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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劉畢綺青老師 

 

書    名： 做自己的生涯規劃師 

 

作    者： 張文彪 

出 版 社： 突破出版社 

國際書號： 9789888562053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周星馳的經典金句︰「做人如果無夢想，和鹹魚有什麽分別？」大家對這金句都會很有共

鳴。但是，我們又有幾多同學已經清楚自己有甚麼夢想；又有幾多同學已經為自己定下清晰的

目標，製訂了有系統的計劃去追夢呢？ 

很多時同學都不認真地對待「生涯規劃」，認為只是堂上隨便聊聊的一個話題，大家都不

會想長遠的事，因為他們認為這並不是能掌控的事，但事實上理想的生涯規劃能讓你更了解自

己的性格和才能，有助你計劃人生的每一步。 

今次推介的書是《做自己的生涯規劃師》。本書作者張文彪博士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他在本書內教導我們必須好好走人生的道路，好讓自己一生無悔。 

此書吸引之處就是透個分享多個追夢的故事，包括﹕音樂家、電影編劇、攝影師、老師、

護士、寫作人等，讓讀者見証他們的心路歷程。各人追夢的遭遇都不同，有努力的、有辛酸的、

有掙扎的、有滿足的……寄望同學都能有所領悟，然後好好計劃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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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陳俊雄老師 

 

書    名： 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 

 

作    者： 范永聰博士、范詠誼、楊映輝 

出 版 社： 非凡出版 

國際書號： 9789888572069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成長於公共屋邨之中，或許沒有富足的物質，然而我們能夠從那小小的公屋單位所得

到的，又何止一個安穩的家而已？」 

本書三位作者由一對兄妹 + 妹夫組成，三人同在公屋長大。他們從情感與回憶出發，透

過一篇篇動人文字，重塑當年屋邨生活的可愛片段。 

‧跨樓層捉迷藏    走廊、梯間你追我逐！ 

‧電視劇大結局    隔著鐵閘跟鄰居討論劇情。 

‧叫賣白糖糕、磨鉸剪    待在家門等小販。 

‧晾曬衣服的「三支香」    化身大力士將曬衣竹舉出窗外。 

‧農曆新年    大年初一互相拍門派利巿。 

這些畫面都令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 

這本書有機會令你們更了解父母的童年生活，打開大家的話題。 

 

推薦老師姓名︰ 陳熙棠老師 

 

書    名： 十 句 話 ， 一 輩 子 受 用  

 

作    者： 蔣慧瑜 

出 版 社： 青源出版社 

國際書號： 9789888021574 

出版年份： 201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三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人生中，難免會遇上挫折。在你感到氣餒的時候，你最想得到甚麼安慰？有時

候，只要簡單一句話，便能讓大家恍然大悟，從煩惱的死胡同中清醒過來，一生受

用。  本書精選了有關人生不同方面的十句話來啟迪讀者的心靈，再配合一些故事

和個案分享，讓大家對處世哲學作深入的反思，期望能夠給大家一些人生啟發外，

更希望大家能夠給自己打打氣﹗  

本書特設「做自己的人際關係導師」一章，希望大家從中了解人與人之間的磨

擦，其實是基於彼此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出發點。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對人有要求，

但不是苛求﹗讀過本書後，大家可以慢慢改變自己的學習計劃，給自己多留些活動

時間，加強體育鍛煉，讓身心更健康。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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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陳凱茵老師 

 

書    名： 環保政策與綠色生活：國際視野下的香港 

 

作    者： 何偉歡、羅金義 

出 版 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88758463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環保議題一直以來備受關注，香港人對眾多不同的環保議題頗為熟悉。噪音污染、水資

源管理、空氣污染；即將立法通過的垃圾收費計劃；環境保護署設計的「大嘥鬼」惜食運動；

以至於疫情下的垃圾棄置等議題，大部分香港人也曾經聽聞，然而即使有眾多環境保育的計

劃，在整體環境保育的政策上，香港仍然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書中除了提及眾多環保議題及環境發展的理論，亦配合香港的政策內容，比較香港與其

他地區的發展情況，嘗試對比出香港發展環保政策的不足之處，讓讀者對環保政策趨勢有更

具體的掌握。以兒童的玩具數量為例，香港約有 65%小朋友擁有 50 件或更多的玩具，但其實

玩具適合幼兒的「成長需要」週期卻極短，書中更進一步提到，我們父母、甚至祖父母時期

的塑膠玩具，可能仍存在於地球某一角落上，尚待分解。這書吸引我們反思每一種類的物品，

應該如何處理，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除了上述議題，書中亦提到一些 2020 年後值得留意的環境趨勢，包括︰疫情下的塑膠廢

料、電動車發展、斷捨離引致的浪費問題等。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到圖書館借閱這書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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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朱家駿老師 

 

書    名： 向星星祈願：50＋1 個克服學習困難的故事 

 

作    者： 史黛西‧坎貝爾(Stacey R. Campbell)  

出 版 社： 小熊出版‧讀書共和國 

國際書號： 9789578640733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相信各位同學今個暑假一定是忙於欣賞奧運會的了，在讚歎運動員表現出色，支持心目中

的英雄的同時，相信你我都會有過類似的想法︰如果我也可以像運動員一樣厲害、一樣成功就

好了，不過就是有一些問題拖後腿︰我天生不夠聰明、手腳不夠靈活…… 
 

這本書《向星星祈願》的主角善德也差不多，他僅是希望及得上班上的同學，卻因為多重

學習瘴礙︰亞斯伯格症、注意力缺乏/過動症及輕微的閱讀障礙，令他備受挫折。一天夜裡，

一顆璀璨的星星降臨在善德的房間，為他帶來一段奇幻的旅程。旅程中，善德遇見 50 位歷經

學習困難的名人，包括：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牛頓(Isaac Newton)、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愛迪生(Thomas Edison)、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畢

卡索(Pablo Picasso)、約翰‧藍儂(John Lennon )、李光耀、魔術強生(“Magic” Johnson)、麥可‧

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看見他們如何突破自身的困境，活出閃耀的人生，善德的想法，

也產生了變化。 
 

書 中 特 別 收 錄 亞 斯 伯 格 症 （ Asperger Syndrome ）、 注 意 力 缺 乏 / 過 動 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自閉症譜系障礙或泛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簡稱 ASD）、聽覺障礙（Dysacusis）、書寫障礙（Dysgraphia）、閱讀障礙

（Dyslexia）、口吃（Stutter）、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視覺障礙（Visual Impairment）等學

習差異的介紹與說明，幫助您了解「有學習差異，並不代表這個孩子比較差或無法學習。有學

習困難的孩子與大人，只不過是學習方式與同儕不一樣」。 

 

