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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his is the fifth newsletter published by the Library
and Reading Affairs Team this year. The main theme of this
newsletter is Society a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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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THE TEEN GUIDE TO GLOBAL ACTION
Teens are acting right now to fight hunger
and poverty, promote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save the environment, and work for
peace. Their stories prove that young people
can make a difference on a global scale. This
book includes real-life stories to inspire young
readers, plus a rich and varied menu of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fast facts, hands-on
activities, user-friendly tools, and up-to-date
resources teens can use to put their own
volunteer spirit into practice. It also spotlights
young people from the past whose efforts led
to significant positive change. Upbeat,
practical, and highly motivating, this book has
the power to rouse young readers
everywhe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negative impact
human society and globalization has had
upon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globalization has also helpe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humans have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human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Even people living in the Arctic
region are not free from chemicals. This
book argues for a new ethic that can
motivate the public and their reluctant
government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ourselves and for our children.

ISBN: 9781575422664

ISBN: 9780791081914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a variety of case studies, this book
explores the ways that countries relat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examines how
countries deal with their enemies, how
peace is made, and how diplomacy works in
the modern world. It also explores how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ork together to help
in times of disaster and war through foreign
and humanitarian aid efforts. This book also
examin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 EU, NATO, OPEC, and NAFTA.

ISBN:9781432965549

ISBN:9789814374408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aim of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the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uthored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subject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a world where
no country is an island isolated from others,
globalization is bound to be contested, debated,
and de- and re-constructed at different levels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is very
reason, it is important to present this concept as
developed, interpreted and discuss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scope of book is broad,
ranging from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o more
concrete opinions given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finally to case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t includes eleven
articles by leading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past
decades.



BOOK RECOMMENDATIONBOOK RECOMMENDATION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This book is a concise and penetrating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in an era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It employs lessons
from theory and history to examin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mong global actors and thus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 dura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wars to global fi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it expands substantially on a
classic work and continues to deliver a thought-
provoking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day.

ISBN:9780205851638

The Logic Of Life
This book is truly eye-opening. There is almost no
situation that the author cannot dissect with his
sharp economist's tools.  If humans are so clever,
why do we smoke and gamble, or take drugs? Is
this really rational behaviour? In fact, the behaviour
of even the unlikeliest of individuals - drug addicts,
racists and revolutionaries - complies with
economic logic, taking into account future costs
and benefits, even if we don't quite realize it. We
are rational beings after all.

ISBN:9780349120416



E-bookE-bookE-book   
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

穿越火線:記者用生命寫下的真相
戰地記者，一個象徵勇敢的職業，一個代表榮耀的 
職業，一個最能體現身而為人的驕傲的職業，一個 
無懼於生死的職業！殘酷戰爭時時有，戰地記者處 
處在。他們因著無畏，因著敬業，毅然奔赴戰爭最 
前線，接受血與火、生與死的洗禮，產生許多盪氣 
迴腸、可歌可泣的壯烈、動人故事。

戰地記者最早出現在西方國家，西元十九世紀初隨 
著近代報業與軍事的發展而出現，迄今已經有二百 
多年的歷史。戰地記者貫穿了整個近現代新聞史， 
也貫穿了二百年來的戰爭史。戰地記者的歷史實際 
上是一部獨特的新聞史，也是一部獨特的戰爭史。

本書介紹了十餘位中外當代著名戰地記者、其無畏 
的精神及非凡的經歷。作為人物傳記與紀實文學作 
品集，本書以真實性、新近性、宏大性、可讀性、 
流暢性見長。

ISBN：9789868900646

ISBN：9789571378411

大和魂深處對於細節的重視，造就了如今的日
本。這些細節提升了日本的生活品質，完善著社
會制度，更不露聲色地打造了國家形象。
 
本書內容涵蓋城市、居住、工業製造、公共服務
等方面；多角度，深層次，以嶄新的方式體現日
本的創新細節、匠心精神、人性關懷、教育理
念、社會文明等，比如，自來水可以直接飲用、
新幹線和地鐵可以不安檢、人孔蓋可以成為藝術
藏品、房子可以防霧霾等。
 
