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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在第一期圖書館通訊《喜閱》與大家見面。在此，先祝各位同學新的一年可以多讀點書，增長知識，可以做一個博文約禮的好公民。 構思《喜閱》這份圖書館通訊，最初是希望有多一個平台向各位同學推介圖書，同時希望介紹一些閱讀策略給大家，幫助大家讀書求學，追求好成績。大家都知道，我們學校的圖書館很大，有很多書，但當中有哪些書適合自己呢？又或者，你有沒有想過，你「應該」看哪些書呢？沒錯，圖書館是有很多的藏書，但圖書館絕不是「藏書館」！每一本書，在圖書館出現，只有一個理由、一個責任，就是幫助同學成為一個更好的人(to be a better man)。如果書本在圖書館中只是被束之高閣，大家對它們又不聞不問，書本就不能發揮它們的功能，也沒有了存在的意義。所以，當初我想透過《喜閱》做的，只是單純地希望把「好看的書」介紹給「合適的人」，有點兒似紅娘和月老，為書本找尋它的 Mr. Right。 既然說得是當初的單純意願，這就意味著，之後有些事情發生了，也有些事情變得複雜了…… 第一件事： 8 月--誠品開幕 誠品 8月 11日開幕，喜歡湊熱鬧的香港人一早已經迫爆了安靜而優雅的誠品。或者我們同學當中，有不少已經在誠品留下了足印。但令我感動的不是人數，而是誠品推廣閱讀、介紹圖書的態度。每次造訪誠品的 facebook，都可以見到如詩一樣的書籍推介。推介書籍的文字，原來可以是這樣的一片風景！還有充滿熱情「狂熱閱讀」與溫柔體貼的「深夜書堂」。一所營商謀利的企業尚且如此有誠意的推廣閱讀，我，作為圖書館主任，怎可以輕率？ 第二件事： 9 月--學民思潮 由一班中學生發起的學民思潮，為反對國民教育大聲疾呼、鐵屋吶喊，最終喚起十萬人佔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遍地開花。作為老師，一個中學中文老師，一個教中國歷史的老師，我豈能袖手旁觀？我真誠的認為，認識中國國情，了解中國歷史，每個中國人都是責無旁貸的。但，是否要開設這樣的國民教育科呢？學校要教學生認識中國，為什麼不是中國歷史科呢？為什麼老師要評核學生是否有情感觸動？一連串的問題，若不是學民思潮的出現，大概也沒有幾個人覺得有問題。誰說中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既知如此，推廣閱讀就更加要小心謹慎。我絕對相信一個人讀些什麼書，就會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因此，作為一個推廣閱讀的老師，我深知自己責任之大，任重道遠。要讓同學喜愛閱讀，更加要讓同學懂得閱讀、學會閱讀，透過閱讀認識世界、了解自己，達至終身學習。《喜閱》的任務便不只是介紹一下新書那麼簡單了。第一期《喜閱》會和大家一起看看學校所在的社區—筲箕灣，認識世界，始於足下。書籍介紹就由中國歷史科入手，希望大家在反國教的聲音下，可以從書本裏認識中國。   最後，這份《喜閱》是我和陳力行老師送給大家的一份心意，寄寓了我們對同學的夢想和期望，希望大家天天喜悅，天天喜愛閱讀。   (劉雅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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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新任圖書館長同你 Sa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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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面八方，霧是重重疊疊地滾來的呀── 從清水灣，從將軍澳，從大浪灣，從柴灣，從

