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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021/22 學年 圖書館通告 

「借閲實體書籍」 

 

爲了讓同學可以在「特別假期」閲讀實體書，圖書館精選了 52 本書，種類包括小説（文

學/科幻/推理/神秘)、科學讀物、勵志故事、消閑書等，鼓勵同學揀選並借閲。 

 

若同學希望借閲精選的書籍，請留意以下安排： 

1. 請同學在 Google 的借閱表格 https://forms.gle/z4Qzd6cg82jTQfvK7 登記，清楚填寫欲借

閲書籍的號碼，個人資料及手提電話，方便老師稍後聯絡。 

2. 書籍先填寫先得，表格生效至 4 月中。借閲 5 本書籍，更可獲得禮物一份。 

3. 同學或家長需到學校（門口更亭）領取書籍。圖書館老師將致電同學安排交收日期。 

4. 請注意若同學/家長 14 天内曾確診新冠肺炎或為緊密接觸者，請勿心急回校，圖書館將

保留同學的書籍到 14 天已過。 

5. 借出的書籍將記錄入圖書館的流通系統，還書日期將是復課後的第 2 日（暫定為 5 月 4

日）。同學需準時歸還書籍，以免逾期罰款。 

 

若對以上安排有任何疑問或有其他書籍想借閲，請致電 24652205 聯絡圖書館蔡老師或

李老師。 

 

精選書 

心靈勵志（請按一下藍色的書名閲讀書本的簡介） 

一名憤世嫉俗的年輕人來

到哲學家的小屋。 

當他聽聞哲學家主張「世

界無比單純，人人都能幸

福」，便決心前來推翻這

種謬論。他們開始了你來

我往的思考與論辯。 

 

年輕人原以為哲學家不過是昧於現實的昏庸老頭，但

是一夜又一夜過去後，年輕人反而陷入沉思。這個世

界，究竟是單純，還是複雜？人，到底能不能得到幸

福？問題不在於「世界」是什麼樣子，而在於「你」

是什麼樣子。 

「只有青春能啟發青

春，也只有青春能說服

青春。」 

 

棄醫從文的王溢嘉先

生，精挑了九十六位名

人偉人，迪士尼、蓋茲、

香奈兒、李嘉誠、李

安……，這些傑出人物在青少年階段，也和大家有同

樣的煩惱，會遭遇挫折跟困難，會茫然和困惑。他們

年少時追夢的可貴經驗和克服的過程，啟示莘莘學

子，青春就這麼一次，要從無限可能的生命中去尋找

美麗的青春，努力去彩繪自己的人生。 

球魂不滅: 

美國籃球眾星誌 

尋夢想：三指鋼琴家

的生命樂章‧黃愛恩

Connie Wong 真人故事 

點解學校無教過 

情緒科 

不勉強自己, 把日子

過成喜歡的樣子》 

2 1 

6 4 5 3 

https://forms.gle/z4Qzd6cg82jTQfvK7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3609?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83609?sloc=main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acd8fc96a0b62e1118b45e1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acd8fc96a0b62e1118b45e1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acd8fc96a0b62e1118b45e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410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410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421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4212?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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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請按一下藍色的書名閲讀書本的簡介） 

木乃伊竟然全世界也

有，非古埃及專利？ 

 

這些僵屍們有火製，有秘

製，更可以非人造？ 

 

死後顯靈、墓室詛咒、屍

體巡迴……鬆綁木乃伊

生前身後、你想像不到的奇怪事！ 

 

你的思考不是你的思考，你

的喜好也不是你的喜好。因

為操控行為的，是你體內的

科學。 

 

從基因、微生物、激素和環

境之間的交互作用，解釋人

類行為與思考背後的科學

影響力。 

看不見的鄰居 

「微生物」 

中學生必讀理科王 有趣到睡不著的地球科

學: 變成化石沒那麼簡

單 

9 星期摘 5**秘笈 

(生物) 

 

社會科學（中史/歷史/政治/哲學等）（請按一下藍色的書名閲讀書本的簡介）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5 

亂世三國篇 

（及其他冊數） 

 