這本書的主題雖然看似老套了點，但善德的故事和漂亮的插畫都鼓勵我們如何克服困難，

向著標杆直跑︰那可是永恒不變、做人的應有態度。希望你看完這本書，都可領略︰原來只需

努力做，你我都做得到…… 
 

各位同學，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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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陳錦紅老師 

 

書    名： 非奮鬥減肥十大法則 

 

作    者： 田珂 

出 版 社： 非凡出版 

國際書號： 9789888758364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非奮鬥減肥十大法則》是一本由專業營養教練、體重管理師指導，一口氣就能讀完的

圖解減肥書！ 

減肥，一直以來都是女性的終身事業。很多人覺得減肥是一件特別痛苦的事情，要控制

飲食，還要堅持運動…… 事實上，減肥不需要奮鬥，因為它真的一點都不難！ 

許多現代人缺乏科學的減肥知識，對減肥有很多誤解，如還認為肉吃多了會發胖…… 

這本書︰★總結 10 大減肥法則，精選 101 個瘦身技巧 

這本書︰★科學分析肥胖的成因，常見的減肥錯誤認知 

這本書︰★結合實用的營養學小知識，提升減肥速度和效率 

這本書︰★精選輔助插圖，同時為你畫出減肥重點 

看完這書，你一定可以成功減肥。 

 

推薦老師姓名︰ 李朱懋梵老師 

 

書    名： 3 小時讀懂現代中國 

 

作    者： 李伐贊、吳京鈴 

出 版 社： 商業周刋 

國際書號： 9789865519384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接收知識需要有對外開放的性格及獨立思考的能力。若你過往只從教科書或本地電視台

的新聞報道去了解國情的話，何不嘗試從歐美以外的外國人眼中，用有別於內地、香港、臺

灣或歐美的另一視角，看看現代中國的發展？ 

本書作者為韓國籍記者，透過他設計的 62 個問題及解答，除了可一窺中國引起世界各國

關注的來龍去脈外，亦可令你重新思考「國家安全」的真正意義，看見「國家安全」所涵蓋

的 16 個不同領域，即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極地、深

海、太空、生物、核、資源和海外利益的各種安全，其重要性如何在現實生活中立體地呈現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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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蔡美鳳老師 

 

書    名： 頭碰頭說說話 

 

作    者： 幾米 

出 版 社：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5406967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頭碰頭」是個溫暖窩心的動作，幾米說這是他和女兒常做的舉動，也是和家

裡寵物貓的親暱活動，所以幾米一直很想要畫這個主題。但現實是我們成為大人後

已很少會做出頭碰頭的動作。而且這兩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影響了全世界，連簡

單的頭碰頭動作也做不了，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許特別是在這樣的時刻，

我們才會更真心珍惜這些暖心小動作。  

幾米在這繪本中沒有寫太多文字，但畫出了當人們在無法親密說話的時候，對

親密對談的渴望，透過一張張頭碰頭的可愛畫面，表現出人們內心對於彼此交流互

動的期待。在幾米的繪畫中你可以看到只要人與人互相溝通、沒有誤會、沒有距離，

就是天堂。而這也許是我們現在所缺乏的。希望同學看過這繪本後，可多作反思：

你的溝通是否足夠 ? 你的關懷是否足夠 ? 你會否在你的世界中努力打造這個天

堂？  

 
 

推薦老師姓名︰ 馮朱文儀老師 

 

書    名： 上網必殺技：培養網絡品格小冊子 

 

作    者： 復和中心(著) 

出 版 社： 優質教育基金 

國際書號： 電子書 

出版年份： 2014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三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作為香港教育城好書推薦計劃其中一本有益讀物，本手冊旨在培養學生良好的網絡品格

與習慣，協助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及觀念使用互聯網。 

此書為一份贈本讀物，以有趣的圖畫說故事︰「網絡蜘蛛」經常在網絡設置陷阱欺騙人，

我們可以怎樣運用網絡八大品格對付牠呢？故事教導同學如何面對每天在網絡上遇到的問題

和正確的處理方法。書中不同的人物扮演著我們身邊不同的人，在應對網絡時有著不同操守

和反應。此書既有趣又好看，可開心閱讀之餘，又能幫助我們培養出網絡八大品格，一舉兩

得。 

https://www.eslite.com/search?author=WyLlub7nsbMiXQ
https://www.eslite.com/search?manufacturer=WyLlpKfloYrmlofljJblh7rniYjogqHku73mnInpmZDlhazlj7gi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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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陳陳瑞媚老師      

 

書    名： 安妮日記【漫畫版】 

 

作    者： 安妮‧法蘭克 Anne Frank 

出 版 社：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9601245 

出版年份： 2018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安妮日記》究竟是一本甚麼書？至今已有七十五種語言版本，全球超過三千五百萬本的

銷量！我一直很想看這本書，直至遇上這本漫畫版《安妮日記》。 

這是一本真實的日記本。安妮在她十三歲的生日那天收到一本非常特別的日記本，她決定

把日記取名為吉蒂，並將所有的祕密都和吉蒂分享。那時正值希特勒發動反猶太主義運動，大

規模驅逐、消滅猶太人。安妮的父親為了保護全家，帶著全家躲進事先準備好的密室。就這樣，

安妮一家四口和另外四個人，一起躲在密室長達兩年，直到被告發被抓起來為止。安妮把她在

密室的所有生活點滴向吉蒂傾吐。日記中描繪了她面對生命、死亡、自由以及親情與愛情的不

安與渴望。 

《安妮日記》漫畫版令我更容易理解，更吸引我；圖畫繪得細膩精美，因此推薦給同學。

書中會交代這批在密室的人最後的遭遇，所以要把書讀到最後啊！ 

 
 
 

推薦老師姓名︰ 鍾倩儀老師 

 

書    名： 來不及閃耀的星星 

 

作    者： 大衛・巴克雷・摩爾（David Barclay Moore） 

出 版 社： 親子天下 

國際書號： 9789575034979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來不及閃耀的星星》是一本很溫馨、勵志、感人的長篇故事。本書主角是一個十二歲黑

人男孩，生於貧窮且髒亂的社會，每天都需要面對毒品和幫派地盤問題，他的哥哥也因此而遭

槍擊身亡。後來他得到兩袋樂高積木，在「樂高世界」裡，他暫時忘記現實中的壓力與殘酷，

更找到面對未來的勇氣。 

書中的角色包括了許多弱勢群族：低下階層勞動者、有色種族、幫派分子、單親家庭、有

學習或情緒障礙的青少年等。作者讓我們看到人性的美好，不在於我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在