九龍的山的那一邊，霧來了；霧集中在鯉魚門的海峽上，然後向筲箕灣的海面拋放出它的密密

的網──它包圍著每一隻古老的木船，每一隻身經百戰滿身創痕的捕魚船…… 」 

－－舒巷城 《鯉魚門的霧》 雄被困筲箕灣，問君何日到中環」的俗語出現。   今天筲箕灣最熱鬧的東大街，昔日亦是漁民售賣漁獲、買賣日用品的市集。在 19世紀以前，東大街所處的位置已是海濱，因此不少漁民在此靠岸，漸漸形成市集。今日的東大街雖然已不可見到漁民活動的蹤影，但憑東大街上的數間廟宇，也可窺探到當時漁民的宗教生活。   所謂「行船走馬三分險」，捕漁是風險很高的行業，漁獲多寡得看天氣，再加上香港經常遭受颱風的侵襲，遇上暴風雨時漁民隨時命喪汪洋。 因此漁民都對神祇心存敬畏，祈求風調雨順，家人平安歸航。因此今日筲箕灣東大街一帶仍有不少廟宇，其中又以位於街道正中的天后廟，最具代表性。天后是漁民最為信奉的神祇，又稱為媽祖，相傳她經常乘一張葦蓆往來海上，拯救一些遇溺的人，人們便尊奉她為保護海上安全的神靈，並建廟祭祀，以祈求平安。東大街的天后廟是由當

本月專題：：：：    

「我的家躍然紙上」東區文學散步  

抗日戰爭期間，舒巷城曾隨家人回內地避難。光復後返回香港，先後在商行、 建築公司、教育機構等任職，業餘不忘寫作，在報刊上發表，其短篇小說〈鯉魚門之霧〉曾數次被人抄襲拿去參加徵文比賽，而且更因拿了冠軍而成為一時佳話。 。小說家梁羽生曾稱讚「舒巷城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熟悉香港小市 民生活，他的作品可說是最有香港的『鄉土』特色」 。   
 

1962年的筲箕灣，仍是一片漁村氣息。 

延伸閱讀 描 寫 東 區 的 作 家 之中，不得不提香港作家 舒 巷 城。舒 巷 城
(1921-1999)原名王深泉，在香港西灣河、筲箕灣一帶長大和受教育，因此特別擅於描寫舊時的香港面貌。  
 

筲箕灣、西灣河、太古這些地方，都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地方。在我們走過

的每一段道路、每一個角落，背後有過的歷史，那些文人墨客留下足跡，

你又知道幾多呢？為了讓同學更認識描寫我們生活的社區的文學作品，閱

讀推廣組特意於 6 月份舉辦了「我的家躍然紙上－東區文學散步」，本期

專題將會介紹香港東區的歷史。     筲箕灣：純樸的漁村 筲箕灣位於港島的東陲，從名字已可知道因為其海灣狀似筲箕，是漁民避風的天然避風港，因而得名。早在香港開埠之前，已有漁民聚居，但隨港島市區的發展，筲箕灣的對外交通顯得不便，只有班次疏落的街渡往來九龍鯉魚門、中環等地，因而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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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鯉魚門的霧鯉魚門的霧鯉魚門的霧鯉魚門的霧    

舒巷城 著 （待上架） 《鯉魚門的霧》是舒巷城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其中的同名小說〈鯉魚門的霧〉描寫了一個在香港筲箕灣長大的水上人「大貴」，童年時望著父親出海捕魚，消失於鯉魚門大霧之中，其後父母雙亡，在外地漂泊十五年後返回故里時，又遇上茫茫大霧，表達出深邃的意境。整本小說集均反映了舊香港的情懷。 

 

