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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his is the first newsletter published by the Library and Reading
Affairs Team this year. The main theme of this newsletter is Travel. In this
volume, we have book and e-book recommendations, reading activities, book
reports, a book and film review, and an upcoming event to share with you.
Enjoy reading!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Travel and tourism is a wide-ranging sector, involving
both personal and business travel and large, medium
and small-sized companies. This book describes ways to
find work in travel and tourism, together with lis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jobs in the field. It offers
guidance for matching the reader's personality, skills
and interests to possible future employment in the
industry. It gives details of specific jobs such as
marketing and promotions officer, travel agent, holiday
representative, tour manager and travel consultant, and
describes long-term career paths and wider
opportunities. 

IN THE FOOTSTEPS OF 
MARCO POLO

Did Marco Polo reach China? This richly
illustrated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public
television film chronicles the remarkable
two-year expedition of explorers Denis
Belliveau and Francis O'Donnell as they
sought the answer to this controversial 700-
year-old question. With Polo's book,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as their guide, they
journeyed over 25,000 miles becoming the
first to retrace his entire path by land and
sea without resorting to helicopters or
airplanes. Surviving deadly skirmishes and
capture in Afghanistan, they were the first
Westerners in a generation to cross its
ancient forgotten passageway to China, the
Wakhan Corridor. ISBN 13: 9780742556836

ISBN: 9780237540111

Travel and Tourism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100 Journeys for the Spirit

Sacred grounds and even simple
landscapes can put us in direct touch with
the spirit. From the prehistoric megaliths
of Carnac in Brittany to the Shrine of
Imam Reza in Mashhad, Iran, to the giant
medicine wheel at Bighorn, Wyoming, this
book reveals the mysticism enveloped in
these tranquil settings. Accompanying the
superb photographs are descriptions of
each place, including 25 personal
responses from esteemed writers and
poets. Plus, a gazetteer provides key facts
for those wishing to visit the locations
themselves.

ISBN-13  :  9781907486326

Timeless Journeys

ISBN-13  :  9781426218439

Pack your bags for an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with National Geographic to more than 50 places
that have captivated our imaginations for
centuries. In this volume,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y on cultural travel and history
showcases bucket-list-ready destinations on
every continent, from Easter Island's haunting
stone moai to Kyoto's breathtaking temples.
Vintage photographs fro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archives tell the back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arliest visitors to places like
Carthage, Pompeii, Victoria Falls, and more, while
showstopping contemporary photographs bring
them to life in exquisite detail. Full-spread
features highlight lesser-known hidden sites
offer readers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ies to
deepen their travel experience and discover
places where the past can truly come to life.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Journey：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ravel

ISBN: 9780241289426

Journeys have arisen from all manner of
impulse, from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food to pilgrimages, trade, scientific curiosity,
or simply the quest for adventure.

Packed with stories of human movement and
endeavor, this book lets you experience the
excitement and romance of travel, covering
everything from quests across the Silk Road
and the adventures of Marco Polo to
explorations in space and underwater.
Discover ancient maps, biographies of
conquerors, explorers and travelers, storie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unning works of art, and
catalogs of travel-related memorabilia.

Australia: a Visual Journey
This book represents the collaborative
works of sixteen individual
photographers, each capturing their own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favorite locations within Australia. 

The images are beautifully narrated by
words that help immerse you into the
inspiring landscapes of this island state,
the crea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a
journey; a visual journey, so I encourage
you to take this journey with us.

