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個文革時期中國科學家考察西藏秘境的故事。

在世外逃源做科學考察，表面比在實驗室裏做研究浪

漫得多。但科學家要攀高原，越喜馬拉雅山，深入大

峽谷，過程既困難又驚險，充滿傳奇色彩。 

 

  



 

 

通過我的「講」，激活你的記憶、體驗與經驗，反身體

驗一下自己的周圍、自己所處的社會、自己所熟悉的

文化，調動心底的「儲備」，和我所講的內容一道，重

建「古代中國(漢族)社會與文化這個大概念。 



 

怪物城銀行總經理的小兒子泰德被同班的兇悍小魔女

搶去五百萬，還經常被她欺負。充滿正義感的朋友擔

任貼身保鏢，還打算好好教訓一下那個可惡的小魔女。

他們終於和小魔女路上相遇! 



 

一個偶然的機會，小嵐回到了兩千年前的漢朝。好不

容易來一趟，小嵐當然要幹點好事了。比如說，拯救

被皇帝劉邦害死的戰神韓信。可倒楣的是，人還沒救

出，她自己倒被劉邦囚禁了。究竟天下事難不倒的馬

小嵐用了什麼辦法，不但令自己脫離牢籠，還迫使劉

邦簽下合約，二十二年內不敢動韓信一根手指頭呢? 



 

英勇的怪物城衛隊和警察全員上陣，和邢惡的巫師對

戰，還成功捉拿了其中一個巫師。這個看管戰俘的任

務就交由怪物小學負責，小怪們的責任重大啊!可是，

狡猾的巫師實在不能小看，他們一定會想出奸計去劫

走戰俘。這場攻防戰，究竟誰勝誰負呢? 



 

成語是詞語的精華，有深含的意義。成語運用得宜，

對作文有一定的幫助。 

本書共選成語二百多個，依成語的性質加以分類，如

思想修養篇、學習態度篇、心理活動篇、閱讀寫作篇、

社會景象篇、體藝競技篇、日常生活篇及山水風光篇，

內容深入淺出，務求令青少年容易明白，方便掌握，

並可以在寫作時靈活運用，令文章的內容更加充實，

文句更典雅流麗，增加可讀性。 



 

 

«繪本中華故事民間傳說» 系列，精選四個在今天仍

有廣泛知名度和現實意義的民間傳說，用童趣純真的

筆觸重新編寫，結合精妙而風格各異的圖畫，打造一

套適合兒童閱讀和理解的圖畫書。 

小紅鯉、小黑鯉和其他小伙伴結伴去跳龍門。據說，

跳過龍門就能變成靈活的小龍! 

哪條小鯉魚能幸運地跳過龍門呢? 

 



 

«繪本中華故事民間傳說» 系列，精選四個在今天仍

有廣泛知名度和現實意義的民間傳說，用童趣純真的

筆觸重新編寫，結合精妙而風格各異的圖畫，打造一

套適合兒童閱讀和理解的圖畫書。 

一個小和尚，自己挑水喝;兩個小和尚，他們可以一起

抬水喝。如果是三個小和尚呢? 



 

以年代為序記錄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大事的工具書上自

遠古，下迄一九四九年按時序將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

史實串聯起來，包含歷史事件、語言文學、藝術、科

學、建築、教育、宗教、醫學及重要人物等各項。 

 



 

«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成功刻劃了不同性格

的人物，尤以林沖、魯智深、武松、宋江等最為鮮明。

本書即精選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景陽岡

武松打虎、宋江三打祝家莊等經典故事，保持古典文

學韻味。本書從現代人的角度思考«水滸傳»的思想價

值，同時輔以彩色插畫，精心設計趣味重溫練習及小

專題，有助讀者閱讀品味這部經典。 



 

當鋪老闆看到一個紅髮同盟會的廣告，以為天降橫財，

豈料同盟會卻突然消失。福爾摩斯察覺當中別有內情，

竟查出此事與三個月前的火車大劫案有關!大偵探聯

同警探暗中埋伏，與兇悍歹徒展開了一場地下肉搏戰! 



 

福爾摩斯與華生出遊，在旅館中認識了麥基夫婦。翌

日，麥基太太被發現在旅館 50里外的路口車毀人亡，

是交通意外?還是謀殺?麥基聲稱早上駕車送太太回家

取東西後，自行回到旅館與朋友見面，沒料到一別竟

成永訣。麥基雖然是重要疑犯，但他出發時和回到旅

館時都有目擊者，根本沒有時間在中途製造交通意外

殺妻。 

面對狡猾的兇犯，福爾摩斯如何揭穿箇中破綻，找出

兇手犯案的時間?更叫人意想不到的是，當他以為案件

已破之際，一個更大的危機卻迫在眉睫，幕後黑手是

誰? 



 

平安夜的一場暴風雪過後，通往小村莊的道路被阻斷

了。肥控制員馬上派出小火車們前去清理道路，但是

積雪太厚了，究竟這場營救行動能否成功，讓村民可

以歡度聖誕呢? 



 

由醫祖扁鵲、醫聖華陀，到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

呦，中國的名醫和藥學家怎樣用他們高明的醫術救治

病人?他們對世界醫學發展又有何貢獻? 

本書講述 11 位在中國醫學史上成就卓越的名醫和藥

學家的故事，他們是:扁鵲、倉公、張仲景、華佗、皇

甫謐、孫思邈、錢乙、宋慈、李時珍、陳實功和屠呦

呦。讀者可從故事中認識中國醫學的博大精深，以及

對世界醫學發展的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嚴謹

的治學精神、濟神救人的高尚品德，尤其值得我們學



習。 

 

黃子祺和高立民在體育課上鬧翻了，兩人決定私下來

一場體能心拼決一高下。可是這場決鬥被體育老師發

現了，所有同學都被罰必須參加即將來臨的陸運會!

黃子褀悄悄地報了名和高立民參加同一場賽跑，想堂

堂正正與他比賽一次。為此他努力練習，堅毅的精神

感動了全班同學。究竟他的努力能否取得成果?他最終

是否能勝過高立民呢? 



 

此書用最詳盡的方法和最簡明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

紹背景、賞析詞文，每首詞都附有白話對譯，方便易

學。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愛迪生，舉世聞名的發明大王，他的一生有多達兩千

多項發明。小時候，老師認為他資質太低而拒絕讓他

上學;少年時，他的耳膜受損以致終身聽覺殘障……面

對重重困難，愛迪生如何堅持理想，為人類文明作出

貢獻呢?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孫中心，從小就是一個志氣不凡的少年，看到同鄉的

房屋被霸佔，他敢大聲反駁官兵。年僅 14 歲時，他就

決定跟隨哥哥去檀香山學習新知識!少年孫中山為什

麼會有如此重大的決定?青年時期學醫的他，又為什麼

會決定「轉行」從事革命事業呢?  



 

本書精選了 28個安徒生經典童話，包括:夜鶯、豌豆

上的公主、沒有畫的畫冊、小雛菊、小意達的花、在

小安娜的房間裏、笨蛋漢斯、人魚公主、白雪皇后、

旅伴、堅定的錫兵、打火盒、皇帝的新衣、拇指姑娘

等。 



 

忍者電影和漫畫中，忍者多半會使用各式各樣不可思

議的忍法，而且還能飛簷走壁。可是，大家可能不太

了解實際存在的忍者是甚麼模樣吧? 



 

古典是歷史的傳遞，思想的凝結，雖然總是跟遙遠的

世界關聯在一起，但古典作品所言說的歷史環境、文

學傳統、故事氛圍跟現代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即使在昨日，猶如在眼前，所以，遇見古典，不必望

而卻步，每次只要花費一點點時間，讀一段文字，便

會領略到古典文學的神采，吸收傳統文化的精髓。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居理夫人，鐳元素的發現者。鐳的發現造福世界，成

為比金子還貴重的東西，但居理夫人認為科學成果是

屬於大眾的，所以她放棄了鐳的專利權，放棄了成為

巨富的機會，仍舊樸素務實地繼續各種的科學研究。

居理夫人的一生充滿苦難，但她並沒有因此而退縮，

她自強不息，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林肯，一個偉大而樸實的美國總統，雖出身於貧苦家

庭，卻從沒放棄學習的機會，他由洲議員、國會議員，

最後當上了第十六任的美國總統。在任期間，他領導

北軍，為美國的民主、統一而戰，最終使美國從南北

分裂中得到統一。他又毅然頒布了«解放奴隸宣言»，

這項決定對美國至全世界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林肯

成了人們心目中不朽的英雄。但也因此令林肯陷入無

法預料的危機之中。 



 

文言文閱讀理解是中學語文學習的重要部分。在高中

的中國語文科，加入了 12 篇指定文言經典範文，本書

以漫畫故事形式，重現 12 篇文言範文的內容和意境，

讓同學率先了解文章要旨。 



 

島嶼你會想到甚麼?隨風搖擺的棕櫚樹?清涼的飲料?

或是讓人放鬆的潔白沙灘?真是捧極了!但島嶼並不是

這樣舒適宜人。 

世界上最多島嶼的國家在哪裏?總共有幾多座?哪座島

名稱的由來，是古代維京人設下的騙局? 



 
中國古典文學中奇幻小說很少，在為數不多的小說中，«鏡花緣»是最奇特、最富

有想像力的一部。 

唐敖隨妻弟之洋遍遊海外諸國，見識了奇風異俗、奇人奇事和奇草異木，充滿了

神奇的浪漫色彩。它內容非常豐富，創造了幾十個近乎神話的國家，表達了作者

政治、文化、社會的理想，是集合幻想小說、歷史小說、諷刺小說和遊記於一身

的巨著。 



\ 

此書有小朋友喜愛的水果和蔬菜、漂亮的花朵，以及

有趣的交通工具等，內容豐富。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岳飛，能文能武。生活窮困但未有令他氣餒，反而發

憤學習。自小習武的他亦心繫國家。面對金人入侵，

他寫下悲壯的«滿江紅»。背上刻上「精忠報國」四個

大字，成為他一生的宗旨。他組成精銳的岳家軍，對

抗金人。但就在收復中原有望時，被冠上「莫須有」

罪名……他最後能實現保家衛國的理想嗎? 



 

從淘氣貓咪到樹熊，全部都能自己動手畫。農場、沙

漠到北極的動物都會畫，長頸鹿還是乳牛的花色都超

簡單，只要 12 色，就能畫出自己的動物園。 



 

亞特蘭蒂斯中，傳說中擁有高度文明的神秘古老國度，

卻在一夜之間沉沒在海底。究竟它為甚麼會一夕消失?

好戰分子居然掌握了亞特蘭蒂斯的秘密，並準備發動

侵略戰爭，誓要成為世界霸主!「校園三劍客」這次要

如何應付這場關乎世界和平的戰爭呢? 



 

他們的名字，家傳戶曉;他們的成就，影響世界。名人

的光輝背後，有着怎麼的經歷?名人有着怎樣的性格和

精神讓他們取得非凡的成就?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

習他們成功的秘訣，啟迪你的人生。 

李白，中國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作品膾炙人口，

被後世稱為「詩仙」。他才華橫溢，心懷大志、卻不被

重用，無法一展抱負。究竟這位偉大的詩人如何面對

人生中的種種挫折，憑藉他的創作才能，名垂千古呢? 



 

 

 

中國經典典故大全是具備工具書性質的閱讀本，精選

四百多個典故，用講故事的形式來闡釋典故意義。這

些文串典故，包含多彩的人物故事和歷史事件，具有

廣泛的知識和深刻的哲理，也反映了歷史生活的一個

側面。每個故事篇幅不長，但具概括性，讀者只需閱

讀短短的篇幅，就可以掌握典故的基本內容和來龍去

脉。 



 

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簡明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背

景、賞析詩文，每首詩都附有白話對譯，方便易學。 



 

中國史書的典範之作，以人為中心記述歷史，本書從

中選擇十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來呈現這樣的特點。書

中具影響歷史的卓越人物，有很強的事性和戲劇性，

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現了

作者卓越的文學才華。 

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個性鮮明，事件真實生動。 



 

地球面臨重大危機!來自蔚藍星球的外星人帶着殺傷

力強勁的武器侵略地球，萬卡國王為了救地球人類挺

身而出，擊退了外星人。危機被化解了，但萬卡此時

卻和小嵐說他要和別人訂婚，是怎麼一回事? 



 

甚麼會像陀螺一樣旋轉、像獅子一樣怒吼，還能把整

棟房子吹得支離破碎?發生在熱帶海面，像發怒的瘋子

一樣旋轉，帶來大豪雨，甚至大災難的又是什麼?你可

能已經猜到，答案就是龍捲風和颱風。事實上，全球

大約有五億人口，住在遭受威力驚人的風暴肆虐的地

區，並因此蒙受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 



 

本書講述 11 位在中國歷史上有勇有謀的將軍和兵法

家的故事，他們是:曹劌、孫武、田單、韓信、諸葛亮、

岳飛、文天祥、戚繼光、鄭成功、蔡鍔和李宗仁。讀

者可以從故事中了解他們的靈活變通和運籌帷帳的卓

越能力，由此而認識中國歷史上各將軍和兵法家們的

過人之處，更重要的是，他們遇事臨危不亂;調兵遣將、

反敗為勝的慎密思維，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這本書是關於哈密瓜魔法學校。生活中，你有沒有遇

到一些煩惱?例如學過的知識總是記不住，明明早起卻

經常遲到?學會小小魔法，從此讓生活中的一切煩惱，

都變成小事! 



 

此書對中國農村、人性、生存有透徹而深入的詮釋。

魯迅稱它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

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 

作者筆下，既有女性作者持有的細緻和敏銳，又有別

具一格的悲憫與諷刺，小說感情熱烈真摯，文筆清新

優美，具有抒情詩般的藝術風格。 



 

本書精選十個中國古代民間流傳甚廣的神怪故事，展

現了一個由各路鬼、孤、仙、妖組成的奇妙世界。 



 

透過故事性的文字，化抽象為形象，讓小學生快速識

字和牢記字的含義。 

 



 

透過故事性的文字，化抽象為形象，讓小學生快速識

字和牢記字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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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廟會»和«接財神»，內容很豐富，故事很精彩，圖文

並茂，讓讀者明白中國人過年，有很多風俗習慣，也

有多種具體的節目形式，把讀者帶到年文化的情境裏，

感受過年的濃厚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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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福爾摩斯和李大猩設局拘捕了著名騙徒馬奇。

可是，還有一年就可出獄的他，竟在一個風雪之夜逃

走了!他急於越獄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奇怪的是，

監獄的圍牆內外只留下了幾團拳頭大小的布碎和一塊

薄餅，沒有長梯，也沒有繩子，他如何攀越 20 呎高的

圍牆?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為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

認識，提高文言文閱讀分析能力，香港教育局為中學

中國這文科精選百篇文言經典範文，供教學靈活運用。

本書收錄當中唐朝古詩文二十篇，以漫畫故事形式，

將文言範文的內容及情境再現，讓同學更快地了解文

章內容大意，迅速掌握知識要點，輕鬆學好文言文。 



 

故事主角只是小人物，卻可以發出大力量，鼓勵人積

極向上，永不放棄。 

十三歲少女安妮，她寫的日記，被翻譯成五十五種語

言，在全世界銷售了兩千四百萬冊，她的日記到底有

甚麼吸引力? 

一出生就沒手沒腳的力克，在別人眼中，他就是個怪

物，但是他居然能像正常人一樣玩足球、游泳，長大

後更成為世界聞名的勵志演說家，他是怎麼辦到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inosaur facts is true? 

A. The smallest dinosaur was about the size of a big chicken. 

B. The name for fossilized dinosaur poop is coprolite. 

C. Duck-billed dinosaurs had over one thousand teeth. 

D. Utah is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it’s legal to hunt dinosaurs. 

Read this book and find the answers! 

 



 

Hero Super Rabbit Boy has been sucked into a strange mirror land of his world.  

Now everyone good is bad, and everyone bad is good.  And the major meanie in 

this land is Super Rabbit…Boss! Can Super Rabbit Boy make it back to his world? Or 

could this quest mean more TROUBLE for Super Rabbit Boy? 



 

希望成為大人的安妮，一天起牀時，周遭的環境全改

變了，連最要好的姐姐也不在家?她照一照鏡子---自

己竟成為了一位體態曼妙的淑女?驚訝之際，中學最好

的朋友開着私家車接她，這一趟會送她到哪裏呢? 



 

本書劃分為秦漢至清初、清至民國和民國至當代三部

分，唯不少人物橫跨兩代，故以其主要事跡的發生時

間，結合其歷史影響，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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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東遊記»被稱為"世界一大奇書"。它第一次

較為全面地向歐洲人介紹了東方各國尤其是中國的政

治、經濟和宗教生活，使西方開始驚訝於中國的文明

和富庶，促成一二百年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加速了

中西方的直接往來。 

本書精選馬可波羅旅程中最新奇有趣和最具代表性的

場景連綴成篇。全書語言輕鬆平易，內容跨度廣闊，

行蹤線索鮮明，帶領讀者與馬可波羅一同作探訪東方

之旅。 



«»  

«老殘遊記»被譽為清末四大讉責小說之一，它既是瞭

解和研究清末社會生活的實錄，也是頗具藝術性的抒

情小說。劉鶚以遊記體的形式來寫小說，以散文的筆

法敍事狀物，思想性和藝術十分突出。 

本書精選老殘遊歷過程中最新奇有趣和最具代表性的

事件連綴成篇。全書情節新奇，文筆優美。透過老殘

的遊歷，引領讀者一同瞭解清末時期中國社會生活。 



 

«繪本中華故事神仙傳說»系列精選四個為人所熟悉

的神山，以生動傳神、簡潔淺白的文字去演繹他們的

故事，結合風格迴異、富有特色的圖畫，加深讀者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套具藝術性、觀賞性的讀

物。 

財神到，接財神!原來，給人間帶來財富的財神不只一

位，有文財神、還有武財神，而且他們還是歷史上有

名的忠臣和大將。 



 

藍天、碧海、小島、漢堡特餐…… 

悠閒的郵輪之旅不可或缺的美景與美食。愈來愈遠的

海岸，愈來愈小的港口，和小企鵝一起航向美麗的海

平線吧! 



 

歐柔從小就是大家眼中的小乖乖、模範生! 

當乖寶寶好處多多，但也有些限制，例如不能生氣，

不能搶玩具，永遠要對他人表現出最正面的反應。但

也因為這麼做，大家都很愉快，她從來沒有想過其他

的做法。直到一個壞脾氣老婆婆和一個調皮鬼同學的

出現，破壞歐柔的完美世界，他們讓歐柔發現，偶爾

「不是乖寶寶」，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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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火山，人們多半會這麼描述:尖尖的錐形山峰，砰

的一聲突然爆炸，山頂發出烈火，噴出濃煙和火紅的

石塊，岩漿到處漫流，把所有東西燒毀殆盡。火山的

脾氣雖然火爆，也會造成損失。雖然如此，火山附近

的土壤肥沃，生產的作物餵養無數的人;火山灰水泥還

是很好的建材。 



 

「小企鵝」系列最後一站將要去哪兒呢?跟著人氣作家

工藤紀子來趟愜意的巴士之旅吧! 

告別外公、外婆的小企鵝姊弟搭上了巴士，沿途的森

林、雪景、牧場讓大家流連忘返，但最重要的是乘車

禮儀，千萬不要亂按停車鈴啊! 



 

佩佩和喬治要去拜訪兔子小姐，兔子小姐喜歡回收所

有的東西，甚至是汽車!和佩佩、喬治一起學習資源回

收的知識吧! 

 



這次小雞一家要去逛遊樂園，園裏有迷宮、咖啡杯、

天女散花……好多有趣的遊樂設施喔! 

 



 

植物天地種植了不同類別的植物，你可在這裏了解它

們的結構、特點、價值等。雖然植物大多隨處可見、

看似平凡，但它們一直默默地製造氧氣和食物，支持

着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命。我們要好好愛惜植物，報

答它們的付出呢! 



 

大多數人對沙漠的印象，不外乎發燙的黃沙、乾旱缺

水讓人發狂，只想祈求天空能飄下幾滴雨水解渴的「地

獄」。但沙漠可不只是又乾又熱這麼簡單，冰天雪地的

南極已被公認為……沙漠!變幻莫測的沙漠，完全顛覆

你對沙漠的印象。 



 

如果你總是搞不清楚「買兩包送一包」、「弟二包半價」

到底哪個比較划算;如果你不懂為什麼老師最愛算出

全班成績的平均分數;如果你一遇到沒辦法整除的算

式就很煩惱……這本書裏有各種秘訣，保證讓你繼續

維持不依賴計算機的好習慣，快速解決各種稀奇古怪

的分數與小數的問題! 



