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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 NO. 2

Book Recommendation
Dune

Set on the desert planet Arrakis, Dune is the story
of the boy Paul Atreides, heir to a noble family
tasked with ruling an inhospitable world where the
only thing of value is the “spice” melange, a drug
capable of extending life and enhancing
consciousness.

ISBN: 9781529347869

When House Atreides is betrayed, the destruction
of Paul’s family will set the boy on a journey
toward a destiny greater than he could ever have
imagined. A stunning blend of adventure and
mystic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s, Dune
won the first Nebula Award, shared the Hugo
Award, and formed the basis of what is
undoubtedly the grandest epic in science fiction.

Space in 30 Seconds
This succinct look at what really happens
in space takes a rapid-fire approach,
offering 30 key topics, each one
explained in neat 30-second soundbites
and supported by 3-second flash
summaries and cartoon style artwork. 3minute active missions will give readers
the chance to test facts, go further and
find out more.
Topics range from the Big Bang theory
and ways in which scientists think the
universe might end, to what we know
about distant planets and galaxies. Mindboggling ideas about worm holes, dark
matter and aliens will test the limits of
even the most creative imagination.

ISBN: 9781908005731

Book Recommendation
The Glass Castle
This is a startling memoir of a successful
journalist's journey from the deserted and dusty
mining towns of the American Southwest, to an
antique-filled apartment on Park Avenue. The
author narrates her nomadic and adventurous
childhood with her dreaming, "brilliant" but
alcoholic parents.

ISBN: 9780349010700

In her apartment, overlooked by "a portrait of
someone else's ancestor", she recounts poignant
images of star watching with her father,
juxtaposed with recollections of irregular meals,
accidents and police-car chases and reveals her
complex feelings of shame, guilt, pity and pride
toward her parents.

The Beatles
The year was 1963, and Beatlemania was
only just beginning. Soon the Beatles had
fans all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rest of
the 1960s their music led the way and
they changed modern music forever. This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band
in the world from the early days in
Liverpool to the Beatles' music in the
world today.

ISBN: 9781405881753

Book Recommendation
Spies of World War 1
The world's great powers have all been
swept up in the first global war. This book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might be
useful for your country's war effort. The
work is dangerous but exciting. Will you:
offer your services to the German
intelligence agency as an English-speaking
spy? Work as an Allied female spy in
German-occupied Belgium? Be sent to
Russia as a member of Britain'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This book offers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nd
provides readers a front-row seat to the
past.
ISBN: 9781491459331

Stories from Shakespeare
These are the stories of some of
Shakespeare's most famous plays. They
include stories of Venice, Greece, Denmark
and Rome, and those of many peopl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There is a greedy money-lender, a fairy king
and queen, some Russian politicians and a
young prince who meets the ghost of his
murdered father.

ISBN: 9781405855495

E-Book Recommendation
希臘羅馬神話:
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
本書的作者以畢生浸淫古典文學史料的專業，從眾多希臘羅馬詩人的
作品中挑選最具代表性的素材，再以清晰的散文筆法重述，呈現最接
近原作、忠實表達神話精神的故事版本。這本故事集不僅讓古典的神
話得以歷久彌新，它本身也儼然是另一部經典。

ISBN: 9789864890569

作者將散落在各史詩作品中的神祇、英雄與其他人物，整理出最具代
表性的六百餘人，分門別類地以神祇篇、英雄篇、家族傳奇等主題來
敘述，方便讀者最快掌握神話世界的全貌。作者於各章開頭交代引文
出處，並簡略介紹原典的書寫特色。讀者可一窺荷馬史詩《伊里亞
德》、《奧德賽》，奧維德的《變形記》，維吉爾的《伊尼亞德》，
希臘悲劇《阿格門儂》、《奧瑞斯提亞》、《伊底帕斯王》、《美蒂
亞》等知名作品的堂奧。