ISBN: 9780975245460



E-bookE-bookE-book   
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

ISBN：9789863490579

《我的隱藏版東京旅行:
在千面東京遇見百年江戶》
本書分為12區，作者背著行囊、帶著相機，一
步一腳印走訪街頭巷弄，精選98個百年店家和
景點，從江戶時代到昭和年代，承襲傳統的老
舖與街區，讓人能夠在東京遇見百年前的江
戶，包括各種和洋食、咖啡館、酒吧、和菓
子、喫茶店、建築、街區、市集，雖然東京是
大家再也熟悉不過的城市，但本書從不同的角
度與思維，透過相機鏡頭與文字，跟著作者一
起讓歷經時代變遷至今卻依然保有風味、歷久
彌新的地方，深度行旅的「看門道」。

ISBN：9789571362533

《One day in Paris 
�你��巴黎》

四個生活在巴黎的台灣女生，二○○五年開
始陸續「降落」巴黎，各自懷抱著夢想，在
巴黎讀書、工作、生活，或曾離開一段時間
又再回來，巴黎好像成了她們第二個家，也
代表著她們的青春。
 
她們二○一一年創立One Day in Paris部
落格，藉由當地生活經驗，輪流分享巴黎的
資訊，讓大家捨棄走馬看花式的旅遊行程，
而以一種更完整的角度去看巴黎、遊巴黎、
體會巴黎，讓讀者更貼近流動在巴黎的無形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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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1362281

《我在西藏曬靈魂：單車穿 
越喜馬拉雅的試煉之旅》
扛著單車往海的另一邊，辭職出發，沒有退路
就只能向前。在四川雲南領略大自然的細膩之
美，在西藏見識大山的遼闊蒼茫。路越長，心
越慢，終於在旅途中看見自己的未來。不必羨
慕，世界的風景還在等你留存。作為人氣旅遊
達人、熱血部落客，作者一直都以最熱情、正
向的態度，撰寫每一篇文章。在這些遊記當
中，除去當地風光、與人的相遇、遊歷的艱
辛，其實更多的是，他對於世界的熱情。這樣
的熱情，便是他與其他部落客最大的不同。

ISBN：9789571362366

《天空之境：火地島到 
加勒比海的南美長征》

漫無目的，作者降落在距離南極大陸最近的火地 
島。那是世界最遠的角落，距離內心世界最近的 
空間。

爾後，沿著南美40號公路北上，路途顛簸而曲 
折。從這個村落到那個小鎮，從這個國家到那個 
國家。

出境、入境、換匯，旅行終究不過是日常，旅人 
卻最愛從日常中凝視他鄉。

南美，魔幻而又寫實的大陸。沒有一個地方這麼 
靠近土地，卻又這麼超現實。



E-bookE-bookE-book   
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

ISBN：9789571363417

《旅行餐桌》

作者藉著特殊的行程規劃，親身體驗不同國家
的價值觀、飲食文化與生活步調，帶給讀者全
新的文化體驗與生活啟發！

以羅浮宮、凱旋門為教材，把蒲公英、噴水池
當作教具，在旅行中學習歐洲歷史文化，透過
異國人文風情了解生命的意義，同時也培養孩
子的知性與感性，也是讓家人關係更加融洽緊
密的人生體驗！

書中不僅介紹家族出國居遊的貼心建議，愛旅
行也愛美食的作者，在每個景點之後規劃一道
主題菜色，親手做出24道意大利、法國家常料
理，帶領大家身歷其境，共享回憶之美味。

ISBN：9789571359250

《路過：這個世界教我的事》
十六歲出發闖蕩世界，途經那些旅程，遇上
那些人、那些事。學會感動，也學會如何堅
強與柔軟。
 
年僅二十三歲的女生，卻擁有獨自闖蕩天涯
七年的經歷，足跡踏過亞洲、中東、東非、
歐洲、中南美。她的旅行毫無計劃，所以遭
遇經歷充滿驚奇；她的旅途格外刻苦，所以
成長領悟讓人佩服。她想的是愛的真諦、生
命的價值與人生的意義！
 
究竟這片廣袤的世界給了她多少獨特的視
野？透過毫不造作、坦率真誠的文字書寫，
傳達了她超越年齡限制，用心思索人生行進
的領悟與感動。



因為閱讀，所以歡笑；因為閱讀，我們流淚。閱讀擴闊我們的視野，創造一幕又一 
幕悅讀時刻。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電台第五台合辦悅讀時刻閱讀活動，推廣中文電子書館藏， 
配合各式活動，鼓勵大眾實踐多元閱讀並將閱讀融入生活，滋養身心靈。登記參加 
悅讀時刻，於金閱閣借閱指定數量電子書可獲贈紀念品，完成指定目標更有機會獲 
得書券。