我們的「心」，只要心存善念、不隨波逐流、不輕言放棄，即使在極惡劣的環境下，也一定會

有轉變命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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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蔡雪華老師 

 

書    名： 遇見世界古文明：歡迎光臨古埃及 

 

作    者： 詹姆士．戴維斯 

出 版 社： 親子天下 

國際書號： 9789575035327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這本書， 

從假髮到牙膏、從太陽曆到象形文字，讓古埃及人帶你穿越時空 8000 年； 

走訪金字塔、解祕永生術，一起看懂世界文明發展史！ 

古埃及人很愛美，喜歡帶假髮和假鬍子？ 

古埃及法老有男也有女，金字塔其實是法老死後住的地方？ 

古埃及人會把人和動物的屍體做成木乃伊，好讓他們可以死後復活？ 

古埃及人也很會下詛咒，挖開圖坦卡門法老陵墓的團隊，後來居然離奇過世？ 

當古埃及人的小孩很幸福，就算不乖大人也很少處罰？ 

當古埃及人的寵物也很幸福，而且不管是瞪羚、狒狒、鱷魚……統統都能當寵物？！ 

一同走入埃及的世界，揭開一個個古代祕密， 

展開保證讓你大呼過癮的古文明奇幻旅程吧！ 
 

 

 

推薦老師姓名︰ 范嘉傑老師 

 

書    名： Percy Jackson and the Lightning Thief (Book 1) 

 

作    者： Rick Riordan 

出 版 社： Penguin UK 

國際書號： 9780141346809 

出版年份： 2013 年 出版地點： UK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Percy Jackson was one of my favorite series when Mr. Fan was a teenager. If you 

enjoyed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then you will definitely love Percy Jackson! Percy was a 

normal teenager just like you before he found out he was the son of Poseidon, god of the 

sea. Please do not watch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is book because it did not do this 

page-turner justice. In the series, you will learn about friendships, love, determination, and 

self-actualization.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book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and best installment 

of the world of Percy Jackson. 



2021-2022 老師推薦好書                            9 

 

推薦老師姓名︰ 何珮明老師 

 

書    名： 找尋最實的臉孔 

 

作    者： 文：趙龍；圖：蠶山 

出 版 社： 尖端出版 

國際書號： 9789571092218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存活於社會上，我們總會戴上形形色色的面具來保護自己，以減少在成長路上碰上不快與

挫折。可是，在成長路上，受傷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多多少少總會受到傷害；然而，那些讓人

想丟棄的傷痛，如果我們能夠接受和面對的話，那麼我們便有勇氣去追尋自己的理想、快樂及

幸福。書中的主角被偷走的，不是真實的臉孔，而是尋找幸福的勇氣；經歷過，我們便會明白，

這份勇氣是人人也應擁有的，你準備好迎接幸福和快樂嗎？ 

 
 
 

 

推薦老師姓名︰ 關佩君老師 

 

書    名： 小王子 2：愛與光 

 

作    者： 安托萬．德．聖修伯里 

出 版 社： 創法館 

國際書號： 9789887578482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thought Alice,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Alice, as in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was right. The enchanting illustrations 

for the book Le Petit Prince 2 not only serve as an aesthetic appeal but also a guide to the 

long-awaited sequel to the French classic. If you are a fan of Le Petit Prince, you should 

definitely read thi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Little Prince can see his flower again. The 

wonderful illustrations will direct your full attention to the imaginary world when reading and 

make your reading experience a remarkabl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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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孔任熙助理校長 

 

書    名： 神奇!高效!手寫筆記奇蹟記憶法 

 

作    者： 池田義博 著；廖佳燕 譯 

出 版 社：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3812050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有否發現很多時候做筆記後效果未如理想，對考試表現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及提升。有人

的筆記是色彩繽紛的；有筆記是十分整潔的；有筆記是亂七八糟的，只有做筆記的那位才能

明白；有筆記顏色單調；有筆記有很多圖案……哪些人的筆記才是對的？究竟怎樣才能發揮

出筆記的功能和效果？ 

作者是日本記憶大師代表。大學畢業後無意間接觸到記憶術，因而產生興趣學習。他在

2013-15、17-18 年參加了五次記憶力競賽，均奪取冠軍。這本書傳授了作者做筆記時的秘訣

和每一個細節背後的心理。 

本書啟發了人們對做筆記的看法︰做筆記雖然很基本，但卻十分重要，其中更有高深的

學問。作者分享了很多不同做筆記的技巧，背後分別都有其用途，更有科學根據去支持。 

令我印象最深印的有兩部份。首先，筆者強調手寫筆記的重要性，他堅持要手寫筆記，

是因為我們的手和手指頭與大腦的對應佔了大腦的全體三分之一之多，所以手部的動作給大

腦帶來的刺激比起其他部位的動作更加強烈。此外，根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的研

究顯示，只有手寫才適合有關記憶的學習，所以手寫筆記優勝於用電子用品做筆記。 

其次，作者也提及到做筆記只是學習的一部分，為了讓筆記成為有價值的東西，必須要

檢視筆記。根據赫爾曼．艾賓豪斯所進行的實驗，人的記憶從記得 100% 開始，大約經過 20

分鐘就遺失約 42%，一小時後遺失約 56%，一天之後原先的記憶已經遺失約 74%之多。這讓

我們清楚知道，記憶在初期會以相當快的速度不斷流失。所以自律地定期進行複習能夠防止

記憶流失，延長記憶的保鮮期限。 

翻看以往上課時做的筆記，發現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另外，定期檢視筆記也是必須

的。我自己也會嘗試作者在這本書中的建議，看看會否有所進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

一下這本書，看看如何以手寫筆記達到最高的效果，提升學業成績以及生活上的質素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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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呂 捷老師 

 

書    名： 為什麼靜香一定要嫁給大雄 

 

作    者： 中川右介 

出 版 社： 尖端出版 

國際書號： 9789571059013 

出版年份： 2015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相信各位同學都愛看《多啦 A 夢》，對於多啦 A 夢、大雄、靜香、小夫、胖虎等人物都十

分熟悉。然而大家在觀看或閱讀《多啦 A 夢》的同時，有否出現過以下的疑問： 

為什麼多啦 A 夢是機器貓，但走在路上大家都不覺得奇怪？ 

最有權力、魄力的胖虎和最有經濟能力的小夫，為何一定總要兩人團體行動？ 

為什麼胖虎和小夫總是在校外時才會欺凌大雄？ 

為什麼靜香總是在洗澡時被大雄看到？ 

為什麼靜香沒有一個叫得出名字的女性朋友？ 

班上最可愛的女孩靜香，為什麼會嫁給最普通平庸的男孩大雄？ 

作者在書中指出，以上所描述的人際關係，其實就是現代社會的縮影。他運用不同的社會

學角度，分析漫畫中各種現象，從中呈現日本社會的狀況。相信各位同學讀完本書，必定能開

拓個人視野，對《多啦 A 夢》以及當代社會有更深瞭解。 

 

