錦蓮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本人得以連任會長，再續兩年的任期，希望能

不負眾望，帶領本會及會員邁向專業成長，發揮專業功能及專業自主目標。 

過去一屆的任期中，我們經歷了艱辛的旅程。部分理事因家庭、健康以

至理念不同而中途離開，我們感到無奈之餘，也盡力尋找願意奉獻自己私人

時間為業界做事的熱心圖書館老師。當中困難不足為外人道。終於，皇天不

負有心人，我們還是陸續找到願意出力的人。在此不得不再次衷心感謝一眾

理事們，大家跌跌撞撞，邊做邊學，從而也促進自己的專業成長，相信曾經

為協會出力的所有理事都會有同感。 

會章規定，每個理事的職位只可連任一次，在這最後的任期裏，我還可

以為協會做些什麼工作？這是一直縈繞心間的難題。眾所周知，學校圖書館

主任工作繁重，要抽出時間服務協會等於要犧牲自己的私人及家庭的時間，

如何讓理事們盡量發揮自我優勢並且一定程度達到自我實現是我的領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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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所存，業之所存
圖書館助理入門課程

梁中英老師

    別以為圖書館管理只是整理書籍那麼簡單，現時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圖書

館管理人員要以「顧客為本」的角度來吸引市民或有需要的人士到訪圖書館，

一方面引入多元化的書籍及資訊管理及搜尋方法，以提升服務質素，另一方面

要製造舒適的環境，加強圖書館與讀者的互動，以推動知識的發展，由此可見

圖書館管理是一個具挑戰性及富於意義的專業。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一向積極推動業界發展，在剛過去的八月份暑假

便與勞工處合作，開辦了圖書館助理入門課程。此課程旨在協助有志從事圖書

館或書店行業的青年人對此行業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本會四位理事包括︰方

富潤老師、許靄璇老師、陳嘉儀老師及本人，分別負責教授不同課程內容，有

圖書館行業基本運作及服務、資料分類及整理、館藏貯存及保養和圖書館電腦

系統使用。

    為了讓學員明白學校圖書

館主任或公共圖書館館長的實

際工作，我們還安排學員實地了

解不同圖書館的工作環境，當中

包括浸會大學圖書館、香港公共

圖書館、兩間中學及一間小學，

幫助他們更快掌握投身圖書館

行業的要點。

  

   ( 學員專心上課為職業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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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課程，他們除了要學習傳統的圖書分類法外，也要學習知識管理、數據庫

管理等，以及學習了不少 IT 知識，畢竟現時尋找知識已不再局限於書本，很多來

自互聯網的資訊，也需要相應的分類和管理。課程提供的十小時實習機會，有了實

際的工作經驗，相信對學員畢業後求職不無幫助，能學以致用。 

     圖書館的工作，除了借書、還書、書本上架之外，其實還包括採購各類圖書館

資源、分類編目、釘裝、修復圖書、技術支援、推廣宣傳、提供諮詢服務等。因此，

圖書館助理員一職適合性格細心冷靜、喜歡與人溝通、具備分析力、組織力及整理

能力的人。

    哪裡有書籍、資料要管理，哪裡就需要圖書館管理員。有興趣入行的話，可從

圖書館助理員做起，現時政府、大專院校、中小學及大型商業機構的圖書館都提供

相關職位，起薪點約一萬多元，助理員累積工作經驗及持續進修，可循序漸進拾級

而上晉升至館長職位。太多人選讀的科目，畢業後投身這些熱門的行業會遇上很大

競爭，所以選讀圖書館管理，就能掌握較專門和獨特的知識，以便日後發展成自己

的專業。

( 學員在本人任教中學實習時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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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我城我書」閱讀計劃