登記詳情及參加方法： 
https://app7.rthk.hk/special/joyfulreadingmoment/reading.php

活動期：由即日起至2023年1月 31日



「喜閱共享」網上讀書會 (網上活動)
受歡迎的本地作家一樹主持網上讀書會，以配合「閱讀 / 生活再發現」這副題，與讀者分享閱讀與 
生活的關係，並介紹書籍及分享閱讀心得，以帶領他們一同發掘閱讀的興趣，讓他們也可以將日常 
生活與閱讀連繫在一起。

第一節：2022年11月13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

題目：如何找一本好書？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問另一個問題──何謂好書？我將會跟大家聊甚麼是好書、怎樣找好書。
比方說，根據封面選書，也是一個方法。

推介書籍：
蔡志忠著《漫畫三國志》
雅倫夏普著《死亡請柬》
多利漫畫編繪、STEM Sir監修《STEM少年偵探團4：垃圾王國的公主殿下》

第二節：2022 年11月20日(日)   下午3時至4時

題目：為甚麼要寫作？

如果我不想當作家，不就不用學嗎？我的看法是，寫作好比使用牙綫。甚麼意思？我會在講座跟大 
家解釋。我也會分享「使用牙綫」的心得。

推介書籍：
卡夫卡《變形記》 
阿濃著、王司馬繪《點心集》
管家琪、房科劍著《作文好好玩：讀寫結合‧基礎》

網上直播頻道：香港公共圖書館 YouTube 頻道及康文署寓樂頻道
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c/%E9%A6%99%E6%B8%AF%E5%85%AC%E5%85%B1%E5% 
9C%96%E6%9B%B8%E9%A4%A8HongKongPublicLibraries



目的
引發青少年對閱讀的興趣，協助他們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擴闊閱讀範圍和增進知識，提高他們的
語文運用能力，並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子閱讀活動。

 計劃細則
1. 組別：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2. 參加者必須為香港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
 
3. 紀錄冊：
會員會獲發閱讀計劃我的「閱讀足印」紀錄冊乙本，以記錄閱讀進程，包括於香港公共圖書館或就讀
學校圖書館借閱或閱讀的紙本及電子書籍資料、填妥並遞交予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我的悅讀分享」及
「心儀好書推介」資料，以及參加香港公共圖書館「月月讀書樂」月會的資料。
會員填寫的閱讀記錄，須經由香港公共圖書館或就讀學校(如適用)蓋印作實，方為有效。如屬公共圖
書館的閱讀記錄，會員請在還書時或在圖書館閱讀後，把紀錄冊交予圖書館職員核實；而學校圖書館
的借閱或在圖書館閱讀後之閱讀記錄，則須由學校老師核實。
若紀錄冊內「閱讀足印」、「我的悅讀分享」、「心儀好書推介」或「月月讀書樂」任何一項的欄位
不敷填寫，會員可將紀錄冊交予登記會籍的公共圖書館，並換領新的紀錄冊，以便繼續填寫閱讀進
程。
會員遞交填妥好的紀錄冊後，將獲發「閱讀記錄總結」，概述會員的閱書量和參與各項活動的次數。
會員須妥善保存有關記錄總結，以作日後核對資料之用。

4. 年度總結：
會員的閱讀記錄按年度結算，由每年9月1日起至翌年8月31日止，但會員首個年度的閱讀記錄會由
登記成為會員當天開始計算。
會員如欲領取閱讀證書，須於該年度8月31日或之前，將紀錄冊交回登記會籍的公共圖書館以作結
算。會員可於9月1日或之後索取新一年度的紀錄冊。
9月1日前的閱讀記錄不能轉撥下一年度計算。