即使我們經常往返日本，也未必瞭解這些細節的
根由。透過資深新聞人蔣豐超過三十年的觀察，
一一檢視日本生活中的種種細節，我們將在一次
次驚嘆於日本人骨子裡的細膩與究極之餘，深度
理解日本的文化核心。

大和細節魂:一位資深新聞人
旅日三十年的獨立觀察



E-bookE-bookE-book   
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recommendation

ISBN：9789888569359

你是否知道香港有一女子名叫方芳芳，嫁給方先生，
全名叫方方芳芳？
英國國王在英國收不到地？地主惡過皇帝？
為甚麼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那麼喜歡回港渡假？

你對香港有多少認識？本書為你撫今追昔，是一本充滿香
港情懷的小品集。五十多個香港趣事包括譯名趣談、移民
眾生相、藝人的本名和藝名等。

地道的香港奇聞趣事，身為香港人或想認識香港更多的
你，不容錯過！

你或許會知道有些香港從以前至現今的趣聞或瑣事，但你
估得到幾多！例如：

談古說今香港情

ISBN：9789888307265

香港趣味小掌故:港昔生活篇
重溫香港的各種舊事物，和大家一起撫今追昔！透 
過圖畫和文字，重溫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為大 
家帶來更多有關香港掌故的趣味知識。作者用活 
潑、生動的文字，把沉悶的香港歷史整理成六十三 
篇趣味小掌故，並分類成書，例如：

【消失的景點】
重建，令舊貌不再重見！許多歷史建築已消失得無 
影無蹤，例如徙置大廈，只得從舊日發黃的照片裡 
懷緬。

【老香港的文化】
就讓我們時光倒流，看看上一代如何知慳識儉，一 
份糧養活一家七口；如何守望相助，與鄰里共渡缺 
水缺糧的歲月；如何力爭上游，用知識改變命運。 
如何扭盡六壬，用智慧創造財富！今天你衣食住行 
樣樣富足，要多虧有他們的貢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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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6582745

葛莉塔的故事:一個人也能改變世界
葛莉塔·通貝里，一個十五歲的瑞典女孩，她在2018
年開始為了氣候而罷課。最開始的抗議行動只有她自
己一個人而已，她一個人坐在國會大廈前，拿著自己
的標語，路過的人連看都沒看一眼。但這場寧靜革命
卻逐漸席捲全球，她的標語被翻譯成各國語言，她的
決心以及實際的行動受到世界各地的矚目，並喚醒了
全球的環保意識，尤其是鼓舞了青少年開始對氣候變
遷加以關注。她從沉默寡言的女孩一變成為世界矚目
的焦點，不只出席歐盟總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會議，
甚至擔任聯合國氣候行動高峰會青年代表。現在的她
有許多頭銜：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時代》雜誌
2018年最具影響力的青少年之一、2019年TIME風雲
人物、2019年瑞典年度最重要的女性，或是被稱為
「氣候少女」、「環保鬥士」、「氣候行動者」等。
但她的故事引人關注，或許不是因為那些頭銜，而是
她的決心、她的勇氣，她不怕毀譽褒貶，堅持做正確
的事。

ISBN：9789867468673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別讓我們和孩子活在「沒水可用」的恐慌中！別 
讓我們和孩子活在「核能污染」的威脅中！