致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員﹕

「我城我書」是一個以社區為本的閱讀計

劃，其目的是聚集城市裡的人一起閱讀和討論

同一本書，而 2019 年度選書為繪本作家陳志勇

(Shaun Tan) 的《抵岸》。今年一月，我們於香港

藝術中心包氏畫廊舉辦了陳志勇的《抵岸》手稿

展覽，並作為開幕活動。一月到現時為止，我們

共舉辦了約二十多場有關《抵岸》和異鄉人主題

的講座及分享會、學校巡迴活動和讀書會等，而

具相同主題的節目將繼續舉行至十二月。我們期

望藉此計劃建立出大眾對社區和城市的歸屬感，

以及提高個人素養。

在過去數個月，我們曾與數間本地學校合辦讀書會，學生對於《抵岸》一書

的評價也相當正面，除了因為書本所探討的主題和內容吸引，圖像小說對於本地

學生來說也是非常新穎。我們期望可以與更多本地學校合辦讀書會，希望可以培

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思考和討論能力。

以下是有關讀書會的安排 :

1)  我們可以安排學生大使到 貴校帶領讀書會，讓學生能更全面地了解《抵

岸》的主題和內容，並進行討論和分享。

2)  有關書本方面，我們預備了大量《抵岸》書本，非常樂意借出予 貴校學生，

方便他們在家中閱讀和在讀書會中進行討論。

3)  我們亦準備了一系列《抵岸》的教學資源，分為小學、初中和高中程度，

並上載到「我城我書」的網頁，有興趣的教師可以到以下網址查閱 :

  https://www.onecityonebook.hk/teaching-resources



4

如若 貴校有興趣與我們合作的話，歡迎以電郵或致電「我城我書」項目經理

溫小姐，商討有關讀書會的安排和詳情。

聯絡方法 :

電郵 : lywan@eduhk.hk

電話 : 2948 7360

    祝

教安

Dr. Jeffrey Clapp

我城我書 / One City One Book Hong Kong 項目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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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 暨 香港學校圖
書館主任協會 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 暨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 

2019 提名指引

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

甲 . 簡介

獎項由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IASL）及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HKTLA）設立，

旨在表彰個人在香港學校圖書館發展上的貢獻。獎項分設中學組及小學組，名額

各一個，將於 2020 年 1月舉行的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年會上頒發。

乙 . 提名指引

提名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   候選人必須為現職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

2.  提名人必須為任職學校的校長、候選人的同事、同儕、資深教育工作者或香港

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員；這獎項亦接受自我提名

3.   候選人必須證明自己最少在下列其中兩方面具卓越成就：

3.1 積極發展校本專業的圖書館服務

3.2 成功實踐學校圖書館主任的專業角色（請參閱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基

礎教育課程指引 (2014) ──聚焦．深化．持續》第七章 7.5.3 及《高中課

程指引 (2009) ──立足現在．創建未來》第六章）

3.3 於地區、國家或國際會議、專業發展活動中發表報告、在學校圖書館期刋

發表文章

3.4 積極參與及發展學校圖書館專業的活動

4.   提名申請必須附加一份和議人評語。 和議人應為校長、候選人的同事、同儕、

資深教育工作者或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員。他們須以個人名義擔任和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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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 流程表

2019 年 10 月 31 日：截止提名

2019 年 11 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遴選、面試或訪校

2020 年 1月：

獲卓越成就獎的名單將於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及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網站公

佈；評選結果由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發信通知候選人。

丁 . 程序

1.   提名表格：

  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提名表格 2019

  Award Nomination Form 2019

2.   提名人、候選人及和議人均須填妥提名表格，以示同意及接受有關條款。

  學校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提名指引 2019

  Award Nomination Guideline 2019

3.  填妥的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必須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郵寄 Kowloon 

Central P.O. BOX: 74493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收。文件電子檔可儲存 USB

寄交，或利用雲端技術如 Google Drive, Dropbox 等，電郵連結到本會電郵地址

hktla123@gmail.com。遴選期間，評審委員會將安排面試或訪校。

4.   評審委員會由專業人士組成，透過面試及 / 或訪校選出具卓越成就的學校圖書

館主任，面試日期將於提名截止日後安排，候選人必須出席面試。評審委員會

具最終決定權。

5.   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

5.1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東亞區主任

5.2 香港教育局相關部門代表

5.3 學校圖書館學者

5.4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長

5.5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獎項組理事

6.   評審委員會可能需要聯絡提名人查詢或索取額外資料。

7.   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將：

7.1 代表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及本會向評審委員會選出的得獎人授予證書 ; 及

