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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 

閱讀好開始 

 

這個學年第一次跟大

家 見 面，祝 願 大 家

「喜閱滿載」、日益

從書本中得到樂趣！

本年度第一期的喜

閱，先跟大家分享去

年閱讀推廣組舉辦的

「漫遊中國園林」，

介紹中國園林建築有

趣之處。另外，還有

剛榮休的吳君浩老師

人物專訪、圖書館新

設施介紹及好書推

介，希望各位同學覓

得喜愛的書籍，開展

充滿書香的新一年。 

 

第一學期考試將至，相信同學學

習壓力也不少，你會怎樣去舒展

心身呢？有些同學會到外地旅

遊、增廣見聞，未有機會的也可

以趁假期到郊外走走，呼吸新鮮

空氣。可惜到了開學，大家又要

面對充滿壓力的學習生活了。到

底在忙碌的生活中，怎樣才可以

尋找到空間、呼吸到新鮮空氣

呢？在上一個多元學習活動日，

閱讀推廣組帶領同學漫遊中式園

林──南蓮園池，或許可給你一

點啟發。 

 

要使身心得以休息，最好莫過於

投入自然、欣賞風光。可是在石

屎森林中又如何能享受大自然的

美景呢？抬頭所見盡是密密麻麻

的高樓大廈，街上充斥的是喧鬧

的汽車聲吵鬧聲……還是古人有

智慧，所謂「大隱隱於市」，即

使在鬧市中仍然可以享受自然的

寧靜。 

 

中國傳統園林藝術與現代的室內

設計有很多不謀而合的理念。比

如說，在香港一套 300 平方尺的

房子中，怎樣的設計才可以使感

覺不覺局促，更令人感到舒適

呢？於是我們在牆壁鑲上鏡子擴

大空間感，在小小的窗檯放置小

盤栽增添優雅，再小的客廳都放

一套小小的沙發，讓一家人聚首

之餘也可得休息…… 

 

同樣地，在鬧市中建造小花園，

也是希望可以融合自然、重現自

然，在狹小的空間內展現無窮的

自然風光，使人身心得到舒緩，

於是以假山疊石象徵山脈，以小

溪水池象徵溪澗。又利用蜿蜒曲

折的小路，營造「山重水複疑無 

甫踏入南蓮園池便見亂石疊置，其實正

是三山五岳的象徵呢！ 

別有洞天別有洞天  
漫談中國園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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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樹木遮擋遠方工

廠排放廢氣的景觀。 

景觀如此優美的角落，當然要

放置桌椅。讓人休息之餘，也

可欣賞海港和青山的遠景！ 

水道和草木環繞的涼

亭，正好作為園林的

中心。 

如此優美的園林，怎

可能沒遊人欣賞呢？ 

活動中同學運用中國園林藝術的理念，設計了一個理想中的公

園，看看他們改造前後的環境有多大分別！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彷彿庭園的空間變得無窮

無盡。即使面積不大也設置小小的水池，利用水面的反映

擴大空間感。可見古今的建築的理念也是同出一轍的，也

印證出古人建築設計的匠心獨運。 

 

在早前的多元學習活動日中，同學透

過考察南蓮園池，以視覺觀察環境，

以耳朵細聽園內流水淙淙、鳥唱蟲

嗚，感受園內的細雨微風，親身感受

中國園林洗滌心靈的作用。接著我們

又參觀了志蓮淨苑的圖書館，更即時

匯報考察所得及分組設計心目中的理

想公園。如果同學想對中外建築藝術

有更多了解，不妨參考本欄介紹的書

籍，到圖書館發掘更多知識！ 

傳統中國園林建築精髓在於

「可遊可憩可賞」，故既有

可觀賞的草木山石（上下

圖），也有可供歇腳憩息的

水榭亭台。（右圖） 

使人與自然環境得以融洽相處的建築

理念古今皆宜。右圖為2012年新建

成的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將天然

陽光與植物引入室內的閱讀環境中。 

原有設計 

灌木可以阻隔

公路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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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庭園建築的「曲徑通幽」旨在於狹小的空間，利用