 

以世界視野認識中國用彩圖展示中國文明傳遞«中華

文明傳真»精神。 

你會知道…… 

泰始皇地上和地下帝國的氣魄、最有生意頭腦的粟特

人如何在中西貿易中大展身手、唐朝的開放風氣，給

予女性從未有過的社交和婚姻自由。 



 

你聽說過齊天大聖孫悟空嗎?這隻從仙石中跳出來的

猴子，究竟怎樣學得一身高強本領?他又為什麼要大鬧

天宮，把天宮弄得人仰馬翻? 

唐僧要到天竺取西經，他是怎樣遇上孫悟空、豬八戒、

沙僧，並收他們做徒弟呢?取西經的旅途困難重重，碰

到了許多妖怪，四師徒如何克服困難，降魔伏妖呢? 

«西遊記»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內容生動風趣，充滿

想像力。本書精選了當中 10 個最具童趣的精彩故事，

文字淺白，篇幅精簡，符合小讀者的閱讀程度;結合富

有特色的繪畫，帶領小讀者進入妙趣橫生的西遊神話

世界。每個故事後，附設「西遊知識庫」欄目，提供

與故事相關的人物、地點、神通、法寶等的資料，讓

讀者更深入了解«西遊記»，擴闊知識面。 



 

湯馬仕帶着挖土機艾菲來到建築工地幫忙。可是，個

子矮小的艾菲經常被體型高大的工程隊員嘲笑，令他

十分自卑。究竟湯馬仕有沒有辦法令艾菲重拾自信呢? 



 

«水滸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

說，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書描寫北宋末年以

宋江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義，以及聚義之後

接受招安、四處征戰的故事。書中出現許許多多人物，

這些人物性格鮮明:多智的吳用、魯莽而忠心的李逵、

勇猛的武松……逼真生動。 



 

對怕水的孩子來說，學習游泳難免會遇到挫折，透過

漫畫，讓孩子放輕學習游泳、和水當好朋友，也能成

為厲害的小泳將! 



 

一支海灘上不起眼的玻璃瓶，竟藏着一張藏寶圖!而這

張藏寶圖，正是傳說中赫赫有名的殘酷海盜---摩根所

有!海龍號三人組:火焰托馬、大膽瑪莉，還有智多星

威利，為了找出傳說中海盜摩根的寶藏，正揚起風帆，

準備出發前往地圖上指示的神秘地點。 



 

莫爺爺是個作家，他的心願就是收一個小徒弟，然後

把一身的寫作本事都傳給他;但最後氣沖沖來到他面

前的，卻是一隻小兔子!於是，莫爺爺決定給小兔子一

連串的考驗…… 



 

蘇格蘭場幹探狐格森在一鄉郊小鎮涉嫌殺人被捕，死

者更是倫敦著名爆竊犯皮里斯!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在

遇害前一天曾在該鎮一間豪宅爆竊，偷去了五件並不

值錢的東西。此一有違常規的行徑令福爾摩斯懷疑案

中別有內情。可是，所有證據皆對狐格森不利，當地

警察局局長更直指他就是殺人兇手! 

但福爾摩斯深信好友無幸，於是與華生等人親赴兇案

現場調查，通過觀察周遭的環境，和解讀一張從死者

手上找到的破字條，叫各人赫然驚覺，原來真兇的倒

影已近在眼前! 



 

名將張巡遭重重圍困，怎樣反敗為勝?管寧為甚麼可以

讓整條街的人有秩序地打水?被歹徒盯上後，陳平做了

甚麼讓自己化險為夷?本書收錄了十七個古代俠士英

雄的故事，展現了他們為了國家、知己、主人，捨生

取義、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也講述了在戰場上，他

們如何臨危不懼、機智應變而最終讓敵人落荒而逃的

大智慧。 



 

遊戲開始啦!1+1=?動作組合好神奇!對稱破解另一半，

表情配對真好玩!加加減減玩創意，畫畫就該 enjoy!

運用八種獨特的繪畫小秘技，透過遊戲和圖例的引導、

練習，一起完成充滿個人風格的故事創意畫! 

 



 

哲理寓言熔哲學、文學和藝術於一爐，蘊含着深遠的

哲理和生活經驗。本書從中國歷代典籍中精選出富有

哲理的寓言故事三百三十則，上至先秦政治哲理片段，

下括明清生活寓言故事，作者把這些寓言用白話翻譯

並擴充為完整故事，附加解說闡釋，從而化古樸簡奧

為現代平易。 

 

 



 

「吸血鬼之謎」一案發生半年後，李大猩的好友弗格

臣來信邀請福爾摩斯和愛麗絲等人到其家中度假。然

而，當他們一行五人抵達後，才得悉古拉伯爵家族的

墓地中又有吸血鬼出沒，有人甚至被吸血鬼從墓穴中

伸出手足住腳腕! 

福爾摩斯在好奇下率眾前往捉鬼，並在墓地中找到一

個痴痴呆呆的老人，而其手臂上更有被吸血鬼咬過的

痕跡!在眾人陷入恐慌之際，福爾摩斯卻從老人的鞋襪、

一條小圓木及一個啤酒樽看出端倪，一舉破解了吸血

鬼之謎，更揭出老人背後一段叫人聞之心酸的悲慘故

事! 



 

«儒林外史»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

要描寫對象的長篇白話小說，也是中國第一部典型的

諷刺小說。這部小說描寫的人和事是作者吳敬梓親身

經歷過和見聞過的故事。作者以樸素、幽默、辛辣的

語言，諷刺和勾畫了那些被陳腐的封建科舉制度所毒

害的熱中功名的知識份子---即 “儒林”中一群“儒

人”，他們的各種各樣令人發笑的醜態和眾多別具情

趣的故事。 



 

動物故事是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本書精選中國歷史

文獻和民間傳說中有關的動物故事 43 篇。通過生動有

趣的故事情節，擬人化的手法，揭示深刻的哲理和實

用的經驗教訓，反映某些社會現象、世態人情和人與

人的關係，解釋和說明動物的習性、特點、形態的由

來。全書故事簡短有趣、寓意深刻豐富、形象生動傳

神、語言淺近活潑。 



 

聰明機靈的荷米斯，如何偷走太陽神阿波羅的牛群?

赫菲斯托斯又是如何娶到美麗的阿芙蘿黛蒂?神話既

是世界上所有故事的源頭，同時也是知識的寶庫，爸

媽帶著孩子一起來體驗神話的動人魅力吧! 

  



 

你拜訪過鱷魚的家嗎? 

走過松鼠的家嗎? 

跟著老鼠郵差送信的路上，你會發現動物們的家可是

千奇百怪……看到兔子家的床有幾層嗎?誰偷跑去進

大野狼的家?仔細觀察老鼠郵差把每一件包裹送到誰

家去?再猜猜看，最後一件包裹要送給誰? 



 

此書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運動醫學團隊再度推出的，除

了運動原理、正確姿勢、飲食餐單等實用跑步資訊外，

另增加兩項大熱運動知識---瑜伽及普拉提，掃描書中

QR Code 觀看示範動作短片，再配合科學化訓練計劃，

讓你輕鬆成為自己的跑步教練。 



 

書法藝術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學習書寫和

欣賞書法，除了能培養我們的美感，陶冶我們的性情

外，還能增加我們對中國語言及文化的認識和興趣。

本書的作者黃靈雨老師是一位著名中國書畫藝術家及

資深視藝科教師，他以自己深厚的藝術造詣和多年的

教學心得撰寫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帶領讀者一

步一步走進中國書法的世界。 



 

魔法王國來了一位特別的小客人---獨角獸，蘇菲亞、

安柏和詹姆士要負責好好地照顧她。可是，獨角獸卻

不喜歡他們安排的活動，並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究

竟這位小客人喜歡什麼呢?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會參與的競賽非常多，然而什

麼才是真正的勝利!遊戲的規則早在比賽開始之前就

已定好，但是心中的準則不該由自己來掌握?真正的運

動家精神是遵守比賽的規則，享受過程的剌激，放下

輸贏的計較，專心與對手一起發揮實力，完成美好的

遊戲;一場又一場，攜手共創學習的場域。 

贏，不在分數，不在別人的掌聲，只在自己純淨的初

心。 



 

A BAD seed! Do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He lies about pointless stuff. 

He cuts in line. Every time. He never washes his hands……or his feet. And he does lots 

of other bad things too. 

But what happens when a bad seed doesn’t want to be bad anymore?  

Can a bad seed change his bad ways? 

 

 

 

 

 

 

 

 

 



 

 

小鼹鼠里斯個子小小，內心卻藏著大大的勇氣。有一

天，他的哥哥發現:地洞裏的食物竟然吃光了!哎呀，

這該怎麼辦才好?「挖!往下挖!深深的往地底下挖!」

所有小鼹鼠拼命的往地底下挖，個子小小的莫里斯卻

有個絕佳好點子!猜猜看，他想到什麼好辦法拯救大家

呢?只要一點點勇氣、不怕和別人「不一樣」，每個人

都可以創造無限大的可能! 

 



 

 

 

 

 

 

難得一見的美術館大透視，以輕鬆、幽默的繪本形式，

邀請讀者一起進入博物館和美術館的世界。 

除了生動呈現美術館的歷史演變之外，也帶領我們了

解藝術品如何展示、美術館提供了哪些服務，以及一

項展覽是怎樣從無到有規劃成形。 

  



 

去年榮登「小火龍」角色的火龍妹妹到了上學的年紀，

小火龍說:「我不要人陪，我要自己去!」才小一，自

己去上學行嗎?火龍媽媽替小火龍畫了一張去學校的

地圖，沒想到，小火龍竟然拿到了去外婆家的地圖!

這下慘了，到外婆家的路途遠且危機四伏，焦急的火

龍爸爸和哥哥決定變裝去保護她。他們使用了甚麼奇

特的「變裝秘技」? 



 

以幽默的漫畫介紹每個成語，配合解釋、典故、近義

和反義成語及實用例句，給你完整全面的成語知識。 



 

本書收錄了五個由真人真事改編撰寫的故事，當你面

對人生的困境時，人性的真善美將指引你光明的方

向。 

 

 



 

«STEM UP---趣味科學大搜查»與讀者走進科學世界學

是學非，辨明是非理論，探尋科學趣味。人類、動物

和植物都是地球上的生物，可是人類對這些生物朋友

認識實在太少了!本書將會帶大家一起探尋各種生物

知識，以及各種動植物生長與生活的奧妙，讓孩子做

個愛自己愛他人，愛地球的國際公民! 



 

「飛行不是公主要做的事」。雖然大家都這樣說，但是

蘇菲亞堅持要參加飛馬比賽。她選了一隻非常小的飛

馬比比。可是比比卻一直不敢飛上高高的鐘樓。比賽

終於來臨，蘇菲亞會如何面對呢? 



 

此書選取了 6個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節日，讓小朋友

認識中國的優良文化傳統。每個節日故事後，附設「習

俗趣說」欄目，增加閱讀的趣味性。 

春節的時候，人們為甚麼要穿紅色的衣服? 

元宵節為甚麼要吃「元宵」呢? 

清明節時插枝有甚麼特別的用意? 

端午節紀念的愛國詩人是哪一位? 

中秋節為甚麼要擺上一桌子的瓜果及糕餅呢? 

人們在重陽節為甚麼要登高? 

 



 

幾十年前，余光中先生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執教，面對

香港美麗的自然風光，他寫下了多篇頗具韻味的散文，

抒發對香港美景的感嘆。 

無言的山水，動靜起止，在相知的作者眼中，都有別

樣的綽約風姿，都有波瀾壯闊的大動作。無論風雲流

動，還是水波起興，作者不斷發現自然幻化出的神奇。

沙田的山水，因作者的美文，不知要吸引多少人神往。 



 

甄選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典名作，從中摘錄最精華文

段，疏通文意，用現代人的感受發掘蘊藏其間的歷史

經驗。 

古典是歷史的傳遞，思想的凝結，雖然總是跟遙遠的

世界關聯在一起，但古典作品所言說的歷史環境、文

學傳統、故事氛圍跟現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讀

一讀文字，便會領略到古典文學的神采，汲取到傳統

文化的精髓。 



 

此書收錄學習文言所必知的古代文化常識。包括天文、

曆法、節日、禮俗、教育科舉、宮室建築、器物等 20

大類。  



 

爬爬山鍛鍊身體，跑跑步訓練肌肉。衝啊!今天也為了

健康而努力!  



 

 

烏龜聽說兔子失眠，決定把暖烘烘的睡眠寄給他……

神仙不小心打翻硯台，烏雲就這樣出現了……山也會

微笑，白雲收到喜悅的禮物，烏鴉、麻雀在寫詩，各

天跟蹤小水鴨…… 

河去旅行，遇見最美的風景…… 

 



 

«繪本中華故事神仙傳說»系列精選四個為人所熟悉

的神山，以生動傳神、簡潔淺白的文字去演繹他們的

故事，結合風格迴異、富有特色的圖畫，加深讀者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是一套具藝術性、觀賞性的讀

物。 

土地公是專管人間的神仙。在一個叫三莊的地方，山

前的土地公有許多人送供品，山後的土地公卻沒人理

會，到底為什麼呢? 

 



 

書中並附林書豪的生平及成名故事，並專文側寫林書

豪在鏡頭外的一面。書中附林書豪籃球之路詳細圖解、

連勝之旅全記錄，以及各界名人對林書豪的讚賞和喝

采，內容豐富。 



 

Most bad books are happy hanging out a at rummage 

sales. Not this bad book.  Its goal is to be 

featured on the Banned Books list. Problem is, no 

one seems to notice---until the book teams up with 

its boisterous readers. Together, the book and 

its reader shout, sing, and wiggle their way into 

the attention of a local librarian. Will the book 

see its cover on the library wall……or will it 

end up in the recycling bin?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長籥章回歷史小說，描述了

從桃園結義，到西晉統一這九十多年間發生的歷史戰

爭故事。書中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記述了運

籌於帷幄的計謀，及場面浩大的戰爭。原書以淺白文

言及當時口語寫成，本書用淺易的現代語言改寫這部

巨著，便於讀者閱讀。 



 

音樂每天都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只是每個人都不在意。

了解音樂就是掌握情緒變化奧祕的最好方法。讓孩子

從小就接觸音樂、喜愛音樂，與音樂成為最親密的朋

友。讓音樂安定小朋友在未來競爭環境中不安的心靈，

藉此提高孩子的記憶力並紓解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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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每天都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只是每個人都不在意。

了解音樂就是掌握情緒變化奧祕的最好方法。讓孩子

從小就接觸音樂、喜愛音樂，與音樂成為最親密的朋

友。讓音樂安定小朋友在未來競爭環境中不安的心靈，

藉此提高孩子的記憶力並紓解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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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每天都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只是每個人都不在意。

了解音樂就是掌握情緒變化奧祕的最好方法。讓孩子

從小就接觸音樂、喜愛音樂，與音樂成為最親密的朋

友。讓音樂安定小朋友在未來競爭環境中不安的心靈，

藉此提高孩子的記憶力並紓解情緒。 



 

培養孩子洞察力、想像力、變通力、思維力和創造力。

故事例子提醒孩子不要貪心、要自己解決問題及要有

勇氣解決困難。 



 

華生是福爾摩斯的好拍檔，原來這身份在小說中另有

重要作用?要讓筆下的角色活靈活現，靠的是他們的

「演出」? 

想把故事場景寫得具體逼真，不能單靠眼睛去看，還

要用其他感官?本書收錄各種有關寫作的知識，並以«

大偵探福爾摩斯»的故事情節作為例子。從構思故事到

創作細節，深入淺出地分析箇中道理，令大家更清楚

易懂，相信閱後對提高你的寫作水準大有幫助! 

 



 

60 個創意十足的科學活動!只要運用日常生活裏的材

料，就可以做出各種會飛、會跑、會轉的作品。不僅

有趣好玩，還可以從中觀察到各種科學現象，並且探

索背後的原理。不論是小朋友在家自己做實驗，還是

老師在課堂上帶領學生一起玩，都能夠從動手做的過

程中，培養中探索科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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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每天都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只是每個人都不在意。

了解音樂就是掌握情緒變化奧祕的最好方法。讓孩子

從小就接觸音樂、喜愛音樂，與音樂成為最親密的朋

友。讓音樂安定小朋友在未來競爭環境中不安的心靈，

藉此提高孩子的記憶力並紓解情緒。 



 

此書教育小朋友要有責任心，玩後要收妥玩具。「物歸

原位、正確分類」就會事半功倍。 



 

為了世界盃足球的開幕式，布卡和蘿拉來到南非尋找

傳說中的彩虹鑽石!由於誰也不曾見過這個鑽石，所以

兩人只能在有著種族紛擾的南非史中尋找線索。在擁

有美麗野生魅力的南非，一起探索南非的淒美故事吧! 



 

春秋戰國時期，先秦諸子百家興起，形成各種思想流

派。先秦諸子是中國思想史的起點，支配了以後兩千

多年的思想文化格局。所謂「諸子百家」，主要是儒、

墨家、道家和法家，尤以孔子、老子、孟子、莊子、

荀子、墨子和韓非子最具代表性，他們的文章同時是

古代文學的典範，是中學文言文學習的重要部分。 

本書是漫畫家馬星原和作家方舒眉繼«趣味學古文»之

後的又一創作，以漫畫介紹先秦七子的生活和思想，

配以名家經典，追本溯源，認識文化思想，同時增進

對文言文的理解，是學習語文，了解中國文化的輕鬆

捷徑。 



 

«STEM 職業小學堂»一套四冊，每冊詳細介紹一項職業

技能。各個職業均滲透 STEM學科(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的知識，培養孩子的科學智慧和創意思維。 

孩子在「STEM職業小學堂」裏會接受不同的模擬訓練

課程，挑戰各種專業任務，獲取證書。透過動手操作，

體驗工作內容，將夢想中的職業和現實接軌! 

科學家需要對世界充滿好奇。他們通過觀察、推理、

實驗和考證，解開一個個神奇現象之謎。這本書讓孩

子認識不同的科學知識，包括認識實驗室、研究化石、

探索太空、觀測天文與地理等。 



 

«STEM 職業小學堂»一套四冊，每冊詳細介紹一項職業

技能。各個職業均滲透 STEM學科(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的知識，培養孩子的科學智慧和創意思維。 

孩子在「STEM職業小學堂」裏會接受不同的模擬訓練

課程，挑戰各種專業任務，獲取證書。透過動手操作，

體驗工作內容，將夢想中的職業和現實接軌! 

建築師的工作引人入勝!他們設計房屋、學校、商店、

大橋……任何你想到的建築，都是他們的傑作!這本書

讓孩子學習不同的建築知識，包括繪畫各種建築圖則、

設計不同類型的建築物等。 



 

本書其實就是一間病句診療室，不只把同學們的各種

病句展示出來，也仔細的分析與解說，並且把病句分

為三大章，包括:誤用語詞、結構混亂的句子，句意費

解的句子。分別以加以闡述，並引例解構，又提供小

練習，以加強化記憶之用。 

只要按部就班，多加練習，病句自然會減少，不只作

文可以改進，相應地也可以減輕了老師改正同學們的

作文的負擔，一舉兩得，何其美好?期望大家都可以在

學習的過程中修正了病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STEM 職業小學堂»一套四冊，每冊詳細介紹一項職業

技能。各個職業均滲透 STEM學科(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的知識，培養孩子的科學智慧和創意思維。 

孩子在「STEM職業小學堂」裏會接受不同的模擬訓練

課程，挑戰各種專業任務，獲取證書。透過動手操作，

體驗工作內容，將夢想中的職業和現實接軌! 