 

 

推薦老師姓名︰ 李澤生老師 

 

書    名：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 

 

作    者： 戴西·魏德曼 

出 版 社：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3985716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這本書透過作者身邊的一些故事，提醒讀者反思自己的價值。在每個抉擇之間都思考自

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如何的生活才能讓自己成長，哪個選擇才最適合自己。 

推介這本書給學生，希望學生能在繁忙的學業中，能夠記得思考自己的能力、優點和性

格，了解自己的想法，幫助自己做出高明的決策。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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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梁可欣老師 

 

書    名： Dog Man 9：Grime and Punishment 

 

作    者： Dav Pilkey 

出 版 社： Scholastic 

國際書號： 9781338535624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美國 

適合程度： 中一中二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Dav Pilkey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uthors for kids. He is the creator of wildly popular 

series such as Captain Underpants and Ricky Ricotta's Mighty Robot. Dog Man is filled with 

dogs and cats bubbling with personality, cops and robbers who are always on the move, and 

plenty of thrills and mischief. In the ninth great Dog Man adventure, Dog Man has a new 

problem to pound, and he's going to need his entire pack to help him.  Dog Man series 

appeals to readers of all ages. You'll howl with laughter! 

 

 

 

推薦老師姓名︰ 林孝雯老師 

 

書    名： 300 個推理解密遊戲 

 

作    者： 漢宇編輯部 

出 版 社：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238-987-8 

出版年份： 2017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數學可以是很有趣的，因為我們可以從遊戲中學習數學，用智慧和邏輯去推理及探索答

案，我們會發現其實數學並不是很艱深的。 

書裡面有一個天秤的題目，它利用了圖像把題目繪畫出來，只要同學能把圖像按比分割，

答案便能一步一步的解出來，並沒有想象中困難。 

書裡分為四個部分，包括文字解謎遊戲、非線性聯想分析、案件解題推理和視覺思考推理，

合共 300 道不同而有趣的題目，不同的程度都有，總有適合你的。 

這本書的題目有趣而包羅萬有，可以激發大家邏輯推理、計算數讀和觀察綜合能力。我希

望把這本書推薦給每一位同學。 

 

https://shop.scholastic.com/parent-ecommerce/series-and-characters/captain-underpants.html?esp=PAR/ib/20190730//txtl/dog-man-for-whom-the-ball-rolls/captain-underpants-landing-page-SSO////
https://www.scholastic.com/parents/books-and-reading/book-lists-and-recommendations/series-characters-authors/ricky-ricotta.html
https://shop.scholastic.com/parent-ecommerce/series-and-characters/dog-man.html?esp=PAR/ib/20190730//txtl/dog-man-for-whom-the-ball-rolls/dog-man-landing-pag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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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廖金強老師 

 

書    名： 日本金融大崩潰 

 

作    者： 王增祥 

出 版 社： 財訊出版社 

國際書號： 9789578390195 

出版年份： 199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本書講的是日本在上世紀 90 年代的金融泡沫爆破。從內容中，學生們能加深對金融體

系、宏觀經濟問題、金融機構之間的互動及日本政府與財經金融界的興訟的認識。 

書的用詞較專業，但加插了很多經濟數據和圖表，方便學生們閱讀，瞭解內容。特別推

薦給對經濟學及政治有興趣的同學閱讀。 

 

 

推薦老師姓名︰ 吳盧敬薇副校長 

 

書    名： 數學咁都得?! 22 個你驚歎的小發現 

 

作    者： 戴曉峰 

出 版 社： 香港青年協會 

國際書號： 9789887995197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你，討厭「數學」？但數學卻是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知識︰ 

「煮飯該加多少水？」手指測量法真的可靠？ 

「烘焙百分比」麵粉的重量和其餘材料的分量原來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張膠紙有多少層呢？」膠紙的重要特質就是「黏」，但又不能黏著自己，如何做到？ 

「選購密碼鎖」怎樣設計的密碼鎖才比較安全？ 

各位同學，在生活中多加觀察和探索，不盲目背誦，多從不同角度去認識和理解世界，

若能做到活學活用，數學其實可以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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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梁美思助理校長 

 

書    名： 文城 

 

作    者： 余華 

出 版 社： 麥田出版 

國際書號： 9789863449027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文城》講述一個發生於清末民初的故事。全書共有二部，第一部分講述主角林祥福為了

一個承諾，帶著女兒離鄉背井去尋找一座有名無實之城。他來到一個名叫溪鎮的地方，在那

裡歷經了軍閥混戰的亂世，最終客死異鄉。第二部分作者利用倒敘方法，描述主角林祥福生

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紀小美一生的經歷。紀小美的性格複雜，在那亂世中命運坎坷，十分不

幸。 

《文城》用字細膩，從文字中流露獨特的幽默，鮮明地勾勒出每個人物的獨特個性。例如﹕

林祥福對紀小美終生不渝的愛，陳永良對朋友的真誠友誼，田氏兄弟對林祥福的忠誠等，都

具備極大力量，讓人感動不已。而小說緊湊的情節更深深地吸引著我，讓我不願放下。最後，

我以兩天時間一口氣讀完這本浪漫傳奇的長篇小說。 

 

 

推薦老師姓名︰ 呂兆麟老師 

 

書    名： 好奇笑死貓  

 

作    者： 草日 

出 版 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0439568 

出版年份： 2016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好奇笑死貓》仍是草日與「好朋友」肥貓漢堡包的趣事。打開漫畫中的人物關係圖，

圍繞漢堡包的人物越來越多，草日的好朋友早已不只有這肥貓了。書內近 200 幅的作品，快

則不到半天就可以把全書看完，但在這資訊爆炸、荒謬當道的時代，這本漫畫卻會在我們疲

憊時慰藉心靈。 

洗碗時想起阿三被外母刻薄的苦況；經過某連鎖麵包店，就會記得漢堡包拿著「空心包」

當笛子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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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呂偉倫老師 

 

書    名： 學校這樣教數學就好了（上） 

 

作    者： 笹部貞市郎 

出 版 社：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6037474 

出版年份： 2012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很多學生覺得學習數學很難，若你亦有相同的感覺，這本書可能幫到你。 