5. 閱讀活動與獎勵：
5.1 閱讀證書：
凡閱讀6本書或以上的會員，可獲發證書，列明該年度的閱讀書籍數目。證書派發日期將於會員通訊
公布，並上載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rp)。
會員須携同會員證或圖書證前往登記會籍的圖書館，於年度完結後的12月至翌年11月期間領取證
書。截止日期後將不再頒發證書。
學校可提名學生參加計劃，年度內獲提名學生閱書總數最多的5間學校，會獲頒「最積極推動閱讀學
校」獎座；而年度內提名最多學生成為新會員的5間學校，則可獲頒「最積極推動參與學校」獎座。

5.2 「我的悅讀分享」、「每月之星」及「閱讀超新星」：
會員撰寫的「我的悅讀分享」如獲圖書館館長推薦，可參加「每月之星」評選。各組別的「每月之
星 」 評 選 結 果 會 在 圖 書 館 張 貼 的 會 員 通 訊 公 布 ， 並 上 載 香 港 公 共 圖 書 館 網 頁
(www.hkpl.gov.hk/rp)。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公共圖書館保留最終決定權。
年度總結時，各組別的「每月之星」優勝作品得主可獲頒獎狀及獎牌，其中每組最出色的3位，可獲
頒「閱讀超新星」獎狀及獎牌。
圖書館會分別發信各優勝作品得主，通知領獎安排。

5.3 「心儀好書推介」及紀念品：
會員使用「心儀好書推介」表格向其他會員推介書籍，可獲發紀念品乙份。

5.4 「月月讀書樂」及「樂讀小菁英」：
首20名參與閱讀計劃「月月讀書樂」月會次數最多的會員，可獲發「樂讀小菁英」獎牌。
有關各區圖書館舉行「月月讀書樂」月會的時間、主題及組別，詳情可參閱會員通訊或瀏覽香港公
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rp)。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可以個人名義或經學校/團體提名參加。
2. 參加表格可在任何一間公共圖書館索取及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www.hkpl.gov.hk/rp)下載。
3. 參加者交回表格時，須出示有效的香港公共圖書館圖書證。以個人名義參加者，只須填寫參加表
格的甲部；經由學校 / 團體提名參加者，請同時填寫參加表格的甲部及乙部，表格須附有提名學校/
團體的蓋章及負責人簽署。

查詢
詳情請向各香港公共圖書館或致電2921 2660查詢。
有關本計劃的其他資訊，請參閱張貼於各公共圖書館的會員通訊或瀏覽香港公共圖書館網頁
(www.hkpl.gov.hk/rp)。



Imagine investigating a mystery about your neighbour’s dog, and
accidentally uncovering the secret that would change your life upside down.
That would be a disaster. However, imagine being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and having social difficulties daily.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written by Mark Haddon
was released in 2003. The story unravels when Christopher, a boy with
Asperger's syndrome, finds a dead dog on his neighbour's lawn. He decides
to solve the murder like his favourite detective - Sherlock Holmes and leaves
us questioning the bigger mystery of his life. 

The story is narrated from Christopher’s perspective, as this is the book that
he wrote about his life, and the case he decided to solve. It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mind of someone with autism. The story is told by a fun,
carefree narrative which details random thoughts, facts and stories. It
explains the reasons for his odd habits and behaviour.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10C  8  Chui Isabel Dede 

ISBN: 9781400077830



Undoubtedly, the actions of people on the autism spectrum are often hard to
understand for people who are not autistic. However, telling the story from
Christopher’s perspective helps readers understand his worldview, hence his
actions that challenge the generally accepted rules of society. Christopher
doesn’t instinctive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act in certain ways or why
certain things are expected of him in society. The novel forces us to look at
the worl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 perspective where the most
complex mathematical formulas are common sense, and an everyday
conversation is an indecipherable puzzle.
 
An intriguing fact about the book is that the chapters are each named for a
prime number. Therefore, the first chapter is “2,” the second chapter is “3,”
the third chapter is “5,”... the final chapter is “233.” 

