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新聞稿 

第 17 屆「十本好讀」揭曉結果 

專家拍片公布年度好書，「疫」境中共享讀書樂趣 

 

【2020 年 7 月 24 日．香港】今個悠長暑假，學生或因應疫情而減少外出，不妨利用騰出來的時間投

身書海，讓閱讀連結不同時空、地域的人們，從中感悟世界。香港教育城（教城）今日於「十本好讀」

網站，公布第 17 屆「十本好讀」各組別的得獎好書和最愛作家，更邀得多位教城董事會及「十本好讀」

顧問小組的成員，拍片介紹得獎書籍及分享閱讀心得，宣揚「愛閱讀 ‧ 樂分享」的文化。 

 

第 17 屆「十本好讀」由教城主辦，並獲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協辦，今年因應停課需要，全面推行

網上投票，並破記錄吸引了 464 間學校參與，比去年上升近一倍，更創下近 12,000 票的網上投票新

高。本屆得獎書籍的類別更趨多元化，除了科普、偵探、生命教育類叢書一如既往深受師生歡迎，今年

亦見多本語文及實用工具書獲選。 

 

教城董事會主席黃錦沛先生在影片中表示：「第 17 屆『十本好讀』能夠順利舉行，實在有賴各持份者

的支持。本年度首次全面實行網上投票，參加學校數字突破 460 間，並創下網上投票新高，反映『十

本好讀』及閱讀文化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他以著名作家海倫．凱勒對閱讀的熱誠，分享閱讀能夠陪伴

大家度過順境及逆境。「當我們長時間留在家中的時候，閱讀正好成為我們與世界的橋樑，可以窺探不

同時空、地域的人事物，甚至走入虛構國度歷險。」 

 

獲獎書籍類型廣泛 游欣妮、厲河膺最愛作家 

中學組方面，師生均喜愛幽默作品、社區故事及生命教育書籍，包括圖文並茂的幽默小品《十分［ ］

的貓》、窩心社區故事《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以嶄新角度思考死亡的《生死教育講呢啲》，以

及集合 25 個克服艱苦、翻越障礙故事的《眼紅紅》。當中，《眼紅紅》作者—游欣妮更以細膩筆觸獲選

為本屆「中學生最愛作家」。 

 

在中學組得獎名單的公布影片中，教城董事會成員、著名作家羅乃萱女士分享其閱讀的心路歷程：「我

覺得閱讀就像一把鑰匙，開啟了我們的心。在我的人生低谷時，我很喜歡找一些與我有類似經驗的人，

了解他們的心情，從中獲得共鳴。」而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會長黃毅娟女士則以日本作家東野圭吾

的著作分享閱讀的影響力：「我們在人生中可能會遇到很多疑難，心中有一些解決不到的問題，但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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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給予我們一些思考的空間，重新整理我們的想法。」 

 

小學組方面，以偵探及科普類書籍最受師生歡迎，包括《大偵探福爾摩斯 43 時間的犯罪》、《屁屁偵

探讀本：怪怪偵探事務所》和《Q 版特工 39 解密》，以及讓孩子挑戰 21 世紀技能的《STEAM 大挑戰：

32 個趣味任務，開發孩子的設計思考力＋問題解決力》等。而本屆「小學生最愛作家」則由香港偵探

推理小說作家厲河奪得。 

 

偵探小說素來廣受小學師生歡迎，教城董事會成員、英華小學校長陳美娟女士分享：「偵探小說最吸引

小孩的地方是能夠牽動他們的好奇心，就如我們小時候也充滿好奇心，會玩捉迷藏、尋找原因和線索等，

而且（故事的）結局通常都十分懸疑，愈懸疑便愈有趣。」至於現時流行的圖文類書籍，書伴我行（香

港）基金會董事主席陳芷茵女士則分享：「書中的圖畫通常都十分精美，有時只靠圖畫已能講述整個故

事，單是欣賞圖畫已是一種享受，再加入文字的配合，便更能夠帶領小孩進入作者想繪畫的境地中。」 

 