書中共有 5 部份，首 3 部份以故事的形式介紹數學公式和定理的發現過程，第 4 部仍是

有趣的數學推理問題，大部份初中的同學亦有足夠的數學知識解答，而最後的第 5 部份由 20

個數學故事組成，講解學好數學的心理素質。 

若你覺得學校的學習方式未能令你對學習數學產生興趣，又或未能掌握學習數學的技

巧，可嘗試參考本書，特別是第 5 部份︰學好數學，你需要的心理素質。 

希望這本書令同學對學習有新的體會。 

 
 

推薦老師姓名︰ 呂影華老師 

 

書    名： 怪獸家長學生小說集 

 

作    者： 黃獎、 何故、 周子嘉 

出 版 社： 悅文堂 

國際書號： 9789887845553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四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怪獸家長」一詞，近年成為了城中熱門的關鍵詞，甚至是一種社會現象，但其實「怪

獸家長」源於日本。「怪獸家長」彷彿是一個負面的形容詞，但實情當真如此嗎？如果「怪獸

家長」是社會問題，問題當真只在家長身上？如果由中學生以短篇小說來探討「怪獸家長」

的種種現象，甚至抒發他們的「不滿」，當中又有多少可能性？ 

《萌動雙月刊》在 2018 年底開始籌備這個「短篇故事創作比賽」，用「怪獸家長」為題

目，把作品分為高中和初中兩組，獨立評分。自以為比較公平的安排，卻發現初中同學的得

分，較諸高中組，毫不遜色。看得出來，在現實世界中，是憑創意分高下，一般的考試技巧，

並不一定管用。最後，輯錄了 18 篇中學生的作品成書。 

寫作，先從觀察開始。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只要觸動到你的心，都能化作筆下的素材，

成為文章的一部份。這次比賽只是一個起步點，期望同學在忙於課業之餘，也不忘把腦中古

靈精怪、精彩絕倫的故事繼續寫出來！寫作，其實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AC%B9%E9%83%A8%E8%B2%9E%E5%B8%82%E9%83%8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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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陳  銘老師 

 

書    名： 印度數學的神奇：超乎想像的簡單！ 

 

作    者： 嚴珍燮、孫浩誠 

出 版 社：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2253618 

出版年份： 2015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三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數學很困難」、「數學好複雜」、「學數學一點也不開心」…… 

如果你也是這樣認為，我十分推薦你閱讀此書。 

本書為數學入門的輕鬆學習書，讓你嘗試在生活中「玩」數學！ 

內容是透過小學生數理和伊芝與廚師朴咖哩叔叔之間的生活對話，循序漸進的掌握印度

數學中加減乘除的運算技巧！書中特別收錄了印度人以手指計算乘法的方法，讓同學大閞眼

界。 

書中亦附有許多精美的漫畫插圖，讓閱讀不再枯燥乏味。同時書中亦提供了不少練習題

及答案，讓同學可以學以致用。希望同學們閱讀此書後會對學習數學重拾信心。 

 
 

推薦老師姓名︰ 馬曉陽老師 

 

書    名：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 

 

作    者： 幾米 

出 版 社： 大塊文化 

國際書號： 9789862138786 

出版年份： 2018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三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你喜歡閱讀嗎？ 

俗語說﹕「書中自有黃金屋」。從小到大，相信不少人都常對你說閱讀的好處，例如閱讀

「可以增廣見聞」、「提升語文能力」等等，坊間也有不少閱讀獎勵計劃，希望提升年青人的

閱讀量，但不少年青人對閱讀卻是興趣缺缺，寧願投入花花綠綠的網絡世界。 

如何培養小孩子閱讀習慣似乎是個世紀難題，多年來家長老師學校絞盡腦汁，出盡法寶，

希望學生多點去圖書館，多看一點書，但小孩子對閱讀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有著幾米一貫的風格，畫風色彩斑斕，構圖有趣，充滿想像力，

就算不喜愛閱讀文字的同學也會喜歡他的畫作。每頁也有一句關於閱讀的金句，看見小孩子

對閱讀天真瀾漫的想法，一定會令你會心微笑 

希望看了《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令你對閱讀有一個新看法，能帶領你進入多姿多采的

閱讀世界。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9%BE%E7%B1%B3/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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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馬瑞萍老師 

 

書    名： 屋邨尋味記 

 

作    者： 蕭欣浩 

出 版 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1473523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隨着時代變遷，不少老舊的人和事都敵不過不斷向前的時間巨輪而逐一消逝。本書作者

在屋邨長大，由「廚房仔」一步一步努力成為大學講師，見證屋邨食肆三十多年來的變化，

當中最令他緬懷的正是年少時由飲食組成的生活點滴。 

作者在書中用簡單的文字集中記述了屋邨的茶餐廳、大牌檔、街市、零食店及茶樓的種

種變化，介紹各種屋邨經典美食，以及解釋香港特有的飲食文化和相關諺語背後的意思和由

來。閱讀後一方面可以加深對香港傳統飲食文化的認識，亦能體會到無論時光怎樣流逝，令

人再三回味的除了是食物的味道外，還有最美好的兒時回憶，最簡樸的生活，最真摰的人情

味。 

 

 

推薦老師姓名︰ 吳嘉敏老師 

 

書    名： 陪你找出路：生涯規劃工作者手冊 

 

作    者： 何玉芬 

出 版 社： 突破出版社 

國際書號： 9789888562169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此書的作者何玉芬博士，擁有教育碩士（教育心理學）、教育博士（教育行政及政策）的

資歷，現為中學校長，同時亦曾擔任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具有豐富的知識及經驗，致力

幫助老師及學生明白生涯規劃的重要。 

書中除了提及生涯規劃的理論以及一些真實事例外，還講述了各種進入未來職場所需要

的技能，例如求職及面試技巧等。對高中同學來說，最迫切而實用的內容則絕對是「如何撰

寫個人自述」及「聯招選科策略」等資料。 

在書中最後部份，何博士亦提醒同學在人生過程中，起跑線固然重要，但如何學會正確

去跑才是重點。他勉勵同學於懵懂而忙碌的高中階段，好好思考自己的前路，及早作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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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吳鏡棠老師 

 

書    名： 我的數學拿高分 

 

作    者： 清水章弘 

出 版 社：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88485680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三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你有沒有試過數科不合格？吳老師在小學的時候也試過。本書作者也試過，他當時不把

試卷拿給爸媽看，而且偷偷丟掉。到了六年級考數學的時候，腦袋更是一片空白，為了逃避考

試，就跟老師說一聲「我肚子好痛」，然後馬上逃離課室。 

同學們，你有否相同的經歷？怕計算怕得要死嗎？ 

作者經歷過以往的恐懼及失敗，認為只要把數學的根基打穩，起步就不難。書中列出了

40 個中小學生最容易搞錯的數學觀念，用簡明輕鬆的文字及獨創的解題方法，將難點逐一破

解。從此孩子不用再死記硬背公式，而能自然求出答案，應用自如。 

同學們，你閱讀本書後會發現，有些解題方式跟以前學的不太相同。如果對這種不同感

到有樂趣，那我也會非常開心。 

 