每個教育傳承者，手中都握有善待地球的種子。 
當種子散播並發芽時，才有更多人願意用行動守 
護這片土地。善待地球，就是保護下一代在地球 
的生存權益！

這是一個關於愛，關於人與土地、人與自 
然……該如何共生共榮的大課堂；更是一堂， 
再也不能漠視、和你我都密切相關的必修課！

天氣大亂、災難不斷……暖化造成的氣候、生 
態異常，都是地球發送給人類的警告訊號！

大自然的反撲，是地球給人類上的環保課，別小 
看「個人」的力量！每一個簡單的小習慣，都有 
可能拯救地球，守護我們和孩子的未來。



美紙美紙美紙

   網址：https://artandpiece.com
美與紙，虛和實，我們在有形跟無形之間，以紙言美、造美；
同時《美紙》亦以網絡和社交媒體，訴說一切美學、設計、工
藝、時裝、文化及生活。我們亦緊貼藝術品之全球拍賣及展覽
行情，深入剖析美藝界別之市場動向。革新美藝想像，引領時
代脈搏，開拓創意可能。



This is a book report on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is a fictional novel with themes
on Heroism, Friendship and Belonging. The famous author, Rick
Riordan, has also written The Trials of Apollo and The Heroes of
Olympus.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was published on April
1st, 2006. This book has received a lot of fame and many people, even
The Times, have praised the author’s spectacular writing. The book has
been released in hard cover, paperback and audiobooks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orldwide.

The book is about a 12-year-old boy named Percy Jackson. He is a
boarding student at Yancy Academy, a private school for troubled kids
in upstate New York. His favorite teacher is Mr. Brunner, his Latin
teacher. He also has a best friend named Grover and has always got on
a lot of teacher’s nerves, especially his pre-algebra teacher, Mrs.
Dodds. She came to Yancy halfway through the year, and is very mean,
especially to him. One time, she made him erase answers out of old
mathematics workbooks until midnight.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7D  3  Chan Sze Ching Kate 

ISBN: 9780141346809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It all started from a school trip 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when
Percy’s life took a huge turn. Percy’s classmate, Nancy Bobofit, accused
him of pushing her while they were having lunch outside the museum.
Nancy was Mrs. Dodds’s favorite student, so she believed what Nancy
said was true, and decided to tell Percy to follow her. Percy was noticing
that Mrs. Dodds was very odd, who was growling and started saying
weird stuff Percy didn’t understand. Suddenly, Mrs. Dodds’ eyes began
glowing, her fingers turning into talons. She grew large and leathery.
Mrs. Dodds turned into a creature called a fury and tried to attack him.
Mr. Brunner suddenly wheeled his wheelchair into the doorway of the
museum, and tossed a pen to Percy. He caught the ball pen, but it
turned into a sword. He used Mr. Brunner’s sword and swung it at Mrs.
Dodds, causing her to fade into sand. When he went out again, everyone
seemed to act like they didn’t know who Mrs. Dodds was.

Later, Percy and his mother, Sally went to Long Island. Sally was trying
to convince Percy to join a summer camp. Sally, Percy and Grover went
to summer camp, which Percy refused to go. Grover revealed that he
was a satyr, a god in Greek literature who was half man and half goat.
Sally later got attacked by a monster and disappeared in a flash of light.
Percy was devastated. He learned that the summer camp was called
Camp Half-Blood, and that he was the son of a human and a Greek god,
who was Poseidon. He met two friends from Camp Half-Blood, Annabeth
and Luke. Meanwhile, Zeus, the God of the sky, had lost his lightning
bolt and was accusing Percy of the theft of his lightning bolt.

Percy Jackson is a really amazing book and I recommend this to anyone
who likes Greek mythology.



During the holiday, I read a book named The Demon Headmaster
and it is a fiction. This book was written by Gillian Cross, who is a
British author of children’s book. This book is also very popular
that its content was replicated to a movie that has the same name
as it. The story mainly took place at the Hunter family’s house and
the school.

