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幸璇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全世界最可愛的討厭鬼》  

作者 林佑儒 

出版社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5513429 

對象 P.3-4學生 

內容 

 
你和兄弟姊妹會不會經常吵架？你會不會很崇拜你

的哥哥或姐姐？你和妹妹會不會在家裏角色扮演上演《冰

雪奇緣》的戲碼、大唱 LET IT GO？這本書道出姐妹倆日

常相處的生活瑣事，彷彿是大家平時和兄弟姐妹在一起的

生活寫照。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另一吸引人之處在於書中有一些簡單的食

譜，如：製作玉米濃湯、珍珠丸子等，希望同學們在閱讀

之餘，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嘗試製作這些美食，享受烹飪帶

來的樂趣，相信這些經歷一定令你相當難忘。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科 

書目 
字的心情─ 

小巫婆的心情夾心糖 

 

作者 哲也 

出版社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717888 

對象 P.2-4學生 

內容 

 

有一天，王子正要去消滅惡龍，途中經過一家便利商

店。商店裏的小巫婆請他吃各式各樣的糖果，每顆糖果代

表的意義都是不一樣的心情。最後，王子吃了一顆神奇的

夾心糖，吃完後，他竟然改變了他想消滅惡龍的心。 

感想及 

推介原因 

 

甚麼是心情呢？開心？不開心？有時候，我們想透過

文字來表達情感，卻又不知道用甚麼詞語來表達，覺得三

言兩語都很難説清楚。這本書透過幽默的故事內容，教導

我們不同情感的字詞，如何形容不同程度的快樂、悲傷、

憤怒，不同程度的情緒和心情，如傷心可用「難過」、「悶

悶不樂」等。除了感受詞外，作者也著墨於人物的表情、

動作及反應，以具體表達角色的心情。 

 

這本書與其他相關圖書成一系列書─「字的童

話」，而是希望透過故事，讓兒童體會到每天閱讀的字和

詞有其組合的原則，進而善用這些原則來辨識新字詞，自

己發展出字感、詞感與語感，不但有助寫作及表達，也令

閱讀起來更能感受讀物字裏行間的趣味。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李雪瑩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1  神話時代、夏、商、周 

 

作者 桃默 

出版社 明窗出版社 

ISBN 9789888445653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你們知道「禪讓、世襲制度是甚

麼意思嗎？」、「大禹為何要治水十三年？」、「中國歷
史上第一個亡國的君主是誰？」、「大家稱做生意叫『商
業』，做生意人叫『商人』，這和商朝有關係嗎？」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講述由四千五百多年前的神
話時代至夏、商、周，全書共有 23個歷史人物故事，故
事後也附上「歷史小百科」， 讓讀者更深入了解中國歷
史有趣的地方。 

在神話時代，首先介紹的是我們的祖先「黃帝」，他
發明了指南車，之後更率領部落，於黃河流域建立「中華
民族」。 

此外，書中也介紹了夏桀、紂王、妲己、周文王、姜
太公、周幽王等人物故事，值得同學細心閲讀。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你喜歡閱讀歷史故事嗎？可能有些同學會

覺得歷史故事沉悶無趣味，不值得學習。其實，學習歷史
故事可以讓我們了解中國歷史的起源及發展，從歷史教訓
中借古鑑金，不再犯同樣的錯。 

本書記載着 23 個歷史人物故事及「歷史小百科」，
以生動有趣的手法，讓讀者輕鬆地一天閲讀一個歷史人物
故事，從而更深入了解人物的事跡，絕對適合高小同學閲
讀。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游玉娟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路在手下延伸 
 

作者 趙曉霜 

出版社 漢州文化 

ISBN 9789866843884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小主角丁宇新一出生就被醫生宣佈活不過二十四小

時。但憑着頑強的生命力，小宇新一天天的長大，並把他

細小發育不全的雙腿塞到屁股下，用手撐着滑板上了小

學。小朋友們認為他是怪物，不和他玩，在學校裏他受盡

欺凌、捉弄與歧視，但堅強、勇氣、毅力帶領他度過一個

個難關，在升國中的開學典禮上，宇新驕傲地告訴大家：

雖然他沒有腿，但他的手下有路！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我們是不是要多想想那些像宇新一樣，身體上都有一