珍.奧斯汀的信
本書收錄珍．奧斯汀約150封親筆信，在這些信中，她展現了
細膩又犀利的觀察功力，即便只是紀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她
仍會為其寫下心思獨具又幽默的註腳。如同我們在部落格/臉
書/IG上的內容，她在信中寫的也常常是她的所見所聞、當下
的感受，或是鄰里間的八卦。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片段讓她與
身邊的人更了解彼此的心思，建立起更親密的關係。隨著她年
紀漸長，就算單身，她的寫作事業也能成為部分的經濟來源。
相對年輕時期，她更能珍惜與欣賞週遭的一切，這時期的信內
亦流露一股沉穩與自信。
這些信件讓讀者一窺她的生活軌跡，也讓我們了解兩百年前英
國女性與士紳的生活樣貌，很容易就能想像她的作品中的場
景。閱讀本書不僅能把它與她的其他作品互為參照，更能體會
當時的社會氛圍。。
ISBN: 9789574454303

E-Book Recommendation
金字塔的密碼:
中國學者發現金字塔秘密圖紙
本書首次以絕對證據證明金字塔絕非古埃及人所建。
如果不是古埃及人或其他已知古文明建造了這些奇
蹟，那麼究竟是誰建造了它們？他們又懷著什麼目的
建造了這些奇蹟？
即將呈現在你眼前的，確實是一份「確鑿的證據」
——自金字塔聳立在吉薩高地上的千萬年以來，還沒
有其他一份類似的證據，對於解開那些謎團有如此不
容質疑的說服力。

ISBN: 9789865971267

本書是一份圖紙——一份包羅萬象的金字塔圖紙——
當這份圖紙最後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可以完全忽
略那些專家們滔滔不絕的言辭，依靠自己的判斷得出
結論。

一生要去的36個地方
一個人走過的路越多，他的生命就越精彩。這似乎印
證了一句話：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種本能的渴望，既尋找物質的豐裕，亦尋找精
神的樂土。有鑑於此，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用了
兩年的時間進行調查，在廣泛徵詢了社會各界人士的
意見後，選出了51個「一生中必須看一次」的地
方，其中以文明和大自然的和諧結合、最後的伊甸
園、優美寧靜的人間天堂等景觀類型作分類。本書在
此基礎上，於全世界的範圍內精心挑選了36個生命
里程中不容錯過的地方。

ISBN: 9789572912959

E-Book Recommendation
從輪子到諾貝爾:
學校沒教的創新發明
本書著重科學發展、創新思維對文明進步的影響；透過生動
的比喻、親切的推演，讓看似艱深的科學理論、科技發展，
全都成為貼近生活、啟發想像的階梯。例如：詹姆斯．瓦特
改良蒸氣機之前一百年，已有不少人提出蒸氣機的構想，甚
至做出模型，然而直至瓦特發揮巧思，蒸氣機才真正成為穩
定的動力，進而促成了重要的工業革命。成功的創新發明，
就是要看見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構想別人沒有想到的地
方、做出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從電子貨幣談到無人駕駛系
統，再談及科學家們創意無限的研究，本書正讓學術走進你
我的生活，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科普讀物。

ISBN: 9789571361086

如何烤一個數學Pi
數學到底是什麼？蛋糕和卡士達又與數學可以
扯上甚麼關係？莫比烏斯貝果、歐幾里得無麵
粉巧克力蛋糕、蘋果π──這些都是數學，
只是跟你知道的數學不一樣。
劍橋理論數學博士、也是優秀烘焙師的作者，
立志要消除世人的「數學恐懼症」。她在此書
中藉著卡士達、甜甜圈、貝果、蛋糕、派、美
乃滋等一道道美味食譜，類推數學的原理，一
直從簡單的算術能力探討至範疇論（「研究數
學的數學」）。
書中處處充填了可口的謎題，灑滿機智又引人
入勝的美味糖霜，是任何非數學專業人士得以
享用數學饗宴的零失敗入門食譜！