太空人是地球上最刺激的職業!要當太空人，你需要同

成為探險家、駕駛員、科學家、工程師，甚至維修技

工。這本書讓孩子認識太空人的生活和工作，包括發

射火箭、太空漫步、修理太空船等。 



 

魯迅的小說集«吶喊»，以揭露中國歷史及現實的吃人

本質、批判國民的劣根性等深刻的內容，以及高超的

文學技巧，成就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座高峰。本書 14

篇小說，以主題調整順序，配以精美插圖，深入淺出

而又真實地描繪了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及

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既充滿歷史的感慨，

又不乏童真童趣。 



 

本書從«紅樓夢»精選了部分篇章，以賈寶玉、林黛玉

和薜寶釵三人的故事貫穿全書，以大家族的興衰變化

作為故事的大背景。 



 

宋明話本是中國古典小說成熟時期的作品。本書精選

原著宋明話本:白蛇傳、包青天、努沉百寶箱、十五貫

等八則，講述故事的曲折懸疑，揭示世間的人情世態，

豐富的趣味性、鮮明的人物刻畫，讓古今讀者流連忘

返。 



 

以細膩的繪圖，配合神話專家袁珂輕鬆的文字，展現

從混沌初開的浪漫場景，到驚天動地的黃帝蚩尤大戰，

再及羿射九日的超凡身手，以至大禹周遊列國的奇幻

迷離，充分呈現中國古代神話的經典魅力。 



 

一位年邁老父的背影為何能感動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一個小小的荷塘如何成為一道廣為傳頌的美麗風景?

一次普通的季節輪迴怎樣變成了令人心動的春天交響

曲? 



 

冰心說: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在這本書中可以深刻地感

受到她對祖國、對母親、對兒童、對自然萬物的真摯

的讚美和熱愛，當然也有對生活的感悟和時局的擔憂。

她以少女特有的多愁善感和深沉的筆觸，將這些感情

表達得真摯感人而又富含哲理;她那清新秀麗的文筆，

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韻味和日常中的瑣碎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獨具特色。 



 

此書由一幅幅輕鬆有趣的漫畫，生動的圖片，本書細

膩地描述了 36個精彩的漢字故事;我們驚訝於象形字

和實物的密切關聯，每個漢字都成了中華民族發展中

鮮活的圖像;我們驚訝於多采多姿的造字之美，感受到

漢字形體的龍飛鳳舞。 



 

«STEM 職業小學堂»一套四冊，每冊詳細介紹一項職業

技能。各個職業均滲透 STEM學科(科學、科技、工程

和數學)的知識，培養孩子的科學智慧和創意思維。 

孩子在「STEM職業小學堂」裏會接受不同的模擬訓練

課程，挑戰各種專業任務，獲取證書。透過動手操作，

體驗工作內容，將夢想中的職業和現實接軌! 

工程師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運用所學的知識和

技巧，去設計、製作、修理和保養所有與工程有關的

重要機械。這本書讓孩子了解不同的工程學知識，包

括引擎運作、槓桿和滑輪的原理、各種能源設施、不

同的材料等。 



 

有些同學見到排句成段或重組句子就大皺眉頭，不知

從何入手。其實，只要大家肯多花點功夫去細閱、分

析整理紊亂的句子，整個段路組合起來就能層次分明

地表達一定的意思。重組句子也一樣，只要大家能掌

握語法的知識，辨別各種不同的詞類，要編排起來就

駕輕就熟了。 

本書把各種句子的組分別列為十多種，如:事情發展、

時間推移、空間轉換、展開想像、觸景生情等。在句

子的鋪演方面也列為:條件、並列、遁進、轉折等項，

條分細縷，逐一仔細加以分析。每一章節之後亦附加

練習供同學試以鞏固學習內容，相信是同學們日常鍛

鍊的好借鑒。 



 

不管現今電子工具如何發達，電郵、網誌如何流行，

相信仍不能取代書信的地位。 

書信有各項正規的格式，本書不只介紹寫書信和日記，

也介紹寫便條和啟示的技巧，全是實用文的好練習。 

在編排方面，本書每一章節之後都有示例的圖表以供

參考。同學學好了這些實用文，在日常遇到的各項書

寫應用上自能得心應手，語文水準自然也會提升了。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杜甫，中國偉大的詩人，他的作品廣為流傳，甚至影

響世界。他文才出眾，胸懷大志，卻受盡命運的捉弄，

坎坷一生。究竟他經歷了怎樣的風浪和挫折呢?他為甚

麼會受後世崇敬?並被譽為「詩聖」呢? 



 

千古佳句，世代相傳。每篇原文之後都註明經典名句，

便於讀者記憶背誦。 



 

精選短篇故事，內容生動有趣，富教育意義，且篇幅

及程度適中，讓孩子樂於閱讀，易於理解。故事旁設

有「思考點」，以提問方式引導孩子思考文意，遂步掌

握故事內容。故事後設趣味遊戲，通過「故事排一排」

和「說話分對錯」，訓練孩子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力。 



 

精選短篇故事，內容生動有趣，富教育意義，且篇幅

及程度適中，讓孩子樂於閱讀，易於理解。故事旁設

有「思考點」，以提問方式引導孩子思考文意，遂步掌

握故事內容。故事後設趣味遊戲，通過「故事排一排」

和「說話分對錯」，訓練孩子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力。 



 

這位新同學好不一樣!「她的背比一般同學還要駝、她

的眼睛比一般同學還要瞇、她的頭髮比一般同學還要

白，最重要的是她的臉上和手上的皺紋比許多老師還

要多!」 

我們都叫許老師「晴男」，最近許老師常請假，聽說是

家裏出了些問題，有天，許老師說要介紹一位新同學

給我們……這位新同學是我們的第二十一位同學，而

且她……非常「不一樣」! 

 

  



 

 

 

 

 

 

 

艾迪王子是隻可愛的小象……只要他不生氣。晴朗的

今天，是期待己久的日子。沒想到，一大早艾迪就變

成了生氣王子!瞪著眼、漲紅臉、鼻子還打結……眼看

時間漓答漓答的過去，生氣王子和國王究竟能不能順

利出發呢! 



 

1992 年，太平洋西岸受到強烈的暴風吹襲。海面上掀

起巨浪，一艘輪船上的貨櫃箱掉入了大海，箱裏的洗

澡玩具湧了出來。奇怪的是，世略各地的海邊，也陸

續出現了這些玩具。這些玩具在大海漂流了數千公里，

卻幾乎沒有出現磨損。原來，這些玩具都是由塑料造

的。到底塑料是什麼?為什麼它那麼厲害，能抵擋巨浪

的沖擊呢?我們的周圍充滿了塑料的物件，它為我們的

生活帶來了方便，同時也為環境帶來了負擔。那麼，

我們還用不用它好呢? 

 



 

 

 

 

 

 

 

 

 

本書以時間為軸，俯瞰文明發展，對照中國和世界文

化歷史的演進，通過巧妙的時空融合與結構設計，豐

富的圖片與形象的講述方式，向讀者生動地再現了原

始社會到近現代，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與輝煌燦爛的

文明成就，跨越時空，引領讀者體驗人類非凡的發展

歷程，透視不同文明互相影響，互相交融的進程。 

本書設計獨特，中國和世界歷史文化在相同的時間點

可以相互參照，可以幫助建立大的歷史觀。各歷史時

期重要的文化現象、重大文化成就或歷史人物，年表

條目簡要提及以外，另闢文字予以深度介紹。 



 

神通廣大的偵探，總是能破解離奇的案件。到底他們

是怎樣破案呢? 

小男孩萊華斯有機會跟隨偵探進行科學搜查，調查一

宗鑽石失竊事件。當他跟偵探見面時，竟發現這位偵

探是大名鼎鼎的咳爾摩斯。咳爾摩斯有一個獨特的本

領，當他咳嗽時，就是證據出現的時候了! 

頭髮、指紋、鞋印、聲音、DNA……這些都是破案的關

鍵!快來一起參加這個偵探實習班，學會怎樣成為大偵

探吧! 



 

去古代中國暢遊，賞經典中華文學!數十個充滿史地樂

趣的古文遊「景點」。 



 

品學兼優的班長陳希晴在一星期內兩次欠交功課，張

老師特意找她一起吃午餐，希望了解情況。可是，陳

希晴欠交功課的原因居然是沒有時間!張老師感到驚

訝極了，便叫陳希晴留堂補做功課，希晴卻哭了起來。 

 原來，希晴欠交功課是與爺爺有關的，她每天都要

到醫院教爺爺學行路。為什麼原本精神奕奕的爺爺，

要希晴教他行路呢?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廉人，卻道海

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錄肥紅瘦! 



 

面對高智商綁匪的智慧型犯罪，業餘超人這次難以力

敵，只能智取!他決定放手一搏，使出他那隱藏多年、

醖釀許久，總是被伙伴嘲笑的秘密武器，一舉拯救世

界! 



 

此書含全面的中文基礎知識，包括語音、漢字的來源、

形體的演變、詞彙的特色、規範的標點符號用法;又說

明句子的結構、語氣;各文種的特點;寫好文章可採用

的修辭方法及思維邏輯。內容可謂應有盡有，豐富簡

明。 



 

包含綜合課題:鞏固數學概念;清晰解說:幫助釐清數

學概念;實用練習:循序漸進的練習;參考答案:方便了

解學習進度 



 

包含綜合課題:鞏固數學概念;清晰解說:幫助釐清數

學概念;實用練習:循序漸進的練習;參考答案:方便了

解學習進度 



 

中、英對照圖書。佩佩認為自己必須像皮卓一樣配戴

眼鏡。當佩佩戴上眼鏡，看起來如何呢? 

 



 

「五官七竅」是指人的那種器官?「尺牘」、「魚雁」是

甚麼溝通工具?曾共患難的原配妻子為甚麼叫「糟糠之

妻」? 

漢語歷史悠久，文言成語、典故一向生動精煉表現力

強，大多數在今天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但使用時不能

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不妨試試窮源溯流，把來龍去

脈了解清楚。 



 

你想變神童嗎? 

沒問題，請拿好號碼牌，到這邊排隊。是的，變神童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只要你不怕黑，不怕蟲蟲咬，也不

怕把大腦袋擠扁。怕也沒關係，只要你媽媽不怕，而

且力氣夠大，照樣能把你塞進白鬍子爺爺的大書櫃裏，

待到明天早上，所有書裏的知識都鑽進了你的腦裏，

你就是一個天才小神童啦!可是……變成了神童以後

呢? 



 

傳說中的荒廢地下室，只要擅自闖入就會遭到詛咒，

那扇門究竟是通往地心的秘密通道，還是往了鬼娃的

恐怖鬼屋?隨着劇烈搖晃的地牛翻身作怪，地下室門口

瞬間敝開……眼看着好奇心就快要滿出來，該不該揭

開「禁止進入」的牌子，冒險闖關遊戲? 



 

本書根據我國代代傳誦的 6個古代創神話故事編著，

包括「盤古開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八仙

過海」等、文字淺白，圖文並茂，加上故事情節生動，

不但展現了人們豐富的想像力，還蘊藏了發人深省的

寓意。 



 

為了給心愛的小隱鼠報仇，見到貓就追打;為了父親的

病，四處求醫問葯;為了躲避流言，遠走他鄉求學;為

了朋友的不幸遇難，一直愧疚不安……在«朝花夕拾»

中，魯迅用快樂、苦惱、憂傷的筆觸書寫自己的成長

經歷，從中你會發現魯迅其實就如同你、我一樣普通

平凡。 

在溫情脈脈的回憶中，魯迅運用他高超的手法把日常

小事描繪得趣味生動，把普通的人物刻劃得淋漓盡致，

充分展現大師的語言魅力。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孔子，中國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

說的創始人。孔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主張，至今

仍是教育界非常重要的理念;他的儒家學說深深地影

響了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 



’ 

壽星是傳說中可使人健康長壽的神仙，他有着雪白的

頭髮和鬍子，前額高高地突出。為什麼壽星會有這麼

一副奇特的模樣呢? 



 

與讀者走進科學世界學是學非，辨明是非理論，探尋

科學趣味。海洋佔地球 70%的表面積，但大家對海洋

又認識多少?本書將帶大家一起探索海洋的奧秘，包括

海洋的形成、海水和海洋生物的真面貌!讓孩子邊學習

海洋知識和生態，邊學會珍視和保育這片廣闊又奇妙

的水域! 

 



 

本書收錄«蘇武牧羊»、«車夫之妻»等五個劇本，講述

了晏嬰、蘇武、班超等著名歷史人物的故事。這些歷

史上的真實事件，以戲劇形式，通過人物對話展示出

來，定能帶給你不一樣的閱讀感受。 



 

一個連安靜一分鐘都有問題的過動兒，居然能在水中

學會專注?怎樣超乎常人的忍耐極限，竟讓嚴苛教練以

「累倒他」作為目標?面對激烈競爭，他如何承受高壓

甚至刷新紀錄? 

曾迷失自我、陷入大麻風波，他為何能谷底反彈、重

返榮耀?人稱「飛魚」的菲比斯，是奧運史上最多金牌

的紀錄保持者。23 面金牌的背後不是神話，他如何證

明自己「做得到」，而且還能「做到最好」? 



 

 

 

 

 

 

 

 

 

 

 

 

許地山是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曾任香港大

學文學院主任教授。他的文字優美、充滿對大自然的

美好感情，對人生積極向上的態度。細細品味，你定

能獲益良多。 



 

鬼故事，是永遠叫人欲看而不敢看，又富於吸引力的

題材。本書的鬼怪故事，是從中國鬼故事經典---«聊

齋誌異»中抽取出來的精華，例如畫皮、聶小倩等，都

是非看不可的精粹。本書以活潑精彩的白話文改編，

力求保留原著神粹，讓讀者能體味靈動而富於氣氛的

經典。 

«聊齋誌異»之所以是經典，是因為它不僅僅是談狐說

怪的書，還富有人情世態，俠義豪氣，隱含深刻的道

理，是青少年陶冶性情的最佳讀物。 



 

此書將中國歷史進程，配合精美圖片，勾畫出簡練、

明晰的脈絡，使你一書在手，便能通曉中華五千年文

化的源流、發展和轉折。 



 

«STEM UP---趣味科學大搜查»與讀者走進科學世界學

是學非，辨明是非理論，探尋科學趣味。氫+氧=水;

納+氯=鹽;還有加什麼會變什麼?我們都吃了什麼下肚?

本書與孩子分享生活中常見的食品、物品中的化學成

分，內容新鮮有趣，插圖生動幽默! 



 

少了細菌，地球只會更髒、更臭!人愛吃的巧克力和起

司，得靠細菌隱身幕後製作?蚜蟲、蜜蜂和珊瑚……的

健康，也靠細菌守護?這個微米大世界還有超厲害的細

菌語言學家、能變出金子的細菌金術師、讓水結冰的

細菌「冰雪女王」呢! 



 

格林童話幻想奇特，故事性強，蘊藏豐富寓意，能啟

發孩子的智慧和想像力，出版已近二百年，至今仍被

全世界各地讀者所喜愛。本書精選了 28 個經典童話。

魔幻篇:會唱會跳的小百靈年、三根金髮的魔鬼、睡公

主、林裏的小屋、漁夫和他的妻子、紡錘、梭子和縫

針、老鼠、小鳥和香腸、貓和老鼠做朋友、金鵝、稻

草、煤炭和豆子、放鵝姑娘、小紅帽、狼和狐狸 

德育篇:白雪公主、三個小仙人、灰姑娘、三根羽毛等 



 

四年級應該是個新開始，可是麥克又被叫進校長辦公

室了。他不是壞孩子，他只是坐不住。每天放學後，

他得跟新鄰居諾拉在一起，諾拉不管做什麼都很拿手!

直到他們發現了「白兔商店」，這是一家奇怪的店---

裏面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店老闆哲林先生是個魔術

師，不可思議的是，他認為且相信麥克也可以當個魔

術師。麥克的生活即將發生巨變……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中華歷史故事

叢書。本叢書從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擷取一百

多則精彩生動的歷史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

向小讀者們展現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中華歷史故事

叢書。本叢書從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擷取一百

多則精彩生動的歷史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

向小讀者們展現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中華歷史故事

叢書。本叢書從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擷取一百

多則精彩生動的歷史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

向小讀者們展現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中華歷史故事

叢書。本叢書從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擷取一百

多則精彩生動的歷史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

向小讀者們展現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 



 

«上下五千年»是一套專為小學生設計的中華歷史故事

叢書。本叢書從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歷史中，擷取一百

多則精彩生動的歷史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

向小讀者們展現華夏文明的源遠流長、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 



 

包含綜合課題:鞏固數學概念;清晰解說:幫助釐清數

學概念;實用練習:循序漸進的練習;參考答案:方便了

解學習進度 



 

包含綜合課題:鞏固數學概念;清晰解說:幫助釐清數

學概念;實用練習:循序漸進的練習;參考答案:方便了

解學習進度 



 

包含綜合課題:鞏固數學概念;清晰解說:幫助釐清數

學概念;實用練習:循序漸進的練習;參考答案:方便了

解學習進度 



 

專業老師親自帶你一筆一畫，從點線面打造出完美色

色!循序漸進的步驟、清晰簡易的技巧說明，零基礎的

新手也能一學就會，化身成為漫畫高手! 



 

品學兼優的江小柔因為一次測驗失手，竟導致爸媽兩

人冷戰起來，這令她難過得食不下嚥。於是文樂心、

高立民提議藉着學校舉行的親子旅行，讓小柔的爸媽

重修舊好，可是他們自以為天衣無縫的計劃卻接二連

三出現意外……究竟他們三人想出什麼鬼主意幫助江

爸爸、江媽媽修補關係?二人最終又能否和好如初呢? 



 

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韓非子、荀子等先賢聖哲

對自然的體悟，對人生世界的深刻認識，對治理國家

的獨到見解，對人倫天理的創造性的理解，是智慧的

結晶。他們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的

作品備受人們推崇，已成為歷千年而不衰的經典。書

中大量的聖人先賢們的格言警句、妙語佳言更是精華

中的精華。 

我們去其雜蕪，取其精華，選取這些經典中的名句精

華，並加以註釋和鑒賞，集成此書。讀者可以比較輕

鬆地理解這些經典名句的微言大義，同時對和家主張

有一大致了解。 



 

萬卡的病在蘋果星治療後，眾人本想利用時空器回到

烏莎努爾。可是當小嵐一醒來，卻發現自己到了平行

宇宙的另一個星球，變成了受傷留醫的新進演員程小

楠，而萬卡、曉晴和曉星都不見了。她被指控上位而

故意把另一個女演員推下樓梯，還因欠租而被包租婆

威脅，她怎樣克服種種困難呢? 

小嵐終於遇上萬卡了，可是眼前人卻對她露出厭惡的

眼神!究竟這人是誰? 



 

«西遊記»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描寫的是孫悟空、

豬八戒、沙和尚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傳奇故事，他們

經歷九九八十一個劫難，戰勝困難，終於取回真經，

神仙及妖魔的形象生動傳神。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的傳說»系列將中國古代流傳最廣、

最家傳戶曉的四大美人故事再現於紙上，通過生動有

趣的故事，讓我們認識她們的多才多藝，感受她們的

愛國情懷，探尋她們精彩的傳奇人生。楊貴紀是唐朝

宮廷音樂家、舞蹈家，她和皇帝唐玄宗有着共同的愛

好，彼此都視對方為知音，可是為甚麼戰亂發生時， 

她卻要負擔上禍國的罪名?為甚麼一國之君最後都不

能保護她? 



 

社長兼總編輯兼記者邁爾斯為你每天報道特大新聞! 

獨家新聞: 

這種獨家新聞，邁爾斯怎可能知道?是在編造假新聞吧!

這下子全校同學都在嘲笑邁爾斯了，他怎麼挽回聲譽

呢? 

 



 

你想知道「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兩個成語背後的

故事嗎?你想知道為什麼中國古代美麗的女孩那麼多，

為什麼只有這四個女孩能如此的家傳戶曉嗎? 

為什麼如此美貌的王昭君，進了皇宮後，卻一直寂寞

的呆在清冷的後宮?為什麼她要毛遂自薦去到邊遠的

大草原?她到了草原後，又是如何使得漢朝和匈奴將近

六十年再沒有戰爭? 



 

你想知道「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兩個成語背後的

故事嗎?你想知道為什麼中國古代美麗的女孩那麼多，

為什麼只有這四個女孩能如此的家傳戶曉嗎? 

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怎樣採用計謀，憑自己的非凡

膽識及智慧，使得動亂的朝野暫時得以平靜和安寧呢? 

 

 



 

 

 

 

 

 

 

 

 

 

«STEM UP---趣味科學大搜查»與讀者走進科學世界學

是學非，辨明是非理論，探尋科學趣味。生活中處處

受物理現象影響，不知就裏，就以為是神仙的魔法?