迂迴的小徑，使人錯生空間無盡的錯覺，增加遊園的趣

味。現代商場中使人迷失的通道、縱橫交錯的扶手電

梯，到底是再現古代建築精萃，還是現代商業技倆只為

營銷、但失卻以人為本的建築精神？（下左圖：南蓮園

池中的小徑；下右圖：旺角朗豪坊商場） 

不只中國木建築 趙廣超著  

（索書號： 922/4934 ） 

中國建築與「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木」從「土」生，在中國人眼中一座

房子就好比從土中長出的「木」，加以

工匠的手藝，成就了從家到國，再到聯

繫人與上天的各種建築。趙廣超的《不

只中國木建築》告訴我們一座房子不只

是一座建築，而是承載文化與哲學理念

的藝術品。 

好書介紹 

看房子 西西著  

（索書號： 920.7 /1010） 

每地的房子都是當地歷史文

化的印記。西西是著名香港

作家，她說「發現自己旅行

時最有興趣的，多年來始終

是看房子，有的為了房子本

身，有的是為了住過了房子

的人。」全書一共寫了 20

個國家近 90 處的建築，從

法國的雨果故居、羅馬尼亞

的吸血殭屍城堡、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

營，更少不了中國北平的齊白石和老舍的

四合院、南粵的西關大屋和開平碉樓……

讓人禁不住遐想在這些名人待過的空間

裡，曾經彌漫著怎樣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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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快訊 

香港風格   

香港風格 2 - 消滅香港  
胡恩威著  

（索書號： 923/34735） 

香港有沒有自己獨特的建築風格？

有！一地的建築必然與當地的文

化、歷史、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屋邨、桑拿、冰室，全都代表

了香港獨有的文化及美學。例如舊

式公屋多有天井的設計，不單合乎

環保，在香港酷熱的夏天也可通

風，同時塑造了公屋的社區文化，

舊式公屋都習慣打開門戶，戶與戶

之間的隔閡無形地給打破。可惜的

是愈來愈充滿智慧又有本土特色的

建築正在逐漸消退，《香港風格》

（1、2 冊)正好留下紀錄。 

好書介紹 

傳統屋邨的鄰里關係親密，

但今天的「豪宅」屋苑卻刻

意建在高聳的平台上、與所

處的社區分隔。社區文化、

鄰里關係，與建築理念密不

可分。（左圖：位處大角咀

舊區的新建豪宅） 

本校三位同學獲「哈佛圖書獎」 
為表揚對閱讀有深厚興趣、具備優秀個人特質的傑出中

五學生，本校去年三位同學獲頒發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哈佛圖書獎」。三名同學為2012-2013年度5A班歐陽

松培同學、5D班蔡漢斌同學及5E班梁譯同學。 

 

本校以同學的閱讀積極程度為標準提名三位同學，經哈

佛大學香港校友會遴選後，上述三位同學於2013年5月

10日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哈佛圖書獎」頒獎

典禮獲頒殊榮，並得證書及圖書一本以作鼓勵。當日共

有多所本港中學學生參與，盛況空前。 

 

「哈佛圖書獎」由哈佛大學校友會於1910年創立，旨在表揚「成績優異、具備優秀個人特質或對

社會/學校有貢獻的傑出學生」，每年學校可甄選並提名三位學生遴選獎項。去年本校據同學的閱

讀量而選出三位得獎者，展望來年亦會繼續提名同學競逐獎項，盼望各位同學能更熱衷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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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間，吳君浩老師已投身教育界三十八年，

也在慈幼執教了十五年。他去年放下教鞭，離開本

校過著退休生活。於上一學年年尾，十分榮幸可以

邀請吳老師接受訪問，詳述他教學生涯中的種種，

以及教學體會和閱讀心得。 

 

教學之路 

回望自己教學生涯，吳老師個人信奉自由主義，從

不強迫學生，認為學生的行為背後總有合理原因。

因此，即使面對遲交功課、無心上課的學生，他不

會即時責罰學生，反而要從背後了解其原因。畢

竟，這是學生個人的選擇。其實學生現時可以多元

化的發展，學生未必喜歡他任教的科目，但老師都

要令學生不斷向上，追求個人夢想。吳老師也會盡

力去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習動機，而非強迫學生，

學生有興趣、動機就會主動鑽研下去，自然有成

果。 

 