另外，語文及實用工具書也在中、小學師生心目中佔一席位，包括中學生組的《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

世界文學》；中學教師組的《阿濃陪你讀唐詩》和《讀圖識中國歷史》；以及小學師生均有選出的《鬥嘴

一班辨錯別字》等。 

 

以閱讀滿足不同能力學生需要 

本年度「十本好讀」的積極參與學校涵蓋傳統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其中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更同時獲得中、小學組的「積極參與學校獎」，可見透過廣泛閱讀，不同能力的學生亦能穿越界限、細

味生活，發掘無限可能。 

 

另外，由於有多本讀物於「教師推薦好讀」組別取得相同票數，以致今年在中學組及小學組得獎名單中

均首現逾 10 本得獎書籍，競爭激烈。 

 

本屆「十本好讀」顧問小組成員包括（排名不分先後）：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香港學校圖

書館主任協會代表許靄璇女士、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代表方富潤先生、香港出版學會執行委員會委

員何紫薇女士、英華小學創意及出版總監馬鎮梅女士、家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總幹事羅乃萱女士及書伴

我行（香港）基金會董事主席陳芷茵女士。 

– 完 – 

附件一：第 17 屆「十本好讀」得獎名單 

附件二：「e 悅讀獎勵計劃 2019／20」得獎名單 



 
 

 

 

有關香港教育城  

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的一站式專業教育網站，結合資訊、資源、互動社群與網上軟件工

具於一身。教城承諾與時並進，以成為業界倡導者為己任，全力推動學界透過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

與教育界同業並肩迎接這新機遇。 

 

有關香港閱讀城 

香港閱讀城（www.hkreadingcity.net）面向學界、連繫文化出版界的網上閱讀推廣平台，旨 

在推動校園自主閱讀風氣，為學校推出了「悅讀學校」、「圖書試閱」、「作家連線」等綜合閱 

讀服務，全面支援校園內的閱讀推廣。 

 

 

傳媒聯絡及查詢 

洪婉玲女士 

香港教育城 

電話： (852) 9077 7220 

電郵：linghung@hkecl.net 

 

 

何家平先生 

香港教育城 

電話： (852) 2624 1062 

電郵：caleb@hkecl.net 

 

麥婉婷小姐 

脈博顧問 

電話：(852) 9061 1291 

電郵：kmak@madbox.com.hk 

蔡嘉南小姐 

脈博顧問 

電話：(852) 9159 6233 

電郵：ntsoi@madbo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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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 17 屆「十本好讀」得獎名單 

【小學組】*獲多於一個獎項 

 

小學生最愛作家 

厲河 

 

小學生最愛書籍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大偵探福爾摩斯 43 時間的犯罪* 厲河 匯識教育 兒童讀物 

屁屁偵探讀本：怪怪偵探事務所* Troll 遠流出版 兒童讀物 

Q 小子生活筆記之低頭族看過來 
方舒眉（編著）、 

馬星原（漫畫） 
世紀文化 科普叢書 

穿越時空鼠 1 穿越侏羅紀* 謝利連摩．史提頓 新雅文化 兒童讀物 

魔法公主學院 7 穿越平行宇宙 一樹 小麥文化 文學小說 

鬥嘴一班辨錯別字* 卓瑩、宋詒瑞 新雅文化 中文 

Q 版特工 39 解密*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推理懸疑 

STEAM 大挑戰：32 個趣味任務，開發孩

子的設計思考力＋問題解決力* 
許兆芳 商周出版 科普叢書 

獅子王 （經典圖畫故事） TK（編） 新雅文化 兒童讀物 

小老鼠別鬧了！ 粘忘凡 東方出版社 漫畫及繪本 

 



 
 

 

 