 

推薦老師姓名︰ 吳庭匡老師 

 

書    名： 老廣新遊‧大話廣府 (上冊) 

 

作    者： 大話國創作團隊 

出 版 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1468864 

出版年份： 2018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大家都熱愛香港。香港充滿濃厚的廣東文化，但你又對香港有多少了解呢？「馬姐」、「蛋

家人」、「金山伯」、「生骨大頭菜」、「老公撥扇」等意思你又認識多少呢？ 

這本書講述了香港的由來、語言、節日及習俗，非常有趣。書內有大量精美插畫，圖文

並茂，讓大家能更認識正在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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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敖穎祺老師 

 

書    名： 用搖滾撼動世界：約翰‧連儂 

 

作    者： 李寬宏 

出 版 社： 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88284283 

出版年份： 2014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披頭四樂隊當年風靡全球，直到今日他們的歌曲我們仍琅琅上口。披頭四的靈魂人物是

約翰‧連儂。本書以人物傳記形式，深入淺出地敘述了他的故事。閱讀本書，我們可以看見

年輕的約翰怎樣追求自己的理念，如何擁抱自己的獨特，並不斷堅持，最後創造傳奇。 

書裏舉出了不少披頭四名曲，而且都列出可上網搜尋的關鍵字詞，同學可順道聆聽，寓

閱讀於娛樂。 

本書是「他們影響了世界」系列，同學如有興趣，可繼續閱讀戴卓爾夫人、希治閣和曼

德拉的傳奇。 

 

 

推薦老師姓名︰ 蕭榮漢老師 

 

書    名： 宇宙奧德賽：穿越銀河系 

 

作    者： 王爽 

出 版 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88694952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此書介紹銀河系中不同的星體，有天狼星、北極星、獵戶座、天鵝座 X-1 及蟹狀星雲等，

都是銀河系的名勝。作者用了淺白易明的語言，解釋這些星體與三體問題、白矮星、中子星

等的關係，當然少不了黑洞的探討及恆星演化理論。除了科學及天文學的介紹外，這本書還

有大量物理學家及天文學家在進行天文探究時的趣聞軼事，如其中一段講愛丁頓拒絕服兵

役，為了不坐牢獄而去觀測日全蝕，反而證明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優於牛頓萬有引力理

論。若同學對現代天文學有興趣，不要錯過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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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Ms. SHARON ANN ZEHNDER 

 

書    名： Becoming 

 

作    者： Michelle Obama 

出 版 社： Delacorte Press 

國際書號： 9780593303740 

出版年份： 2018 年 出版地點： 美國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Who will not recognise this face?  

A powerful advocate for women and girls, Becoming is a memoir that traces Michelle 

Obama’s journey from her humble beginnings in Chicago to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men in the world. 

As First Lady, she created an atmosphere of 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She shares 

with the reader her stories about her parents and her family and their own challenges as 

White House ‘tenants’. 

Her candid re-telling of events is sprinkled with wit and at times unerring honesty. 

If you feel the need to be inspired in this time of COVID, then pick up this book and get 

comfortable as you follow Michelle Obama as she describes her triumphs and 

disappointments. Private moments of worry and concern are shared, as the young family 

moves into the spotlight that is the First Famil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is memoir is also available as a Young Readers edition adapted for children ages 

10 and up, with a special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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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曾浩彬老師 

 

書    名： 從原理開始理解數學 

 

作    者： 難波博之 

出 版 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1473295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很多時候同學都以為數學是死背一堆不明所以的公式來解題，感受不到數學的樂趣。  

書中提到其實數學的內容分為「規則(定義)」和「事實(定理) 」兩種，若能認識兩者的

分別，即使原本不擅長數學的同學也能對數學的理解得到驚人的提升。書中亦用顯淺的方法

讓讀者能夠一探數學專家思考數學的方式。  

希望此書能夠讓覺得數學無聊和令人痛苦的同學，發現數學有趣之處，重拾學習數學的

興趣。 

 

 

推薦老師姓名︰ 鄧幗茵老師 

 

書    名： 深水埗畫當年 

 

作    者： 柴宇瀚、彭啤 

出 版 社：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88549733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兩位作者繼《灣仔畫當年》後，再次攜手合作，寫成《深水埗畫當年》。深水埗處於新舊

交替之間，建築物結構獨特：李鄭屋古墓、主教山配水庫等，別樹一幟；宗教團體建樹良多，

惠澤萬民；學校春風化雨，作育菁莪；商舖交易頻繁，價廉物美。 

兩位作者考察經年，走訪深水埗每個角落，運用圖文做城市速寫，展示古老照片，結合

有趣故事，成果豐碩。兩位作者在瞬息萬變的香港城市中，捕捉事物變化，與讀者領略風土

人情，趣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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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譚海威老師 

 

書    名： 登山學做人 

 

作    者： 曾志成 

出 版 社： 藍藍的天 

國際書號： 9789887491156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香港有登山家嗎？當然有，他就是曾志成，曾三次登上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瑪峰(8848

米)，亦完成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攀山及野外活動經驗豐富。我大約在二十年前認識曾志

成，當時他教我運動攀登及山藝課程，隨後跟他遠征非洲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5895 米)，之

後就不斷見證這個「讓挑戰成為習慣」的「登山野人」征服一個又一個的世界高峰，就如人

生登上一個又一個華麗舞台。而《登山學做人》就是他將多年的攀山經歷及當中領悟的道理

以文字娓娓道來。他的經歷，他的成功，他的道理，絕對很值得大家學習。 

不要以為曾志成「一步登天」，書中交代了他在 1997 年一次青海玉珠峰登山旅程中，患

上過高山症；不過，他往後多次在海外攀登高山，不住堅持，不住努力，鍛鍊了強健的「高

山活動」體魄。當然，「高山症」只算是他人生中的一項小挑戰，書中還記述了他多次遠征

高山的故事，最精彩莫過於他在 2009 年第一次攀登珠峰的經歷，由他在籌備到出發以至登山

時的困難，甚至面對「仔細老婆嫩」及經費緊拙的壓力，亦一一細緻道出；而在描述在大本

營出發前所發生的冰川崩塌及目睹不少登山者的意外傷亡後，他道出了自己的領悟：大自然

與人生一樣，冥冥之中總有主宰，因此要保持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結果，他成功征服世