本書會為大家講解多種生活現象的成因，小壓、氣壓、

表面張力、萬有引力、折射反射……原來統統都會在

生活中顯露「法術」! 

 



 

中國歷代詩歌，源遠流長，其中不少詩歌創作也含有

動人的故事。本書精選一百五十多首詩歌，按照朝代

先後順序排列，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示著名

詩篇的出典和背景，閱讀故事不僅是一個輕鬆愉快和

扣展知識的過程，也可以幫助理解詩歌的含義，可以

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 



 

夜裏向鄰里「借光」、只為了多織一點布?主動向買主

說明牛曾經患病、牛豈不是賣不掉?誰會把鹽看得比黃

金更寶貴呢?這些發生在古人身上的故事，展現了他們

的智慧與美德、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 



 

本書收錄了 127 篇先秦諸子百家生平故事，包括儒家

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莊子、法家的韓非子、

墨家的墨子等。 



 

本書收錄五十多個趣味故事，涉及造字、詞語典故、

歇後語、諺語、錯別字、標點符號、字謎、對聯等方

面。閱讀這些故事不單可以樂在其中，還能學到實用

的漢語知識。 



 

朱少璋是一位風格獨特的香港本土作家，散文作品屢

獲殊榮。 

本書是朱少璋的散文選集，收錄近二十篇生活雜文，

分享了他對身邊事物的感情與感悟，以及對一些香港

人情世故的見解。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第一彈，「夏商西周群喵爭霸戰」

喵嗚喵嗚登場! 

詼諧幽默又通俗，講述夏商西周多個時期的歷史故事，

比如大禹治水、商湯滅夏、周公治國等無數人熟悉的

橋段。此書內十二隻貓貓化身歷史人物，搭配可愛現

代的語言，重新讓你體會歷史的魅力。 



 

經典成語故事大全是具備工具書性質的閱讀本，精選

三百多個經典成語，用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成語，文字

簡潔，描寫人物性格，形象鮮明，每個故事篇幅不長，

但具概括性，讀者只需閱讀短短的篇幅，就可以掌握

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及相關背景。 

既可作故事書閱讀，又可以作工具書查閱，書內每條

成語均標注釋義，說明文字義及引申義，標注出處，

並對難字標注普通話發音及粵音。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一個不斷創作、不斷嘗新、不斷變化的傳奇畫家。他

在小時候已表現出繪畫的天分，一生中創作了不少著

名畫作、雕塑等，到他離世前一晚仍在畫畫。他在藝

術方面才能出眾，是世界頂級的知名大師、但在處理

感情和人際關係方面，卻有不少引人爭議的地方。究

竟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砍掉爸爸的櫻桃樹後坦誠認錯原來不單是一個誠實的

故事，更是一個影響他長大後做人處事的經歷?華盛頓

原本是一個土地丈量員，卻因哥哥的去世而成為民團

一分子，展開政治生涯。他如何勇氣和智慧克服難關，

帶領美國在獨立戰爭中勝利? 



 

你想知道「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這兩個成語背後的

故事嗎?你想知道為什麼中國古代美麗的女孩那麼多，

為什麼只有這四個女孩如此的家喻戶曉嗎? 

越國處在亡國的危險中，國君居然成了吳國君主的奴

隸，越國上下深感恥辱，這時越國需要選派一些女孩

到吳國去，他們找到了西施……她會遠離故土到吳國

去嗎?她會承擔怎樣的使命?她將怎樣挽救自己的國

家? 



 

此書可以說是不尋常的製作。首先，此書是海內外學

習們努力合作的成果。其次，它是一項長遠的計劃:

為了精益求精，當初版面世之後，便要開始進行修訂，

務使此書與時並進，日月常新。 



 

謝利連摩以收藏家的身分獲邀參加「乳酪收藏家展覽

會」，展示他的乳酪珍藏。雖然會場內設有嚴密的防盜

裝置，但仍接連發生失竊案!謝利連摩更被指為盜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謝利連摩能為自己洗脫罪名嗎? 



 

«三國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描繪了一批

在三國鼎立的亂世中湧現的形形色色、性格各異又鮮

明的人物:料事如神的諸葛亮、忠心又英勇的關羽、勇

猛的張飛……活潑生動。 



 

手繪點點變化，認識香港每一處。地圖展現填海歷程，

看得見的土地變革。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蘋果公司的創辦人，他以獨到的眼光，一手領導和推

出許多創新的電子產品，改變了現代人的通訊、娛樂

及生活方式。他一生經歷過大起大跌，究竟他是如何

戰勝逆境，創造一個又一個的科技奇蹟呢? 



 

一天，文樂心和高立民等同學要為分組作業到公共圖

書館借書。當文樂心找到想要的那本圖書，正伸手拿

取之際，有個女孩卻搶先一步把書拿走了。文樂心禮

貌地請求女孩把圖書讓給她，竟換來冷眼對待!在中秋

花燈晚會上，文樂心再次碰上了她，並發現了女孩與

她的新鄰居宋婆婆竟然有密切的關係!她到底是誰?她

們之間又會發生什麼故事呢? 



 

學校公開召募女主角，參演結業禮的«白雪公主»英文

話劇表演。兒時演過白雪公主的吳慧珠決心要拿下角

色，卻被黃子祺等同學看扁，加上勁敵校花張珮兒參

賽，令珠珠信心動搖。但實力派珠珠的努力讓同學刮

目相看。好友江小柔和文樂心等人出盡法寶幫珠珠進

行特訓。可是，就在選角複賽當日卻發生了一件讓珠

珠進退兩難的事…… 



 

傳說在英國的尼斯湖裏住着一頭怪獸，人們說牠是神

秘的「尼斯湖怪」。牠真正是什麼呢?後來，這頭怪獸

被軍方捕捉了!「校園三劍客」決定潛入軍營拯救牠，

這次，牠們又會遇上什麼難關? 

  



按照詞義和組合特點分類排列，分為成語、對立詞組、

心理詞語、倫理社交、品德性格、心理情緒、衣食住

行、禮俗傳統、行為動作等，方便記憶把握。 

 

精選容易出錯的 1500 詞語，以詞貫字，正誤辨別。尤

其針對粵語區讀者因聲同而誤的情況。 

 

正確的和錯誤的字詞一一對應，可即時進行自我測

試。 

  



精選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1000個成語，依據它們在運用

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分為最常寫錯的成語、最常理解

錯的成語、最常用錯褒貶的成語、最常搭配錯誤的成

語、最常犯邏輯錯誤的成語五個部分。 

結合具體的句子來展示成語的使用語境，通過正誤辨

別、選詞填空等方式，一面是成語練習，一面是答案

和解釋，方便學習掌握。 

用計分來記錄自我測試的水準，便於統計和即時了解

自己的辨識能力。 

 

正確的和錯誤的字詞一一對應，可即時進行自我測

試。 



萬卡國王在解救地球危機時不幸受傷失明，禍不單行，

居然還患上現代醫學無法救治的疾病，只剩下一星期

的生命。為了拯救萬卡，小嵐決定把他送到未來世界，

希望未來的先進科學技術治好他的病。沒想到，他們

卻誤入另一個平行宇宙世界，到了一個叫蘋果星的怪

星球，還遇上一連串怪異的事情。究竟萬卡的病能否

在蘋果星治癒？小嵐又在這怪星球裏幹出什麼驚天動

地的事？ 

  



《史記》是中國史書的典範之作，以人為中心記述歷

史，本書從中選擇十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來呈現這樣

的特點，人物從《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

列傳中選取，都是影響歷史發展的卓越人物，有很強

的故事性和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來塑造栩栩如生的

人物形象，表現了作者卓越的文學才華。 

 

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個性鮮明，事件真實生動，史記故

事一直是中國戲劇舞台上的不朽題材。 

  



人氣繪本作家工藤紀子筆下的小企鵝姊弟，這次要搭

飛機、乘熱氣球囉！ 

美味可口的機上餐點、五花八門的免稅商品，還要轉

乘熱氣球！ 

偌大的機場要怎麼進？怎麼出？ 

看得小鵝眼花撩亂，差點迷了路。 

究竟小企鵝姊弟能否平安到達目的地呢？ 

  



由地質學家丁文江、化學工業家侯德榜，到力學錢偉
長，中國的科學家怎樣用他們的科學頭腦去解決難題
呢？你想知道當中蘊含的科學智慧嗎？ 
本書講述 8 位在中國科學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學家竹的
故事，他們是︰丁文江、侯德榜、熊慶來、沈宗瀚、
嚴濟慈、童第周、華羅庚和錢偉長。讀者可了解他們
出眾的科學見解和科研成就，由此而認識中國科學技
術的發展，以及對世界科學發展作出的貢獻。更重要
的是，他們鍥而不捨的治學態度、為追求理想而不輕
言放棄的無比毅力，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由愛國詩人
屈原、詩仙李白，到近代的文學戰將魯迅，中國的詩
人和小說家怎樣用他們尖銳深刻的文字力量 
去感染讀者？他們對文學藝術的發有什麼貢獻？ 

 

 

 

 

 



 

 

 

 

 

 

本書講述 8 位在中文學史上成就卓越的詩人和小說家

的故事，他們是︰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

李清照、曹雪芹和魯迅。讀者可從故事中了他們的文

學天分及駕馭文字的能力，由此而認識中國文學藝術

的豐富內涵。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文字運用的考究、

情感表達的細緻，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四世同堂》是“值得每一代中國人閱讀的文學經典，

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珍藏的民族記憶”，入選《亞洲週

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本書選取《四世同堂》有代表意的章節，作品以祁家

四代人為主線，再加上小羊圈胡同人物的榮辱浮沉、

生死存亡，敍述了北平淪陷後的世態人情，描定出百

姓的生活遭遇、心靈震撼和反抗鬥爭，反映出中國社

會的大變動、大災難帶給人的影響，深刻剖析了民族

的文化心理。 

語言樸實中帶有幽默，展現了風味濃郁的老北京生活

畫卷。 



由秦始皇、唐太宗，到近代的孫中心，中國的領袖和

改革家怎樣用他們的視野，改變時代，甚至影響後世？ 

 

本書講述 8 位在中國歷史人赫赫有名的領袖和改革家

的故事，他們︰管仲、商鞅、秦始皇、北魏教文帝、

唐太宗、王安石、忽必烈和孫中山。讀者可從故事中

認識中國政治家的雄才偉略。他們遠大的視野、廣闊

的胸襟、積極求變的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怪物城銀行總經理的小兒子泰德被同班的兇悍小魔女

搶去五百萬，還經常被她欺負。充滿正義感的邁爾斯、

托托和尼克當起泰德的貼身保鏢，還打算好好教訓一

下那個可惡的小魔女! 

他們終於和小魔女路上相遇，可是小魔女身後竟然跟

着卡洛琳和雪麗，小魔女還說是泰德欺負她!真相究竟

是什麼? 

  



 

 

 

 

 

 

 

 

 

數年前，福爾摩斯和李大猩設局拘捕了著名騙徒馬奇。

可是，還有一年就可出獄的他，竟在一個風雪之夜逃

走了!他急於越獄有何不可告人目的?更奇怪的是，監

獄的圍牆內外只留下幾團拳頭大小的布碎和一塊薄餅，

沒有長梯，也沒有繩子，他如何攀越 20 呎高的圍牆?

而布碎和薄餅又與越獄有何關係?福爾摩斯逐一破解

箇中謎團，並與李大猩等人展開雪山大追捕。然而，

馬奇那神秘的蹤影，卻出現在一個叫人意想不到的地

方!本故事曾於«兒童的科學»連載，本書收錄的是足本

加長版，結局更峰迴路轉，感人至深。 



 

到底謝利連摩如何抵抗海盜貓們可怕的魔爪?貓島國

王加塔多內債台高築，為了消除債務，貓大臣們竟給

他獻上一個意想不到的計謀---對竹林伸出魔爪……

到底這片竹林裏蘊藏着什麼珍貴，足以為貓島帶來巨

大的財富呢?另一方面，國王的長女特爾希拉探聽到此

消息後，竟也對老鼠島上的竹林虎視眈眈，策動一個

極具破壞性的計劃……平時膽小但在關鍵時刻卻很勇

敢的謝利連摩會怎樣拯救這片竹林呢?  



 

 

 

 

 

 

 

 

 

 

 

«鼠民公報»面臨倒閉的危機，怎麼辦?謝利連摩怎麼會

被趕出家門? 

«鼠民公報»突然面臨財困，需要一些流動資金周轉。

於是，馬克斯爺爺請求謝利連摩把他的房子賣掉，但

家裏的每一件家具，每一個角落的擺設都充滿了他的

回憶……他為了員工只好忍痛作出犧牲，可是，找到

一所合適的房子真的那麼容易嗎?



 

百年古墓被挖，吸血鬼出沒殺人!蘇格蘭場幹探李大猩

來報，指其友人的妻子變成了吸血鬼!福爾摩斯親赴現

場調查，一眼看破吸血鬼出沒的秘密，但出乎意料之

外的是，製造恐慌的幕後黑手竟是…… 

  



 

 

 

 

 

 

 

 

 

 

 

 

 

「頂級鼠廚---超級廚王爭霸賽」即將舉行!這個廚藝

比賽是老鼠島一年一度的盛事!每位對美食有研究的

鼠廚都躍躍欲試!貪吃的賴皮邀請了謝利連摩做他的

助手，並以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態參加了比賽!在比賽中，

賴皮的表現一鳴驚人，到底他們準備了哪些創新的菜

式來突圍而出呢?想想都覺得這些菜式一定非比尋常! 



  

 

蘇菲亞公主到皇家學院學習魔法，可是魔法並不

成功。她請皇家魔法師賽克教她。賽克看見蘇菲

亞的護身符，便想趁機偷走它，統治國家。究竟

賽克的計劃會否成功呢? 

 

 



 

 

 

 

 

 

 

 

蘇格蘭場幹探狐格森在一鄉郊小鎮涉嫌殺人被捕，死

者更是倫敦名爆竊犯皮里斯!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在遇

害前一天曾在該鎮一間豪宅爆竊，偷去了五件並不值

錢的東西。此一有違常規的行徑令福爾摩斯懷疑案中

別有內情。可是，所有證據皆對格森不利，當地警局

局長更直指他就是殺人兇手! 

但福爾摩斯深信好友無辜，於是與華生等人親赴兇案

現場調查，通過觀察周遭的環境，和解讀一張從死者

手上找到的破字條，叫各人赫然驚覺，原來真兇的倒

影已近在眼前!  

 



 

 

 

 

 

 

 

 

 

 

聖誕節快到了，老師提議文樂心、高立民等一眾同學

組織一次兒童院舍的探訪活動，為孩子們準備有趣的

節目，共度佳節。活動的過程有點錯漏百出，但孩子

們都玩得很開心，唯獨當中有一個小女孩，卻因為媽

媽生病住院而顯得悶悶不樂。善良的文樂心不知道可

以怎樣幫助她，她想了又想，竟然想出化身成聖誕姐

姐 

 

 



 

 

 

 

 

 

 

 

「吸血鬼之謎」一案發生半年後，李大猩的好友弗格

臣來信邀請福爾摩斯和愛麗絲等人到其家中度假。然

而，當他們一行五人抵達後，才得悉德古拉伯爵家族

的墓地中又有吸血鬼出沒，有人甚至被吸血鬼從墓穴

中伸出手來捉住腳腕! 

福爾摩斯在好奇下率眾前往捉得，並在墓地中找到一

個痴痴呆呆的老人，福爾摩斯卻從老人的鞋襪、一條

小圓木及一個啤酒瓶中看出端倪，一舉破解了吸血鬼

之謎! 

 

  



 

沒有大人的陪伴，獨自出發旅行的企鵝三姊弟，搭著

火車要到哪兒去呢?旅程中，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呢?

一起跟隨小企鵝們的腳步，來一趟開心的火車之旅吧! 



 

讓孩子體會友誼、親情、自我認同的暖心繪本。醜小

鴨與家人失散了，幸好，他遇到黑小兔，一起踏上回

家之路。沿途有美好的風景，也有重重的困難。他們

怎樣化險為夷? 醜小鴨能找回他的家人嗎?只要有朋

友的相伴、家庭的愛，成長，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小公主蘇菲亞正努力學習做一位完美的公主，你可以

一邊看她的故事，一邊創作屬於你的故事。 



 

兩個黑影潛入謝利連摩家中，他發現後，一如往常

------他暈倒了!醒來後，謝利連摩火速安裝了超嚴密

的防盜系統，不僅如此，全老鼠島都安裝了! 

 

  



 

拉夫和班傑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有一天，拉夫不見

了!班傑明四處都找不到。悲傷的班傑要怎樣度過沒有

拉夫陪伴的每一天? 

 

  



 

午餐吃剩飯、濫用紙張、浪費電力……羅校長發現藍

天小學的同學環保意識很薄弱啊!他決定在學校推行

綠色運動，鼓勵大家身體力行愛護環境。文樂心、高

立民等一班同學都非常積極參與，認真實踐節能和種

植蔬菜，但想不到他們卻成為了浪費大王!究竟這是什

麼原因?他們在校園種植又會遇到什麼驚險的事呢? 

  



 

 

It’s Thanksgiving Day, and there’s a lot to be 

done before turkey time! 

Join one boy on his jam-packed day as he discovers 

all that he has to be thankful for. 



 

精選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500組同義詞，約 1000 個，包

括使用範圍不同、語體色彩不同、感情色彩不同、搭

配對象不同的同義詞組。 

結合具體的句子來展示每組同義詞中詞語的使用語境，

通過選詞填空的方式，一面是同義詞練習，一面是答

案和解釋，方便學習掌握。 

用計分來記錄自我測試的水準，便於統計和即時了解

自己的辨識能力。 

習題的和答案解析一一對應，可即時進行自我測試。 



 

強大到足以在短短數十秒內把城市夷為平地，恐怖到

能把大地擊潰成碎片，破壞威力連原子彈都比不上，

地震是最具毀滅性的大自然力量。 

對於身處地震帶，經歷過 921 地震的台灣民眾，必定

對它有著很深的恐懼。不過，即使是這樣，多數的人

對地震的認識仍是一知半解，甚至還有錯誤的觀念，

如何在不可預期的地震中保護自己，絕對是必須學習

的課題。 



 

百慕達三角區，人稱「魔鬼三角」，曾經有多次飛機、

船隻進入這個區域後它們的羅盤都離奇地失靈、通訊

器無端的發生故障，接着便在這個區域裏消失得無影

無蹤，那是一股什麼神秘力量在作怪呢?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莫扎特，舉世知名的音樂神童，三歲就能在鋼琴上彈

奏聽過的音樂;五六歲就能準確無誤地在各樣樂器上

彈奏聽到的單音。可是，他的音樂路卻非一般風順。

為了找工作，他不得不討好別人;疼愛他的母親又在他

艱難時去世;他又開罪了聘他為樂師的大主教……他

最後能克服重重難關，再次攀上高峯嗎? 

  



 

哪些植物是我們不能亂碰的呢?植物會用甚麼方法來

保護自己?哪種植物的武器才是最可怕的? 

 

  



 

一本好書能陪孩子走多遠?答案是一輩子! 

國際安徒生大獎畫家彼德席斯將童年回憶編入書中，

以自身經驗告訴孩子，閱讀有神奇的魔力，能在迷惘

時給你勇氣，悲傷時讓你依靠、失落時陪你走過重重

森林。 

 

  



 

從平凡到不平凡…… 

蘇菲亞生長在一個平凡的家庭，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

直到她的母親嫁給國王之後，蘇菲亞要學習如何從一

個平凡的小女孩成為一位真正的公主。她努力地適應

皇宮裏的新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她學習到樂觀積極、

真誠友愛和寬恕他人等品格，終於成為一位不平凡的

公主。 



 

 

本書精選«西遊記»三大精彩故事:大鬧天宮、巧戰妖道、

三借芭蕉扇。講述孫悟空在天庭的桀驁不馴和取經路

上降妖伏魔的披肝瀝膽，盡顯英雄本色，展現世態人

情。想像雄奇、語言詼諧生動。精心設計小專題和提

示、啟發性題目，開闊讀者眼界，提升閱讀能力。旨

在讓讀者輕鬆一刻後，留下對經典的無窮回味與嚮

往。 



 

中國功夫，名滿天下。 

你是否也曾經有過成為武林高手的夢? 

張三丰、洪熙官、黃飛鴻、李小龍……這些武林中大

名鼎鼎的人物，他們身上有着怎樣的故事? 