There are four main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which are Dinah
Glass, Lloyd Hunter, Harvey Hunter and the headmaster of the
school. Dinah Glass was a talented girl in mathematics and was
adopted by Mr. and Mrs. Hunter. Lloyd Hunter was a boy who was
mean to Dinah due to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nd was not
hypnotized by the headmaster. Harvey Hunter was the brother of
Lloyd Hunter and also was a nice kid and wasn’t hypnotized by the
headmaster. At last, the headmaster hoped to control the whole
country by hypnotizing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in a show and had
also hypnotized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but his evil
plan was unsuccessful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The Demon Headmaster      

10D  21 Lawrence Chika Hence 

ISBN: 9780192755827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The Demon Headmaster      

I think this book is fun because it has two elements needed for a good
book, which are surprises and good conten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ontent is great and even got me excited when I was reading the
book. Furthermore, this book is full of surprises, for example, in the
end of the story, I thought the SPLAT members were going to stop
the headmaster from hypnotizing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but they
did not; instead, they got caught by the headmaster and finally the
headmaster coughed and made a mistake because of them.

Overall, I think this book is great and is full of excitement and
surprises. I do not regret reading this book and would of course
introduce it to my family and friends.

BBC TV program series adapted from The Demon Headmaster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一故事，加入自行杜撰 
的全新人物/角色，創作另一個故事。

《練習簿》
〈粉刷〉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8A 9 何考琳
我，一個在九十年代前叱吒一時的粉刷。如今，黑板已經沒落，教室更加容不下我這個不
起眼的角色了。可是，我和我的粉刷兄弟們吞不下這口氣，所以今天大家都決定看看那個
有能力取代粉刷的物品到底是何方神聖。

今天，我被人帶到一間陌生的教室。那時天剛剛亮，冰冷的陽光從狹窄的窗戶透進教室
內，教室內空無一人，只有桌椅和黑白板。沒想到這裏竟然還會遇到舊時的好拍檔，黑板
和粉筆。久別重逢，令我初次來到這教室，孤獨感一掃而空，舊時光的回憶一湧而上。

想當年，我在學校可是一個很厲害的大人物。論在空中飛翔的次數，我應該比所有同學的
文具還要多了。老師最愛用我來懲罰那些心不在焉的學生，而我也十分樂意去做這一份差
事，因為我十分喜歡捉弄同學！每當老師把我丟向那些頑皮學生，那些頑皮學生們的臉上
總會充滿一層令人不適但色彩繽紛的粉末，那是因為我故意向他們吐了滿滿一口的粉筆
末！每次看到他們驚慌失措的樣子，都不禁令我捧腹大笑。不過我也有乖巧的一面。我並
沒有學習的機會，所以自己經常都會把老師傳授給學生的知識通通吞進肚子裏。我偷偷吸
收的知識隨時比學生們還多，是真正的滿腹經綸呢！ 

突然，有人走進教室打開了燈，打斷了我的沉思。原來是老師！可教室內一個學生都沒
有，老師如何上課呢？當他打開電腦的瞬間我就明白了。如今的上課模式是網上授課，白
板和黑板都被荒廢了。我靜靜地躺在黑板下方，看著老師和黑白板，無奈地笑了笑。還真
是世事無常呢。

ISBN：9789622643734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一人物/角色，為他/她 
撰寫敘述個人生平事跡的自傳。

《練習簿》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亞軍作品

8E 33 楊紫穎
小時候問同學有甚麼夢想，大多都是理所當然地回答醫生或律師等的「模範答案」。我也曾 
天真地有着自己的夢想，最後還是忍痛放棄，畢竟我只是個生於貧窮家庭的孩子……

其實，看看我「陳志強」這個名字，大概猜到我父母的教育程度並不高。每天含辛茹苦地在 
雨淋日炙的環境下工作，令他們明白只有讀書才能扭轉命運，而這個重任便交在我身上。可 
是，我從小對讀書並不感興趣，勉為其難只求合格過關。