三國是中國歷史上極受

後人關注、永/不缺“流

量熱度”的英雄時代，也

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彩

的亂世。肥志及他的團隊將在本卷中，通過十二隻

喵咪把三國向你娓娓道來，還原一個個撲朔迷離的

歷史故事，告訴你三國為什麼這麼火！ 

從零開始的 

圖解世界史筆記 

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

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

史 

全世界發生的大小

事務、各式情境都與

「哲學」息息相關。 

 

注意！讀完的副作用 

1. 可能會很長壽 

2. 學會淡定思考 

3. 改變人生 

應許之地： 

歐巴馬回憶錄 

秒殺旅款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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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81352824354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81352824354
http://www.wanlibk.com/cgi-bin/isbn_pages.asp?txtIsbn=978962147283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632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632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6321?sloc=main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Unstoppable/s/H5807001/%E7%8E%A9%E5%85%B7%E5%9C%96%E6%9B%B8/%E7%8E%A9%E5%85%B7%E5%9C%96%E6%9B%B8/%E8%A3%9C%E5%85%85%E7%B7%B4%E7%BF%92/%E5%85%AC%E9%96%8B%E8%A9%A6%E6%AD%B7%E5%B1%86%E8%A9%A6%E9%A1%8C/DSE/%E7%90%86%E7%A7%91/%E5%85%A8%E6%96%B9%E4%BD%8D%E6%96%87%E6%86%91%E6%87%89%E8%A9%A6%E7%B3%BB%E5%88%97-9-%E6%98%9F%E6%9C%9F%E6%91%98-5-%E7%A5%95%E7%AC%88%E7%94%9F%E7%89%A9/p/H5807001_S_9789882362727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Unstoppable/s/H5807001/%E7%8E%A9%E5%85%B7%E5%9C%96%E6%9B%B8/%E7%8E%A9%E5%85%B7%E5%9C%96%E6%9B%B8/%E8%A3%9C%E5%85%85%E7%B7%B4%E7%BF%92/%E5%85%AC%E9%96%8B%E8%A9%A6%E6%AD%B7%E5%B1%86%E8%A9%A6%E9%A1%8C/DSE/%E7%90%86%E7%A7%91/%E5%85%A8%E6%96%B9%E4%BD%8D%E6%96%87%E6%86%91%E6%87%89%E8%A9%A6%E7%B3%BB%E5%88%97-9-%E6%98%9F%E6%9C%9F%E6%91%98-5-%E7%A5%95%E7%AC%88%E7%94%9F%E7%89%A9/p/H5807001_S_9789882362727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1820?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1820?sloc=main
https://hummingpublishing.com/product/%E3%80%8A%E7%A9%BA%E7%99%BD%E7%9A%84%E4%B8%80%E7%99%BE%E5%B9%B4-%E6%95%99%E7%A7%91%E6%9B%B8%E4%B8%8D%E6%9C%83%E5%91%8A%E8%A8%B4%E4%BD%A0%E7%9A%84%E9%A6%99%E6%B8%AF%E6%AD%B7%E5%8F%B2/
https://hummingpublishing.com/product/%E3%80%8A%E7%A9%BA%E7%99%BD%E7%9A%84%E4%B8%80%E7%99%BE%E5%B9%B4-%E6%95%99%E7%A7%91%E6%9B%B8%E4%B8%8D%E6%9C%83%E5%91%8A%E8%A8%B4%E4%BD%A0%E7%9A%84%E9%A6%99%E6%B8%AF%E6%AD%B7%E5%8F%B2/
https://hummingpublishing.com/product/%E3%80%8A%E7%A9%BA%E7%99%BD%E7%9A%84%E4%B8%80%E7%99%BE%E5%B9%B4-%E6%95%99%E7%A7%91%E6%9B%B8%E4%B8%8D%E6%9C%83%E5%91%8A%E8%A8%B4%E4%BD%A0%E7%9A%84%E9%A6%99%E6%B8%AF%E6%AD%B7%E5%8F%B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469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4691?sloc=main
http://www.goodread.com.hk/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roduct_id=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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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説（科幻/懸疑/驚悚/文學）（請按一下藍色的書名閲讀書本的簡介） 