7.2 發信通知獲獎者的學校，並感謝學校對業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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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獲獎者榮譽與責任

8.1   國際學校圖書館學會贈予一年會籍 ; 本會贈予獲獎者終身會籍、嘉許獎得

主兩年會籍。

8.2   獲獎者將成為本會推廣大使：

8.2.1 於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的年會上分享成就 ; 並

8.2.2 參與本會學校圖書館推廣活動。

8.3   獲獎者不能連續兩屆參與評選。

9.   頒發嘉許狀

9.1   為表揚未能入選「卓越成就獎」但表現出色的學校圖書館候選人，本會

特頒「嘉許獎」，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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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清朝
方富潤老師

《清朝穿越指南》

橘玄雅著，香港﹕中和，2018

這是范老師推介書籍之一。近年的歷史普及著作，很多都以「穿越」為題，嘗試

以較生動有趣的角度，介紹古代生活的不同之處。正如作者所言，雖然唐朝或宋

朝也有很多人提及，但相對而言清朝比較接近現代，資料較為詳盡。而且語言和

飲食習慣亦與今人較為接近，實為穿越首選 ( 笑 )。

本書看來很厚，有四百多頁，內容亦很豐富。但其實內文排版並不密集，所以讀

起來不會辛苦，而且內容也很有趣。作者透過文獻說明清朝的真實生活，與影視

劇集內容有何不同之處。雖然這應是常識，但往往有很多人會把戲劇當成真實，

所以讀書了解現實，也是可取之事。

雖然本書是以搞笑的「穿越」形式出發，但內容並不簡陋，而且還很詳細。單單

看「服飾」這一節，對於朝服、吉服、常服、行服、便服的解釋，甚至比歷史博

物館 2013 年舉辦的《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的說明更仔細。當然書中就很難

展示各種服飾的樣貌，圖片始終不及實物。但以往所讀，講述各朝衙門和官僚制

度的書，都很少描述得那麼仔細，更不用說這些書籍很少有後宮妃嬪的服飾描述。

章節最後還有一段小測驗，考驗一下讀者有否細心閱讀，而事實上那些服飾細節

的確繁瑣，很容易搞錯 ( 再笑 )。

另一個重點是旗人生活，我們從影視作品中，往往對旗人的社會文化有所誤解，

本書就有詳細解釋。例如清朝與旗人相對的不是漢人而是民人，因為八旗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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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漢人、滿洲人和蒙古人，部分八旗漢人也保留漢人習俗，只是法律身份上與民

人有別。而旗人有哪些福利和義務，書中亦有解釋。

介紹後宮一段，也更正了不少人的誤會。而作者亦指，德齡雖然知名，但其著作

有誇大杜撰之嫌。而《宮女談往錄》雖是宮女口述，但因為作者事隔太久才成書

和文學加工，影響了作為歷史文獻的參考價值。

最後兩章，也是很有趣的生活內容，就是滿人和漢人結婚和飲食習俗。讀完後你

會發現當漢人新娘是比較舒服一點 ( 三笑 )，而滿人對嫡庶的看法亦與漢人有別。

至於飲食方面，雖然食材種類與現代接近，但菜色和習慣上仍與今人有別。「滿

漢全席」更不一定是今人想像那有各種奇怪菜色、吃上幾天的盛宴。

由吸引大人小朋友的戲劇出發，還原古人生活原貌，的確是個吸引人認識歷史的

方法。作者應該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序言中提及作者打算出版續作 ( 本作簡體中文

原版 2017 年重慶出版社出版 )，在大陸「豆瓣網」中搜尋，可能就是指 2018 年

出版的《喵王府的生活》( 北京聯合出版 )，希望這本書能盡快以繁體中文於香港

發售。

( 書影來源﹕商務印書館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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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酒滲新酒之法證先鋒
方富潤老師