最記得中一收到期中考試成績時，我的心頓時沉了下來，雙手不自覺地開始微微顫抖。我不 
敢相信自己竟然有五科不合格 ! 當時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漫畫家，美術科只拿得個「乙」為 
我帶來了更大的打擊。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雖然十萬個不願意，我還是把成績表呈上 
給母親大人。不出所料，母親立時大發雷霆， 狠狠痛罵了我一番，說我被漫畫荼毒了。在 
此學年餘下的時間內，我在渾渾噩噩的日子中蹉跎，結果最後到了期末，我連同美術科在 
內，足足有六科不合格。就這樣，我接受了現實，漫畫圖稿沒有再出現在我家中。

為了證明自己，我在之後的讀書生涯中拼命想達到爸媽對我的期望，我選擇了一條有「錢」 
途的路。現在我成為了一名在私立醫院裏工作的醫生。但一想到我放棄了兒時夢想，我還是 
不由自主地輕輕嘆氣…… 

《練習簿》的作者董啟章



虎妞死了。祥子心中苦哇，這老天爺是怎的了？自從到了城裡，諸事不順；唯一的好事兒就是買了一輛自己的車
子，那時他是多高興！以及遇見了虎妞；性格豪爽潑辣。現在他的車子賣了，料理了她的後事。他現在是徹底走進
了一條死路。沒錢，沒積蓄，沒了糊口的唯一方法。他後悔，後悔一個區區車夫不應該成家。家會成為一個累贅。
虎妞為他付出如此的多，他又何曾回報？不。他只索取。祥子在虎妞的墓前，寒冷的天氣下他穿著軍大衣，搞著
手，臉上盡是憔悴懊悔，豆大的眼淚一直往下流。

「祥子！別喝了！」丁四搖著喝得滿臉通紅的祥子。「喂！你就想著一直喝不吃飯了？」祥子並未回應，只撇了丁
四一眼，扭過頭去。旁邊盡是一座座酒瓶山。丁四只能放下祥子爸要給祥子的生活費，好歹他也是劉四爺的女婿
啊。可是，這是最後一次了。

「祥子……」

「丁四，走啊！」祥子大吼。「你煩不煩？」

「祥子。」虎妞的聲傳來。祥子猛得坐起了。他滿臉鬍子渣，臉十分油膩，頭髮亂極了。

「虎妞？」

「你個死鬼，我不在怎麼開始酗酒了？」虎妞大罵。「給我戒了！我不在，不代表你能放肆！我爸對你有希望，不
然你覺得你的錢是自己憑空飛過來的？你得振作起來啊！給我醒！」

祥子睜開了眼睛。虎妞不見了。剛才他還在床邊的啊。那剛才的是什麼？托夢嗎？祥子搖頭，從床上爬起。這是他
一個月來第一次自願揭開被褥。

「欸，小伙子，去天安門多少錢？」

「先上車，路上瞧著罷！」祥子憨憨的笑了。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段情節，自行續寫該情 
節或為原本的故事改寫結局。

《駱駝祥子．何大齊插圖．注釋本》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季軍作品

9A 22 蕭卓妍

ISBN: 9789629967956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優異獎作品

8E  5  鄭梓妍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一人物/角色，為他/她 
撰寫敘述個人生平事跡的自傳。

《練習簿》
我叫張浩言，是在一間中學裏教書的老師，所以很多時我也稱自己為張老師，也許這樣，我 
會找回自己的尊嚴。

我名字裏有一個「言」字，應該喜歡說話吧！是的，我的確很喜歡說話，去分享自己的故 
事，去用我的故事來影響其他人。又不過，那都是以前的事。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表演和演講。每次在課堂上我也會不停地舉手發言，希望分享在課堂中 
找到的樂趣。我從來也沒有想過這份自信是從哪裏來的，但我只知道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 
自信也漸漸逝去。 

當中學生的時候，難免會非常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我當然也不例外。在我的同學之中， 
只有我主動回答老師的問題。因為我這樣做，令他們都覺得我很怪，甚至會取笑我。當時我 
就抱著一個討好別人的心態過著中學的階段。與其用語言不能表達我的想法，不如讓文字替 
我說話，結果在幾年間練出一手好字。 