ISBN: 9789864891979

E-Reading News
香港公共圖書館電子書本季的主題為文學風景，亦包括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及科學與技術等不
同類型的電子書。如欲在網上免費閱讀電子書，請先登入此網頁：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home ，然後以自己的圖書證/身分
證號碼及自行設定的密碼進入電子書的版面，跟著便可以進行線上閱讀/借閱電子書，並享受閱
讀的樂趣。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種類
「金閱閣」電子書
本資料庫收錄本地出版的中文電子書，包括受歡迎的作家及作品，涵蓋文學小說、心理勵志、醫療保健、漫
畫及兒童圖書等類別。讀者可以使用個人電腦或流動裝置，經圖書館帳戶在網上閱覽電子書。

方正中文電子書 (成人館藏)
本館藏提供內地出版的中文電子書，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圖書證持有人可經方正中文電子書管理平台瀏覽和借
閱電子書。此電子書館藏內容豐富，涵蓋哲學、社會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語言、文學、藝術、歷
史、地理、自然科學、工業技術、交通運輸、運動與健體等範疇，既有適合一般讀者的文本，也有適合專業
人士及高級程度讀者的專科研習及參考用書。讀者必須從方正網頁下載Apabi Reader閱讀軟件，才可借閱電
子書。本館藏亦提供線上閱讀功能，方便讀者即時閱覽電子書內容。

HyRead 電子書
本電子書館藏主要提供台灣出版的中文圖書，種類包括親子童書、文學小說、商業經濟、生活百科、社會科
學、科技醫藥、語言學習、教育、傳記等，可供網上閱讀或下載到個人電腦及流動裝置。

SUEP 電子書
由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SUEP)經「HyRead電子書」平台提供的中文圖書，以香港出版的書籍為主，涵蓋
親子童書、文學小說，以及商業經濟、生活百科、社會科學、科技醫藥、語言學習、教育、傳記等類別的書
籍，可供網上閱讀或下載到個人電腦及流動裝置。

遠景繁體中文電子書
收錄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四百多部作品，最早期的作品於1976年出版，當中不少是初版，包括中西文學、
歷史、小說、藝術、傳奇、傳記類等書籍，世界文學名著翻譯本、林行止作品集、林語堂作品系列等亦收錄
在內。

Book Report

First Runner-Up of the 32nd Annual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Former 9B10 FU Cheuk Yiu
Tiffany

When we come across the word history, the images of dull history textbooks would
usually appear in our minds. Then, when we come across the British Museum, we
would think of the Neoclassical building in London, renowned for its tremendous
collection of works and, most notably, mummies. These two words pose very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to connect them and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phenomenon, is what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has accomplished.
In 2006, now-former director of the British Museum, Neil MacGregor, and his crew
decided to work on a project: they had to choose 100 objects from the 8 million
displays in the museum and conduct research on them. Four years later, their
extensive work was featured in the book we are discussing now, receiving critical
acclaim upon its arrival. As you dig deep into this book, you would realize that
these 100 objects have all played a vital role in human history, regardless of the
intention. They also tell varying stories of our journey on the planet. From hunting
deer with axes to carving jade that the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called a darling, this book convinces you of the intrigue of every culture developed
on this planet.
Let us take the jade ax mentioned in this book as an example. Although it may look
rusty and rock-like on the outside, the jade ax is, in fact, one of the earliest records
we can find to trace the start of art appreciation. It turns out the jade ax was not
for attacking animals nor killing them; it was actually jewelry.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sts, sculptors extracted jade from the North Italian Alps, took it down
the mountains, and crafted it into a divine ax. It is hard to picture that all this
happened merely six thousand years ago; our humanity sure has gone through a
lot since then.