近來大家對屍體發現案特別緊張，經常都對現場照片多加討論，關心死者是自殺

還是他殺。從屍體身上或者案發現場尋找證據，是法證科學的領域﹔而研究屍體

死因的，就是法醫。想判斷疑案，你至少要懂一點醫學，否則就會變成胡亂猜測。

似乎應該順道介紹一下相關著作。

十幾年前寫了一篇介紹《洗冤集錄》編譯本，當時乘著電視劇熱潮出增訂版。正

式的著作恰好可以糾正戲劇帶來的誤解，編譯者的兩篇評述相當握要。那篇文還

碰巧獲得友校賞識，令在下得以參加他們的閱讀營，見識到高學習動機的學生厲

害到哪個地步 ( 她們可以飯後聽個悶人講個多小時還沒睡著 )。

有點可惜的是，編譯者本身是大律師，對法醫和醫學並非熟悉。例如上野正彥在

《聽聽屍體怎麼說》中就曾提及，《洗冤集錄》中有關「作過死」( 即馬上風 ) 的

描述是不正確的。在這本書中就沒有提及過。

不如日本還有上野正彥，當時香港缺乏中文的本土法醫著作。之後可能眼見讀者

反應好，陸續有不少翻譯著作出版。近年本土的李衍蒨以法醫人類學家身份寫作，

雖然法醫人類學家不是法醫，但也算補了這個缺口。

宋慈原著、宋楚翹編譯，《洗冤集錄》增訂版，

香港﹕西北印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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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土著作。作者介紹有生物科技的背景，所以對一些法醫科技如基因指紋的

製作亦有著墨。不過故事性比學術味更濃，讀起來不差，但在下學到的東西有限。

吳月華《法醫奇案實錄》，

香港﹕花千樹，2003

上野正彥《聽聽屍體怎麼說—法醫學的故事》，

台北﹕志文，1998-4(1)

須藤武雄《科學辦案的現場—法醫鑑識的世界》，

台北﹕志文，1990-10(1)

須藤武雄《難逃髮網—每根毛髮都有一張臉》，

台北﹕志文，1990-10(1)

八十島信之助《法醫學入門》，

台北﹕牧樹，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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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正彥和其他日本譯著，不少都是舊書，現在未必買到。上野正彥的《聽聽屍

體怎麼說》是很有名的作品，相信不少人都認識。除了說故事之外，也順道對日

本的法醫 ( 監察醫 ) 制度作出描述，讓你了解日本與香港不同的死因檢驗制度。

作品令人感動之處，在於作者的感言﹕法醫是替死者說話的人，是保護死者免於

冤屈的人—這點相信是源於宋慈把作品稱為《洗冤錄》的那份正義感。作者亦提

及，法醫檢查對社會有推動作用，作者就曾研究老人自殺個案，發表論文促使日

本社會關注老人問題。

有趣在大概因為封面用了一幅有死神加裸女的恐怖名畫 (Hans Baldung《Death and 

the maiden》)，被當成一本「變態書」。甚至前面提及的《洗冤集錄》讀書營，我

向負責老師介紹幾本書 ( 包括這本 )，她做準備時就覺得在巴士上看這本書感覺很

尷尬，大概是被其他乘客「另眼相看」吧﹖香港人就是大驚小怪。

須藤武雄的兩本書，體裁類似，以個案和故事講述鑑證知識。後一本《難逃髮網》

更是全本討論毛髮，十分有趣。

相比前三本以故事帶出知識，《法醫學入門》就是比較有系統的著作，向一般讀

者介紹法醫如何辨認死者的特徵和死亡細節，亦提及親子鑑證—這也屬於法醫學。

上野正彥《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彩繪圖解），

台北﹕如果，2019 二版 (2012 年一版 )

這本相對較新，也算是一本系統地介紹法醫知識的著作。而且現在用彩圖解釋，

應該更通俗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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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Roach《不過是具屍體》，