在某個世界裡，人們會

被隨機帶到一個只有

末日的平行世界之中。 

他身具異能，天生沒有

驚慌的感覺，眼中的三

色世界可預告危機所

在。他能否帶領同伴，

在每一個末日世界中

完成任務？ 

他夜裡溜進她們的

家，悄悄走進臥室……

兇手精確的刀法令人

驚訝，警方唯一的線

索，就是過去一樁幾乎

完全一樣的兇案中，一

名倖存的被害人…… 

 

做好心臟加速、脈搏狂跳的心理準備！ 

歡迎光臨夢境百貨：您所

訂購的夢已銷售一空 

龍與雀斑公主 哈利波特: 

鳳凰會的密令 

（及其他冊數） 

十宗罪前傳上 

 （及其他新的冊數） 

查理九世 

(第 10-28 冊) 

三體 

（及其他冊數） 

 

修煉 

(第 1-5 冊） 

 

幻愛 

 

 

你想在零晨三點聽見誰

的晚安 

不要再回覆他的短

訊, 好嗎 

魯迅經典作品精選 一米四八 

Dog Man 8: Fetch-22 

（及其他冊數） 

Diary of a Wimpy Kid 

12: The Getaway 

（及其他冊數） 

The Midnight Library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及其他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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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79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79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1206?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163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1632?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5458?sloc=main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ab87cc56a0b62bd718b458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3508?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606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9427?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3719?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3719?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465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465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62290?sloc=main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book/details/5774f34c6a0b62c8098b468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39452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7188451?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7188451?sloc=main
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589426819761620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379993?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379993?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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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閑/外語/食譜/體育/電腦）（請按一下藍色的書名閲讀書本的簡介） 

軍事武裝圖鑑 從野外遇難到天災意

外的超級生存術 

解密工作室: 

千禧十大奇案 

咪後鬼故 

新手漫畫技法教程 

零基礎漫畫素描入門 

角落小夥伴大圖鑑 用零食學日語 IG 韓語貼文日記 

輕鬆學會 運算思維與

C++程式設計實例 

JAVA 最強入門邁向頂

尖高手之路－王者歸

來 (第二版) 

你的第一本入廚天書:  

80 個必學的日常小菜 

新手也能上手: 

零失敗! 

自宅麵包烘焙教室 

低醣.生酮 

10 分鐘甜點廚房 

超療癒造型甜點: 棉

花糖小動物 ×  

造型戚風蛋糕 

必學的免焗甜品 

 

 

 

 

 

 

核心肌群訓練解剖全書：每

週 3 天，擁有超型腹肌、強

健體能，打造不疲累的身體 

 

 

此告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校長 

                                                           葉偉儀 謹啟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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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79485?sloc=main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0727?loc=P_0003_006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0727?loc=P_0003_006
https://www.mybookone.com.hk/page/detail_w/1397960859280797697/%E8%A7%A3%E5%AF%86%E5%B7%A5%E4%BD%9C%E5%AE%A4%E5%8D%83%E7%A6%A7%E5%8D%81%E5%A4%A7%E5%A5%87%E6%A1%88/9789887570806.html
https://www.mybookone.com.hk/page/detail_w/1397960859280797697/%E8%A7%A3%E5%AF%86%E5%B7%A5%E4%BD%9C%E5%AE%A4%E5%8D%83%E7%A6%A7%E5%8D%81%E5%A4%A7%E5%A5%87%E6%A1%88/9789887570806.html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04246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6902504235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2690250423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490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855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944?loc=M_0085_006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647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647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311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311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73110
https://www.mybookone.com.hk/static/detail_w/YWxsLnNhbGVJZC4xMjgxNjM0NTYxMjE0Njk3NDc0.html?c=bookCate
https://www.mybookone.com.hk/static/detail_w/YWxsLnNhbGVJZC4xMjgxNjM0NTYxMjE0Njk3NDc0.html?c=bookCate
https://www.cosmosbooks.com.hk/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11701&product_id=986370341
https://www.cosmosbooks.com.hk/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11701&product_id=986370341
https://www.cosmosbooks.com.hk/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11701&product_id=98637034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1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41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14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14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149
https://www.hkbookcity.com/showbook2.php?serial_no=25359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574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574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5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