ISBN:9780241951774

Book Report

First Runner-Up of the 32nd Annual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Another famous object mentioned in the book is the Hawaiian feather helmet.
Explorer Captain James Cook collected the helmet in Hawaii as a gift from the
natives during his world-renowned voyage to North America, searching for an
alternate trading route, before being stabbed to death by the same people almost a
year after. The tale still passes on,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s, but the main
concern is far beyond that. What does this particular helmet hold that might open
the gateway for us (foreigners) to understand Hawaiian tradition?
The answer is uncertain; even a follower of Cook only "guessed" how Hawaiian
culture and structures worked. It is even harder to interpre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Hawaiian society through a helmet. Some modern scholars perceive this helmet as
Oceanic art tradition, while others brood over what Hawaii would have developed
into if it had never been invaded, over-exploited, or annexed. But through this
helmet, Cook's journey, and the legacy it has left behind, we can be confident of one
thing: Hawaii's sophisticated culture and tradition is still honored by locals over the
years and has now transformed in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ppreciated cultures.
Heading back to some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boo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is, in fact, a companion book to the BBC radio series of the same name.
Although these radio series featur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 I would say that
this book gives readers more room to imagine and to evaluate. Nonetheless, both
this book and these radio series are fantastic depictions of these objects, and I think
that getting a glimpse of the photos and these radio series would help with reading,
too. If you ever plan to go to the British Museum or galleries that feature similar
artifacts, this book will give you some deep insight into the rich, profound history
behind the display windows.
On the whol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is a marvelous book to read.
Indulging in this book is a great way to evoke your interest in world history, no
matter which side of the continent you are on. As long as you can endure long
nights of reading with sentences that seem very advanced and wordy but fun, this
book will expand your horizons and provide you with another view of the human
world. I enjoyed reading it, and I hope you will do so, too. To world history lovers,
this is definitely the book for you, so hop onto this ride now and start reading!

Book Report
The Happy Prince

9A 23 Tang Hau In

The Happy Prince is a story written by Oscar Wilde, published in May 1888. It tells
a tale of a selfless statue who quite literally gives himself away to the poor with
the help of a compassionate swallow.
However, the Happy Prince is also the story of self-centered town councilors,
ignorant nobles, and above all, a derelict town with social issues.
The narrative starts in a town, where the Happy Prince is admired by the
townspeople at first. Some are in awe of the statue's beauty, though some do
criticize him for "not being very practical".
Then, the story continues with a swallow, who resides on the Happy Prince's goldgilded statue after a long day of flight. The Happy Prince weeps and tells him
about the poor townspeople. Out of pity, he helps the Prince pluck out the ruby
from his sword-hilt to give it to a poor mother and her son. After this, the
swallow also helps the Happy Prince deliver his sapphire eyes to a broke
playwright and a little match girl.
Eventually, the swallow stays with the Prince willingly, and after giving the
townspeople the last of the Prince's treasures, he dies from hyperthermia. The
Happy Prince's lead heart breaks into two, and the townspeople finally take
notice of the Prince.

ISBN: 9781585362646

Book Report
The Happy Prince

"He is a little better than a beggar," said the town councilors. The Happy Prince's
good deeds go unnoticed, and his body is burned in a furnace. His lead heart,
which fails to burn, is thrown into a dust-heap along with the swallow's corpse.
This story teaches and inspires others to give and not ask for anything in return.
We should perform good deeds for the sake of doing good deeds.
In the end, God redeems the Happy Prince’s and the swallow’s souls. They rise to
Heaven and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So from this, we also learn that when we are
kind to others, we will be treated kindly in Heaven as well.
I also think that this book warns us of the society's wealth gap and the injustice
among those who are affected by it. The rich are unaware of the poor's miserythey party and feast all day. Are the nobles too busy with their socializing to offer
help? Or do they not care at all? It hurts a lot when you realize that all the poor
and homeless could have been saved even by the tiniest fraction of riches that the
upper-class possess.
The Happy Prince is a book I would recommend to people of all ages. No matter if
you choose to focus on the bad or the good: its morals about humanity are worth
learning about, and it will surely bring a strong sense of realization and awareness
to its readers.