地漁民及商戶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創建，歷百多年歷史，現已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廟內除了供奉媽祖外，亦供奉關帝、觀音、呂祖、黃大仙等神祇，因此該廟也有「觀音借庫」的傳統習俗。 香港早期的漁民生活頗有特色，例如他們勞動時所唱的鹹水歌，通過男女對唱、傳達感情，現今已很難聽到了。另外，同學可能也吃過的「艇仔粥」，起源於廣州荔灣，原來也是漁民以魚骨熬粥，加入魚片、蝦仁、魷魚鬚等配料，在艇仔上販賣，香港作家舒巷城的小說〈鯉魚門的霧〉之中，就有描述蜑家（漁民）賣艇仔粥的情況。 阿公岩：香港早期的石材來源 除了漁業外，毗鄰筲箕灣的阿公岩亦大有來頭。18世紀中葉已有一批來自惠州的移民定居於阿公岩一帶，以開採花崗岩為生。至於「阿公岩」所指的「阿公」又是誰呢？原來就是位於海旁譚公廟所祭祀的「譚公」。 譚公廟建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東大街最初的發展，集中在天后廟附近，還未發展到阿公岩那一邊，是以阿公岩的譚公廟，到光緒末年才擴建成一問大廟。譚公是惠州地區所信奉的海神，隨惠州移民而傳至香港。走進譚公廟，您會發現譚公的塑像竟是小孩模樣。那是因為他年少得道，練成長生不老之術，故能保持孩童的容貌。 譚公廟不但是從前附近鄉民議事的地方，也是鄉民設立學校之處，兼具宗教、教育、鄉政的功能，到了今天雖然附近已甚少漁民，但從廟內保存的重修碑記上的贊助名錄，仍可見當年不少商號的名字，同時印證筲箕灣區的經濟發展。而到了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的譚公誕，仍有盛大的龍獅麒麟和飄色巡遊大會 ，吸引中外遊客參觀。 隨著社會發展，筲箕灣的人口亦日漸增多，至1920年代，區內開始出現一些小型工廠，漁業亦隨社會改變而日益息微。戰後大批內地移民的湧入，更在山上興建大量鐵皮寮屋，導致區內生活環境惡劣。至60年代，政府開始規劃區內居民住處，例如在1964年建成明華大廈。而隨著數次不同的火災、風災出現，政府開始全面清拆所有木屋及石屋，改建成日的耀東村、愛秩序村，形成今日的社區面貌。 

1900年代的筲箕灣交通十分不便。  

筲箕灣東大街逐漸發展成區內的主要商業街道。  

戰前的筲箕灣譚公廟，可見廟前仍是海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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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太古」 西灣河至到今日太古城、太古坊一帶，原來曾是太古船塢、太古糖廠、太古汽水廠的位置。香港島本來是沒有「太古」這地名的，而「太古」本來是老牌英資洋行的名字。傳說太古洋行的大班要為公司起中文名字時，因為看到當時中國人在過年時家家戶戶都掛上「大吉」，認為必定是好名字，但又不擅於寫中文字，於是依胡蘆畫瓢地寫成了「太古」。 今日太古城的位置，正是昔日的興建於 1901年的太古船塢，配合當時香港作為轉口港、發展海上貿易而提供服務，是一座巨型造船和郵輪維修工廠。直至 1970年代經濟轉型，糖廠和船塢先後關閉，原太古船塢的員工宿舍改建為太安樓、太康樓、太富樓、太順樓和太祥樓。而 1970年代起，船塢原址被太古地產分階段重新發展，建成了現時的「太古城中心」。  文學散步 深入文本 了解過以上有關東區的歷史後，相信同學對自己居住的社區也會多添一份親切感。在上學年試後活動、6月 29日舉行的「我的家躍然紙上」東區文學散步活動，正好讓同學通過了解東區歷史、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深入體會小說的韻味。 當天與同學分享的正是舒巷城的短篇小說〈鯉魚門的霧〉，雖然因颱風關係未能與同學出外考察，但由劉雅慧老師、劉碩偉老師、杜天蕊老師和陳力行老師演出的讀者劇場，令參與同學耳目一新，更深入體會了小說主角的心境。此外，同學的小組討論、讀者劇場等，都顯示出能深入思考小說的主題。而最後同學以小說人物的身份寫信，情感真摯，令老師讚賞不已。本年閱讀推廣組亦會舉辦類似活動，請各同學密切留意！  (陳力行老師) 

1950年代的太古船塢鳥瞰 

延伸閱讀 

香港文學散步香港文學散步香港文學散步香港文學散步    

小思 編著 

索書號： 838 211 《香港文學散步》起先是一本由著名香港文學研究者盧瑋鑾(小思)教授撰寫的一本書籍，內容主要介紹幾位中國著名文人學者在港活動的場所及他們在港的故事。從書中你會發現，原來香港絕非「文化沙漠」呢！ 

同學用心討論小說內容 

參與讀者劇場、感受小說主角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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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活動回顧：活動回顧：            