些殘缺的人，都能那麼堅強的活下去了，快樂的把握每一

天，而那我們每天卻為了那一些生活中毫不起眼、雞毛蒜

皮的小事在那怨天尤人，那豈不是有些好笑嗎？所以我們

就應該去幫助那一些生活中不太方便的人們，而不是整天

為了那些不是很有意義的事煩惱。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要

為自己的人生定一個目標，不要每天漫不經心，期許自己

有顆跟宇新一樣堅強、勇氣和毅力的心，開始尋找屬於自

己的夢想，就算是失敗遇到挫折了，想想宇新的遭遇，我

們也不要輕易放棄，就算是比別人差，不過，我相信只要

堅持、努力下去一步一步的往自己的邁近，就能跟宇新一

樣，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王琪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諺語故事 100選》  

作者 宋詒瑞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875564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諺語多是口語形式的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韻語，諺語可
以增加語言的鮮明性和生動性。這本書中精選了 100則諺

語，每則都根據它的出處寫成了故事，簡潔易明地解釋了

諺語的意思，還配上例句。如「初生之犢不怕虎」、「好漢
不吃眼前虧」、「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良藥苦

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等
等。一些沒有具體出處的諺語，就用貼近生活的例子創作

了故事，又替一些被曲解、誤用的諺語「正名」。 

感想及 

推介原因 

 

許多同學總想學好語文、認識更多中國文化，那這本

書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了。諺語是在民間廣泛流傳的短語，

通俗易明，富口語色彩。諺語大多來自古籍記載、民間傳
說、古代小說等，內容通常是人民的生活知識、處世經驗

等，富有教育意義，可說是前人的智慧結晶。同學們通過

這本書的學習，可以了解中國諺語的來源，認識諺語正確
的意思，並能掌握諺語的用法，有助豐富表達能力。同學

們可以在作文中運用到這些諺語，會讓作文添光添彩，可

以增加文章內涵。恰當的運用諺語可使語言活潑風趣，增
強文章的表現力。同學們，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令你的語

文寫作和說話方面有所提升﹗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呂瑩瑩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解憂雜貨店  

作者 東野圭吾 (譯者： 王蘊潔) 

出版社 皇冠 

ISBN 9789573330127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這是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長篇懸疑小説。 
主角是三個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男孩，步入社會後發

現自己與社會格格不入，因此萌生偷竊的念頭。在一個準

備犯案的夜晚，他們因車子拋錨而躲藏到浪矢雜貨店，發
現不斷有人投遞寫滿煩惱的信件到雜貨店裏，而且是來自

33年前的信。 

三人於是開始回信給有煩惱的人們，解決了許多人的
憂愁。在信件來往的過程中，他們發現自己和他人的命運

似乎被連結了起來，而且再次感受到自己也是對社會有益

處的.....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東野圭吾的作品，我是先看過電影

再對書有興趣，加上朋友的推薦，才開始看這本書。這本

書看似是幾個短篇故事的組合，但在人物之間卻環環相

扣，前後呼應。 
《解憂雜貨店》中三個少年，正是在別人的困難憂愁

中，看見自己的煩惱，他們想起自己的故事。於是，他們

便決定以過來人的身份，給徬徨的來信者一些建議。當他
們一字一句寫下給他人的建議時，竟發現自己長期累積的

壓抑，也因此獲得某種程度的安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原來簡單的
幾句鼓勵或建議，不但幫助了別人，也救了自己﹗看完覺

得滿心的感動，溫暖洋溢充滿胸口。這是一本能讓自己向

前邁進的正能量小説，大家不妨到圖書館借來看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87%8E%E5%9C%AD%E5%90%BE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8%98%8A%E6%BD%94/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crow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7%AF%87%E5%B0%8F%E8%AA%AA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穎珊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轉學的第一天  

作者 Poca 

出版社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9077774 

對象 P.1-2學生 

內容 

  小河童是個容易緊張、怕生的孩子。因為家人工作的

關係，轉校到山上的小學就讀。今天是小河童進入新學校

的第一天，可是，同學們卻一個一個盯着小河童看。小河

童心想：大家是不是不太喜歡我？因為害羞、擔心，所以

他不敢主動開口跟別的同學說話，導致了其他同學對他的

不理解或誤解。經過認識及相處後，同學終於接納了小河

童，並跟他成為朋友。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升上小學或轉校的同學，都會因環境的改變而感

到緊張及害怕。很多時候，我們都不願意主動認識新朋友

或表達自己的意見，令老師或同學誤會。希望閱讀這本書

後，能令同學鼓起勇氣、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多主動與

人交談，不但能夠減少人際相處之間的磨擦、誤會，也能

夠提升自己的自信。加油！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李欣欣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趣味學古文先秦諸子篇》  