對於我日後的工作，我思考了很久。 後我決定做老師，因為只有在那段時間內我才能不被 
批評的眼光折磨，也能做我曾經非常喜歡的事。但當我找回希望時，我才發現，我病了。當 
老師後我的聲音日漸變得沙啞，並持續地咳嗽。我迫於無奈，唯有把所有東西寫在黑板上。 
時間長了，無奈慢慢變成陶醉，但學生依然沒有理會我。唯有一次，令學生們知道我的存 
在。

那次，我依舊無聲地進入課室，拿起粉筆，開始書寫。寫到第二板的時候，粉筆突然折斷。 
我開頭沒想太多，再拿一枝粉筆繼續寫。粉筆又斷。於是我又換一枝，過了一會兒，它又 
斷。我再換，它又再斷。每聽到「啪」的一聲，就像聽到它們在恥笑我，笑我失敗，笑我沒 
用，笑我不自量力。我的眼淚慢慢地流下來，連我 擅長的事也做不好，我算得是甚麼！ 黑 
板上鬼書符似的文字，可以說是我人生的污點，但看到我的手不停地顫抖，改都有心無力。 
就在那一刻，課室頓時很安靜，我就知道，終於全班都感受到我的存在。

教書的日子慢慢地過，上課的胡鬧逐漸回來，但我對工作的熱情卻漸漸消失。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優異獎作品

9A  19  劉子馨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一人物/角色，為他/她 
撰寫敘述個人生平事跡的自傳。

《駱駝祥子．何大齊插圖．注釋本》

〈一封給命運的自傳〉
致命運:

命運，您好。您知道我是誰嗎，沒關係，我來介紹一下，我叫祥子，身體不好，估計不能
活多久了。我的一生，都好像在和您這個叫命運的傢伙鬥爭，鬥了一生，從沒贏過。也不
知道您對多少人有過如對我這般的苛刻，我從未知道，命運，您想從我這得到什麼，我就
先細數一下我這一輩子吧。

在我幼年某天，您首次來「親吻」我，我失去了父母，我來自農村，十八歲，我到了北
平。那會兒，我還是個楞得不得了的年輕小伙子。到了城裏，也突顯了我農村人的身強力
壯，我當了名車伕。那時的我有著十分堅定的夢想，想買輛自己的車，那樣我就能自由獨
立了。攢了三年錢，感謝你的大氣讓我短暫地在買到小車後有了一段十分如意的日子，我
多麼激動啊，我還將擁有車的那天作為我的生日。只是當我要繼續保持對您的感恩時，您
過來和我玩了一下。

那時在戰爭，硝煙四起，生活很艱難了，但我有車，也不知道我的知足是不是您要和我嬉
鬧的理由，在軍營的日子，那是我現在依然不想回望的苦。不僅如此，我的車也被奪去，
我只好出逃，但卻又放不下被那些兵人拉來的駱駝，說來也好笑，我現在竟在這三隻駱駝
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許是這份緣份，我將他們帶出了軍營，發生些事後，駱駝也掛
成了我的外號。那是我首次和您交手，交完手，我還是那個偏執無懼的少年，依舊想奮
鬥。 

打後，我不沾煙也不酗酒，我兢兢業業，暗暗忍受，我為錯誤時刻反思，精打細算。為的
是甚麼，只為有朝一日能再次握住自己的洋車。命運啊，我不懂，當時我已用盡全力，拿
出我所有年輕的資本了，為何您還是不願意善待我一點，又或僅是公平一點呢…… 第二次
交手，我又輸了，輸了個精光。
 