少林寺、武當山，到底誰是天下第一? 

翻開這本書，你將能走近高手們的生活，感受那古往

今來不斷變化的功夫世界。 



 

跟著可愛的小啾學數學，認識每一層的新朋友，了解

天氣現象。豐富多樣的插圖與繽紛的色彩變化，帶你

學習自然科學與空間設計，感受超乎想像的 100 種驚

喜。 

 



 

本書講述 11 位在中國醫學史上成就卓越的名醫和藥

學家的故事，他們是:扁鵲、倉公、張仲景、華佗、皇

甫謐、孫思邈、錢乙、宋慈、李時珍、陳寶功和屠呦

呦。讀者可從故事中認識中國醫學的博大精深，以及

對世界醫學發展的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嚴謹

的治學精神、濟世救人的高尚品德，尤其值得我們學

習。 



 

見識廣博的貓頭鷹導遊準備帶領我們一起去認識各種

有趣的體育運動:從認識豐富多樣的體操開始，接着去

細看武術運動的由來;然後到泳池裏好好放鬆一下。我

們還會看看馬術比賽，並在滑雪場上盡情飛馳。 



 

蘇菲亞被選中在收穫節上表演唱讚美詩。可是綵排時，

她一開口就發出難聽的「呱呱」聲，原來是中了護身 

符的魔咒!她要怎樣做才能解除魔咒呢?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齊來認識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 

  



 

只要將圓形壓扁，就會出現橢圓形嗎?如果現在地板上

鋪滿漂亮的磁磚，什麼樣的圓形才能鑲嵌得剛剛好?

什麼聰明的訣竅，可以將長方形的紙摺成漂亮的正三

角形、正五邊形和六邊形?這可能是唯一一本不會讓你

遇到計算題的數學書!只要帶著豐富的想像力，用直尺、

圓規和一枝筆，就可以輕鬆破解各種圖形和空間的奧

袐! 



 

唐代詩歌內容豐富，有大量流傳千古的詩篇。讀唐詩

是學習中文、傳承經典的途徑。清代蘅塘退士輯錄的«

唐詩三百首»薈萃唐詩精華，是流行最廣泛的唐詩選本，

可作為接觸中國古典詩歌最好的入門書籍。本書依唐

詩表達的內容、詩歌的長短，參照唐詩誦讀的難易、

知名的程度進行選擇，選取 300 首精彩的唐詩。 



 

甄選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典名作，從中摘錄最精華文

段，疏通文意，用現代人的感受發掘蘊藏其間的歷史

經驗。 

古典是歷史的傳遞，思想的凝結，雖然總是跟遙遠的

世界關聯在一起，但古典作品所言說的歷史環境、文

學傳統、故事氛圍跟現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讀

一讀文字，便會領略到古典文學的神采，汲取到傳統

文化的精髓。 

 



 

一場優雅的芭蕾舞表演，震撼了大象菲菲的心。笨重

的她因而愛學跳芭蕾舞!可是她左搖右擺的，弄出好多

亂子，經歷連番挫折的她，如何調適心情和克服困難?

她最終會達成目標嗎?驚喜的結局，啟發小讀者思考，

正能量大放送! 



 

白雪公主、小紅帽、龜兔賽跑、醜小鴨……好想嘗試

畫各種童話故事裏的角色!不論可愛、美麗、俏皮或逗

趣，各種造型都不是問題!只要跟著繪畫小天使阿管的

提示和小訣竅，從線條到填色，一步步練習……就能

畫出屬於自己的童話世界喔! 



 

活動生動、簡單易學，動動小手，提升協調能力、動

動大腦，促進心知發展。 



 

各式花草、蔬果擬人造型全員集合!將平凡植物結合天

馬行空的創意、想像力，勾勒出一個個可愛無敵的小

寶貝!彩色鉛筆技巧再晉級，讓繪畫小天使阿管教你更

多小技巧，運用幾何圖形、光影效果和構圖、比例的

變化，就能創造出充滿生命力的可愛造型喔!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貝多芬，對世界有着巨大影響力的偉大音樂家，他將

古典音樂帶到另一個崇高的境界，他的樂曲至今仍廣

為流傳。究竟他的成名之路是怎樣的呢?而同時，他深

受耳疾之苦，逐漸失去聽力，這對從事聽覺藝術的人

來說是多麼大的打擊!他又是怎樣克服種種困難的呢? 



 

繁花街上的這隻貓，成天穿梭在街上的每一戶人家，

牠人見人愛，還有好多個名字:阿奇、小蛋糕、貓大王、

帥帥喵…….不過，這整條街上，就只有默瑞太太家牠

沒去過，這隻好奇的貓咪何時才要前去拜訪她呢?兩度

入選義大利波隆那插畫的凱蒂，哈奈特，帶給讀者這

個溫馨動人的故事，描繪社區與友情之外，也提醒大

家不要忘記在身旁的人。 



 

Petra is a magnificent mountain.  Or is she an egg 

of the world? Or an amazing island? Or is she 

something else entirely? 



 

以世界視野認識中國 

用彩圖展示中國文明 

傳遞«中華文明傳真»精神  



 

這本書講述大腳趾國王的將軍，霍格將軍家中整天唱

反調的雙胞胎兒子，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引導孩子

學會「互助互愛」，珍惜「兄弟情誼」，懂得「與家人

和睦相處」，讓孩子在閱讀故事中漸漸形成良好的品格

修養。 



 

以世界視野認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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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中華文明傳真»精神  



 

測量一點都不難!但是在你動手測量之前，你知道公尺、

公斤是怎麼來的嗎?有什麼聰明的方法，可以讓你的測

量結果不用寫零寫到手痠?這本書不但帶你認識各種

不同的測量單位，還將回到兩千多年前的西西里島，

讓你見證史上最艱難黃金皇冠測量任務!想知道小蒼

蠅的體重、大象的體積是多少?跳進水裏可以讓你減輕

多少重量?最酷的測量絕招，保證你一學就會! 



 

「神奇酷數學」裏的主角之一，甄邪惡教授有史以來

最邪惡的計劃，就是將他精心設計的數學推理遊戲集

結成書，讓所有原本害怕數學的人，都愛上數學!只要

你喜歡玩迷宮、摺紙、猜謎、數獨、撲克牌中的任何

一種，甚至只愛看推理故事，都一定會愛上這場驚險

剌激、精彩萬分的腦力大挑戰! 



 

甄選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典名作，從中摘錄最精華文

段，疏通文意，用現代人的感受發掘蘊藏其間的歷史

經驗。 

古典是歷史的傳遞，思想的凝結，雖然總是跟遙遠的

世界關聯在一起，但古典作品所言說的歷史環境、文

學傳統、故事氛圍跟現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讀

一讀文字，便會領略到古典文學的神采，汲取到傳統

文化的精髓。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財神到，接財神!原來，給人間帶來財富的財神不只一

位，有文財神，還有武財神，而且他們還是歷史上赫

赫有名的忠臣和大將。究竟他們是怎樣由凡人成為神

仙的呢? 



 

歡迎來到神秘的雨林，跟著最勇敢的探險家，一起探

索這座有著全世界一半左右動植物種類的生態寶庫。

不過，別怪我沒告訴過你，千萬記得緊緊跟著隊伍，

因為雨林裏除了美麗的花朵和奇特的植物，其實「噬」

充滿危險的「蔓」荒之地，你必須頭腦冷靜、隨機應

變，機警得像是腦袋後面長了眼睛，防備覓食中的美

洲豹、大如鳥雀的蝴蝶、巨大如盤的蜘蛛和吊詭的肉

食植物……這樣，你還敢跟著一起探險嗎? 



 

「龍」這一文化現象，充滿了神秘感，在中國，無論

建築、服飾，還是文學、藝術，到處都有「龍」的形

象。 

龍究竟是如何起源的?中國人關於龍的觀念是怎樣形

成的?它對中國文化有甚麼影響?本書以圖文結合的方

式，詳細介紹了龍的起源、發展、演變和定形過程。

分析了龍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與政治、

宗教等方面的關係。並對歷代「龍紋」藝術珍品，做

了詳細介紹和展示。 



 

Have you ever wondered if robots can think like 

humans? Packed with fascinating facts and 

pictures, explore the science behind robots and 

discover the amazing things they can do. 



 

以往食肆選擇不多，傳統茶樓就是普羅大眾最尋常的

聚會之地:無論是見工相睇、春茗、婚宴、滿月酒，以

至大時代裏「魚翅撈飯」的日子，都在茶樓出現。 

茶樓與港人的生活緊密相連，從興盛到衰落，總算見

證了一個時代的風光。 

本書收錄逾十五家舊茶樓的珍貴影像，包括佇立鬧市，

各據一方的得雲、多男、龍門;棲身社區、服務街坊的

得發、北豪……當中大部分已經結業，倖存下來的也

成明日黃花。 

透過相片，讓你重溫昔日的茶樓風光。 



 

對於不擅長算術的人來說，這本書可說是他們的救星!

本書將帶你從最基礎的計數開始，學習加法、減法、

乘法和長除的運算原理，破解數學符號的玄機，瞭解

零的發明有多重要，如何對付複雜嚇人的大數目，還

有許多快速過算的竅門……讓你成為算術魔法大師! 



 

數學非常非常奇妙……這是在開玩笑嗎?當然不是!只

要用對方法，學習數學也可以又酷又神奇!本書以大量

故事、謎題和遊戲串連起許多基本的數學知識;你將重

回數字系統發明的偉大時刻，見識阿基米德、芝諾等

古代數學家的瘋狂創意，利用代數設計超酷的紙牌魔

術，並學會幾則最機密的速算絕招! 



 

此書可以說是不尋常的製作。首先，此書是海內外學

習們努力合作的成果。其次，它是一項長遠的計劃:

為了精益求精，當初版面世之後，便要開始進行修訂，

務使此書與時並進，日月常新。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愛因斯坦，20 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他從小就展現出

過人的天賦，甚至還向老師提出「以光的速度飛向宇

宙，我會怎麼樣呢?」的「瘋狂」問題!老師會怎樣回

答他呢?天才畢業後找工作也會有困難?著名的相對論

又是在什麼情形下發現的呢? 

 

  



 

名人館帶你進入這些名人的時空，向你展現他們的一

生。閱讀這些名人的故事，學習他們成功的秘訣，能

啟迪你的人生。 

秦始皇，中國第一位皇帝，他消滅六國、統一中國，

建立了許多對中國有着深遠影響的制度和建設，但同

時他也被批評為暴君。究竟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實踐

統一天下的大業?如此具爭議性的人物，他的功過得失

應該如何去評價呢? 



 

甄選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典名作，從中摘錄最精華文

段，疏通文意，用現代人的感受發掘蘊藏其間的歷史

經驗。 

古典是歷史的傳遞，思想的凝結，雖然總是跟遙遠的

世界關聯在一起，但古典作品所言說的歷史環境、文

學傳統、故事氛圍跟現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讀

一讀文字，便會領略到古典文學的神采，汲取到傳統

文化的精髓。 

 



 

 

Joey Caught A Cold 



 

對於不擅長算術的人來說，這本書可以說是他們的救

星!本書將帶你從最基礎的計數開始，學習加法、減法、

乘法和長除法的運算原理，破解數學符號的玄機，瞭

解零的發明有多重要，如何對付複雜嚇人的大數目，

還有許多快速運算的竅門……讓你成為算術魔法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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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夏天，盛拍拍被寄放在繼母的娘家，與「外婆」

同住。 

父親說:「這裏離學校都近的。」繼母也附和說:「離

芭蕾舞學校也不遠。」 

他們一唱一和，極力兜售住在這裏的好處，讓拍拍的

心裏一百個不是滋味。因為這是蜜月旅行，他們必須

丟下她。 

幸好，還有舞蹈課。 

盛拍拍喜歡芭蕾舞，還有那個人的課。他嚴厲中的溫

情，古板中的風趣。童老師，女孩子們這樣叫他;而當

他的嚴厲把她們惹惱時，叫他童家棣。 

十四歲的人生有好多夢想，童家棣是其中之一。他是

生日卡上的那顆心，父親和繼母是朦朧的底色背景，

芭蕾舞是點綴的花邊…… 

 

 

 



 

 

現今互聯網世界資訊氾濫，內容是真是假? 

「打籃球可以長得高一點?」 

「缺乏運動，肌肉變成脂肪?」 

「運動後立刻進食會變肥?」 

「食飽飯不要跑來跑去，否則會患上盲腸炎?」 

隨著運動熱潮愈來愈普及，我們既要學「是」，又要學

「非」，這樣才能夠明辨是非。雷博士以淺易文字講解

運動科學理論，為讀者拆解坊間謬誤，提供一些運動

冷知識，幫助大家更享受運動的樂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怨天，不尤人 

欲速則不達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孔子是地球子民的共同偶像，本書以生動的漫畫為輔，

兼具娛樂及教育功能，透過看漫畫來學«論語»，在不

知不覺中精進個人修為、處世態度和成功者的做事方

法。 



 

 

 

 

 

 

 

 

 

 

 

 

 

此書可以說是不尋常的製作。首先，此書是海內外學

習們努力合作的成果。其次，它是一項長遠的計劃:

為了精益求精，當初版面世之後，便要開始進行修訂，

務使此書與時並進，日月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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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難題多得數不清，但是其中大部分只需要用到加

減乘除、簡單的公式，再加上一點點巧思，就可以解

決!想了解如何算出你看到地平線有多遠?只要吹泡泡，

就可以找出連接發電系統的最短線路?大到不可思議

的數，到底有多大?全世界都想知道的瘋狂問題和天才

解答，你不能錯過!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為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

認識，提高文言文閱讀分析能力，香港教育局為中學

中國這文科精選百篇文言經典範文，供教學靈活運用。

本書收錄當中唐朝古詩文二十篇，以漫畫故事形式，

將文言範文的內容及情境再現，讓同學更快地了解文

章內容大意，迅速掌握知識要點，輕鬆學好文言文。 

 



 



 
蘿西想成為一名偉大的工程師，最喜歡發明生活小裝置。但是在一次挫折後，她

再也不敢提起自己的夢想。直到有一天，為了幫曾姨婆完成飛行的心願，她決定

再試試看，動手組裝新發明。這次，她能成功嗎? 

 

父母對孩子總有許多期望，希望他們聰明、守規矩、善解人意，如果還能獨立自

主，就太完美了。沒有人是完美的，只有愛能補足一切。 

 

阿紀跟妮妮想要交換一天彼此的生活。早上，阿妃滿足的睡到中午;妮妮則是開

心的跳著舞去上學。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直到…… 



 

 

 

唐曉翼找到了死去的故友最後的密信，信中不僅透露了最後一件秘境珍寶的下落，

還講述了他離開人世前最後一段奇妙的經歷。小夥伴們根據線索，登上了海龜島

101 號黑色校車，校車上竟坐滿了詭異的乘客!好不容易逃脫了生命交換的威脅，

卻又墜入更深的恐怖陷阱!唐曉翼直挺挺地倒下了…… 

 

一想到能買新的運動鞋雖然很開心，但銀智心中卻有另一個聲音在對自己竊竊私

語說:「你作弊，你偷改了數學考卷的答案!」 

銀智頓時變得很難受，她用手推了一下胸口，企圖將內心那個作弊的自己推開…… 



 
生氣是人見人怕，一般人較難接受的情緒。在故事中以黑泡泡比喻作生氣衍生出

來的負面情緒，主角小黑因為常常噴出黑泡泡而被討厭和嘲笑，無人明白牠真正

的感受。 

故事最後，為何黑泡泡會變閃亮而不是縮小或不見了?要讓孩子知道，他們不需

要壓抑和逃避負面情緒，因為所有情緒都是重要的。 

 

每年農曆新年大家都提及生肖，但你知道生肖從何而來嗎?為什麼貓不能入選生

肖?老鼠個子小，為什麼他能贏得了生肖的第一名?你知道龍頭上角是來自公雞的

嗎?為什麼豬這樣懶惰也能當上十二生肖之一?這些十二生肖故事，神秘而奇特有

趣，快翻開本書看看吧! 

 



小孩大叫狼來了，會發生什麼事?當小狼遇到小孩，會發生什麼事?多一些愛和勇

敢，少一些成見和害怕，世界也許不一樣! 

 

 
一隻獨角仙，歷經四季起迭，生命即將終了，而此時，也是新生命傳承的一刻……

全書一百多種生物，其生命週期有千年、百年、一季，亦或一天，也都如獨角仙

一般，在各自的族群間奮力地活著。 

 

歷史是抽象的，而建築物是真實的存在。本書透過帶領孩子遊覽與香港回歸有關

的 8 個建築物，包括: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金紫荊廣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

部、香港禮賓府、終審法院大樓、青馬大橋、香港國際機場、香港歷史博物館、

深圳灣口岸，讓孩子深入認識自己的家，啟發他們思考日後香港各方面的發展。 

 

 



 



集趣味繪本、立體手工、益智有趣的遊戲於一書，深入認識昔日香港。 

 

 

 

透過趣味的情節、創意的插圖，從五千字一本的短篇開始，讓孩子感受「自己讀

完一本書」的成就感。本系列結合文學性與進階閱讀的功能性，依照字數、主題

與情節複雜度，分為「初階」與「進階」，讓父母和老師有系統的引領孩子快樂

學閱讀! 

 

小女孩露比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在她的世界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有一

天，露比發現一張爸爸留下來的明信片:「今天我要給你一個任務---去找出我藏

起來的五顆寶石吧!」她還找到四張神秘紙片，於是真正的冒險即將開始…… 



 
語文應用在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實用寫作不僅是課程學習中的重要一環，也是

每個人生活中使用範圍最廣的一項語文能力。 

實用寫作與一般寫作不同，講求精要、明達、靈活、切合實際，對體式、語氣、

措詞等各方面都有不同要求。 

本書藉着生動有趣的森林故事，讓同學理解不同實用寫作類型的應用範圍，清楚

不同的實用文寫作格式，輕鬆掌握書信、邀請函、便條、日記、說明書、慰問卡、

通告、建議書、海報、演講稿、公告等 12 種實用文寫作。 

 

標點符號國的瘦國王生病了，他聽從御醫的勸告，獨個兒到別墅休養。在出發之

前，他寫下字條通知王后和大臣。可是當他病癒歸來，卻見王宮一片愁雲慘霧，

御醫更被關到獄中!原來他在字條中用錯了逗號，引起了一場誤會…… 

 

小頓會許下什麼願望呢?願望實現就等於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小喬在香港四處闖盪，去的不是甚麼美食購物景點，而是漫遊郊野，並重新認識

這片石屎森林，發掘了不少有趣新奇事。儘管香港面對著都市化的發展及人為的

破壞，這裏仍有不少人跟小喬一樣，默默守護著這美麗的地土及生物，為沉默的

動植物發聲…… 

 

本書將與孩子一同探索生活中常見用品和科技產品，如筷子、電燈、汽車、以至

電腦、手提電話、顯微鏡等的由來，道出簡單的發明原來都足以改變全人類的生

活。引發孩子踏出科研和發明的第一步! 

 

作者都聰子圶書中一一道來，並把居家生活應注意的細節---包括冰箱除臭的秘訣、

曬棉被的撇步，培養好膚質的妙方等，毫不藏私全部公開!閱讀過本書，你就會

知道如何與各種菌「有感情」，輕鬆學會和它們變「麻吉」的超實用生活術! 

 

科學神童法蘭克愛因斯坦最大的樂趣就是窩在自己的實驗室裏，創造出許許多

多獨一無二的巧妙裝置!有一天，法蘭克和助手華生意外製造出兩個具有生命、

會獨立思考的機器人---柯林克和柯藍克。 



隨著科展倒數，法蘭克、華生、柯林克和柯藍克分秒必爭進行實驗，準備讓所有

人大開眼界。就在這個時候，法蘭克的死對頭愛迪生帶著他的手下，一隻以手語

進行交談的猩猩先生前來找碴。他們要暗中破壞法蘭克的實驗，讓他無法得到獎

金，甚至無家可歸! 

愛迪生的詭計會得逞嗎?法蘭克的發明能不能獲得評審青睞?機器人柯林克和柯

藍克將帶來什麼意想不到的科學成果? 

 

瘦國王非常重視標點符號國一年一度的周年舞會，可是在籌備會議上，小雜工亞

昇說錯了話，激怒了國王。他決定給國王寫封信，請求他的原諒，並想到在信中

加上引號來強調稱讚國王的話，可是卻怎麼竟變成諷刺國王昏庸無能呢?瘦國王

現在更生氣了! 