作者 方舒眉 

出版社 商務印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745423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本書包括了先秦時期的百家人物，儒學有大家熟悉的

孔子、孟子和荀子，道家的老子和莊子，墨家的墨子，法

家的韓非子，形容了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現象。這本

書以漫畫的形式，生動地描述了以上思想家的軼事。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很有趣亦有豐富知識。同學既可以認識名家經

典故事，同時增進對文言文的理解。這本書對先秦諸子的

言行思想，待人接物之道不求宏深的闡述，只求淺白易

明，清晰地表達深奧的道理，加上有趣動人之漫畫插圖，

能吸引大家閲讀，理解中國哲學的超凡，又能認識中國文

化。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陳莉婷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拾荒兩兄弟  

作者 許正芳 

出版社 福地出版資訊網 

ISBN 9789867378804 

對象 P.3-4學生 

內容 

 
媽媽突然離家出走，讓原本平靜的趙家，陷入空前的

困難和低潮。爸爸無心工作，又因車禍受傷而更加喪志，

讓原本貧困的家，更無以維生。年紀小卻很懂事的兩兄

弟，面對這樣的困境，知道自己要幫爸爸撐起這個家，在

好心叔叔的幫忙下，開始了拾荒的日子，他們的努力讓爸

爸重新振作起來，三人同心協力，不管有多麼艱苦，他們

的臉龐總是充滿希望，因為只要他們肯努力，美好的未來

就會離他們更近一步！ 
 

感想及 

推介原因 

 
「窮人」分為兩種，一種是外在環境的窮，加上人的

本質也窮得不想面對現實，而放棄自己的人生，這就是真

正的窮。另一種，雖然外在環境窮，但自己竭盡所能，積

極面對人生，這才是真正的富有。 

命運殘酷的對待兩兄弟，拾荒是一件很痛苦和勞累的

事，但他們並不理會命運惡意的嘲弄，他們從不自卑，他

們心手相連，不管遇到甚麼事，都一起努力撐過。他們的

努力讓爸爸重新振奮起來，三個人同心協力，不管有多艱

苦，他們心中種是充滿希望，因為他們相信努力過後可以

更好。 

同學，生長在窮人家，不是我們能選擇的，更不是一

種罪過。只要肯努力，美好未來一樣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苓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孩子的第一本作文心智圖   

作者 王韻華 

出版社 語樂多文化出版公司 

ISBN 9789868436145 

對象 P.2-4學生 

內容 

    全書收錄三十個貼近孩子生活的主題，讓孩子觀察生
活周遭、產生共鳴，進而寫出生動文章。掌握四大祕訣，
「主題心智圖」、「引導式發想」、「畫龍點睛詞彙」、「優質
範文解析」，激發孩子的創作力。 
掌握四大祕訣，讓寫作變得很簡單！ 

1.心智圖多方聯想：由主題聯想各種相關情境，點、
線、面組織作文心智圖。 

2.互動激發創作力：親子互動、師生討論，引導式發
想，激發創作靈感。 

3.善用多樣化詞彙：多使用各種不同的詞彙、修辭
法，豐富文章內容。 

4.文章架構要清楚：下筆前先建立文章架構，分段清
楚，寫出首尾完整的文章。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提起寫作，多數同學的感受是痛苦的，不知從何下
筆。對於日常情境的主題寫作，我們可以善用關鍵詞彙、
生動寫實語句，賦予文章生命力，讓文章更加豐富多元。 
    譬如生病，很多人都生過病。看看別人怎樣寫：「生
病，是巫婆，把我的健康變不見，讓我痛苦不堪；生病，
是惡魔，沒收我的自由，讓我只能關在房間裏；生病，是
龍捲風，把我的世界捲得翻天覆地，打亂原本的秩序。」
作者巧妙地運用比喻和排比將生病帶給我們的痛苦寫得
淋漓盡致。 
    從日常中選題，處處有靈感；感受轉成文字，篇篇都
生動。寫作就是這麼簡單！揮動魔法棒，寫出你的生花妙
筆之作吧！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黎佩怡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復活的軍團—秦軍秘史  

作者 金鐵木 

出版社 中華書局 

ISBN 9789628885565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秦始皇是中國第一個皇帝創造的大秦帝國，距離至今已有