教師推薦好讀（小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STEAM 大挑戰：32 個趣味任務，開發

孩子的設計思考力＋問題解決力* 
許兆芳 商周出版 科普叢書 

大偵探福爾摩斯 43 時間的犯罪* 厲河 匯識教育 兒童讀物 

屁屁偵探讀本：怪怪偵探事務所* Troll 遠流出版 兒童讀物 

阿濃陪你讀唐詩* 阿濃 突破出版社 中文 

鬥嘴一班辨錯別字* 卓瑩、宋詒瑞 新雅文化 中文 

鬧情緒，怎麼辦？兒童情緒管理小百科 埃利諾．格林伍德 新雅文化 心理學 

童話中的科學 1 小牛頓團隊 小皇冠童書館 科普叢書 

Q 版特工 39 解密*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推理懸疑 

神奇小盒子 蘇美智（文）、鍾嘉莉（圖） 樂施會 漫畫及繪本 

我是小 Maker．動手做科學玩具 甘浩然 小皇冠童書館 科普叢書 

穿越時空鼠 1 穿越侏羅紀* 謝利連摩．史提頓 新雅文化 兒童讀物 

嘿嘿嘿嘿嘿，看起來好好吃 宮西達也 小魯文化 漫畫及繪本 

 

 

 

 

 

 

 

 



 
 

 

 

【中學組】*獲多於一個獎項 

中學生最愛作家 

游欣妮 

 

中學生最愛書籍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十分［ ］的貓* 草日 三聯書店(香港) 漫畫及繪本 

日本的 100 個為甚麼 2 啦兒 一丁文化 地理旅遊 

眼紅紅* 游欣妮 突破出版社 文學小說 

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世界文學 
方舒眉（文）、 

馬星原（圖） 
中華教育 中文 

你看港街招牌 李健明 非凡出版 文化研究 

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筆跡能反映你

的個性！ 
林婉雯 P.PLUS Limited 心理學 

大象在球上走 Storyteller P.PLUS Limited 文學小說 

生死教育講呢啲*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 明窗出版社 社會學 

丈量世界—測量的數理天文與常識 梁守肫 花千樹 科普叢書 

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 范永聰、范詠誼、楊映輝 非凡出版 文化研究 

 

 

 

 

 

 

 

 

 

 

 



 
 

 

 

教師推薦好讀（中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 范永聰、范詠誼、楊映輝 非凡出版 文化研究 

阿濃陪你讀唐詩* 阿濃 突破出版社 中文 

生死教育講呢啲*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 明窗出版社 社會學 

圖書館猜情尋 梁科慶 天地圖書 文學小說 

快樂的小路──區樂民與你分

享的正能量小故事 
區樂民（導讀） 皇冠出版社(香港) 散文 

擠逼關係 林夕 亮光文化 散文 

把生命的一扇窗留給自己 區祥江 亮光文化 心理學 

屍骨的餘音 3 ── 骨頭留下

的歷史真相和人性思辨 
李衍蒨 花千樹 應用科學 

眼紅紅* 游欣妮 突破出版社 文學小說 

十分［ ］的貓* 草日 三聯書店(香港) 漫畫及繪本 

玩具醫生— 

那些玩具教我們的事 
李肇澤 非凡出版 文化研究 

做自己的生涯規劃師 張文彪 突破出版社 生涯規劃 

讀圖識中國歷史 黃東 商務印書館(香港) 歷史 

 



 
 

 

 

積極參與學校獎 

組別 學校 

中學組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棉紡會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北角協同中學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小學組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德雅小學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李陞小學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附件二：「e 悅讀獎勵計劃 2019／20」得獎名單  

 

最積極推動閱讀學校獎 

組別 學校 

小學組 荃灣潮州公學 

中學組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組別 學校 

小學組 聖嘉祿學校 

中學組 聖母書院 

 

 

積極參與學校獎 

組別 學校 

小學組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中學組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救世軍石湖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