說說女人，我先遇到了那個虎妞。但我並沒有很愛她啊，卻被她的小伎倆騙在一起了，我
也想過將就將就，畢竟她真的愛我，她為我得到了個破車，生病她也有照料我。可您又為
我帶來了甚麼？她難產的死訊。為此，我還賣掉了我洋車，我又是個沒車的人了。您有您
的安排，安排我遇到了我愛的人，小福子。也不知您出於何等理由使我們相遇，只知道您
又一次讓我嘗到甜頭後，剝奪走了，她自殺了。我和您的戰爭，我投降了，您贏了。

您發現過沒有，我一直在盡力，從未害人，只想拉自己的車，也常被騙，像那畸形的婚
事，我失意了，失盡人意。嫖，賭，和那大煙成為了我的生活，我坑蒙拐騙，我患上病，
我是垃圾，我承認了，我是人類的災害。我認為自己看透了這人間，取笑那個滿有理想的
樣子，我看不起那個鬥志昂揚的自己，因為這樣腐朽的日子才是註定屬於我的。

命運，您看完了上面的話吧，和您的場場鬥爭，您到底想要我怎樣？是那樣嗎，是的話，
您滿意了吧，看到一輩子逞強而人生處於 後階段的老馬，看到被父親賣給軍官而上吊的
小福子，看到只為了一輛車而賣掉女兒的二強子，您滿意了嗎？駱駝祥子的一生被您輕輕
揮手，就改成了這般笑話。您覺著夠好笑了嗎，笑夠了，那就讓我舒舒服服地離開這世界
吧。我們不再見。
 
方才猛的一下喝下太多酒了，思緒複雜，回味我這生，也不免覺得有趣。人在您面前，就
是個樂子，不是嗎？

  此致
不敬禮

                                                             駱駝祥子 

Book ReportsBook ReportsBook Reports
微型小說創作比賽優異獎作品

題目：選取其中一本Hyread電子書的某一人物/角色，為他/她 
撰寫敘述個人生平事跡的自傳。

《駱駝祥子．何大齊插圖．注釋本》
〈一封給命運的自傳〉

《駱駝祥子》封面及插圖原稿



BOOK AND FILM REVIEWBOOK AND FILM REVIEWBOOK AND FILM REVIEW
《浪跡天地》與《游牧人生》： 

  電影與原著不一樣的「風景」               曉龍

改編自《游牧人生》的《浪跡天地》，集中描述游牧客的日常生活，不論原著還是電影，都
曾講述他們以車為家，並住在移動式房屋的因由。原著作者潔西卡．布魯德引述大衛．桑柏
克在《奔跑的房屋》裡的一段文字，「從經濟大蕭條的核心裡誕生了一個新的夢想：那是逃
脫的夢想。逃開冰雪，逃開高額的稅賦和租金，逃開不再有人相信的經濟體系。逃吧！為了
冬天、為了週末、為了你後半輩子。只要具備一點勇氣再加一台六百美元的拖車式活動房
屋，就能辦到。」很明顯，游牧客住在車內，並非自願，而是美國惡劣的經濟環境所造成，
使他們不能過著「在地」的生活，是其飽受資本主義社會內高稅高樓價「壓迫」的後果，與
電影裡芬恩(法蘭西絲·麥朵曼飾)的遭遇十分相似。由於美國石膏公司關閉了帝國鎮的工廠，
導致此鎮經濟蕭條，她失業，丈夫去世，失去依靠，難以負擔昂貴的房租，唯有四海為家，
成為游牧客。電影導演及編劇趙婷認同游牧客的社會現象與美國的經濟問題有千絲萬縷的關
係，取材自原著的經濟大蕭條，但只由芬恩說出幾句對白以反映此問題，著墨不深，如欲更
深入地了解經濟蕭條如何造成游牧客現象的出現，原著內會有更多相關的事例，亦有他們對
自己身世的詳盡的描述，觀眾看完電影再看原著應當會對此因果關係有更深刻的感受。