兩千多年，直至一九七四年秦始皇的兵馬俑才被人們發
現，震驚世界！  

    作者金鐵木的亦因如此，被壯闊波瀾的秦代深深吸

引，成為了秦國歷史的「發燒友」。通過他多年研究，努
力寫出了這本介紹秦朝兵馬俑的著作，內容深入而透徹，

採用說故事形式，以考古證據和歷史文獻為依託，配上精

美插圖，讓讀者能親臨其境般了解秦朝的歷史。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非常適合高年級同學閱讀，不但能了解周朝至秦朝

的歷史，亦能深入了解兵馬俑被發現的經過及詳情。 

    兵馬俑的規模宏大，完全超出人們的想像，是二十世

紀最壯觀的考古發現。兵馬俑坑中一個個真人比例的士兵

陶俑，各人因應身份有不同的裝束及武器配備，排列整
齊。陶俑坑中更有高達 6000 件陶俑和陶馬，形象逼真，

栩栩如生。 

    除了陶俑外，坑中另一令人吸引的古物就是當時盛行
的青銅器，利用青銅鑄造了不同用途的兵器和銅車馬模

型，不禁令人讚嘆，當時秦代不愧是軍事大國！ 

    兵馬俑雖然是秦始皇的陪葬物，但當中的規模令我們
可以想像到秦朝是一個何等強大帝國。書中集合了豐富的

歷史圖片，令我們更具體了解兵馬俑的偉大。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凱禧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小仙子跟你説團結 
 

作者 Aleix Cabrera 

出版社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 9789888041893 

對象 P.1-3學生 

內容 

     

故事講述小仙子奧萊迪亞與其他仙子及動物一起合

作採花蜜的經過。小仙子奧萊迪亞為人十分勤勞，有天，

卻因為過勞而暈倒了。她的同伴雷絲納、伊高娜、愛美和

藍鈴，一起找來其他的小動身，幫助她。在得到其他小動

物的幫助下，她們成功造出花蜜給奧萊迪亞吃。亦讓她們

明白到，大家團結起來的力量，比一個人完成的強得多了。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故事簡單，內容及道理亦十分顯淺—「一群

人聚在一起，為一個目標而共同努力，並共同分擔責任和

成果，這就是團結」。繪本中亦有十量人物對話來帶出團

結的道理。我們日常生活中，亦和故事內容相似，我們總

有累倒的時候，但是，我們都需要家人、朋友及同學的支

持及幫助，讓我們可以成功完成目標。希望同學在閲讀圖

書後，亦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在學校中與同

學建立互助互愛的精神。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葉美娜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莎士比亞喜劇  

作者 管家琪 

出版社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5748586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書中記述了五個莎士比亞的喜劇經典名著，以下會介

紹其中一部作品─《庸人自擾》： 
《庸人自擾》主要講述兩對年輕人：希羅及克勞迪歐、

碧翠絲及班迺迪克的戀愛故事。克勞迪歐對希羅可謂一見

傾心，後經友人的穿針引線，二人成功走在一起。但事情
必非如想像般順利，就在他們結婚前夕，心腸歹毒的唐約

翰從中使詐，誣衊希羅是一個不忠貞的女子，可憐的克勞

迪歐中計了，竟在婚禮上侮辱希羅，婚禮因而告終；後經
再三查明，終於識破了唐約翰的陰謀，而希羅也原諒了克

勞迪歐，二人終成眷屬。 

另一邊廂，碧翠絲跟班迺迪克素來針鋒相對，一見面
就會互相揶揄，沒想到，在他們的朋友及叔父李奧納多的

推波助瀾下，二人竟然開始傾心於對方。 

最後，兩對戀人終於得到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感想及 

推介原因 

莎士比亞這一代文豪能透過深刻細膩的筆觸，把每個

角色都細緻而立體地剖析出來：《威尼斯商人》中仁義慷
慨的安東尼奧，刻薄殘忍的夏洛克；《庸人自擾》中，跳

脫不覊的碧翠斯，陰險歹毒的唐約翰……每個角色的性格

都是那麼獨特而鮮明。 
莎士比亞的語言幽默，是其中一個老師喜歡讀其作品

的原因。在《庸人自擾》中，碧翠絲與班迺迪克一幕幕的

唇槍舌劍，寸步不讓的精采罵戰，詼諧有趣，讓人發笑，
從中亦可見到莎士比亞語言的感染力。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馮淑芬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孤星淚  

作者 雨果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ISBN 9789620744419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孤星淚》又名《悲慘世界》，是一本家傳戶曉的世界

