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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十本好讀」中學組候選書籍名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國際書號 

01 60 秒變身歷史小天才 強．理查茲（文）、洪夏天

（譯） 

商周出版 9786263183292     

02 一件有益的小物 米哈 P. PLUS LIMITED 9789620449994     

03 小情書 2 小書 初文出版社 9789887625315     

04 小蜜蜂總動員：妮琪和蜂群的勇

敢生活 

傑．霍斯勒（文）、林大利

（譯） 

遠流出版 9789573293811     

05 不知道的都叫樹 古碧玲 大塊文化 9786267118498     

06 中日字詞趣談 陳志誠 中華書局 9789888760992     

07 天空給我的飛行里數 Ting Ting Lo 初文出版社 9789887602354     

08 少年讀成語故事 1 自然篇 邱昭瑜（文）、許書寧（圖） 未來出版 9789865252854     

09 手斧男孩．落難童年求生記 蓋瑞．伯森（文）、顏湘如

（譯） 

野人文化 9789863845973     

10 王子公主診療所：童話心理學教

室 

潘啟聰 非凡出版 9789888807772     

11 仙人掌女孩 達斯蒂．寶林（文）、楊佳蓉

（譯） 

親子天下 9786263052239     

12 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 謝耀漢、John Prentice 中華書局 9789888807895     

13 石頭與桃花 西西 中華書局 9789888760824     

14 血案——歷史中的血液學個案 史丹福 花千樹出版 9789888789047     

15 別誤會，心理學不是這樣的—

—看透大眾心理學 

Lo's Psychology 花千樹出版 9789888789092     

16 我是醫生．又是學生（珍藏版） 區樂民 皇冠出版社 9789882167148     

17 把悲傷留給電影 陳德森 紅出版（青森文化） 9789888743674     

18 角落裏的她 游欣妮 突破出版社 9789888562565     

19 身上的每道傷疤 李慧詩 啟思出版社 9789888635986     

20 防病未然——家庭醫生的健康

提示及疾病預防策略 

顏寶倫醫生 花千樹出版 9789888789054     

21 和天文學家來談「天」 趙復垣 中華教育 9789888760176     

22 拚搏在獎牌前——乒乓少年追

夢記 

黃潔雯 突破出版社 9789888562541     

23 林蔭下教育：新界和離島學校的

故事  

李子建、鄭保瑛、鄧穎瑜、黃

詠筠、陳君堯、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博物館 

中華書局 978988880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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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品的語言——心理治療師的

手記 

安靜 P. PLUS LIMITED 9789620450198     

25 虎皮魔毯 瓊．海格（文）、林靜華（譯） 小魯文化 9789865566760     

26 長生石的守護者 陳郁如 小麥田 9786267000250     

27 青春的歷練——20 個青少年成

長的心理挑戰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 萬里機構出版 9789621474087     

28 冒牌機器人 林滿秋（文）、Asta Wu（圖） 未來出版  9789865255404     

29 城市如何文化 茹國烈 中華書局 9789888807864 

30 故宮．宮廷生活 萬依、王樹卿、陸燕貞 商務印書館（香港） 9789620758980     

31 星星是暗夜的眼睛 幾米 大塊文化 9786267118276     

32 昨天晚上 白希那（文／圖）、林玗潔

（譯） 

小魯文化 9789865566241     

33 香港中式建築上的吉祥圖案 蘇萬興 中華書局 9789888807789     

34 香港老舖記錄冊 馬基諾、詹穎宜、陳容笙、黃

文晉、李佳玻 

亮光文化 9789888716890     

35 香港保衛戰紀——18 個需要記

住的香港故事 

Watershed Hong Kong 蜂鳥出版 9789887505365     

36 香港原生植物圖鑑 劉大偉（文）、李敏貞（文）、

王曉欣（文）、王天行（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9789882372702     

37 海底辦公室——天堂潛水員日

誌 

章英傑 天地圖書 9789888550340     

38 納爾曼年代記 1 青之王 廣嶋玲子（文）、橋賢亀

（圖）、王華懋（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7115     

39 逆思維：華頓商學院最具影響力

的教授，突破人生盲點的全局思

考 

亞當．格蘭特（文）、簡秀如

（譯） 

平安文化  9789865596934     

40 深海的女兒 雷克．萊爾頓（文）、王心瑩

（譯） 

遠流出版 9789573294818     

41 異國文學行腳 唐睿 三聯書店（香港） 9789620449475     

42 鳥類的機智都市生活：從覓食、

求偶、築巢、叫聲，一窺 43 

種鳥鄰居令人意想不到的日常 

一日一種（文／圖）、林詠純

（譯） 

遠流出版 9789573294467     

43 鳥類繪畫的第一堂課：美國自然

學家約翰勞斯賞鳥與畫鳥指南  

約翰．繆爾．勞斯（文）、江勻

楷（譯） 

商周出版 9786263181687     

44 麻鷹之城——我的觀鷹手記 陳佳瑋 非凡出版 9789888759408     

45 博物館與它的產地 郭怡汝（文）、Arwen 

Huang（圖） 

親子天下 978626305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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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羅伯．狄保德（文）、張美惠

（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7399     

47 微表情心理學——深入交際攻

略 

戴琦 非凡出版 9789888759736     

48 運動與癌症．講是又講非 雷雄德博士、梁就茂醫生 一丁文化 9789887471530     

49 與火神搏鬥——35 年消防生涯

事件簿 

陳國強 萬里機構出版 9789621473899     

50 颱風解密——你也可以做天氣

逹人！ 

岑智明 萬里機構出版 9789621473950     

51 劍擊成就了我——奧運冠軍張

家朗 

朱凱勤（文）、張家朗等（口

述） 

商務印書館（香港） 9789620766800     

52 寫給中學生看的 AI 課——AI 生

態系需要文理兼具的未來人才 

蔡宗翰 三采文化 9789576587931     

53 憂鬱的貓太郎 王幼華 遠流出版 9789573293941     

54 潮讀 4000 年 8 黃獎（文）、陳美濤（協力） 今日出版 9789887586661     

55 熱血！水男孩 1 奮泳向前！無

懼的狗爬式泳者 

山村獎（文）、凸野高秀

（圖）、黃薇嬪（譯） 

小熊出版 9789865593995     

56 瞎掰舊貨攤 1：斷尾虎爺 鄭宗弦 親子天下 9786263051324     

57 衛斯理系列少年版 25 大廈

（上） 

衛斯理（倪匡）（文）、鄺志德

（圖）、耿啟文（整理） 

明窗出版社 9789888688449     

58 閱讀電影與電影・閱讀 曉龍 超媒體出版 9789888778706     

59 頜骨醫學——口腔頜面外科的

情和理 

劉思樂醫生 花千樹出版 9789888789023     

60 戰鬥吧！成語：歡迎登入厭世國

文伺服器 

厭世國文老師（文）、阿瑞

rayliugogo（圖） 

三采文化 9789576587252     

61 螞蟻 Les Fourmis 貝納．維貝（文）、尉遲秀

（譯） 

商周出版 9786263182646     

62 貓心理測驗：解密喵星人在想什

麼？ 

艾麗森．戴維斯（文）、愛麗

莎．列維（圖）、朱姿瑜（譯） 

柏樂出版 9789860661330     

63 豐子愷家書 豐羽（編） 天地圖書 9789888550296     

64 魔法圖書館的祕密 瑪格莉特．羅傑森（文）、聞若

婷（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7689     

65 讓傷疤變雲裳 金鈴（文）、Chocolate Rain

（圖） 

天地圖書 978988855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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