Nowadays, autistic people have still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society.
Although they often display above-average skills in particular fields like
reading, language, music or mathematical skill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hortcomings they may have display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y are usually
reduced to further social exclusion. I hope society would listen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before being judgmental, hence being more accepting and
embracing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Author of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Mark Haddon  



Uglies is a science fiction novel written by Scott Westerfeld. It is set in
a future post scarcity dystopian world in which everyone is
considered an "ugly," but then turned "pretty" by extreme cosmetic
surgery when they reach the age of 16. Like everyone else, Tally, who
is nearly 16, cannot wait to undergo the operation. 

Tally’s adventure starts when she meets Shay. They become friends
but opposite to Tally, Shay often speaks of being against the
operation. One day she runs away, not being able to convince Tally to
do the same, and goes to the wilderness called Smoke. Tally gives up
the operation and journeys into the Smoke. Tally meets Shay and
David, who are also Uglies who have escaped and come to the
Smoke. During their next journeys and challenges, Tally makes a lot
of mistakes and slowly realizes them. Shay even betrays Tally by
turning into a "pretty".

I think this book is very thrilling and exciting as it is filled with
suspense, betrayals and secrets throughout the whole journey of
Tally. Although she is flawed, her refusal to show vulnerability is very
impressive to me . This book teaches us that no one has to change in
order to feel like who they belong to.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Uglies                   

10E  9 Huang Yueming Helen 

ISBN: 9780439806114



人生幾十年，有人自認活得出彩，因而歡喜；有人自認活得平庸，因而不甘。無論如何都
好，他們起碼活過了自己的一生，見證世間萬物的沉澱，而有許多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可能在剛出生時就患上重症，可能在畢業當晚遭遇意外，可能在大喜前一刻不幸離世。摩
根先生見過太多這種悲劇，他著作中的故事讓我對人生有了多些思考。

首先，摩根先生讓我知道了重症監護室醫生的日常工作。作為一線醫生，他們不僅需要透
徹理解一萬三千種疾病診斷，還需要學習管理學、航空學等知識以便提升效率並堅持長時
間工作。他們的工作注定是辛苦的，但在華夏的醫生似乎並沒有得到過公平的對待，近代
醫患關係緊張，醫鬧事件層出不窮，病人及家屬稍有不滿便對醫生惡語相向，彷彿醫生不
是救死扶傷之人，而是一個下等奴僕。有時我會想：刻苦習醫卻換來如此對待，真值得
嗎？希望今後我們都可以多了解一下醫生，讓醫療鬧劇成為過去。

摩根先生亦讓我見識到了事物的兩面性。摩根先生表示一戰是痛苦的，但一戰中數百萬士
兵死於嚴重失血的慘案加速了血液儲存的研究，最終使我們有了血庫。世間萬事皆有其兩
面性，比如現代民主雖然加強了人民的權力，但也對公民的整體素質有了更高要求，倘若
民眾沒有獨立思考能力，那國家是走不遠的。有時我們看事物不能只看到利，還要看到背
後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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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批判過上流階級，控訴他們投資醫學是為了日後治好自己的病而已，虛偽盜名。而摩
根先生告訴我富豪投資醫學，此舉使醫學界研發出更多的治療方案，令更多人得以活著走
出監護室。曾經的我只知批判他人卻看不到他人的貢獻，今日一想，實在慚愧。即使上流
階級真的只是想醫自己身上的病，那又有什麼錯呢，人非聖賢，為何要被我用聖賢的標準
度之呢？

書中有一個故事令我感觸良多。一位基層女士駕車時突發車禍，令三名孫兒當場死亡。摩
根醫生本以為車禍原因是女士酒後駕駛，後來經過調查才發現女士是因為無力購買排斥藥
導致開車時突發心臟病，才令意外發生。基層民眾無論在古代還是在現代都是悲慘的，健
康時拼命工作，患病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這種慘劇何曾停止過呢？我有一個猜想，如果
每人每月都捐出自己工資的百分之一，可以籌到多少善款？香港現在有約四百萬勞動人
口，工資中位數為一萬八千元，即意味著每月可籌得約七億兩千萬元。按摩根所說重症患
者的平均醫療費用為四百英磅的話，我們可以救助到一千八百名患者，一年下來就可以救
助到兩萬一千六百人。希望在未來慈善事業會得到更多關注。