名著。是法國大文豪─雨果所撰寫的一部長篇小説。故事

的主線圍繞主角獲釋罪犯讓‧瓦讓在貧困時，受到主教無

私的幫助，結果他移居他鄉，洗心革面，化名馬德蘭重新

做人，重過新生活，亦試圖贖罪的歷程。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本故事是發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人們的生活十

分困苦和動盪。在那樣困苦的年代中，人為了生存往往只

想到自己，而忽視了許多需要關心的人。但主角讓‧瓦讓

卻無私地照顧一對母女，讓他們擺脫貧困，生活重新有了

盼望。回想在生活品質進步不少的現今世代，我們享有以

前人所不能擁有的生活，我們會否像主教一樣、像讓‧瓦

讓一樣，多關心身邊的人呢？ 

《弧星淚》故事情節吸引，扣人心弦，已被多次改編

以電視、電影及舞台劇演出。同學們閲讀完書本後，再看

看電影或舞台劇時，相信能有更強的領悟。 

最後，本小説除了附有精緻的插圖，還有多個《趣味

重温》問答題目，讓同學們在閲讀故事期間，回答相關問

題，增加閲讀理解能力，一舉兩得。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李詠兒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安妮日記  

作者 安妮‧法蘭克著(呂玉嬋譯) 

出版社 皇冠出版社 

ISBN 9789573330097 

對象 P.6學生 

內容 

本書原名《密室》，是一位少女的日記，於一九四七年首度出

版，被喻為改變世界的傑作！ 

本書作者─猶太籍十三歲少女安妮．法蘭克，本過著幸福的

家庭生活，但一切隨著納粹德軍在荷蘭推行反猶太法而撤底改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軍對猶太人進行迫害。在一

九四二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這接近兩年的時間中，為了逃避

納粹黨衛軍的追捕，安妮一家與另外同被追捕的幾個人，一同躲

進她父親在辦公室閣樓改裝的一個「密室」，過著不見天日和提心

吊擔的日子，生怕有一天被拘捕，甚至因此而失去生命。 

儘管「密室」的生活如此艱難，但對生命充滿熱愛的安妮，

卻把日記當作摯友，時刻向這位「摯友」訴説自己的心底話，把

自己在密室中與室友和家人的相處、面對戰爭的感受、並對成長

的渴望一一記錄下來。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我在就讀初中時，在一次舞台劇欣賞中，第一次聽聞安妮．

法蘭克(Anne Frank)這位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猶太籍少

女，隨即想更多了解她的傳奇經歷。及後我翻閲她的著作─安妮

日記，安妮可怕的「密室」生活隨即展現在我眼前：各人每天要

輪流和限時洗澡;為免被發現，各人要輕聲説話，窗户全時間被封

閉……偶爾可以感受陽光、呼吸新鮮空氣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或許同學會認為，學像安妮不用上學真是好得無比！殊不知

原來能夠上學，可以過著平凡安舒的日子，已是上天莫大的恩賜。

從安妮的身上，我學會感恩所擁有的，感謝愛護我們的，更慶幸

我們可以展望美好的將來。 

究竟安妮最後是否能夠逃離「密室」，重過正常的新生活？抑

或在長期的躲避後，還是被逮進奪人生命的集中營？ 

這不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是一位少女的真實經歷，值得同

學細閲。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林玉瑜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諺語故事 100選》  

作者 宋詒瑞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875564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這是一本諺語故事書，諺語是在民間廣泛流傳的短

語，多是人民的生活經驗，通常是一些知識和經驗的簡括

總結，富有教育意義。書中，兒童文學作家宋詒瑞根據每

則諺語的出處寫成故事，言簡意賅地解釋了諺語的意思，

讓讀者能掌握解諺語的來源、意思及用法。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是一本具知識性及實用性的好書，切合高小學生的

語文學習需要，能大大提升學生的寫作表達能力及文章的

趣味性。 

  書中為讀者介紹了一百個饒有趣味的諺語故事，讓讀

者知道諺語的出處及其意思。這一百個諺語涉及不同的主

題，包括：親情友情篇、道德品行篇、勤奮努力篇、處世

經驗篇、飲食健康篇及幽默詼諧篇。可見，主題非常全面，

讀者定必獲益良多。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大家立即展開閱讀之旅

吧！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謝佩珊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格林童話廣播劇劇本全集 I  