 

  



 

 

 
黑暗鼠家族的「看門花」小憂離奇失蹤了---多愁，黑暗鼠在一本手稿中詳細地記

錄了這件恐怖事情。 

這是一個讓鼠感到很恐怖、很刺激、很離奇的故事。當多愁承擔尋找小憂的任務

之後，她首先來到《鼠民公報》請求謝利摩的幫功。當找到小憂之後，聰明的多

愁是怎樣孤身戰勝強敵的呢? 

 

謝利連摩突然收到密信---貓島的溫盜們正預謀暗偷老鼠島的自由鼠神像!來信的

竟然是貓皇下達的暗偷自由鼠神像的計劃，於是請求謝利連摩幫助。當謝利連摩

得知後，會如何保護自由鼠神像呢? 



 
謝利連摩為自己準備了一個休閒的假期之旅---但他的休閒假期在表弟賴皮的黑

山寶藏探險中化為烏有! 

野性鼠出類拔萃的考古學家，並被稱為「寶藏獵手」。在他的提示與幫助下，謝

利連摩破解了一個個謎團，經歷了一次次冒險，最後終於找了傳說中的「黑山寶

藏」，然而…….. 

 

謝利連摩被迫參加了「橫越美國挑戰賽」這是大約 5000 公里，需要穿越美國很

多個州的單車比賽，也是世界上最富挑戰的極限運動之一!賽程中有異同尋常的

爬坡，有同一天相差 45 度的溫差……謝利連摩要怎樣才能堅持到最後呢? 

 

把古老的成語跟現代生活結合起來，以全新戲劇手法，編創現代趣味故事。深入

淺出，詼諧幽默，從字裏行間可體會成語的妙處。 



 

「魔法公主學校」聖代學院接連發生宗惡作劇，甚至有人被剪光頭髮，學生謠傳

那是「頑皮的曲奇」---一位幾百年前的學生亡魂的惡作劇。不過，部份學生懷疑，

真正的元兇是轉校生黑比諾。黑比諾剛轉校過來不久，感覺拒人千里，沒有甚麼

朋友。這樣毫無根據冤枉人是不對的。於是跟好朋友一起查起連串惡作劇，決心

還黑比諾一個清白。 

 

小兔子邦尼喜歡在圖書館外面，和小朋友一起聽故事，但是，隨著夏天結束，冷

風吹起，說故事時間也移入室內，邦尼再也聽不到好聽的故事了!讓怎麼辦呢?他

想到一個大冒險計劃，那就是---趁著夜裏，潛入圖書館偷偷借書!然後，牠的動

物朋友們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直到有一天……. 

 
自從魔鏡抺去弟弟裘納的記憶之後，他就不相信我們真的去過好幾個童話世界。

所以當魔鏡把我們吸進新的童話世界時，我真是鬆了一口氣。 



這次，我們進入《美女與野獸》的故事，也許不怎麼好……因為裘納在野獸的花

園裏摘了一朵玫瑰花，而搞砸了整個故事---野獸很生氣，要把裘納收押當他的囚

犯……而不是美女!可是如果野獸沒遇到美女，並愛上她的話，他身上的魔咒就永

遠不能解除，裘納就會永遠被困在這座城堡裏了! 

現在我得趕緊去找美女，要是我沒辦法及時搞定這事的話，情況可能會變得很淒

慘…… 

 

 

本書記載了二十五位傑出小戰士的奮鬥故事，見證了癌魔縱然可怕，卻敵不過小

戰士驚人的忍耐力，敵不過病童的家人、朋友及醫護支持。書中的故事提醒我們，

只要心存希望，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即使前路茫茫，依然可以撥開雲霧見青天，

找回屬於自己的天空。但願書中的故事啟示各位如何面對人生路上的種種挑戰。 

 

開封府的雪地外，突然發生一宗慘烈的兇殺案!數天之後，更可怕的事發生了---

青青姑娘竟然被惡人設局，在眾目睽睽擄去綁架!被惡人威脅，處於劣勢的包大

人更被迫辭官，在如此關鍵之際，包大人似乎遇上前所未見的難題!到底這幫惡

人的目的是甚麼?雪地兇殺案又與青青姑娘被擄走一事有何關連?在危急之秋又

會否有人挺身而出義助包大人?究竟，最終包大人能否拆解一切的謎團，救回親

女兒和整個開封府呢? 



 
每一集都由一件知名的故宮文物來串場。這些我們既熟悉又有些距離的文物，背

後竟然都隱藏著一個袐密。它們就像一座座翹翹板，把故事彈射到不同朝代，讓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對文物多了一份親切與瞭解。第一集登場的文物，是故宮人

氣第一名的「翠玉白菜」。 

  



 

謝利連摩的夢中女鼠柏蒂送給他一個十分難看的水晶貢多拉!貢多拉被冒失的賴

皮撞碎之後，謝利連摩竟在裏面發現一張神秘的求助字條---於是，英勇的謝利連

摩立刻行動起來，探尋水晶貢多拉的奧秘。經歷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探索之旅後，

謝利連摩終於找到了求助女鼠薇真櫥窗鼠。然而，要幫她實現美麗的愛情夢想

並不簡單…… 

 

烏賊大王怎麼做體操呢?真是可愛! 

 
雞米花的家在賣小雞娃娃，小雞娃娃擺滿了家裏的櫥窗，雞爪東每天踩著縫紉機

卡啦卡啦，雖然小雞娃娃可愛到讓記者來採訪，但雞米花小小的心裏一直希望自

己的爸爸可以不一樣。 



這一天，是雞窩村的運動大會，有沒有可能發生特別的事情? 

  



 

所選作家均是屢獲重要兒童文學獎項的名家，作品文學性高、趣味性強，給人美

好的情感體驗，並可激發孩子心靈智慧的成長。 

 

從外太空回望，我們所居住的星球---地球是一片迷人的蔚藍，所以我們讚美她是

「藍地球」。藍地球誕生於 45.4 億年前，經歷無數次變化而形成今日的地貌。我

們生活其中，是否真的了解她?可知道她有關趣事? 

 

用微笑去改變世界! 

  



 
 

 

 

 

 



 

 

 

環保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作為地球村的一分子，小朋友更應該學習如何好好

保護環境，令地球的美麗可以歷久不衰。 

年幼中華白海豚藍波仔活潑好動，對海洋世界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他每天努力學

習和鍛鍊，期待着成年的一天。但原來海洋生活處處驚險---烏賊發動墨汁攻擊;

兇猛的鯊來勢洶洶;不知是敵是友的人類越走越近……究竟藍波仔會否被這些挑

戰難倒? 

 
把古老的成語跟現代生活結合起來，以全新戲劇手法，編創現代趣味故事。深入

淺出，詼諧幽默，從字裏行間可體會成語的妙處。 

 

 

  



 

地核中的奇特生物，經過十萬年的文明探索，終於突破了宇宙的屏障，卻發現身

處另一個更大的宇宙! 

天文學家研究星星的運行規律，卻發現星與人類大腦的運行方式驚人一致! 

人類科學家即將發現宇宙的終極秘密，卻被外星生命告知宇宙的真理必須用自己

的生命來交換! 

本書蘊藏了作者對宇宙運行規律的許多奇思妙想，並向人類中那些孜孜不倦追求

真理的人們表達了深深敬意。 

 

本書探觸了現代兒童提早使用手機產生的諸多狀況，可麗面對全班同學都有手機，

也苦苦哀求爸媽買給她。但她有手機之後，無時無刻在「煲」手機，更不用說沒

計劃性的濫用手機、製造昂貴的手機帳單，把家裏、班上都搞得雞飛狗跳，這部

份的描寫堪稱寫實，也是全書發人深省之處。 

 

 

他不幫我看作業，打棒球輸給小學生，出去玩不帶土產回家，也不會給我和妹妹

零用錢。為了中大獎，叔叔叫我們拚命喝可樂、吃口香糖:唯一喜愛的事情是看



漫畫，但是要我幫他出錢買! 

有一天，我以「我的叔叔」為題，得了作文比賽的出國旅行獎，本來是我去夏威

夷的大好機會，卻因為叔叔的緣故，成了一場做夢也想像不到的旅行! 

 

賓客一見到靖郭君田嬰，行過禮以後，劈頭就大聲說:「海---大---魚---」說完，也

不等靖郭君說話，他一轉身就退了出去。這三個字真的引起了靖郭君的好奇心，

他說﹕「請留步。」然而，賓客卻沒有停下來，他邊走邊說:「三個字!我只說三

個字。多說一個字，我可是要掉腦袋的。」什麼是「海---大---魚」?而賓客有沒

有掉腦袋呢?  



 

這個啟發人心的故事，是馬拉拉的真實經歷。為了每個孩子都應該有平等接受教

育的權利，這位巴基斯坦少女挺身而出並大聲疾呼。二零一二年她在上學途中遭

到塔利班搶殺，之後奇蹟生還，九個月後，她受邀到聯合國公開發表演說。 

 馬拉拉是個一身粉紅的奇蹟，更是文字的鬥士，她勇敢地用話語和文字，為

全世界數百萬名無法上學的孩童發聲。 

 

全書共十五章，從句法到詞法，以宏觀的語法學視角，對比現代漢語語法，系統

地梳理語法要點、詳細地剖析傳統的文言語法系統，再輔以大量文言例句，清晰

且簡明扼要地闡述文言文特有的語法規律。全書編寫如教師講義般細緻，可作為

一本文言學習的閱讀圖書或工具書，輔助解決在閱讀文言文中常遇到如古文今義、

一詞多義的語法問題。 

 

傳說在英國蘇格蘭的尼斯湖裏住了一頭怪獸，人們說牠是神秘的「尼斯湖怪」。

牠真正是什麼呢?後來，這頭怪獸被軍方捕捉了!「校園三劍客」決定潛入軍營拯

救牠，這次，他們又會遇上什麼難關呢? 



 

家裏開設日式和菓子店的如月杏，因為一篇題目為「我的夢想」的作文，帶著不

知是否該斷承家業的迷網，升上了四年級。杏的童年好友一樹家中開設的創意和

菓子店，因為父親認為和菓子沒落的產業，面臨經營不善的困境而即將關閉。當

曾經相約成為和菓子烘焙師的杏和一樹，對這種傳統點心失去信心時，家中開設

西洋點心店的轉學生吉澤苿莉繪出現了。堅持自家西點最好吃的苿莉繪，能否激

起杏和一樹的鬥志，大家聯手製作能激勵人心，帶給人幸福的和菓子呢? 

 

 

「中文大作戰」系列以闖關模式，通過測試、遊戲、趣味閱讀，讓你一邊挑戰，

一邊玩樂，一邊學習，進而掌握各種各樣的中文知識。《錯別字篇》共有 16 道關

卡，當中二百四十多條測試題和近三十個遊戲，挑戰你辨析錯別字的能力。還有

數十個趣味故事，為你提供各種誤用錯別字的有趣知識和生活案例。 

 

 
唐三藏師徒歷盡千辛萬苦取得經文，但就在他們即將完成任務之際，四個人卻變

得自私自利，連同伴沙悟淨生病了都不願意照顧。 



這時，一個神秘的紅衣女子突然出現，施法讓師徒四人迷失在時空中，若他們不

能再次團結一心，解決妖魔鬼怪設下的關卡難題，就會永遠回不了家。究竟紅衣

女是敵是友，將唐三藏師徒困住有何目的?而他們四人能不能攜手度過難關，帶

著經文返回大唐呢? 

 

香港小學生聰聰得到了如假包換的張保仔藏寶圖!各路人馬聞訊齊集，美少女、

古惑貪財的外國大學生、異世界來的惡魔、外星人、展開尋寶爭奪戰!千呼萬喚，

張保仔終於和你面對面，他告訴你，香港寶藏的真相竟然是…… 

 

 

小芋每天起牀，就要面對自己的最大問題---害羞! 害羞的性格為她帶來了許多煩

惱。這天，老師宣布所有的同學都要參加「閱讀分享」活動，這讓小芋很擔心、

很害怕。她能順利完成這個活動嗎? 

一起進入菜菜社區，和個性各異的蔬果們一起經歷他們的成長點滴，學習欣賞和

接納每個人的不同個性，培養品德素養，同行成長。 



 

本書介紹了二十二位古今中外的大哲學家，以簡潔易懂的文字解釋他們的哲學思

想，讓孩子學習從多角度分析問題。書中還附有哲學家名言和各種哲學思考建議，

有助訓練孩子的獨立思考能力。 

 

阿森和他媽媽一樣有讀寫障礙。他不喜歡做數學題，不喜歡閱讀，也不喜歡寫字。

每當他因為自己的弱點而感到難過，便會想起阿姨對他說的話。她的話讓阿森知

道世上有許許多多出色的人，都和他一樣面對同樣的問題……  



 

約翰一家表面看來和一般家庭沒有分別。可是約翰從出生開始，便活在自己的世

界，拒絕與人溝通接觸，專家證實他有自閉症。在學校，約翰總是我行我素，把

同學惹惱，做着同學們不理解的行為，大家都不喜歡他。直到一天，數學老師發

現了約翰的獨特才能，同學們開始對他有了改變……作者以淺白、溫馨而寫實的

筆觸寫出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同挑戰，期望通過這些故事，能為這群特別的孩

子和他們的家人帶來鼓勵和支持，並增加大眾對他們的理解和接納，一同創造不

等共融的世界。 

 

 

 



 

 

 

 

 

 
《STME 職業小學堂》一套四冊，每冊詳細介紹一項職業技能。各個職業均滲透

STEM 學科(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的知識，培養孩子的科學智慧和創意思維。

孩子在「STEM 職業小學堂」裏會接受不同的模擬訓練課程，挑戰各種專業任務，

獲取證書。透過動手操作，體驗工作內容，將夢想中的職業和現實接軌! 



 

 

 

 

 

以「好玩、有趣、生活化」為設計宗旨，讓孩子了解相關數學範圍及程度，引導

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訓練數理及邏輯思維。 



 

 

出生在醫學世家的李時珍，從小看着父親治病救人，耳濡目染地也懂得了很多藥

理知識。一天，父親不在家，但來了一位患急病的病人，小李時珍會怎麼做呢? 

 

年幼的孔子喜愛學習，是個跟在哥哥身後的「小尾巴」，他答應母親一定會堅持

學習。一天，母親要求他第二天就要默寫好 10 生個生字，他會怎麼做呢? 



 

從小擅長書法，時常因為寫字而忘記吃飯，一天，書童送來了吃的，這次，王羲

之記得吃了!可是，他卻吃得滿口都是墨。 

 

  



 

一群好朋友在玩捉迷藏，忽然一個小朋汏掉進了水缸裏，緊急時刻，司馬光想到

了一個好辦法! 

 

 

 

 

 

貓島國庫又空了!熱衷貓摔角大賽的貓島國王決定組織一場規模空前的比賽!讓

國庫堆滿貓元!這時，一位戴着面具的神秘摔角士出現了，他撃敗著名的摔角士

復仇魔貓、喵喵粉碎機，還有巨石卡迪克，只是為了品嚐美味的……謝利連摩，

神秘摔角士究竟是誰?貓島秘密來信藏着什麼玄機? 



 

骷髏城堡和神秘山谷的花園有危險了---維佩麗婭，毒蛇鼠女公爵聲稱:黑暗鼠家

族的祖先已把城堡賣給她的祖先，現在她要把骷髏城堡夷為平地! 

 

不可思議，謝利連摩竟然在早上 7 時之前就起牀了!無法想像，連麗萍姑媽的美

味甜品他也會記吃!更糟糕的是，給心愛的柏蒂，活力鼠寫的短訊竟然會寫錯!如

此反常的行為，是因為……膽小又害羞的謝利連摩受邀參加班哲文學校的「職業

日」，那天還有其他傑出鼠受邀前來，真正的考驗全面爆發，捍衛名譽的時刻到

了!自信爆棚的謝利連摩會載譽而歸嗎? 

 

在潛水課程中，謝利連摩幸運地發現價值連城的藍色珍珠貝母---「海之瞳」。然

而，拍攝發現珍珠的錄影帶被盜，前來打撈珍珠的水族館館長神秘失蹤，珍珠離

奇消失……詭秘事件接二連三發生，謝利連摩和柏蒂能找回「海之瞳」嗎? 



 

6500 萬年前，當那原本衝向地球的小行星突然改變軌道，擦過地球掠去後，整

個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了---恐龍成了農夫，而人類則處於原始階段…… 

膽小的恐龍阿勞因失足掉進水裏而被遠遠地沖離家園，幸好遇上了勇悍無比的人

類小孩細細粒。細細粒多次拯救阿勞於危難之中，然而，細細粒也有對付不了的

猛獸，究竟阿勞能否克服心中的恐懼，把細細粒拯救出來?他們最終又能否找到

自己的家呢?



 

在食物鏈中，捕獵者和獵物無疑是天生的敵人，例如狐狸和兔子。但在優獸大都

會中，所有動物都能和平共處---至少表面上如是…… 

兔子朱迪立志成為一名出色的警察，但警隊裏全是水牛、獵豹等大動物，令體形

細小的朱迪有志難伸。當她終於可以接辦案件時，卻被迫跟一隻以行騙為生的狐

狸阿力合作。兔子真的能夠信任狐狸嗎? 

 

 

多莉是一尾擬刺尾鯛，患有短暫性失憶症，常常忘記這，忘記那……最可怕的是

她忘記了回家的路。 

在尋親的路途上，多莉遇上了許多朋友，也遇上了重重的障礙，可是多莉總能以

自己的方法解決一個又一個的難題…… 

這尾小魚兒是怎樣逐一解決那些高難度的問題呢?快來看一看，想一想，多莉會

怎麼辦? 



 

 

 

《夢想職業系列》每冊介紹不同職業的各方各面:從職業的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一起共事的人，到了解適合該職業的性格特質及能力，並涵蓋相關的延伸知識。

旨在擴闊孩子視野，讓孩子從小認識不同職業，築起夢想，立定志向，一步一步

從夢想到實踐! 

 

巴黎的地標艾菲爾鐵塔於冬天時會變成溜冰場?小時候的愛迪生被老師稱為蠢才?

為什麼意大利人說話時，總是動作多多、表情豐富?驅趕蒼蠅的動作竟然變成了

澳洲人的打招呼手勢?印度人習慣用哪隻手進食呢? 



 
藍尼很愛他的爺爺---獅子國王。當爺爺開始變得健忘、鬱鬱寡歡，甚至不認得他

時，藍尼很擔心。他可以怎麼幫助親愛的爺爺呢? 

 
誰都盼望春天。就連詩人也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春天真的來了，我們咚

咚鏘鏘地慶祝起來，但屬於這個城市的春天，卻是另一個模樣……. 

 



愛騎摩托車的野狼家族、環保尖兵的乳牛一家，愛好攝影的豬先生、落腳屋頂的

鸛鳥，擔任咖啡廳服務生的帥哥鱷魚、熱愛音樂的大象，吹笛子的長頸鹿、愛替

魚兒編織小帽子的章魚奶奶…… 

原本靜悄悄的綿羊社區，會因為新鄰居的到來，產生什麼變化?規律讓人安心，

改變帶來驚喜，如果是你，你會怎麼選擇? 

 



 

地球上有什麼? 

用一張時間年表，連貫137億年的地球歷史!書籍內用大量的圖片還有說明文字、

引人注目的視覺呈現，將過去到現在，從第一隻恐龍的出現到成吉思汗建立王朝;

從地球大戰炸到 20 世紀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讓孩子透過長幅不間斷的時間

年表，縱覽地球與世界大事的原因和結果。讓學習歷史不再是片段的記憶和背誦，

而是能串連起世界的有趣事情! 

 

這本書帶你一起探索古今城市的變化。馬車會在軌道上行駛?人們會穿着衣服游

泳?以前的孩子沒有書包，也沒有校車，他們是怎樣上學的呢?在學校的生活原來

是……還有更多千奇百趣的知識等你發掘，現在就來打開這本趣味歷史翻翻書!  



 

此書開發你無限創造力!從包羅萬有的小遊戲中，展開專屬於你的海上大冒險! 