台北﹕時報，2004

另一本「變態書」，但其實十分過癮。各位尤其可以認住作者，此君專寫有趣題材，

她甚至另外有本書講性學的 (《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台北﹕時報，

2009)，還有本講軍事上的爆笑研究 (《不為人知的敵人》，新北﹕八旗，2017)。

這本也一樣(也是在下接觸她的第一本書)，內容是討論死後屍體去了哪裡﹕解剖、

實驗、展示、甚至吃掉……遺體除了火葬土葬，最新技術還可以考慮製成堆肥、

甚至分解成液體沖落大海。

捐獻屍體做實驗的方式也很多，現在香港開始為人所知的「大體老師」( 給醫學生

解剖學習 ) 只是其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各種科學實驗都可以用得著屍體，甚至歐

美執法單位有「屍體農場」之設，隔離一片很大的地方，就把屍體以不同方式、

在不同時節放在不同地點，研究地理、氣候等不同因素如何影響屍體變化。這樣

對法醫研究死亡時間地點很有幫助。

作者是一個專欄作家，不過對於資料搜集相當認真，除了訪問專家以外，亦親自

檢索文獻 ( 這點在華文作者中似乎不多見 )。作者的筆觸亦不失輕鬆，黑色幽默頗

有抒緩作用，但又不至於對死者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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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萊爾《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 216 問》，

台北﹕麥田，2013

《法醫．屍體．解剖室 2﹕謀殺診斷書》，

台北﹕麥田，2014

這兩本書有趣之處在於，它們其實是作家、編劇和一位醫生的問答錄。無論小說

或戲劇，都經常有死亡情節。外國觀眾要求高，不能「事事旦旦」隨便了事。所

以不少作家和編劇會找作者詢問，指教他們構思的情節是否合理。某種殺人方式

是否會在現場造成這些跡象﹖或者如果主角沒死去，是否會有這些後遺症﹖又或

者法醫能否憑這些證據確認死者是被殺﹖諸如此類。

缺點就是問答集比較鬆散缺乏架構，想看有系統的介紹，可留意同一作者的《法

醫科學研究室》( 台北﹕麥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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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 萊爾《法醫科學研究室》

台北﹕麥田，2017

Val McDermid《比小說還離奇的 12 堂犯罪解剖課》，

台北﹕馬可孛羅，2017

李衍蒨《屍骨的餘音》，

香港﹕花千樹，2017

《屍骨的餘音 2》，

香港﹕花千樹，2018

《屍骨的餘音 3》，

香港﹕花千樹，2019

另一本也有三百多頁的書，也很有系統。不過與前一本《法醫科學研究室》旨在

介紹法醫學知識不同，這本比較著重於介紹每一本鑑證科學的歷史故事。讀完相

信會比較了解這些鑑證方法形成的背景。

除了有系統，還非常詳細。整本書有四百多頁，比前面八十島信之助《法醫學入門》

厚得多。可惜的是我沒時間仔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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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李衍蒨小姐是本土少有，近年冒出的法醫書本作者。她並非法醫，而是

法醫人類學家。兩者分別為法醫是西醫的一門專科，法醫人類學家則是人類學家

的專科，專長比對碎骨，所以通常是空難、不明遺骨或者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需

要他們幫忙。當然相同之處，就是兩者都是要服務法律層面的嚴格要求。

與前面的日本法醫著作相近，這幾本書都是以故事帶出相關知識。而由於法醫人

類學家不時會因應各國發現大量遺骨而跨國集合，所以作者也有不少外國工作經

驗，讀者看來自然更多姿多采。

屍體剖驗、犯罪現場鑑證、彈道鑑證之類聽得多，語言也有鑑證﹖所以見到書名

立即想買。可能你會想起筆跡鑑證，但只是本書內容一小部分。更多的是我們以

為只有律師大狀會做的咬文嚼字，種種文本和語音都可以用來判別身份和事主狀

態。而且用字的微小分別就可能影響了審判結果，不得不慎。

( 鳴謝書影來源﹕香港教育城、商務印書館、博客來、時報文化、The Bone Room

存骨房。)

梁倩雯《法庭的語言鑑證》，

香港﹕商務，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