回顧當初選擇教

育 作 為 終 身 事

業，吳老師強調

他喜愛對人的職

業。因 人 有 感

情、變 化、會 有

成長經歷，而且

人與人之間有互

動。他看到學生

在 悉 心 栽 培 之

下，逐漸成長，

變得成熟， 能為

個人帶來強烈的

滿足感。  

 

 

教學困難 

教學除了要面對學生，更要面對龐大的教育體系。

教統局進行改革，推行「三三四」學制。這部份最

難控制，也最常令老師感到有心無力。作為前線教

育工作者，個人縱然會有理想有目標，但面對職業

導向及目標不明確的教育制度，吳老師坦言不少時

候也感無可奈何。 

 

吳老師認為學問本來不用競爭，學位只是證明持有

者的想法成熟，有思維能力，但在現今學位等同於

更好職位，更高社會地位，學生只重視學科成績，

造成工廠式生產，已非以前師徒制般，同樣重視學

科知識和做人處世。只能感嘆社會變遷快，老師的

地位和功能也迅速轉變。這有點違背當時入行的理

想，而對「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動機」的信念亦感無

能為力。 

 

教學感悟 

一些學生的學習之路比較順暢，他們可能一生平步

青雲，有大學學位，享受更多社會資源，有更高地

位。同時，另一些學生會遇到更多困難和障礙，可 

 

回顧38載教學 分享閱讀體會 
榮休老師 吳君浩老師專訪 

訪問整理： 2013 中六畢業生 溫啟晞 容卓希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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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於其家庭背景和經歷，或自身能力，作為老師

更需支援他們。不論如何，成績好或差的學生老師

也會遇到，但成績高低不是區分學生的正確方式， 

最重要的從來不是成績，而是學生自身—他們的視

野、性格和成長。  

 

除了教學事業外，吳老師亦醉心於閱讀。「閱讀無

論對個人、工作、生活皆有益。除了擴闊視野，閱

讀可以開導心靈，認識不同的觀點，跟大師級交

往。書籍無疑是智慧的泉源。」吳老師積極推廣閱

讀的風氣，不時在課堂和週會上推介書籍，亦對不

同議題都有不少精辟、獨到的見解。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閱讀的益處人所共知的，第一步就要建立良好的閱

讀習慣。第一，同學宜善用空閒時間來閱讀。以吳

老師為例，雖然他要應付沉重的教學工作，但從來

沒有擱下閱讀，「我會在上下班乘搭地鐵時和睡覺

前閱讀。」可見他把握空餘時間。對於高中同學一

直嚷著時間緊迫而擱下課外書的情況，他特別指

出：「其實只要同學及早調節自己，高中課程的壓

力並非如此大。可惜，大部分學生白白虛耗了中

四，到中五後期才醒覺，一年內處理整個高中課程

就當然辛苦。另外，只要同學在初中時有穩紮的基

礎就不會感到太吃力，更可參加不少課外活動。」

而且，同學生活中過多引誘，人人空閒時都把玩智

能電話，當然沒有時間閱讀。 

 

第二，同學不應將所有書籍鎖在書櫃，應讓自己隨

時隨地都有一本書。同學不妨在家中每一角落，

如： 頭、客廳甚至洗手間放置圖書，令書本變得

唾手可得，同學有閒情逸致就可閱讀。 

 

第三，同學要對知識融會貫通。吳老師不時將書本

的知識與生活結合，然後得出一些新的思想。另

外，同學閱讀時要抱有懷疑心態，同學不需全盤接

受作者的見解，最重要是閱讀時要思考。  

 

選擇合適書籍與閱讀方法 

同學要謹慎選擇適合的書籍，要顧及個人的能力和

需要。吳老師提醒：「學生當然可以借閱讀來作消

閒和娛樂，但不宜只停留在這個層次；更高級是從

課外書去吸收新知識，這才可提升個人情操、思維

能力和知識領域。」因此，同學不妨試讀一些與學

科有關的書籍。吳老師表示：「我平時多選擇人文

學科的書籍，涉足社會科學、歷史學、哲學和文

學。正因為我有該方面知識基礎。」 

 

他建議同學多讀語文書，「語文一定是最重要的。

英文書比較容易掌握，學生只要順著 stage(階級) ，

逐漸就可提升語文能力。而中文書就可以為學生打

好穩礎，從字、詞、句的運用、成語故事，以至歷

史人物和中國文化等等。英譯中的書籍同學都可以

嘗試。」這會否變得考試導向？吳老師認為不會，

吳老師桃李滿門，圖為六十周年校慶與舊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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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同學閱讀的出發點並非純粹為考試，而是為