 

化平面知識為立體，打破靜態閱讀的界限。意大利設計團隊精心打造，前所未有

的視覺震撼。宛如親臨實境，近距離體驗自然生態無窮魅力。讓我們一同造訪地

球上繽紛多樣的棲地，展開一場野性之旅:森林、珊瑚礁、沙漠、莽原、極區海、

河流、湖泊、雨林……，透過內附的紅、綠、藍三色濾鏡，你將一窺藏身其中的

生物蹤跡，更驚覺動物們是以如此令人驚豔的生存技巧，點亮了奇妙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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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雷雨交加的早上，江小柔和文樂心在上學途中遇上了一隻受傷的小狗，小柔

毅然把牠抱回學校療傷。一班同學上下一心千方百計保護小狗免被老師發現，可

是最終小狗還是被老師帶走了。究竟可憐的小狗會有怎樣的遭遇?同學們能否成

功為小狗找到屬於牠的家呢? 

 

 

蘇菲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女孩，她對蔬菜的認識，只限於平常跟媽媽到超級市場時

看到的那些蔬菜。這個暑假，蘇菲搭火車到鄉下的爺爺奶奶家。爺爺奶奶有一座

蔬菜園，那裡生長著各式各樣的蔬菜。蘇菲非常高興，因為她可以在蔬菜園裡做

許多很有趣的事!蘇菲認識了好多蔬菜的種植方式，她知道種菜一點都不簡單，

她也曉得原來很多昆蟲都是幫忙種菜的小幫手，還有冬天來臨之前該怎樣幫菜園

做好過冬的準備……。當然，蘇菲終於知道了，原來我們吃的蔬菜是怎樣長大的

啊!呼，當個小農夫好辛苦，但是收穫好豐富! 

 



 

亨利從土裡挖出了一顆「恐龍巨蛋化石」!科學家波芬叔叔將化石變回活生生的

恐龍，解開各種恐龍的秘密! 

哪種恐龍最巨大?哪種恐龍又最迷你呢?哪種恐龍的牙齒最可怕?哪種恐龍有羽毛

卻不能飛?留下最完整化石的又是哪種恐龍呢? 

讓我們一同穿越時光，回到遠古的恐龍時代一齊採探究吧! 

 

 

 

藉由這本書，讓孩子懂得去觀察、體諒媽媽，養成「同理心」，確實是一個減少

親子衝突的好方式啊!如果能夠親子一起共讀這本書，共同發現一套「媽媽跟孩

子都適合的說明書」，那就更棒啦! 

 



 

傳說中的幽靈組織「愛蜜麗」開始招收新人，尼克、苿莉與卡爾組成的「怪咖三

人組」就要分裂了，他們該怎麼辦? 

每當「怪咖三人組」遭遇危機，總是有一股神秘力量幫助他們，尼克和苿莉都認

為這就是學校的鬼魂「愛蜜麗」。沒想到，署名 MELZ(音同愛蜜麗)的組織寄了一

封邀請函給三人組裡最古怪的卡爾，希望卡爾與他們一起統治整個學校…… 

卡爾會接受邀請，加入控制校園的秘密團隊嗎?而一名從沒見過的女同學出現在

大家面前，自稱自己就是「愛蜜麗」;此刻，卡爾竟說出了他未曾表露的想法，

陌生的女同學的真面目也要揭曉…… 

尼克、苿莉與卡爾的全新冒險!結合偵探元素與感動故事的友情大考驗即將展開，

歡迎加入「怪咖三人組」，解開幽靈之謎!  



 

亨利的房間出現恐怖骨頭人!原來，是 X光博士與他的助手前來拜訪亨利。快跟

隨博士與骨頭先生的腳步，一同探尋人體的秘密吧! 

原來……打噴嚏的速度比全速奔馳的汽車還要快?原來……鼻子可以聞出五萬種

氣味?原來……將所有的血管連起來，長度可以繞地球三到四圈? 

身體就像全年無休的巨大工廠，從皮膚到骨頭，認識每天與我們生活的身體! 

 

 

孫悟空假扮赤腳大仙，大鬧蟠桃會，害得倒楣的赤腳大仙被誤會，被綁在捆仙柱，

丢盡神仙的臉! 

赤腳大仙氣壞了，決定好好整整這隻孫猴子，雖然身在天庭，卻關注著地面上取

經團的一舉一動，冷眼旁觀妖怪們和孫悟空大鬥法。 

金角大王、銀角大王設下陷阱，青牛精私自下凡，二郎神、靈感大王、托塔天王……

神怪們輪番上陣! 

孫悟空有哪些計策?妖怪們祭出了哪些神兵利器? 

究竟神仙和妖怪勝出，還是孫悟空獨贏?赤腳大仙最後的下場又是如何? 



 

火星上的冬天是不是不冷呢? 

太空中有很多垃圾，能派個清潔工人大掃除一下嗎? 

地球上所有的人一起大聲叫喊，聲音能傳到月球上嗎? 

如果人類在月球上建一個城市，會是什麼樣子的? 

如果航天員在航天服裏放屁會怎樣? 

 

 

艾絲塔和家人決定來一場太空之旅，要在漫無邊際的黑暗中航行 199 年，前往他

們的新家慕迪星球定居，然而，太空船卻在途中遭受吃人蛋糕的猛烈攻撃。 

殺手杯子蛋糕，邪惡的蒙布朗蛋糕和暗中埋伏的黑森林蛋糕，這些可怕的吃人蛋

糕都張開血盆大口要把人類吃掉!除了難纏的蛋糕，竟然還遭到普萊特外星人上

船打劫，他們為之瘋狂的戰利品竟然是……湯匙?眼看太空船要淪陷了，偏偏所

有乘客又進入冬眠，現在，只能仰賴艾絲塔和她的機器人好朋友皮爾來拯救大家。

畢竟，世界的法則應該是人類吃蛋糕，而不是蛋糕吃人類啊! 



 

 

李老師三十年的教學經驗和親自拍攝超過四百張的壓箱照，能自然激發學生好奇

心，很快就能貫通「生物多樣性」、「食物鏈」、「碳足跡」等概念。 

本書共有四十八堂徜徉戶外的生態課、十二堂緊扣課本的生物先修班，並特別附

錄一份好好玩的排碳自我計算表，整整一年十二個月的課可讓孩子自己探索，親

子也可以一起閱讀，一定可以重新引發孩子對大自然的熱情，以及對知識的渴望! 

 

 
大嶼山曾有「魚人」出沒?達摩襌師真的到過屯門嗎?南宋時代天后曾在香港顯靈?

張保仔和鄭一嫂真有其人?太平清醮起源於何時何地?無數歷史謎團，我們都一一

為你追查到底! 

 

  



 

 
Shall we meet here every RAINY DAY?人的心總會有下雨的時候，這時塵就會

推開窗戶，讓雨水化作酒滴，為你的傷心乾杯…… 

 

 

相遇是不是分離的前奏?分離是不是永遠的缺口?永遠是不是不變的時間?不變是

不是純真的守候? 

 



 
不同角度看待孩子，欣賞這些創意的理由，感受就會有所不同。孩子用想像力讓

「壞習慣」變成「做好事」。因為不敢說出真心話而有負面行為時，他們需要足

夠的信任和關切。 

 

 

此書有豐富的趣味，就像鬱金香讓人感受到春天一般，既優雅又令人精神為之一

振。 

 



 

你想跟我們一起去印度解謎嗎?你會在每一個場景找到「我」和阿力，然後你必

須靠著阿魯娜每次提供的線索，洗清一位嫌疑犯的嫌疑，最後才能找到小偷。當

然，你也會有時間玩遊戲! 

 

 

很有趣的一本書!全書黑黑一片，但有很多可愛的畫面! 

 

 



 
要是風扇沒有葉片，那風從哪裡來?使用過的牛奶瓶，也能化身吊燈?橋竟然能像

蝸牛一樣捲起來?如果鋼筋骨架露出來，建築會變什麼樣?看世界頂尖設計作品，

與大師心靈相通，從大師的創作靈感和理念，讓你掌握設計心訣，啟發全新思考，

激盪創意火花。 

 

 
夕陽為什麼是紅色的?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彩虹?看雲就能預測天氣?青蛙叫就是要

下雨?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天氣變化，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但天氣究竟是如何

形成的?透露著什麼訊息呢? 

 



 

好奇心不僅開發了小孩子的想像空間，更為他們帶來了一趟又一趟的冒險之旅，

在過程中所激發出來的勇氣與信心，陪伴他們度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離開，如果你

沒有冒險的經驗，那麼，就讓黑人、阿揚和肉巴仔帶領着你，來一趟心靈的冒險

之旅吧! 

 

 

各種稀奇古怪的動物行為，背後都隱藏了大自然生物相互依存的道理!讓動物行

為專家和生態漫畫家聯手用最輕鬆、最惹笑的方式，為你解答這 41 道讓人好奇

到睡不著的有趣提問吧! 



 
辛西亞就像耀眼的寶石，美麗、親切、大方、優雅……彩虹島上的居民都認為，

她將來一定能成為新任統治者。然而，只有神奇的彩虹鳥知道，在辛西亞甜美的

笑容背後，竟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 

 

 

這不是一本艱困難懂的甜點食譜，而是人人都可以在家如法炮製的美味甜點書。

教大家做法式甜點的，正是粉絲為之瘋狂的甜點之主角!書中私房分享不少食譜，

你也可以輕鬆做出法式甜點! 

 



 

一尾小魚，偷了大魚的帽子，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一隻螃蟹撞見了，他保證不會

吐露小魚的行蹤，小魚能相信他嗎?這本書保證讓人開懷大笑。 

 

 

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根，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漢字之美，美在形體，美在其婉轉

曲折的筆畫。這本書有助兒童認識漢字、學習漢字的優秀讀物。全書通過講述漢

字背後的故事，引領兒童探尋漢字的起源，了解漢字的演變，讓兒童澈底弄清漢

字的「前世今生」，輕輕鬆鬆學好漢字。 

 



 
 

特倫克最大的願望就是讓家人逃離壞騎士的魔掌，終於，他的機會降臨了。偉大

的侯爵大人宣佈，只要找出神奇魔法石的人，侯爵大人就會實現他的任何一個願

望! 

世上真的有魔法石嗎?該到哪兒找啊?當特倫克、泰克拉，當然還有小豬仔一同踏

上找尋魔法石的行列。他想利用魔法實現什麼願望呢? 

特倫克擔心自己能否順利實現願望，又有惡霸來攪局，一場運用智慧破解難關的

尋寶之旅，即將要展開! 

  

亨利的房間出現恐怖骨頭人!原來，是 x博士與他的助手前來拜訪亨利。快跟博

士與骨頭先生的腳步，一同探索人體的袐密吧! 

原來……打噴嚏的速度比全速奔馳的汽車還要快?原來……鼻子可以聞出五萬種

氣味?原來……將所有的血管連起來，長度可以繞地球三到四圈?身體就像全年無

休的巨大工廠，從皮膚到骨頭，認識每天與我們生活的身體! 



 

 

「生來是奴隸，死去是奴隸，一輩子是奴隸!」這是特倫克父母的口頭襌。特倫

克一家都是農夫，每天為惡霸騎士辛勤耕種，卻經常因為繳不出租稅而挨鞭子，

每天過得苦不堪言。 

 這天，繳不出作物的特倫克爸爸又被抓去挨鞭子。生氣的特倫克下定決心要

改變一家人的命運。趁著夜晚，特倫克帶著小豬仔離開家，準備前往城市當工匠

賺錢。 

 途中，特倫克遇見了雜戲團，他運用自己的數數能力，完成一場魔法表演!

奇妙的是，特倫克接下來將成為騎士的學徒!一名好騎士需要優異的技能，過人

的勇氣與公正的態度，特倫克能成為好騎士嗎?「生是奴隸，死是騎士，勇敢一

輩子!」成為騎士學徒的他，準備迎接扭轉命運的那一刻…… 

 

喝了超級生長水和巨大蟲子出現在亨利的衣櫃裏!趁這個機會，和亨利一起探究

平常小得看不清的蟲子吧!你知道嗎?世界上最重的蟲蟲和倉鼠一樣重!你知道嗎?

有八個眼睛的蜘蛛其實視力比我們還差!你知道嗎?彷彿在祈禱的螳螂，其實是為

了方便捕捉食物!睜大眼睛仔細瞧，你會發現，看似恐怕的蟲蟲世界，其實有著

有趣又可愛的大學問! 



 

 
媽媽的叮嚀永遠說不完，媽媽的擔心遠說不停，但是你是不是也有「不小心」沒

有聽話的時候呢?邀請十二位兒童文學作家與畫家，獨家公開與媽媽的「通關密

語」。 

 

 

「你的孩子現在正在尋人處等你……」我們時常都會在公共場所或展覽會上聽到

尋人廣播。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在遇到意外時，能夠順利地解決問題。不致造成

傷害。因此，從小培養兒童的自救能力是不容忽視的。 

本書詳列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發生的意外和解決方法，通過圖文並茂的詮釋，

教導小朋友在遇到危險時，如何處理危機的具體辦法以及參考方案，使兒童增強

自救能力，遇事臨危不亂，處事井井有條。 

 

  



 
此書獲多個獎項，值得一看。看到小狗不同的造型，十分可愛。 

 

 

米飯、豆類、蔬菜、水果、肉類、魚類、蛋類，有好多食物擺在我們面前。但有

些食物長得好像!你們容易混淆嗎?趕快來比一比，你就知道了! 

 



 

一天，小強和爺爺高高興興地去買圖書，但到了午飯時間，兩人卻爭論起來。因

為爺爺和小強去飲茶吃叉燒包，但小強卻說叉燒包有什麼好吃，他要吃漢

堡包!於是，爺爺獨自一人去吃叉燒包，小強獨自一人去吃漢堡包……只 

是後來為什麼小強也吃起叉燒包來，而且覺得叉燒包的味道確實不錯呢?當中發

生了甚麼事情? 

 

 
「校園三劍客」遠赴埃及，誓要解開金字塔之謎。究竟這個現今僅存的古代世界

七大奇蹟之一背後，隱藏着什麼秘密呢?它是怎樣建造的呢?它與浩瀚的宇宙又有

什麼微妙的關係呢?「校園三劍客」在探險時不小心讓木乃伊復活，他們能脫險

嗎? 

 



 

黑手和醫生的工作差不多。醫生醫人，黑手醫車，都是起死回生的工作。奇怪的

是，如果作文簿上寫「我的志願是醫生」，就是「志向遠大」;如果寫「我的志願

是黑手」，就是「沒有前途」!小烏龜黑黑背上背的，不只是龜殼，而是一個沉重

的社會觀念包袱。殼在身上，無論如何是背定了;幸好腿也長在身上，能不能鍛

鍊腳力，走出自己的人生，才是小烏龜和我們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巢有很多種，多麼有趣啊! 

 



 

此書分為智慧、勵志、啟迪、道理四大主題，收錄了 300個經典、常用的成語。

按孩子的認知和閱讀規律編寫、整理，使孩子易學易懂。一起來閱讀成語故事，

品味傳統文化! 

 

 

 

這是一本可以增進兒童科學知識的百科全書，全書收錄分屬 19類、共 365個物

理及化學實驗。適時輔以生活周遭可見的科學趣聞與現象，讓孩子更容易親近科

學。 

 



 
此系列講述大豬和小豬之間有趣又溫馨的故事，他們是世界上最相親相愛的媽媽

和寶寶。本書內容生活化，親切自然，溫馨感人，是一套適合親子共讀的圖畫故

事。 

 

 

三隻小恐龍用過河水後都病倒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生病，直至杜杜老師

發現河水裏有不尋常的東西……究竟河水裏有什麼呢? 



 

安格和皮諾買來了一張新牀，那是用櫻桃木做的。想不到他們第一晚在新牀上睡

覺便有奇遇，讓他們認識了櫻桃樹先生。究竟長得又高又壯的樹先生小時候是怎

樣的?他又怎會變成一張牀呢?一起聽聽樹先生有趣的成長故事吧! 

 

 

鈴鈴鈴鈴鈴--- 

警鈴大作，消防車們紛紛出動!小消防車小咿出動了，可是他又膽小、又怕火……

小咿能勇敢的完成任務嗎? 

 



 
辛西亞就像耀眼的寶石，美麗、親切、大方、優雅……彩虹島上的居民都認為，

她將來一定能成為新任統治者。然而，只有神奇的彩虹鳥知道，在辛西亞甜美的

笑容背後，竟有着不為人知的一面…… 

 
如果你已經找到了夢想，請努力，堅持! 

倩盈在機場與浩謙相遇，兩人一同來到巴黎。面對法國五星級食府實習三星期的

機會，倩盈充滿了信心與嚮往。然而剛一到來就在實習課中出錯，差一點令客人

的餐點不能如期奉上，倩盈深感內疚。幸好，還有浩謙可以帶她去遊覽美麗的巴

黎，調解心情，然而…… 

另一邊廂，在港隊受訓的亦鋒在足球路上更上一層樓，當上香港青年隊隊長，更

爭取到機會來到巴黎與倩盈相見。二人他鄉重逢，倩盈覺得眼前的亦鋒比起往日

更加成熟，究竟一直對倩盈有好感的亦鋒，會否趁此機會向倩盈訴說心中的感受? 

追尋夢想的道路從來都不會一帆風順，然而，只要堅定內心的信念，不斷努力和

堅持，在學習中成長，最終，夢想總會實現! 



 

 

這是阿虫的作品，一個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他的畫蘊含生活哲理，走入無數

喜愛他的讀者的心靈內，開創了襌意水墨漫畫的先河，也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份。

一個常常用詩畫哲學的公公。一個用詩歌一般的語言打動孩子的媽媽，合在一起，

寫出了好看、又好讀的故事。 

 

 

 
Whenever 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 

Caution:Each excuse may only used ONCE.  

 



 

社會，由許多「他人」所組成;懂得尊重他人，以及尊重他人的不同與需要，社

會才能和諧共處。幫助孩子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讓孩子

擁有優良品格，做自己的主人! 

 

 

青蛙，由於外貌古怪、步姿難看，在動物界是最不受歡迎的一群。沒有動物願意

跟他們做朋友，他們都被孤立在森林沼澤地裏，無無聊聊地過活。不過，當中有

一隻活潑好動、勇敢單純的小青蛙，雖然經常發同一個王子白日夢而被取笑為青

蛙王子，但他並沒有因為青蛙的身份而感到自卑，還對自己的「俊朗」外表相當

有自信，勇敢積極地去交朋結友，甚至忘想要跟繽紛國的人類公主一起玩，結果

引發一場場搞笑又驚險的處境。 

 



 

元朗雖說由一個新界農村、市鎮演變成一個現代化、繁忙的衛星城市;可是它超

過千百年文化的沉澱，與香港的歷史演變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變化很大，惟是

變幻才是永恒;從它的古蹟、古建築、古村落中，我們可以追溯元朗的歷史，更

可從中窺見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而影響地方興衰。我們不是研究歷史的學者，只

能訴說地方故事點滴，希望引起讀者的興趣，一起來發掘元朗更多有趣的傳統、

風俗、事與人。 

要感受元朗生活，最宜親身體驗;本書第一章介紹了一些元朗的風光名勝和好去

處，一些曾為電影外景的場地等等。無論乘車、踏單車或步行都能很方便地去到

擁有自然風光的地方，欣賞美景之餘，更可享受特色的美食，何樂而不為? 

 

 
 

圖書的世界多繽紛多彩，書的種類繁多，怪不得菜園裏的蔬果都很愛書又愛閱讀!

他們各有個性，喜歡看的書都不一樣。究竟茄子愛看什麼書?南瓜和辣椒愛看的

書相同嗎?哪種蔬果最愛幽默的笑話書?哪種蔬果最愛看科普書呢? 



 

 
孫悟空的故事耳熟能詳，我們現在用另一個有趣的角度去看這本書吧! 

 

 

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都住著一個驚嘆號，問題是:要怎樣發現它…… 

 

 



 
歡迎光臨小精靈商店!別誤會，這裏不賣小精靈，而是專門出租小精靈的店。小

精靈商店的老闆是一個叫做小保的小學生，還有一隻胖胖的兔當管家。小保每天

快快樂樂的上學，開開心心的工作，到底有什麼新奇有趣的任務，等待他們完成

呢? 

 

 

狸貓胖胖有一張神奇紙，上面出現的圖案能幫森林裏的小動物指點迷津?小芝麻

是花兔家唯一的「黑寶寶」，他懷疑自己不是爸爸媽媽的小孩……鳳仙花種子小

六籽不想長大，因為長大後就要離開媽媽;周猩猩最喜歡仰望天空，這天，他發

現一艘外星飛船…… 

看完故事後，針對日常生活、歷史、大自然現象，補充相關知識:蔡倫發明紙的

點子從哪裏來?種子如何散播成長?為什麼焚風?除了地球，宇宙中還有別的星球

有生物嗎? 