台灣考察團台灣考察團台灣考察團   誠品購書行誠品購書行誠品購書行   位於銅鑼灣的香港誠品書店早前開幕，引來城中熱話。早前承蒙課外活動組連同中國歷史科，於 2012年 7月 9日至 12日、試後活動期間，舉辦台灣四天考察團，同學除了考察台灣的社會民情、歷史文化之外，亦有機會參觀位於台北信義區的誠品信義旗艦店，感受台灣的閱讀文化。 當天考察團團員獲派重要的任務──為學校圖書館選購書籍。到達誠品信義旗艦店後，同學隨即到不同的區域挑選自己喜愛的書籍。由於誠品信義旗艦店面積不少，而且書籍種類繁多，使同學都有如劉姥姥入大觀園，花多眼亂。而且書店有不少台灣作家或本土出版的書籍，與香港書店常見的書籍比較，別有一番景象。 台灣的閱讀風氣盛行，從誠品書店的觀察亦可見一斑。誠品信義旗艦店內處處是「打書釘」的遊人，不少更席地而坐，自得其樂。台灣誠品書店有別於香港一般書店，除了是買書的地方外，更是舉辦新書發表、表演藝術、藝文講座的場所。現場觀察，書店內除了一般的書籍展示區外，更融合了小講室、藝術展區，甚至在售賣飲食烹飪書籍的區域內，更設有廚房現場煮食，使閱讀活動不單停留在紙上。 台灣考察團的同學從台灣選購的書籍希望和同學分享，待完成登記後便可以在圖書館借閱了。同學謹記留意啊！圖書館學會亦有機會帶領同學到香港的書店購書，敬請密切留意。         (陳力行老師) 

與香港誠品一樣，設有空間作為文化講座、作者交流的場地。 

  

我們從台灣帶回來的書…… 

誠品書台內的烹飪示範區。 

《29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 秦嗣林 （待上架） 典當在台灣一度十分盛行，本書作者從事典當行業三十年，曾擔任台北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現在為大千典精品質借（當舖）機構執行長。在他從事典當事業的人生之中，遇上了不少啟發性的人和事，書中記戴的不單是光怪陸離，而是描述生命給予的感動與學習。各形各色的人、意想不到的當品、不可思議的典當故事……揭開面紗，一窺當舖裡的人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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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同學自行制定閱讀計劃、了解每學期的閱讀進度，本年

度的晨早閱讀時段將推行「喜閱」獎勵計劃。計劃內容如下： 

• 每人一本「喜閱」獎勵計劃紀錄冊，學生須自行保管 

第一部份：自主閱讀計劃 
♦ 紀錄冊內會提供推介書目（包括課室中文書箱書目及中

文老師專業推介） 

♦ 學生每個晨早閱讀時段後紀錄閱讀進度，包括書名、每周

閱讀頁數、每學期閱讀書本數目 

第二部份：十大任務 
♦ 為了鼓勵同學深入閱讀書籍，設有十大任務（初中及高中

不同），例如改寫結局、給作者寫信等。 

♦ 同學可自由選擇完成，在一個學期內完成得愈多任務得

到獎品愈豐富。完成一定數目便可帶同小冊子到圖書館

換取禮物。 

• 每學期結束由各班閱讀大使收集進行統計。 

 

  

節目巡禮：節目巡禮：節目巡禮：            

「喜閱」獎勵計劃及「喜閱」獎勵計劃及「喜閱」獎勵計劃及晨早閱讀晨早閱讀晨早閱讀紀錄冊紀錄冊紀錄冊      

獎品豐富獎品豐富獎品豐富獎品豐富！！！！    

獎品１：「換書證」免費擁有一本圖書館註銷書籍，隨意挑選！ 

獎品２：「購書證」替學校圖書館購買一本你喜歡的書籍，並可優先試讀 

     （必須為館藏以外書籍） 

獎品３：「書展現金券」於校書展內作現金使用 

 

獎勵方式獎勵方式獎勵方式獎勵方式    

「喜閱」金獎：於一學期內完成十大任務，可得全部３款獎品（換書證購書證、書

展現金券） ，並給予小功； 

「喜閱」銀獎：於一學期內完成 6個任務，可於３項獎品中任選其一，並給予優點； 

「喜閱」銅獎：於一學期內完成３個任務，可給予優點。 

 

第一階段喜閱獎勵

計劃先於初中推行 

有興趣參與的高中

同學請到圖書館與

劉雅慧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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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好書推介好書推介好書推介：：：：中史中史中史中史科歷史科歷史科歷史科歷史人物閱讀書人物閱讀書人物閱讀書人物閱讀書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圖書館活動預告圖書館活動預告圖書館活動預告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孔子孔子孔子孔子    