世事無常，書中的那一位是自願患病的呢？人的生命是脆弱且不受控的，所以還請諸君把
握當下，及時行樂，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大家都在走的路。要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呢？住進豪
宅之後睡覺也是睡在一張床上。為什麼要在意別人的目光呢？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多元
的，肯定有人贊成你也有人反對你，找到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便足夠了。

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不是權威賦予的，不是古人賦予的，也不是長輩賦予的，而是自己賦予
的。祝願各位早日找到自己的價值與意義，把握這短暫的一生。

人生如夢，冀閣下與我各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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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帶領著讀者一步一步清理自己內心的雜質，目的在於希望讀者心靈保持明
淨，能有豁然通透的感覺。四個章節分別講述了：悟心悟性，真切地認識並了解
自己的內心；悟苦悟樂，懂得如何在苦海中做個快樂的人；悟富悟貧，心靈上富
有才是真正的富人；悟生悟死，生死皆是獨屬生命的過程。

作者在每一章的小節內都安排一位禪師作為主人公，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前來詢
問，禪師們一一解答，藉此講述自己想帶出的道理，並在結尾小結悟語。看似很
困惑無解的問題，禪師們卻能用三言兩語點透，很多時候，人們不能解決問題，
只因他們鑽牛角尖，一切並沒有自己想得那麼複雜。這讓我感到很神奇，也發現
了自己經常無意地鑽各種牛角尖，原來有些時候，我們需要的也不過是三言兩
語。

予我最大體悟的莫過於第一章，讀完像是給自己內心洗了個澡，去除遮掩真實的
淤泥，看清自己最真實的想法，自然而然明白到底應該怎麼做。書中一句簡單的
比喻讓我印象深刻，「小事就如一粒粒碎沙，在鞋子裡很不舒服，然而要想擺脫
碎沙，你會倒掉沙子還是踢掉鞋子？」我們不可能光著腳跑的，因為後面還有很
長一段路，所以一些煩人的細沙就要靠自己想辦法甩掉。不要被小事打敗，相反
應該利用小事磨練心性，曾擁有穿上硌腳的鞋子的經歷，甩掉沙子後再走路就會
更舒服，再次遇到同樣的情況就知道應怎樣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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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改編自《半場無戰事》。說導演李安與編劇尚–克里斯托
夫‧卡斯特里（Jean-Christophe Castelli）為電影作了別具創意的改編，應不算誇大其辭。因為
《半》著意諷刺媒體如何配合當時的美國政府，爭取民眾對美國參與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其用了不
少篇幅描寫新聞媒體怎樣利用B班陸軍的事跡，述說美軍消滅恐怖分子的戰事，並講述軍人如何取
勝而成為備受尊崇的美國英雄。

如書中所述「（美式足球球場內）猛然竄出幾個超大的白色字母：美國球隊向美國英雄致敬；白字
消失，僅跟著打出第二波大大的白字：達拉斯牛仔隊歡迎安薩卡運河英雄！」很明顯，B班陸軍軍
人被視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被塑造成戰爭英雄的代表人物，從伊拉克返回美國後獲得盛大的歡
迎。

《比》用了不少鏡頭呈現這些大規模而獲全美不少新聞媒體報導的歡迎儀式，但在儀式進行的過程
中，插入不少由男主角比利‧林恩（喬‧歐文飾）回憶的戰爭畫面，歡迎儀式與戰爭場面交錯穿插
於電影之中，使其強烈反差背後的諷刺意味昭然若揭，讓觀眾領會戰爭英雄被大肆表揚背後的辛酸
和無奈，當中對觀眾心靈的震撼，比《半》內比利的獨白「這感覺其實滿怪的。有人來表揚你，是
你這輩子最慘的一天。」更鮮明、更揪心，亦更能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倘若影像的拼貼
得宜而與其表達的涵蘊匹配，比文字更能把反戰的訊息刻印在觀眾的腦海裡。