 



 
一九六七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如果沒有這場革命，

小米馬上就該升上三年級了。可惜的是，小學一年級暑假還沒過完，紅衞兵就造

了老師的反，中學小學通通停課鬧革命。小米家裏的鬧鐘，仍然照常在清晨六點

半響起，他卻有大半年沒有上過學了。 

在百無聊賴的長時光裏，忽然有一天，小米遇到了來自遠方的貓眼叔叔…… 

 

] 

放屁是一件奇怪的事嗎?小狗會放屁，媽媽和我都會放屁啊!為什麼你們還要取笑

我呢? 

 

 



 

「問題」爸爸有三個「問題」孩子，每次只要其中一個「問題」孩子發問，其餘

兩個「問題」孩子也會提出讓「問題」爸爸勁傷腦筋、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究

竟「問題」孩子每天會問「問題」爸爸哪些奇怪而有趣的問題呢? 

 

 
你覺得什麼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家人、愛情、財富、自由，還是理想?我們常

常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像是繞著自己轉圈圈，以為只要追到尾巴，就能獲得幸

福的小獅子。其實當你抬頭挺胸，幸福就會跟在你身後。珍惜所擁有的，就是世

界上最好的東西。 

40篇小故事，關於樂觀、轉念、謙虛和知足，重新建構你對幸福的定義，從廣

大的世界中，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曠達心境。 

 



 

大象收到漂亮的帽子，馬上分享給斑馬。斑馬趕快分享給烏龜，一個接一個，原

本不開心的長頸鹿，也跟著快樂起來!我們可以問孩子，是什麼讓他們心情變好?

是帽子嗎?如果他們分享的是其他東西，會不會一樣快樂?讓孩子體會真正讓人開

心的，是分享，是友情，這才是快樂的泉源。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在水邊的一個院子裏，六隻小鵝頂着蛋觳出生了。院子裏

有花有樹，還有一片可供踱步的草地。相比起很多野鳥，小鵝雖然不會飛，但他

們是有家的…… 

 

  



 

 

 
真正的朋友會看見你的好，和你一起努力，變得更好。 

 

 
Hi, don’t panic, but you are in danger. At least you would be if I wasn’t 

around to look out for you. The name’s Jack Beechwhistle. I am undercover 

agent, protecting the world from alien attacks, zombie sweet-shop owners 

and exploding conkers – with a bit of help from my best friends Colin 

and Harry(as long as it is not past their bedtime). We even have top-secret 

headquarters(the shed by the rhubarb patch).  

 



 

獅子吉歐吉歐，既強壯又勇猛，是森林之王!但是，現在他頭髮灰白，視力模糊，

他還能做什麼? 

 

 

Dirt, Sweetie, Poppy and Sugar might be chicks, but they sure are not 

chicken.  They are the Chicken Squad, and it is up to them to figure out 

what Tail, the not-so-brave squirrel, is so afraid of.  When he describes 

it as BIG and SCARY, that does not give much insight as to what is lurking 

beyond the coop.  Can our feckless, fluffy heroes defeat something that 

could very well be-gulp-from out of this world? 

 



 

這本小說寫的是一個真實的小孩，關於他的零碎故事……在學校裏的故事、在學

校外的故事、狗跟在屁股後面的故事、上課小便來不及了的故事……十分幽默，

讓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讀得很開心。如果你讓你的同學們讀了，他們也

都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很開心。你會發現，你也有許多這樣的故事啊! 

 

 

「千變萬化」是中文字的最大特色，中文有不少多音字和多義字，每個字根據不

同情況有不同的發音，不同發音在字義上也有不同的意義。不同部首和偏旁的組

合，可變出不同的字，如形聲字(鳥部的字)，和「牙、它、我」組合，產生「鴉、

鴕、鵝」等字。不同字音在字義上有不同，如「宿」在普通話有三個不同讀音，

分別代表「天上的星座，往下落腳，整晚」三種意義。從字的無窮變代可幫助孩

子體驗文字之美，掌握字的變化規律，是孩子識字的基礎。 

 



 

假如你是一隻恐龍，該怎麼搭電梯才安全?門牌有著什麼的神奇密碼，能將真實

世界與數學的世界連接在一起?為什麼在數學的世界裏要有「負號」?地鼠的挖洞

功夫，比挖土機更精密?蒼蠅太多不好，要是糞便上沒有蒼蠅，也不好!蒼蠅要是

罷工，將引發世界危機? 

 
Like most people, eleven-year-old Riley is guided by her Emotions: Joy, Disgust, Fear, Anger, 

and Sadness. With Joy as the lead Emotion, Riley has always been a happy girl.  She loves 

her home in Minnesota, has great relationships with her mom and dad, and lives for playing 

hockey with her best friend. 

 But when Riley and her parents move across the country to San Francisco, her world is 

turned upside down and her Emotions are sent reeling. 

 Relive the film inside Out through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of Joy, Disgust, Fear, Anger, 

and Sadness.  They share their sides of the story, as well as never-before-told memories. 

Riley’s world has never been so full of excitement and turmoil-both inside and out! 



 

 

「口水王子」王子奇不但每天在班上話不停口，而且做錯了事總是把責任推卸給

別人。後來他竟然改變了，全靠他有三個神奇的魔法咒語，你想知道還是什麼樣

的咒語嗎?本書共有 6個有趣感人的校園故事，請你打開看看吧! 

 

 

小兔子認識大野狼的最佳啟蒙書。 

 



 
Your teacher does not want you to bring an alligator to school.  And you 

don’t want to , either TRUST ME! 

 

 

 
書中小健為了不想做那些不喜歡的事情，而去訂做了一個機器人當分身，為了讓

機器人變成另一個小健，小健開始把所有關於自己的事情說給機器人聽，說完基

本資料，機器人還是不了解小健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於是，小健又說起自己喜

歡和不喜歡的事情、擅長和不擅長的事情。小健因為機器人的提問，深入思考了

關於自己的問題。 

 其實，這世上絕對沒有另一個自己，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人可以假

裝是我。大家還是好好的接受自己，做自己該做的事吧! 

 



 
七個好習慣包括:行動力、計劃力、關懷力、學習力、思考力、生活力及協調力。 

 

 

嚇人的臉孔、分得老遠的眼睛、看光光的透明身體、比臉還大的嘴巴、有夠攪笑

的長相……63種長得比異形還恐怖，比外星生物還奇怪，比「圓仔」還萌的動

物們，竟是真真實實地生活在地球上! 

透過震撼的照片和幽默的漫畫，為我們解答牠們之所以長得這麼怪異的原因。喜

愛動物者不能錯過的精彩內容! 

 



 

現代父母親共同遇到的問題:小朋友挑食、小朋友長不高、小朋友營養不良、小

朋友喜愛吃速食…...本書介紹的 101道元氣養生料理，分成「主食」、「主菜」、

「湯品」、「點心」、「甜點」五大類，易懂、易學及易煮! 

 

 
Judd Crank and his friend Zak are two ordinary boys, in an ordinary town, 

with some very ordinary goldfish, Judd never thought much about his pet 

fish besides sometimes needing to feed them.  

 But when a science experiment accidentally gets mixed in with their 

food, these regular pets start becoming a lot more interesting.  With a 

series of bubbles and pops, the slimy fish start growing and changing. 

Then they step right out of their tank---and begin marching toward town! 

 



 

讀書就像在爬山，應該樂在其中才能輕鬆攻項。拿高分沒有袐訣，只要掌握書提

到的三大關鍵要素，就能在高壓的學習中脫穎而出，征服考試與評估。 

 

 

你願意把自己最喜歡的東西送給別人嗎?熊太最喜歡的故事書是《送你一枚貝殼》，

每天都要大聲朗讀大遍。那天一場大雨把村子淹沒了，大人忙著運送物資救災，

小孩則決定每人捐出一本書。熊太在猶疑，因為除了《送你一枚貝殼》，其他的

書都殘破破的，他不想把最心愛的書捐出去，也不想把殘破破的書捐出去，到底

怎樣做好呢?一個讓人學會捨得和感謝，傳遞溫暖和愛的感動故事。 

 



 

史上最「聰明」的偵探提米費悟再出撃!提米即將要解開千百年來的最大疑案，

但偏偏有人試圖操控整個體制，欺詐、哄騙樣樣來!他必須挺身而出，對抗世界

上所有的不公義，克服權謀詭計! 

 

 
想像一下，如果把地球出覝生命的 35億年縮短成 1個小時，那麼恐龍在這個小

時的第 56分鐘才出現，3分鐘後絕種;如果把全世界的水裝進 100 個玻璃杯裏，

那麼只有 1杯水可以供我們使用;如果全世界私有財富是 100枚銅板，那麼最有

錢的 1%人擁有 40枚，最窮的 50%人卻只分到 1枚銅板。 

《用數字幫地球量一量》把難以估量的巨大事物---從巨大的地理山川、浩瀚的

人類歷史，到地球、太陽和銀河星系的體積等，以按比例的方式得出驚人的結果，

讓我們可以用嶄新的視角，找到觀看地球的角度。 

 



 
李老師三十年的教學經驗和親自拍攝超過四百張的壓箱照，能自然激發學生好奇

心，很快能貫通「生物多樣性」、「食物鏈」、「碳足跡」等概念。本書共有四十八

堂徜徉戶外的生態課、十二堂緊扣課本的生物先修班，並特別附錄一份好好玩的

排碳自我計算表，整整一年十二個月的課可讓孩子自己探索，親子也可以一起閱

讀，一定可以重新引發孩子對大自然的熱情，以及對知識的渴望! 

 

 

誰能給牠一個家?一個雷雨交加的早上，江小柔和文樂在上學途中遇上了一隻受

傷的小狗。小柔毅然把牠抱回學校療傷。一班同學上下一心千方百計保護小狗免

被老師發現，可是最終小狗還是被老師帶走了。究竟可憐的小狗會有怎樣的遭遇?

同學們能否成功為小狗找到屬於牠的家呢? 

 



 

善意對待他人，才能擁有真正的快樂!好無聊的一天，小猴查禮決定找樂子。他

嘲笑駝鳥有翅膀不能飛，嘲笑烏龜講話慢，又嘲笑花豹的斑點像疹子，大家都要

查禮有禮貌些! 

我們可以問孩子，每個人是不是都有特點?為了好玩，就拿別人的特點來嘲笑，

會造成什麼後果呢?傷害別人，真的會開心嗎? 

 

 

喜歡圖書館的凱莉坐在櫃檯後面，靜掙的等待。首先光臨的是金絲雀，然後獅子、

小熊、大象、孔雀、烏龜、長頸鹿、豪豬……一一到來。這下子，圖書館裏都是

動物。 

 



 

從冰淇淋、巧克力、豆腐等食品，到肥皂、鏡子、乾電池、蚊香等日常用品，甚

至是跨海大橋、高速公路等龐大建築物……都以可愛又淺顯易懂的插圖，說明這

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是如何製造出來的，讓大人小孩都樂在其中，從工廠參

觀中享受「發現」與「感動」! 

 

 
你知道睫毛上可以製造彩虹嗎?你看過戴隱形眼鏡的魚嗎?還有住在酒瓶裏的寄

居蟹，談戀愛就會翻肚皮的翻車魚……八歲的城市女孩拉拉，在熱情的兔兔姨、

胖哥哥，和許多好朋友的導引下，展開細膩的自然觀察之旅。從山林到海洋，拉

拉用圖畫、照片、想像力豐沛的文字，帶領讀者經歷風的氣味、海的顏色，以及

人類之外的，各種生命的驚奇與感動。 

 



 

What’s happening? Is there something dangerous inside this book?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You do? Well, let’s turn the pages very carefully……Go 

ahead. Don’t be afraid…… 

 

 
青春可以重來，生命重新啟動，從此告別長大、變老的人生?十一歲的艾麗不喜

歡改變，她擁有一條獨一無二的金魚哥帝---因為牠不會死。艾麗還有個獨一無

二的科學家外公---因為他返老還童讓自己變回十三歲!這對夢想以科學改變世

界的祖孫女，反而先翻轉了彼此的人生…… 

 



 

Peppa and her family need something tasty for lunch. At the supermarket, 

Peppa finds everything on Mummy Pig’s shopping list, but when they get 

to the checkout something extra has appeared in their trolley…… 

 

 

在錦田，有一棵姓鄧的樹。數百年來，這棵老榕樹一直默默地站在村頭。有一天，

地產商運來了鏟泥機、鑽土機，要把一間百年祖屋推倒，拆掉，鏟平。老榕樹生

氣了!他大吼一聲，接着，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是一個令人震撼的感人故事，

你想知道這棵姓鄧的樹如何守護家園嗎?那麼，請你快快的打開本書看看吧! 

 



 

颱風來了!防颱的東西準備好了嗎?沒想到，手電筒竟然變成一鍋美食!還有好多

東西，都像中了魔法一樣。原來只要發揮無限想像力，生活裏處處充滿有趣的變

化，平凡裏處處充滿驚奇。 

 

 

你眼中的怪獸老師，平常也是這樣嗎? 

 



 

這是充滿食物的一天、被朋友們團繞的一天、有著大大小小精彩冒險的一天---

就在這天，米格魯成功拯救大家!還有，還有，好多好多東西等你來找找看……

遺失的鞋子!兔子寶寶!一隻逃跑的猴子!以及有趣的「問題時間」---猜猜看，這

是誰的帽子?是誰躲在樹叢中?誰丟了一隻鞋? 

 

 
最逼真的現場工作大體驗! 

 



 

經常焗油、毛髮光澤順滑的髮型屋生招牌大頭妹，充當把脈手枕的中醫館少東蟲

草哥，幫酷酷老闆與客人打開話匣子的唱片店 mei 及 ger，吸引貓奴食客的 café

姐妹花咖啡、奶昔、朱古力、黑糖……100%地道，27 隻香港貓咪的工作日誌! 

 

 

有人在市場賣東西，一下子賣東，說東最好;一下子賣西，說西最強。到底是哪

樣東西比較厲害?這個故事，是要讓孩子理解:問題不一定有絕對的答案，答案不

一定有絕對的標準，最重要的，不是找不找得到答案，而是思考的過程中，如何

思考對比的因素，讓思考更完整! 



 
誠徵好心讀者一名，幫我跟這本書說說誰才是主人! 

 

超好玩的繪畫練習!超吸睛的創意手作!超爆笑的校園漫畫! 

 



 

Dirt, Sweetie, Poppy and Sugar might be chicks, but they sure are not 

chicken.  They are the Chicken Squad, and it is up to them to figure out 

what Tail, the not-so-brave squirrel, is so afraid of.  When he describes 

it as BIG and SCARY, that does not give much insight as to what is lurking 

beyond the coop.  Can our feckless, fluffy heroes defeat something that 

could very well be-gulp-from out of this world? 

 

 

I was thrilled to learn that This is Edinburgh will once again find its 

rightful place on book-shelves.  Sasek is no longer with us(and I have 

lost all contact with his family), but I am sure he would be delighted 

to know that a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wide-eyed readers is being 

introduced to his whimsical, imaginative, and enchanting world. 

 



 

It’s morning. The dogs are hungry. It’s time to take the donuts. Stick 

dog and his team of strays are off on another outrageout canine caper. 

To snatch some breakfast treats for the hungry pals. Stick Dog will need 

to stop a moving truck, outfox a man on a telephone pole, and calm down 

a very caffeinated Karen. But that is not all. He will also need to manage 

the greatest confrontation in history when his good friend Poo-Poo comes 

face-to-face with the ultimate enemy---a squirrel. 

 

 

I knew that soda pop was not the best thing for me. But after a lifetime 

of dealing with my mom’s horrible cooking, I have become an expert on 

what flavors cancel out other horrible flavors. Root beer can cure a lot 

of them, including Cafeteria Chicken Taco, which is what they were serving 

that day at lunch. 



 

 

Acclaimed author and Caldecott Honor illustrator Day Pilkey provides 

young readers with the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in this outrageously funny, 

action-packed, easy-to-read chapter book.  With hilarious pictures on 

every page, The Adventures of Caption Underpants is great for both 

beginning and chapter-book readers. And like Dav’s other best-selling 

books of humor, it is sure to provide even the most reluctant readers with 

hours of fun. 

 

 

小朋友，當你站在尖沙咀海旁，望着維多利亞港兩岸的高樓大廈時，你有沒有想

像過一百多年前的香港是什麼模樣的呢?現在請你跟隨我們一起走進維多利亞港

兩岸，看看香港怎樣由落後的小漁村，逐漸發展為繁華熱鬧的國際大都會吧! 

 



 

本書精選了 35家好店，從充滿自然風味的原木餐廳、傳遞溫暖的餐桌記憶……

到靜享晨光的磨石子老街屋，每間餐館都有自己的故事與溫度，讓每一天，都是

美好! 

 

 
In this volume the knowledge of the masters is set down for a new generation. 

Guard these secrets carefully, for there is magic in the mystery. 

 



 

The Battle Lines Have Been Drawn. 

 

 
耗時三年製作，超過 4000張手繪插圖。以 52幅細細描繪的地圖，帶領你遊歷世

界 7大洲、42個國家和南北極地!精彩呈現各地的地貌、彊界，更著力於特色城

市、知名人物、原住民族、獨特的動植物和文化習俗與重大歷史事件。 

  



 

 

 

 

 

 

 

 

 

 

 

 

 

 

 

 

 

以趣味串連，輕鬆帶出三大學習內容。培養孩子從小重視人倫禮儀，懂得分尊卑，

並建立待人接物的良好態度。 

 

 

 

 

 

 

 

 

 

 

 

 

 

 

 

 

大雪一直下一直下，今天停課了!但是，全校最嚴格的崔柏老師，還有最糟糕的

學生丹尼，卻沒收到停課消息，來到了空無一人的學校……誰也沒想到，下雪日

的這一天，竟然會成為崔柏老師和丹尼這輩子最棒的記憶…… 



 

 

 

 

 

 

 

 

 

 

 

 

 

 

 

 

 

Sometimes the thing you are looking for finds you. 

 

 
 

這本書在講「世界觀」。它是一種生活態度和方式，讓我們認識世界上有哪些人、

住在哪些地方、人口成長有多快、說什麼語言、信仰什麼宗教等等。這個新版提

供了最新數據，並加入有關食品安全、能源消耗和健康的新資訊，還提供一些能

引發討論的小活動，有助於人類相互尊重與和平共處。 



 

 

 

 

 

 

 

 

 

 

猴子是我們常見的動物，牠們既精靈、活潑、可愛、又調皮、狡猾，常做出讓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真是一種非常特別又有個性的動物! 

這書以簡潔富美感的插圖，配合與猴子相關的豐富知識，一書讓你從各方面了解

猴子:認識牠們的生存方式、生活習慣、複雜而有趣的分類……還會向你介紹一

些非常獨特的猴子品種。 

 

 

 

 

 

 

 

 

 

 

 

 

 

書裏處處流露中國文字的幽默感、雙關、諧音、誇飾、借代等等。故事裏充滿「林

氏說文解字」，許多用詞在作者筆下有了新解。但如果你以為本書只是好玩、那

就錯了。像是這會兒登場的醋罈子老師，帶著酸言酸語，每個學生都被她酸得不

知如何是好，但她的本領卻能讓水果同學和小小布可人不斷蛻變，最後學有所成!

這似乎也讓小讀者們體會「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不僅如此，故事

還傳達了不少有關食物的知識;另一方面，這些故事也悄悄的保存了庶民的飲食

風貌…… 

 



 
貪吃的小修與認真的沃特準備和朋友們出發旅行!旅途中會發生哪些意想不到的

事呢?跟著小修與沃特一起體驗四季的美味，享受幸福滿滿的旅程! 

 

 

小兔子做了一張小椅子，放在草原上，還在椅子旁放了一面「請」的立牌。有一

天，正要回家的小驢子剛好經過，他把裝滿橡實的籃子放在椅子上，自己坐在大

樹下睡著了，沒想到，就這樣展開了一連串溫馨的故事…… 

 

 



 

重新重溫一個大家熟悉的故事! 

 

 

改需世界，不需要傾注所有。在這個凡事強調自己、自己、自己的時代，只要能

「多付出 1%」，就能在絕望中看見燦爛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