《《《《孔子新說孔子新說孔子新說孔子新說────────在考驗中成長在考驗中成長在考驗中成長在考驗中成長》》》》    傅佩榮著傅佩榮著傅佩榮著傅佩榮著    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 121.23/ 2329 121.23/ 2329 121.23/ 2329 121.23/ 2329     

一說到孔子，大家可能會聯想到古板的老頭子，而《孔子新說──在考驗中

成長》一書，則通過五十則孔子的小故事，道出孔子的出生背景介紹、求學

與成長過程、生活經驗的分享、他與學生們的交流和互動等等，使孔子的形

象在紙上更為活靈活現。     
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唐玄奘唐玄奘唐玄奘唐玄奘        

《《《《漫畫中國名人傳記漫畫中國名人傳記漫畫中國名人傳記漫畫中國名人傳記：：：：玄奘玄奘玄奘玄奘》》》》        鄒恆月等鄒恆月等鄒恆月等鄒恆月等著著著著            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 229.34/0073 229.34/0073 229.34/0073 229.34/0073     

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可能為人熟悉，但歷史中真實的唐三藏原形－－玄奘法師你又認識多少？玄奘致

力於交流中印文化，曾留學印度 17 年，回國後創新譯法，總計翻譯了 1335 卷佛教經典，又奉命將老

子的「道德經」譯為梵文（古印度文）傳到印度去，更將印度的「因明學」，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邏輯

學帶回中國。《漫畫中國名人傳記：玄奘》深入淺出介紹玄奘生平給同學。     
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李鴻章        

《《《《大清海軍與李鴻章大清海軍與李鴻章大清海軍與李鴻章大清海軍與李鴻章》》》》    錢鋼錢鋼錢鋼錢鋼著著著著    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索書號：：：： 627.86 8387 627.86 8387 627.86 8387 627.86 8387     

說到李鴻章的成就，不得不提建立第一支中國西式海軍──北洋艦隊。早在

19 世紀 80 年代，北洋艦隊已是世界第八大的海軍、擁有 7300 噸級鐵甲艦，

艦長經留洋學習，作戰訓練全部用英語發令。為什麼最終滿清仍難逃戰敗命

運？《大清海軍與李鴻章》作者是著名報告文學家錢鋼，藉著北洋海軍成軍

100 週年紀念而著成，且看李鴻章如何在中華帝國將要倒下之際力挽狂瀾。    

開館誌慶推廣活動開館誌慶推廣活動開館誌慶推廣活動開館誌慶推廣活動 

♦ 高中同學(F.4-F.6)只要於開館後首兩星期到圖書館借閱圖書，並成為<十大最高借閱量同學(高

中組)>,即可獲[校內書展現金券]一張,名額 10 個，送完即止! 初中同學只要於開館後首兩星期

到圖書館借閱圖書，並完成<喜閱閱讀獎勵計劃>紀錄冊中的任何一個[十大任務],都可獲換書證

或購書證一張,名額 30 個，先到先得,! 優惠期有限(24/9—5/10)，請同學從速參加! 

♦ 商務印書館將於 10 月 17 至 19 日到學校乒乓球場舉辦書籍展銷。為配合音樂雙週，是次書展將

會有不少音樂類圖書，例如音樂家傳記、樂譜、樂器介紹的書本。同場還有青少年文學及流行

讀本，同學萬勿錯過。提提大家，如果你手頭上有「書展現金券」，記得帶回校買書，可以減

五元。大家快些努力完成十大任務，換取「書展現金券」！而書展期間買書，更可記算作一次

「喜閱任務」，買書時記得要收銀員幫你蓋印啦！ 

♦ 初中同學如果完成《喜閱閱讀紀錄冊》任何三個、六個或十個任務，就可以到圖書館聯絡劉雅

慧老師換領獎品。如同學遺失了閱讀紀錄冊，可到圖書館補領。 

    