不過，如果要深層「進入」比利忐忑不安的內心世界，還是看回《半》裡的文字較佳。「（球場內
啦啦隊員）有節奏地呼起口號來。……美國軍人最強大，表現世界一級棒；感謝軍人衛國土，讓我
平安又堅強。比利在舞台上找了位子，只覺這場戰爭瘋狂的程度再次超越巔峰。」這段文字用了
「瘋狂」兩字來形容戰爭，正好暗示比利瞧不起親政府的美國有權勢之士對戰爭的態度，戰爭本來
就為軍人及民眾帶來傷害和痛苦，美國出兵伊拉克，本就勞民傷財，硬被說成「衛國土」及保「平
安」之舉，這實在荒謬！

《比》用了不少舊日戰爭場面的閃回鏡頭呈現比利沉重的回憶，雖然仍能表現他忐忑不安的心境，
但那些血腥的鏡頭只描寫了他內心的傷痛及他失去隊友和殺陌生人的痛苦，其表達內心感受的深刻
程度不及《半》用鮮活的文字表現他對戰爭的態度。「超越巔峰」的反語的應用，更暗示戰爭對他
歇斯底里的傷害。因此，文字始終比影像更直接、更震撼，亦讓讀者更容易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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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偽善的媒體生態，《半》比《比》更全面地表現媒體為了生存而假惺惺地支持政府對伊拉克戰
爭的態度。《半》內「諾姆（達拉斯牛仔隊的老闆，邀請B班參與球隊比賽的中場表演）忙著慫恿
記者們（在啦啦隊員呼叫口號支持美國軍人及伊拉克戰爭時）站起來呀！站起來！……（記者們）
倒也滿配合地跟著站起來鼓掌，不太情願地笑笑」。美國記者們「不太情願地」表現虛假的笑容，
正說明他們知道自己筆下所寫的親政府言論與事實有一大段「距離」，只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維
持正常的物質生活，才勉為其難地順應政府的要求，把美軍塑造成難得一見的「正義之師」。

《比》用了鋪張華麗的慶祝儀式及多間新聞媒體報導的畫面諷刺伊拉克戰爭被追捧的假象，可能礙
於篇幅所限，只對球迷觀賞這些儀式時不屑的臉容有少許描繪，就記者們對戰爭的心理描寫卻付諸
闕如。因此，對媒體尖酸的諷刺，《半》比《比》更勝一籌。

由此可見，即使《比》表達的反戰訊息較《半》鮮明震撼，三百多頁的《半》始終比差不多兩小時
的《比》對角色心理及媒體生態具更深入的刻劃，觀眾看完《比》的影像後再看《半》的文字，能
抽絲剝繭，了解美國政府依靠媒體編造的謊言對比利的人生，以至伊拉克戰爭時期的所有年青人所
造成的不可磨滅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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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日期及時間 地點 講題 報名及查詢

黃慧雯女士
(書籤收藏家)

11月6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調景嶺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書籤足跡活動將同時 
於香港公共圖書館 

YouTube頻道
實時直播。

2360 1678
(10月23日開始報名)

林曉敏女士
(作家)

11月12日 (六)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屏山天水圍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漫步香港的城市驚喜

2126 7520
(10月29日開始報名)

胡燕青女士
(作家)

11月13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新詩的理解與寫作

2921 0335
(10月30日開始報名)

夏妙然博士
(花藝學者)

  11月20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油�地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花的世界無限可能— 
大自然之迴響 

2928 6055
(11月6日開始報名)

馮捲雪女士
(視覺藝術家)

11月27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圓洲角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讓文學留住旅程溫度  2324 2700

(11月13日開始報名)

劉彥方教授
(香港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

12月4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香港仔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今晚食乜�？
食物哲學簡介

2921 1056
(11月20日開始報名)

曉龍先生
(作家)

12月18日 (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藍田
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小說與電影的
比較及分析

2927 7055
(12月4日開始報名)

UpcomingUpcoming

EventsEvents

本年度的講座系列邀請了具有豐富閱讀與寫作經驗的講者，親臨各區公共圖書館 
分享書香路上的閱讀趣味與寫作軼事，傳承獨特的香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