ISBN:  9789862357842 



此外，觀眾看《浪》時，可能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亞馬遜(Amazon)這類型的跨國企業願意聘
請六十至八十歲的退休人士工作？此類企業不會嫌棄他們年紀太大，工作效率低？體能較弱，
手眼協調較差？電影編劇沒有用太多篇幅解釋僱主對他們的看法，亦不曾仔細闡述他們成功獲
聘的原因，如欲深入了解僱主「冒險」聘請他們的主因，應看一看原著。「負責露營車勞動力
打工專案的人資不斷重申，他們相信年紀大的勞工有比較良好的工作倫理。『我們有八十幾歲
的勞工，他們的工作表現很棒。』在康伯斯威爾擔任專案經理的凱利．卡姆斯說：『我們的露
營打工客年紀大多比較年長，但好處是他們已經工作了大半輩子，所以很清楚工作是怎麼回
事。他們會對工作很用心。』」很明顯，只看電影會對游牧客能獲得打散工的機會的因由大惑
不解，再看原著就會明白某些僱主對退休人士的工作態度和能力持正面的態度，並覺得他們與
年輕人在工作表現方面沒有太大的差異，故他們得以四處打工謀生，即使沒有固定的住址，仍
然可以依靠打散工所獲得的微薄收入支撐其游牧的生活。因此，原著可解釋電影內點到即止的
地方，為觀眾看電影的疑團提供答案。

 另一方面，《浪》內芬恩在晚間仍留在車裡時，曾被警察客氣地勸喻她不要在車內過夜，然後
她回應說自己知道，並會離開車廂，跟著他沒有繼續跟進，她成功瞞著他，仍然持續地以車為
家。觀眾可能不明白警方不向她採取任何行動的原因，但根據原著的描述，警察其實已「默
許」了游牧客居於車內的行為，擔心他們的安全問題多於因他們違例而主動檢控他們。「警察
不見得是敵人。有些車居客和露營車車主都提到曾被好心警察『叩門』的經驗，他們只是上門
詢問車主還好嗎？…如果那地方很友善， 好的方法或許是直接到警察局跟他們說一下自己的
倒楣經驗，再請教他們若要在這裡停車過夜，停哪裡比較安全。」這段文字證明警察即使知悉
游牧客會在車內過夜，仍然不會控告他們，反而會為他們的安全著想而費煞思量，擔心治安問
題多於為他們可能妨礙社會正常運作而憂心。由此可見，原著可補充電影的不足，對電影情節
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看回原著便可深入了解電影的細節，並藉此更仔細地透視美國當地的社
會文化狀況，故觀賞電影後應細心閱讀原著，這才可徹底消除觀影時的疑團。

BOOK AND FILM REVIEWBOOK AND FILM REVIEWBOOK AND FILM REVIEW
《浪跡天地》與《游牧人生》： 

  電影與原著不一樣的「風景」             

《浪跡天地》的電影劇照



UpcomingUpcoming

EventsEvents

日期：2022年7月16日 - 8月14日
地點：十八區公共圖書館
 
每年夏季，香港公共圖書館為青少年舉辦大型閱讀活動「夏日 
閱繽紛」，內容活潑多彩，讓家長與子女在炎炎夏日暢游書 
海，享受親子共讀的樂趣。

鏈接：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 
activities/event-category/23467/summer-reading- 
fi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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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書香滿溢•喜閱六十」香港區  高中組     
 (中、英文) 獲獎作品巡迴展
日期: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至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時間: 圖書館開放時間
地點: 元朗公共圖書館
主辦機構：香港公共圖書館
支持機構：教育局、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香港閱讀學會、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

2022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書香滿溢•喜閱六十」廣東區 初中組 獲獎  
 作品巡迴展
日期: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至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時間: 圖書館開放時間
地點: 瑞和街公共圖書館

2022年「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書香滿溢•喜閱六十」獲獎同學閱讀書籍   
 巡迴展
日期: 2022年9月8日(星期四)至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時間: 圖書館開放時間
地點: 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