作者 王德全改編 

出版社 潑墨工房 

ISBN 9789887890874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格林童話廣播劇劇本全集 I》 包含了 57個小故事，

當中多個廣為我們知曉的童話故事：《青蛙王子》、《灰姑

娘》、《七隻烏鴉》、《小紅帽》等，都是陪伴我們長大的，

現在以格林童話廣播劇劇本呈現，大家可投入當中，扮演

王子、公主、國王、巫婆等，既磨練演技，又可以親身感

受不同的人性面。 

感想及 

推介原因 

相信大家都從小喜歡看童話故事，對童話故事不陌

生，尤其是《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等作品，現在用

廣播劇本的形式重新展現在大家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錯

過，可以與三五知己一齊透過廣播劇劇本演繹童話故事中

的人物，全書見口語化文字稿，是我們的常用語言，可感

受當中的善與惡、勤與懶、貧與富等，大家更可自行創建

結局，進入一個不一樣的童話世界。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陳潔儀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童話故事之王： 

和安徒生做朋友 

 

作者 主編：姜蜜 

出版社 明天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ISBN 9789862750223 

對象 P.4-5學生 

內容 

安徒生一生創作的童話故事很多，並且很受小朋友歡

迎，而這本圖書並不只是介紹安徒生的某個童話故事，而

是在全書的五個章節中，分別是介紹安徒生的：童年、經

歷、國家、作品和剪紙。 

感想及 

推介原因 

由於小朋友讀者大都是早已經對安徒生的童話故事

耳熟能詳，例如《醜小鴨》、《國王的新衣》、《拇指姑娘》

等，反而不太認識安徒生這位大作家的個人背景和經歷，

所以特別推介這本全面介紹安徒生的背景和一生經歷的

圖書給同學欣賞。雖然這本書以安徒生的背景和經歷為編

寫重點，但都編修了四個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給讀者欣賞，

例如《國王的新衣》、《拇指姑娘》等，好讓早已看過這些

故事的讀者重溫一下安徒生的名作，也可讓未曾欣賞過安

徒生作品的讀者去閱讀和品嘗作品那濃厚的人情味。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曾燕琼副校長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銅山國王  

作者 保羅．比格爾 

出版社 小麥田 

ISBN 9789863448990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統治了銅山一年之後，銅山國王的心跳正逐漸衰微，

總管野兔先生急忙去找奇異醫生求救。原來只有「鑰匙草」

才能拯救國王，但要拯救國王不只有神奇的藥草，還需要

很多動物的幫忙，為甚麼呢? 書中會出現不同的動物（包

括狼、松鼠、家兔、鴨子、大黃蜂、綿羊、曱蟲、獅子、

噴火龍、田鼠和城市鼠、燕子、驢子）以及矮人各自述說

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而最後由神醫收尾。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除了是由不同動物輪流敘述牠們生命中不尋

常的遭遇之外，最有趣的是，各故事內容彼此相互聯繫，

或者故事主角是國王的舊識，因此可以進一步瞭解神祕的

千歲國王和他的銅堡。 

比格爾筆下充滿了驚悚的冒險故事、激動人心的曲折

劇情和令人難忘的角色，其中的俠義和高貴人物的形塑既

富於想像力。全書使用令人吸引的是看似簡單的散文，但

寫得讓人深深感受到這的確是經典之作。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鄒淑麗老師 

推介主題 中文圖書 

書目 山姆，你是不是不舒服?  

作者 艾咪·賀斯特 

出版社 春池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573035633 

對象 P.1-6學生 

內容 

故事記述在寒冷的晚上，熊媽媽溫柔地哄生病的小熊

山姆飲咳嗽 糖漿。儘管山姆多次搖頭拒絕，媽媽也會有

耐性地哄他。最終，山姆為了一個原因，決定張開大大的

嘴巴飲下去。 

感想及 

推介原因 

作者藉着簡單的故事和精美的圖畫，帶出濃濃的親子

之情。小熊 山姆生病後，熊媽媽非常擔心，問︰「山姆，

你是不是不舒 服?」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她用力抱緊

山姆，親吻他，又快 速下樓拿一瓶咳嗽糖漿給山姆，更

多番鼓勵山姆要勇敢喝藥。每 個舉動都顯露出媽媽對孩

子的愛。學生可從中學習運用不同的詞 語記述事情的起

因、經過和結果，並運用人說句推動事情發展。 小孩不

肯飲藥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故事帶出媽媽的難處，並指導 

父母如何安撫孩子的情緒，推介學生與父母一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