Oscar Wilde, the author of The Happy Prince

Book Report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10C 10 郭晞文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是作者米奇．艾爾邦與他的大學教授合力完成的最後一篇論文。
這本書記錄了作者的大學教授墨瑞．史瓦茲的一生和作者與他相處的過程，道出教授的人生
哲學。
墨瑞因患上路格瑞氏症（一種可怕無情的神經系統重症），導致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後幾個月
的時間。墨瑞和作者的關係超越師生，更是「教練和選手」、朋友……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
月裏，墨瑞每個星期二都會約作者到他家的書房上最後一門課，教授作者「生命的意義」。
可惜的是，這門課沒有畢業典禮，只有一場葬禮。
這本書很有啟發性。其中一課是「金錢無法代替溫柔」，墨瑞說生命的意義是要去愛人。你
要全情投入，去關懷你周遭的人，去創造一些讓你活得有目的、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被社
會文化蒙蔽，以自己為中心，只顧著去賺錢、關心事業、買新車等等。這很值得我們認真反
思，我們應該思考一下人生的意義，而不是盲目努力以達到一些社會壞文化的標準。
我也非常欣賞墨瑞對於人生和死亡豁達的看法。到了墨瑞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已經不能控
制他的身體。他需要人幫他翻身、幫他洗澡、幫他擦拭，但他卻不會感到傷心，也不會對死
亡感到恐懼。他把需要依賴別人才能生活的苦境視作自己回到嬰孩的狀態，在充滿愛的環境
下被照顧。
我非常同意這本書最終帶出的訊息，也是墨瑞最後的遺言，那就是「要有惻隱之心」，彼此
照顧扶持。只要學到這一點，世界就會變得美麗許多。希望更多人能學會這個道理。

ISBN:9789862139028

Book Report
《一笑解千愁》 11C 18 莫詠傜
人生中，總有不如意的事情，對我而言，學習的壓力、處理人際關係、父母及學校給予我的期
望，以及我瞻前顧後，努力想要處理好一切事宜，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我壓力大的源頭。直至我看
了《一笑解千愁》，才了解我現在所經歷的壓力只是人生道路上的小風波。這時候，我們微笑著
去面對煩惱，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一》以散文的形式記錄作者在生活或工作上所遇到的逸聞趣事，雖然眾多故事是分章記載，但
這些故事都互相連貫。如作者的三叔在各個故事中穿插，想必三叔是作者心底裡極其重要的人物
吧！
在眾多的散文中，使我印象頗為深刻的就是〈付出〉這個故事。作者的朋友是一名工作時間很長
的上班族，她卻在難得的假期裡當起了義工，去老人院陪伴老人，和他們一起玩集體遊戲，時而
唱歌，時而跳舞。我不禁想起：她犧牲了自己珍貴的放假時間，值得嗎？思來想去，突然想起了
作者的另一篇散文〈付出與收穫〉，三叔分享了一個木頭被切開為兩份的寓言故事，一份成為了
被人們崇拜的佛像，另一份卻成為了給人踐踏的地板。這看似不公平，但成為佛像前的木板受盡
千刀萬鑿，才有了現在受人膜拜的尊貴地位。而木板只是挨了一刀，沒有經歷過磨練，自然達不
到佛像的高度。這告訴我們，付出與收穫往往成正比，若我們不滿足於現狀，就會更努力去追求
我們想要的。這個道理套用在〈付出〉這個故事中，義工看似不計回報地付出，但實際得到的回
報遠遠超過她的付出。表面上她得不到任何利益，還犧牲了自己的假期，但實際上她享受與老人
相處的愉悅時光，更從幫助別人身上獲得滿足感。這通通都不是靠金錢就能獲得的，心靈上的富
足才是她獲得的最寶貴的回報！