《《《《喜閱喜閱喜閱喜閱》》》》徵稿徵稿徵稿徵稿    

    本月刊歡迎同學推介圖書或撰文分享閱讀心得，現正徵稿。有興趣同學可到圖書館聯絡劉雅慧

老師。所有成功投稿的同學可獲優點(一個)及三款圖書館優惠卡中的任何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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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工作點滴 黎永明修士贈言 我在圖書館剛好工作了十年，今次我想作我們學校圖書館小小的簡介。學校圖書館的面積大過兩個課室，樓面高更有一個閣樓，為一間普通中學是足夠的。它的位置近學校大門，是學生出入學校必經之路，搭電梯的人反而不會經過。每日學生回到學校時、很多學生先到圖書館休息一會，更可以預備功課。中午出外吃完飯後返回學校、或放校後在大操場踢完波離開學校前、亦有很多學生到舒服的圖書館休息一下。所以每日學生到圖書館的出席率很高，平均每日有三至四百人次出入之多。讓學生這樣出入圖書館則很難完全寧靜。 我們圖書館藏書也超過一萬本書以上(中文書七千多、英文書四千多) ，另外還有很多雜誌，報紙，光碟，和 SBA 等書籍給學生借閱。圖書館亦有影印，釘裝，過膠等服務。圖書館平均每月都買一些新書給學生參考和閱讀，今年我們買的書量更多了一倍，是因為買了很多新高中課程的書籍，同時很多科主任、今年也買了一些和他們科目有關的參考書給學生參考，以備來年的校評。 在圖書館工作有時清閒有時忙碌。每次買回來的新書籍，我要將每本書分類，登記，打印，貼紙，包裝並把該本書的詳細資料、如書名，作者，出版公司，出書日期，類別，內容，甚至書本的頁數和書本的大細尺寸等，都要登記在電腦中，日後給讀者參考。每日圖書館有借還書籍給學生。年中我有三次邀請外界書局到學校作書展。老師有需要的話、我為他們預備合適的書籍讓老師帶領學生到圖書館借閱。農曆新年期間有書法比賽和猜燈謎比賽。幸有圖書館助理陳國忠先生的幫忙，每次他很快便幫我做好一切。圖書館亦有圖書館組，有二十多位好幫手的學生，每日安排兩三位同學輪流出席，在圖書館幫助借書給同學和收拾還書放回架上。我們圖書館開放的時間比較長。在上課天、圖書館是由早上七時半開放到晚間六時半，幸有舊生譚德光先生在放學後三點半鐘回來打點一切，他更常常幫忙學生補習英文。 

 參加辦法：填上答案後把本部份沿虛線剪下，於 10 月 5 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到圖書館內的收集箱。答對全部題目的同學可獲圖書館優惠卡一張及禮物一份，名額 5 個。如答對人數多於 5 人將抽獎決定得獎者。結果將於下期《喜閱》公佈。 
９９９９月月月月「「「「期期有獎期期有獎期期有獎期期有獎」」」」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問答比賽                        姓名：      班別：       

黎永明修士在慈幼會服務多年，而擔任圖書館主任亦有十年之久。黎修士於去年榮休，並繼續於澳門服務。在此謹祝願黎修士生活愉快！ 
圖書館，每年除了更新書本外，內部都有很多更新，只是外型完全沒有改變。其實在這十年內、圖書館內的牆壁也完全油了兩次，由以前的淡黃色轉為淺綠色。每次都在暑期中更新，所以學生在放暑假回來學校時注意不到。圖書館全部的鋁窗，光管，冷氣機，椅子等等，與前幾年完全不同。去年才換了全部電腦的硬件，最令學生覺得改變的，是今年圖書館六部最古舊及巨型的電腦螢幕，轉換為二十二吋的大 LCD電腦螢幕。  我希望來年圖書館「與時並進」和各學科協作，在學校課中參與及發展，並深化閱讀興趣與習慣，更啟導學生，使他們有機會學習和有地方休息。                   (黎永明修士) 圖書館共有多少部電腦供學生使用？ 答案： 圖書館影印一張單面 A4紙收費多少？ 答案： 圖書館管理員每次可借書 4本，那一般學生可以借書多少本？ 答案： 逾期還書每一本書的每天罰款額是多少？ 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