界第一高峰，並開始了他征服世界各地高山之旅。 

書中還記述了多段曾志成與山系朋友的故事，首先有尼泊爾的居民，尤其是陪伴他登珠

峰的雪巴人。他認為自己在這班以登山為生的嚮導面前，根本不是甚麼登山英雄，因為隨便

一位雪巴嚮導都有十次八次登上珠峰的經驗，因此，曾志成對他們懷抱崇敬的心，學會尊重

別人，尊重大自然，更學懂了謙卑。還有 63 歲的夏佰渝老師，他年輕時是中國國家登山隊的

主力，但在 1975 年攀登珠峰時因嚴重凍傷而要把一雙小腿截除。但是，他沒有放棄登珠峰的

夢。後來夏老師認識了曾志成，透過曾的經驗和協助，夏老師再次嘗試攀登珠峰，但前前後

後共三次出征皆因地震及天氣問題而告吹，但夏老師仍是堅持下去，最後第四次出征，不屈

不撓地以義肢成功登上珠峰。曾志成從他身上看到「堅持」二字，更認為能堅持到最後的人

永遠都是勝利者。 

曾志成已把「讓挑戰成為習慣」定為座右銘，希望大家在書中領悟他的哲學，學會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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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崔銘祐老師 

 

書    名： 角落小夥伴名言 2 

 

作    者： SAN-X 監修 

出 版 社：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國際書號： 97895796994644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近年社會氣氛低迷，我和各位同學一樣都需要正能量的加持。有天我在逛書店的時候，

偶然被一本有著可愛封面的書吸引著，我立時駐足閱讀，發現這本書裡除了有很多可愛的「角

落小生物」插圖，而且有很多發人深省，又充滿智慧和正能量的句子。 

這本書分別收錄了 6 位名人的名言金句，分別是作家安徒生、護士南丁格爾、作家路易

莎．梅．艾考特、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演員查理．卓別林和飛行員安東尼．聖．修伯里。 

其中我最喜愛的金句，包括： 

 安徒生：「承認自己的弱點，並不可恥。」 

 南丁格爾：「全心全意，真誠的投入，對任何工作而言，都是最重要的。」 

 路易莎．梅．艾考特：「永遠待人以善，這是我的心願。」 

 安東尼．聖．修伯里：「我們全心守護的，就是名為「自由」的信念。」 

希望同學在細閱可愛插圖的時候，都能找到能激勵你、屬於你的人生金句！ 

 
 

 

推薦老師姓名︰ 黃蔚雅老師 

 

書    名： 角落小夥伴名言 

 

作    者： SAN-X 監修 

出 版 社：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 

國際書號： 9789865728991 

出版年份： 2016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這本書是一本勵志的名人語錄集，每個語錄都會附上不同的角落生物，非常精美，也非

常適合在處於負面情緒時閱讀。在每次遇到瓶頸或人生的難題時，它能夠帶給人很大的正能

量，讓大家能再次面對及挑戰人生道路上的每個難題，讓自己有繼續前進及突破自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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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譚日初老師 

 

書    名： 我在十八歲前的掙扎 

 

作    者： 邵卓琳 

出 版 社： 紅出版 (青森文化) 

國際書號： 9789888664214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本書記述了成年前的作者如何在種種困難束縛之中堅毅不屈地生存︰生於草根單親家

庭，母親患上癌症，仍獨力照顧家庭。作者亦患上青少年類風濕關節炎以及躁鬱症，病發時

全身關節紅腫發熱，動彈不已，面對旁人的白眼批評，也一笑置之。作者走過幽谷，永不言

敗，與病魔並存，憑着後天努力戰勝外在不利的環境，將勤補拙，考上了心儀大學。遺憾母

親於一九年七月病逝，作者卻終於兌現了對母親的承諾。 

此書分為四大部份，分別為「家書」、「留白」、「二零一八」和「四年」；每篇文章的文

末都有歌曲推介。「家書」以子女的角度來看親情，記錄了作者和母親的生活點滴，以及母親

自身的信仰分享，也收錄了作者出發去參加英國射擊比賽前寫給母親的十一封家書。「留白」

以散文詩詞形式記錄了作者在躁鬱症病發時的所思所想，也寫下了作者對人生的看法、理性

和感性的角力，和少年墮落為成人，面對種種壓力時的內心世界。「二零一八」和「四年」則

寫了作者的愛情故事。 

作者把自己寫進文字裏，她的往事，成了故事；鼓起勇氣，好好過餘下的日子。 

 
 

推薦老師姓名︰ 黃家順副校長 

 

書    名： 你的人生，我來整理 

 

作    者： 垣谷美雨 

出 版 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573288800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你有沒有聽過斷捨離呢？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斷捨離為日本沖道瑜伽創始人沖正弘所

倡導的瑜伽理念，於 1976 年提出，在其弟子山下英子的努力下普及到世界各地。斷捨離意即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捨去多餘的事物，脫離對物品的執著。」 

《你的人生，我來整理》是一本日本翻譯小說，作者透過四個短篇故事，教導我們透過

整理物品來改變我們的內心世界，幫助我們清除執念，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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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黃健忠老師 

 

書    名： The Railway Children 

 

作    者： E. Nesbit 

出 版 社： Puffin Books 

國際書號： 9780141321608 

出版年份： 2010 年 出版地點： 英國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As a railway enthusiast, I like reading all stories related to trains, railway stations and 

tracks. 

This story is about a family with three children - Roberta (also known as Bobbie), Peter 

and Phyllis - who live in a red-brick-fronted villa near a track in London. 

They lived a very happy life and had everything that they wanted until their father had 

to leave on business. However, no one knew where their father was. 

They accidentally found a railway track near their home. Since then, they had been 

going there every day in order to wave at the 9:15 a.m. train which went to London. They 

wanted to convey their good wishes to their father. 

Although they lived a humble life, their mother still spent money celebrating her 

children's birthdays. Because they lived near the train station, they also befriended the 

station master and learnt a lot about engines from them. 