ISBN: 9789882164376

Book Report
《一笑解千愁》
作者喜歡用簡單的故事帶出意味深長的道理，就好比〈看透〉這篇散文。透過記述三叔數
十年來的習慣帶出時間會讓一個人成長和改變的道理。每天早上三叔都會閱讀兩份內容相
同但立場不同的報章，以前的他在讀過兩份報章後便會娓娓而談，發表偉論，但如今的報
章卻已不再掀動他的情緒。三叔的轉變是因為數十年的人生閱歷讓他明白凡事就好像一個
硬幣有兩面一樣，每個人對同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沒有分誰對誰錯，只是各人有不同
的角度和切入點而已。
大部分散文讓我有所感悟，但偶然也有一兩篇散文，我與作者的觀點不同。如在〈努力〉
這篇散文中，作者愛玩彈珠，便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功課，跑上街跟朋友玩彈珠。三叔卻
認為此事不妥，他認爲作者應好好讀書以報答父母的悉心栽培。我也認同三叔的觀點，但
在作者提出可以同時兼顧兩者的時候，三叔反對說：「若一個獵人同時追著兩個兔子必會
一無所獲」。對此，我卻有不同的看法，只要能合理分配時間，便可出色地兼顧兩者。試
想想，若一個人在童年階段只埋頭苦幹地學習，沒有任何玩樂時間去紓壓，那他的童年也
太苦悶了吧。
總之，《一》這本散文集非常有啟發性，當我們遇到任何困難時，只要「笑一笑」，以樂
觀的態度找出應對方法，便能一解千愁。

Book and Film Review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
文字轉化為影像的魅力 曉龍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與其改編的同名電影有不少相似之處，從小說的男主角波西
傑克森與母親及繼父住在一起，至他與格羅佛及安娜貝斯到冥界冒險的旅程，電影版都仔細
地以凌厲的動作場面及美輪美奐的視覺特效呈現原著中的想像世界。倘若大家是小說迷，看
見一場又一場從文字轉化而成的畫面，定會看得目眩神往，例如：「金屬劍身碰到她(道斯老
師)的肩膀，然後完全穿過她的身體……道斯老師像被電扇吹散的沙堡，她的身體爆開，變成
一堆黃色的粉末，然後當場蒸發」變成電影畫面後，小說塑造的幻想世界活現在觀眾眼前，
閱讀小說時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建構不一樣的幻想空間，如今看見荷里活特技營建的超現實畫
面，必定會加深讀者對小說的印象；如果觀眾未看小說，這些驚險的動作鏡頭可以使他們對
原著產生濃厚的興趣，強化他們閱讀小說的動機。因此，電影創作人把文字轉化為影像，除
了在商業市場內運用視覺特效吸引年青人看電影外，還可增加他們對當中的畫面相對應的文
字的興趣，並重拾久違了的閱讀習慣，故小說與電影並存應可產生相輔相成的功效。
另一方面，原著小說先介紹波西出場，並描述他在那裡就讀及那所學校的特質，跟著寫
出他的心底話，電影版以他的父親海神波塞頓為率先出現的角色，以營建與別不同的幻想世
界，當鏡頭轉移至他時，對他的內心世界的描寫不多，只集中表現他的「閱讀障礙」。或許
前者的創作人希望讓觀眾先了解他及他的身邊人，因為這是整個故事的核心，倘若讀者不了
解他，根本不可能洞悉他往後的遭遇與他的個性及行為的關係，而後者的創作人希望使觀眾
在一剎那間掌握故事的核心及畫面的魅力，遂以海神出沒的畫面為之後大型視覺特效接踵而
來的前奏，為他們營造「視覺期望」，反而波西的心底話被放在較次要的位置，因為他們只
需簡單認識他的個性和行為，以便在之後的一個多小時內了解他如何與父母及同行者建立關
係，根本無需「進入」他的內心，如果真的對他的經歷深感興趣，定必找回原著小說以進行
深層次的閱讀。因此，倘若只滿足於簡單的視聽享受，觀賞電影已可以，如欲深入透徹地了
解他對父母的牽掛及他的個性和行為如何影響其與兩位同行者(格羅佛及安娜貝斯)的關係，
還是看回原著小說較佳。