興趣、主動地去鑽研的話，好成績自然就已經是囊

中物。這是心態的問題。假如只為考試，就不能享

受閱讀、學習的樂趣。」 

 

當然，同學少不免會遇到讀不懂的章節，但這不等

於要放棄。吳老師承認：「某些書籍牽涉的學科非

常廣泛，例如：經濟學和統計學等，我欠缺相關知

識，當然未能深入理解。閱讀過後大概掌握七成，

日後有時間補充這方面的知識，相信到時候再讀所

得到的收穫會更豐盛。」因此，同學不應因為暫時

未能理解的章節而氣餒。 

他提出了兩種閱讀方法。第一種是隨便讀，隨個人

興趣，完全不用計劃。第二款是有計劃地讀，需要

較長的時間，在特定時間集中在某一個專題，再讀

相關的參考書籍，「做學生的時候還可以負擔；出

來工作事務繁忙，就應付不來；我希望退休時都可

以集中在某一種類型的書籍。」同學不妨嘗試一

下。 

吳老師以一句總結他對閱讀的體會：「無知的人是

不自由的。」書籍其實是鑰匙，為人開啟面向世界

之門。不閱讀的話，人的知識貧乏，便困在一個他

所認知的小空間裏，這就不自由。 

 

寄語慈幼 

退休後會否對慈幼依依不捨？在吳老師眼中：「就

算不捨得，始終都要退下來。人生就只能走一次，

無法回頭。其實退休是生命中新一頁的開始。」正

因為人生只能走一次，他語重心長地說：「學生要

珍惜光陰，虛心學習，人家說的十句最少有一句是

有用的。」 

 

在他的印象之中，慈幼其實是一所質樸、擁有優良

傳統的學校。「學校最重要是上下一心，亦不妨開

放一點，加強學校間的聯繫和接受新思想，與時並

進。」  吳老師多年來以教授中國語文及中國歷史為主。上圖

為數年前帶領歷史學會同學到內地進行考察之情景。 

吳君浩老師多年在慈幼任教，其謙謙君

子、溫文儒雅的形象使人印象深刻。從訪

問中得知他的氣質與閱讀習慣有密切關

係，希望同學亦可從中得到啟發。謹在此

祝願吳老師退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無知的人是不自由的。」書籍其實是鑰匙，為人開啟面向世界之門。不閱讀的話，人的知

識貧乏，便困在一個他所認知的小空間裏，這就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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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troduction 

Summary 

Messages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by  Kenneth Grahame 

 
(Call No. 741.5973 GRA ) 

老師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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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推介 