One day, they saw three people coming out of a train at the train station. Roberta 

quickly realised that the third man was their father. The children were finally reunited with 

their father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As mentioned above, it is a simple story about the lives of the three children living near 

the railway tracks. The story has the power to move its readers. The author has surely 

brought the liveliness through words as if it was a real story. Therefore,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book to you. It is a must-read book for al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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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黃麗霞老師 

 

書    名： 玩轉低能媽 

 

作    者： 馬仔 

出 版 社： 天馬文化 

國際書號： 9789882197558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養兒育女是一門高深學問。教小朋友由爬爬、行行到跑跑，教小朋友由單字講成句子，

教小朋友願意與人分享玩具，教小朋友用筷子進食，教小朋友自己到洗手間大小便等等，這

些都是為人父母需要學習的。 

我喜歡當「媽媽」這個角色，因為每天都有新奇有趣的事在兒子身上發生，每個片段都

讓人印象難忘。書中的媽媽所做的「低能事」，相信不少為人父母者都能會心微笑。例如：

主動嗅嗅小朋友的腳掌、睡覺時樂意被兒女拳打腳踢、會研究小朋友便便的色澤和硬度…… 

希望大家都珍惜與親人相處的時光。 

 

 

推薦老師姓名︰ 吳黃玲梨老師 

 

書    名： 楓之谷數學神偷 13：恐龍出沒的森林  

 

作    者： 宋道樹 

出 版 社： 三采文化 

國際書號： 9789576581830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數學，不只是死板的紙上談兵，同學們可放下課本，從另一角度去看數學! 

這本書是趣味的數學漫畫： 

透過利用數學邏輯解決問題的故事情節，使讀者對數學產生興趣。 

這本書是阿嚕嚕的數學教室： 

藉由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發現數學的應用和學習的目的。 

這本書是令你聰明升級認證表： 

複習關鍵數學概念，跳脫單純的死背模式，進而驗收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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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王佩玲老師 

 

書    名： 一本正經學歷史成語 

 

作    者： 蒲韋、馬仔 

出 版 社： 天下文化 

國際書號： 9789882197527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十分有趣，完全不像一本教人中文的書籍。本書按中國歷史分為六個時

代，再選出每個時代十個比較有趣的成語，幫讀者打好語文基礎之餘，又能為讀者鋪下歷史的

根基。學歷史和語文往往給人沉悶之感，但透過馬仔有趣幽默和現代的漫畫演繹，頓時將學語

文變成一件賞心樂事，讓你有一個愉快的學習旅程。讀完這本書後，你就擁有很多成語在手，

在寫作文章時隨便運用三幾個，便能令你的文章生色不少。 

 

 

推薦老師姓名︰ 王婉儀老師 

 

書    名：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 

 

作    者： 香港心理學會、 輔導心理學部 

出 版 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621472571 

出版年份： 2020 年 出版地點： 香港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全書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焦慮家族」、第二章「抑鬱家族」、第三章「憤怒家族」、

第四章「困惑家族」。 

本書介紹以上的情緒特徵，更有「自測表」讓讀者可自我篩檢，測驗自己是否有相關的

困擾；書中還附有應對和預防情緒困擾的方法和注意事項等。 

讀者讀完這本書，會明白「情緒」是身心健康的指南針，及早做好預防和自我療癒工作，

改善自己和身邊人的心理質素，享受身心健康的生活。 

 



2021-2022 老師推薦好書                            28 

 

推薦老師姓名︰ 游家慧老師 

 

書    名： 再來一碗：高木直子全家吃飽飽萬歲！ 

 

作    者： 高木直子 

出 版 社：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861796260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日本插畫家高木直子最新著作《再來一碗》，以活潑的文字，配以生動的圖畫，自述一

家三口的生活點滴，包括育兒、旅遊和購物的趣事，當然還少不了推介的自煮及各地美食，

讓現今身處疫情下的港人，藉書本慰藉未能遠遊之苦。 

高木直子自 2003 年推出首本圖文書《150cm Life》後，大受歡迎，先後出版多本個人系

列圖文書，由早期自述因身高只有 1.5 米，生活種種苦惱外，到後期講及個人在東京的獨居

生活、到各地旅遊的歷經、尋找各處美食心得、與友出國跑馬拉松等趣事，令讀者感覺與作

者一起成長，共同面對生活的苦與樂。 

是次《再來一碗》，延續過往風格，不過直子的身份，已由少女變成母親，與丈夫一起

養育愛女，生活忙碌充實，兩夫妻弄個簡單晚飯，已叫人滿足。畢竟，最美味的佳餚，非一

定大魚大肉，反而是與家人共膳，簡單而滿足，這才是美食的最高境界。期望同學也可以好

好享受與家人共膳的時光。 

 
 

推薦老師姓名︰ 殷秀汶老師 

 

書    名： 100 天後會死的鱷魚 

 

作    者： 菊池祐紀 

出 版 社： 三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 9789576584985 

出版年份： 2021 年 出版地點： 臺灣 

適合程度： 中一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只看這本書的內容，你會摸不著頭腦：鱷魚看電視、上班、打遊戲、看電影……牠過的

日子沒有甚麼特別，就是一個平凡普通的生活。可是，作者在鱷魚先生的每一天下面註明牠距

離死亡還有多少天。這就很不一樣了，當你看到牠距離死亡還有 98 天，還去預訂一年後才能

取貨的東西，你就開始替牠感到可惜了。牠距離死亡不到 50 天，還在為應不應該告白，要不

要去追夢猶豫不決。你也是這樣嗎？我們就像鱷魚先生一樣，沒有人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面對

死亡，我們有好好過每一天嗎？書的最後有把鱷魚先生手機的照片畫出來，那些應該都是牠最

美好的回憶。作者用鱷魚先生的生命教會我們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只需要 20 分鐘就能讀完這

本書了，你願意花一點時間讀完這本書，然後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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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老師姓名︰ 余恩瀚老師 

 

書    名： The Fork, The Witch, And The Worm 

 

作    者： Christopher Paolini 

出 版 社： Penguin Books Ltd 

國際書號： 9780241392362 

出版年份： 2019 年 出版地點： 英國 

適合程度： 中四至中六 
 
我推介這本書的原因如下：  

In all superheroes’ stories, it is always fascinating to see your beloved heroes / 

heroines utilizing their unrivalled talents, overcoming hopeless adversities, completing 

essential training and transform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defeating the invincible villains. 

Life goes on as usual, after any devastating battles, but how? 

Fighting through four books of the Inheritance Cycle, Eragon the Dragon Rider had 

finally brought peace to the world of Alagaesia. What lied ahead? No longer was there a 

tyrant to fight against, instead there were politics among humans, Urgals, dwarfs and elves 

to deal with. In the meantime, how could Eragon rebuild the Dragon race? How could he 

alone supply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How could he train a new generation of Dragon 

Riders? How could he protect all these from the evil which was lurking in the dark? 

‘The Fork’ tells you the story of a previous enemy turning into an ally; ‘The Witch’ gives 

you a glimpse of the tragic life of a cursed child while ‘The Worm’ demonstr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never-ending desires to revenge. Read and find out how Eragon face his 

strug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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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同學們多看書，凡於

2022年 5月 28日前到圖書館借

閱老師推薦好書，並交回不少

於 200字的讀後感， 

可獲小禮物以示鼓勵。 

詳情可向圖書館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