ISBN: 9789573264354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的電影海報

Book and Film Review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
文字轉化為影像的魅力

很明顯，電影版的創作人抽取小說版內能呈現震撼性視覺效果的場面及動作為故事的焦點，
改編自原著的混血之丘、皇宮及冥界的畫面充滿奇幻色彩，讓觀眾對其有尋幽探秘的興趣，亦滿
足小說迷透過文字衍生的想像力；波西一行人的持續性戰鬥場面亦與原著內相關的描述吻合，一
方面使觀眾目不轉睛地享受緊張刺激的動作鏡頭，另一方面亦令小說迷了解文字轉化為影像後不
一樣的魅力。不過，小說版內展現波西原來欠缺自信的心底話在電影版裡被大幅度刪減，這使電
影版與小說版的他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原著裡「我(波西)的盾牌和一個NBA籃板的大小差不
多，……這大概有一百萬斤那麼重，要我好好拿穩沒問題，但我希望沒有人會認真的要求我跑很
快。」這段心底話在電影版內完全消失，小說版內自信心不足的波西於電影版裡變得正常，雖然
電影版的他經常埋怨自己有閱讀障礙，但小說版的他從一開始已形容自己過的是「不幸的人
生」，與電影版比較，原著裡他的自我形象必定低很多。因此，電影創作人為了聚焦於視覺特效
而犧牲了其對他的角色描寫，在電影版忠於原著的大前提下，或許前者希望足本地呈現後者的
他，可惜電影創作人顧此失彼，如果觀眾想領略人物特殊設計的韻味，理應在觀賞電影後看回原
著，以深入了解「原汁原味」的男主角。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的電影劇照

Upcoming Events

與文字約會

活動簡介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電台第五台合辦「與文字約會」網上閱讀
活動，推介不同類型的文章並由香港電台節目主持和香港公共圖
書館故事大使聲音演繹，鼓勵讀者每日閱讀及借閱電子書，隨時
隨地「與文字約會」。

Upcoming Events

與文字約會
登記閱讀歷程獲取紀念品
讀者可登記個人閱讀歷程，完成指定目標，可獲取紀念品：

• 「與文字約會」十五分鐘閱讀：
讀者每完成「與文字約會」十五分鐘閱讀
(網址：https://app7.rthk.hk/special/adatewithreading/content.php)
後，即可進行登記；每登記五次，可獲紀念品一份，登記上限為二十五次
（即每名讀者最多可獲贈紀念品五份）。
活動登記期：即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
• 借閱實體或電子書：
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借閱「與文字約會」刊載之書籍（實體書或電子書）五本或
以上，可額外獲取紀念品一份*：
把以下兩項資料，以單一電郵發送至mpu1and2@lcsd.gov.hk，電郵標題請
註明「與文字約會─書籍借閱紀錄」，主辦單位將以電郵通知合資格讀者換領
紀念品詳情。
（*每位讀者最多只可換領紀念品一份）
1. 借閱紀錄截圖
實體書借閱紀錄：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站「我的帳戶」內查看
電子書借閱紀錄：於電子書平台登入「書房」內查看「借閱書櫃」
2. 聯絡電話首四位數字
活動登記期：即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