  《嫌疑犯 X 的獻身》，看到此書名，你會

想到甚麼？嫌疑犯？獻身？或是代罪羔羊？這

本書是日本著名偵探小說家──東野圭吾的代

表作。東野圭吾曾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小說，

《嫌疑犯 X 的獻身》是其中一本。這本小說曾

被日、韓等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可見這本小

說的受歡迎程度。  

《嫌疑犯 X 的獻身》主要內容講述一件令

刑警抓破頭皮的案件。負責調查的刑警草剃請

求草剃的大學同學，現任職帝都大學物理系的

湯川教授幫忙破案。湯川一開始拒絕，直到他

無意聽到案件與自己大學知己石神有關時，他

即以個人興趣為由，加入調查。案件被害者是

富美樫二，與前妻花岡靖子，育有一女。死者

前妻靖子擁有一間賣便當的小店，與女兒同

住，石神是他們鄰居。某天，富美樫二突然死

亡，屍體被發現時，手、腳、面部都模糊不

清，有明顯燒毀痕跡。死者前妻靖子一家有不

在場證據，警方不得不轉移調查其他人士。石

神與湯川見面幾次後，忽然向警方自首，但湯

川十分肯定兇手不是自首的石神，而是另有其

人……究竟案件發展如何，為什麼沒有殺人的

會無端自首？誰人才是真兇？殺人動機是什

麼？燒屍又有什麼陰謀？有興趣的同學可到圖

書館借來看看。  

東野圭吾的文筆細膩，描繪細緻，伏筆自

然，情節發展令人驚訝。文中有許多伏筆，例

如：流浪漢、數學老師等等角色的先後出現，

就令讀者充滿懸念。小說內容曲折同時非常富

啟發性，令人深思。如石神自首前說的一句

話：「揭破真相之後，沒有人會得到幸福」，

此語令湯川無語。這令我想到，我們做事前是

否要考慮利弊

和影響呢？  

  誠意向大

家推薦這顛峰

之 作《嫌 疑 犯

X 的獻身》，希

望大家喜歡。  

嫌疑犯 X的獻身 
東野圭吾著 

劉子倩譯  
（索書號： 861.57 5641） 

東野圭吾：《嫌疑犯Ｘ的獻身》 4E 張康寧  

活動預告 

專題書展 

12月12日至14日 

(星期四至星期六家長日) 
主  題：科普讀物 應試參考 

地  點：1/F 乒乓球場 

協辦書商：商務印書店 

中一級口述閱讀報告 

12月上旬至中旬 
協  辦：家長教師會 

由中一級同學以口述方式向家長義工

介紹書籍，表現良好可得優點及禮物

獎勵！ 

文學散步 

1月10日多元學習活動日 
外出考察，實地體會書本中的意境。 

密切留意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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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著名作家陳葒來校演講 

分享閱讀心得創作經驗    5B 黃子峰  

「多元學習活動日」，是我校每年的盛

事，不同級別的學生都會走出課室，參加學校

為各班級度身訂做的學習活動。於 2013 年 5

月 10 日中四級 B、C 班同學的上午活動為「作

家講座」。我校很榮幸邀請得本港著名兒童及

青年文學作家──陳葒先生到校任講座嘉賓，

為同學分享閱讀及創作經驗。陳先生說話幽

默、演講生動，加上素材生活化，實在令同學

獲益良多。  

 

苦悶的童年生活依靠「禁書」渡過  
  是次活動的講題是「我的閱讀和創作經驗

談」。陳葒先生首先介紹自己的閱讀經驗，他

的童年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黑暗時代──文化

大革命。在文革的恐怖陰霾下，作者一家老少

生活在家徒四壁的大屋中，什麼都不能做，連

話都不可多說，童年時的陳葒倍感生活寂寞苦

悶。某天，他無意間闖進大屋的閣樓，發現了

以往神秘的閣樓竟是個充滿書籍的寶庫，有文

言文的古典文學、也有白話小說，自此陳葒終

日便在閣樓書庫中浸淫，並且閱畢了他第一本

禁書──《說唐》，苦悶的童年從此充滿驚險

與樂趣。「當時正是文革時期，大部份的書籍

都被列為禁書，要上繳和銷毀，所以當時我躲

在閣樓看書，其實是違法行為，若被發現，可

能會被打為反動派。」陳先生自述時，仍不禁

為自己抹了一

把冷汗。  童

年時的閱讀經

驗令陳葒體會

到閱讀樂趣，

亦為他打下了

閱讀及文言文

的基礎。 

  

來港後生活艱苦 刻苦閱讀奠下文學根基  
  陳先生於十一歲移民香港，生活比以往更

加艱苦。「當時初來乍到，英語不懂，廣東話

又不會說，全家十一人只住在僅有二百呎的房

間，自己又找不到小學上學，生活過得很

苦。」縱使生活在逆境之中，但陳先生仍然沉

迷閱讀，並指出香港擴闊了他的閱讀思維，使

他見聞廣增，學問日進。「來到香港後，發現

閱讀原來非常多元化。那時剛剛開始接觸武

俠、科幻小說，使我大開眼界，但最令我為之

銘心的，是來自西方的短篇小說，它們不僅故

事有趣，而且能以小見大，看出深刻的思想，

為我日後創作奠下了穩固的根基。」陳先生於

講座上即席推介了幾本翻譯小說，例如：歐亨

利的《美琪的禮物》、莫泊桑的《羊脂球》、

《項鏈》等等，這些小說篇幅雖短小，但語言

幽默，且能反映現實。陳先生認為這些書籍激

發了自己寫小說的興趣，相信同學亦可從中學

習到不少小說的寫作技巧，非常適合同學閱

讀。  

  完成閱讀分享的部份後，旋即進入創作的

演講部份。陳葒先生指出，若同學希望把寫作

技巧運用得遊刃有餘，必須先懂得利用眼睛去

觀察，並從生活開始，分為表面、細節、內在

三方面。觀察事物的外表的中心、再仔細留意

事物的微小地方，發掘他的獨特點，並加以發

揮。最後便把觀察點伸延至內在的情感、道

理，把文章的立意建構出來。在講解的過程

中，陳先生還利用電腦簡報展示了不少有趣的

短片和圖片，使講座氣氛更加生動，引得不少

老師和同學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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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使得文章獨特  
  另外，陳先生指出若希望文章顯得出類拔

萃，同學必需善用逆向思維，亦即「創意」，

意思是把生活上視為常理的思想一反其觀，從

而啟發與別不同的構思，並將之引用至寫作

上。陳先生建議學生從修辭、內容和立意上出

發，多運用腦袋的創新思維，再把他們加以整

合，務求文章能做到結構嚴謹、內容充實和立

意深刻。最後，陳先生以中文老師過來人的身

份向在座各位中四級同學講授中文作文奪星秘

笈。要在文憑試中奪得 5**佳績，同學必須在平

日多閱讀、多觀察、多思考，想想如何在描寫

帶出新角度。考試時才可以手到拿來，輕易發

揮創意。陳先生以寫作題目《給聖誕老人的一

封信》為例子，指出一般同學寫的不外乎是向

聖誕老師要禮物。陳先生建議同學可以寫一些

較少人想到的內容，例如：投訴信、恐嚇信、

勒索信等等，這樣才可令評卷員眼前一亮。 

 

後記  

古語有云：「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

書」，聽完陳先生演講後，確實令人獲益良

多，講座最後在一片掌聲中完結。是次作家講

座能順利舉行，實有賴陳葒先生撥冗賜教，謹

此致謝。   

 

 

圖書館新置設施 新守則須加留意 
新學年回到學校，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學校圖書館有一番新景象。 在暑假期間學校圖書館重新規

劃佈置，同時添置新設施，歡迎各位同學多加善用。 

圖書館資訊 

電腦工作站 
 可供上網搜尋及列印資料 

 利用學校IP直接登入

WISENEWS瀏覽昔日新聞 

自修閣 
 原置於閣樓的英文書已遷放

於下層書櫃。 

 閣樓提供個人自修位、桌椅

及電腦（不能上網）作研習

之用 

還書車 
 自助還書服務（僅限未過

期物品） 

 節省排隊時間，亦可於管

理員當值時間外還書 

 每名同學限借書 3本，一般期限為 3星期，可以續借一次。 

 公開考試試題及指定參考書只可借 3天，可以續借一次。 

 遲還圖書每天每本罰款一元，不設上限。 

 同學拖欠圖書超過一星期會額外被記缺點，及後每天記缺點一個，直至

還書。 

 遺失或毀壞圖書須報告圖書館老師，並賠償失書市價/自行購回相同圖

書。再犯者予以缺點；屢犯者會被記小過。 

 

提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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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好圖書館專頁 

  獲取豐富獎品  

以智能手機掃瞄右下方的QR 碼，或瀏覽https://zh-hk.facebook.com/

pages/慈幼英文學校圖書館/219679044777687並加以讚好，即可接收閱

讀資訊、參加抽獎遊戲！ 

 

期期有獎 

喜閱有獎問答 
1.In the book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what bad habit does 

one of the characters Toad have? 

 

2.去年有多少位同學獲得哈佛圖書獎？      

3.陳葒先生在文革時閱讀的第一本「禁書」是什麼？      

姓名：      班別：      (     )  

參加辦法： 

1. 填妥以下參加表格投入圖書館門外收集箱 或 

2. 以inbox傳送答案及個人資料(姓名、班別、學號)至

圖書館facebook專頁。 

喜閱獎勵計劃（中一至中三） 

你可以透過以下方法得到獎品：  

 填寫閱讀紀錄(每 5項一個獎勵) 

 完成中/英文的閱讀任務 

 於晨早閱讀有良好表現 

 每月閱讀分享日中有良好表現 

 爭取全級/全校最高借閱量班別獎項 

 爭取全校最高個人借閱量獎項 

請沿虛線剪下表格並投放在圖書館門外的收集信箱內。截止日期：2013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