Upcoming Events

與文字約會
參加『「與文字約會」十五分鐘閱讀』
的方法及條款
1.讀者只要按圖選取文章，即可開始閱讀或收聽相關文章，計時器將於畫
面右上方出現。
2.如關閉瀏覽器，計時器將重新計時，不會累積之前紀錄的時間。
3.讀者每次完成十五分鐘閱讀後，可進行登記：
a. 登記個人電郵及聯絡電話首四位數字。
b. 提交登記後，將收到驗證電郵。
c. 讀者需完成驗證，並收到確認電郵，方為成功登記。
d. 同一電郵每天最多登記五次，並以登記二十五次為上限。
e. 活動登記期：即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
4.所有收集資料只作活動用途，並於活動完結後三個月內銷毀。
5.所有送出之紀念品不可退換、轉讓、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6.紀念品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7.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及香港電台保留向任何人士送出
紀念品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1.親子童書
2.人文歷史
3.休閒生活
4.心靈心理
5.小說散文

文章分類

資料來源：https://app7.rthk.hk/special/adatewithreading/conten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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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微型小說的真實與虛幻
日期: 2021年12月18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3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 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講者: 陳志堅先生
備註:
• 粵語主講。免費入場。
• 公眾人士可於講座2星期前開始以電話登記留座，香
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書會會員、學校及青少年團體可
優先於講座三星期前開始留座。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請準時到達；逾時則所作登記便無效，有關座位會分
配予現場等候人士。
查詢電話: 2928 4055

Upcoming Events

講題：創作幸福人生：大自然與我的成長經歷
日期: 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3時至下午4時30分
地點: 油 地公共圖書館 (推廣活動室)
講者: 李香蘭女士
備註:
• 粵語主講。免費入場。
• 公眾人士可於講座2星期前開始以電話登記留座，香港公
共圖書館青少年讀書會會員、學校及青少年團體可優先於講
座三星期前開始留座。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請準時到達；逾時則所作登記便無效，有關座位會分配予
現場等候人士。
查詢電話: 2928 6055

蔴

Upcoming Events

2022年文學月會︰閱讀視野與超越：
中學生的古典文學閱讀
本講座旨在鼓勵中學生認識更多古典文學作品(包括詩詞或文獻)。
日期: 2022年1月15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演講廳)
講者:潘步釗博士
鮑國鴻先生
機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與「書聲」合辦
備註:
•免費入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請於講座舉行前15分鐘入座
•粵語主講
查詢:
2921 2645（香港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組）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9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至6時】

Upcoming Events

「優質閱讀文化」展覽
日期: 從現在起至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1時至下午9時
地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

備註: 一樓 香港中央圖書館

Upcoming Events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推廣閱讀文化，並配合香港公共圖書
館成立六十周年紀念，2022年舉辦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
賽」以「書香滿溢•喜閱六十」為主題。我們期望藉這次結合閱讀
與創作的比賽，鼓勵兒童及青少年善用圖書館，擴闊閱讀領域，深
化閱讀層次。在閱讀中汲取知識，啟迪心靈，豐富人生。

參賽細則
初中組 (中一至中三)
中文 / 英文
閱讀•成長
選取一本在1962至2022年期間出生或過世的偉大人物傳記，
以閱讀報告描述並分享此人物給你的啟發或鼓勵。紙本書或電
子書均可，自定作品標題。
650-800 字 (包括所有標點符號)

Upcoming Events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參賽細則
高中組 (中四至中六)
中文 / 英文
閱讀總是美好的
閱讀時光是不少人生命中的美好回憶。請你整合多於一項
你曾閱讀的資料(當中至少包括一本紙本書或電子書)，融
合個人閱讀經驗與閱讀資料，以散文的形式展示及分享
「閱讀總是美好的」。自定作品標題。
1,000-1,200字 (包括所有標點符號)

獎項
初中中文組 ─ 優勝獎15名；初中英文組 ─ 優勝獎8名
高中中文組 ─ 優勝獎12名；高中英文組 ─ 優勝獎5名
各得獎同學可獲頒發港幣五百元書券、獎牌及獎狀；
得獎同學所屬學校亦可獲頒發獎座。

截稿日期
2022年1月5日
注意 :
參賽作品必須由學校推薦及提交。
如欲參加比賽/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6372270聯絡中學部圖書館
主任王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