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新聞稿 

 

第十四屆「十本好讀」頒獎典禮 見證優秀書籍獲獎 

學界票選優質讀物 推動廣泛閱讀風氣 

 

【2017 年 7 月 20 日．香港】閱讀是通往思考、獲得知識的大門。香港教育城（教城）

為推廣閱讀風氣，每年舉辦「十本好讀」，活動現已踏入第 14 屆，旨在表揚該年的好書、

好作家和出版商，獎項包括由學生票選的「最愛書籍」及「最愛作家」，以及分別由教師、

其他教城會員投選的「教師推薦好讀」及「公眾最愛書籍」。此外亦設有「最積極參與學

校」獎項，嘉獎於校內勤推閱讀的學校。 

 

「十本好讀」頒獎典禮已於 2017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於香港書展內舉行，多位得獎

作家及出版商到場分享得獎感受，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洪婉玲女士、「十本好讀」顧

問小組成員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理事方富潤先生、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吳美筠博士、

香港演藝學院語言系中文導師韋婭女士及家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總幹事羅乃萱女士亦有

出席典禮，一同分享喜悅。今屆「十本好讀」活動增加學生、教師及教育專家提名制度，

讓學界以一人一票形式提名及投選 2016 年度的心愛讀物。投票來自全港 214 所中學及

小學，總投票人數達 28,944 人，為近年之冠，具體反映了年輕讀者的閱讀喜好。 

 

「十本好讀」的得獎名單貼近學界的閱讀趨勢，除了具解謎及科學元素的偵探小說及科普

書籍繼續深受讀者喜愛，今屆得獎書目更見國際化，既有本地書籍，亦有來自英國、日本、

內地等地的作品。書目種類亦很多元化，除了小說類，傳記、勵志小品等，一樣獲得學生

青睞。 

 

由歷屆得獎結果可見，香港學生對偵探及歷奇小說情有獨鍾，《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及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The Original Screenplay》分別讓厲河及

J.K. Rowling 榮膺本年度小學及中學組最愛作家。而歷屆多次入選的《Q 版特工》系列（梁

科慶）及《傻貓神探》系列（方舒眉）亦再次獲獎。 

 

另一方面，學生的閱讀範疇亦更見廣泛及國際化。例如脫北者朴研美的自傳《為了活下去

──脫北女孩朴研美》以及日本暢銷作家東野圭吾的翻譯小說《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都

獲選為中學生最愛書籍；日本繪本作家宮西達也的《最喜歡媽媽了！》則獲選為小學生最



 

愛書籍之一。加上教師推薦好讀如《如果世界是 100 人學校》（文：樂施會、圖：Stella 

So）、《在醫學院外學到的東西》（區樂民）、《不離地的 CEO》（莊偉忠）等，藉著讀萬卷

書，學生即使安坐家中也能知天下事。 

 

生活紀事及勵志書籍亦是學界的心水之選。馬仔的《1 人低能 4 人同行》描繪一家四口的

生活軼事，而阿濃的《當好學生遇上好老師》及君比的《夜青天使系列 7──生命中沒有如

果》同樣為青少年應秉持的品德操守樹立了絕佳的榜樣。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先生指出：「閱讀除了為青少年的語文打好穩固基礎，更重要

的是讓他們增廣見聞，擴闊視野。教城已第 14 年舉辦『十本好讀』活動，我們期望透過

學界票選，鼓勵學生、教師及公眾分享閱讀之樂，培養自主閱讀的習慣，讓閱讀更具創意、

趣味和持續性，同時向作者及出版商為學生提供優質讀物而致敬。『十本好讀』選舉已成

為學界盛事，今屆的投票人數為近年之冠，非常鼓舞，得獎書目亦見多元化。教城將會繼

續透過多樣化的服務及媒體，繼續與學校及業界攜手建構廣泛閱讀氛圍。」 

 

除了每年舉辦「十本好讀」，教城亦推出各種閱讀資源和閱讀計劃，助學界及家長推動閱

讀。香港閱讀城（www.hkreadingcity.net）搜羅及提供優質圖書資訊，書籍介紹及推薦

逾 5,500 本，其中 7 成提供試閱內容，幫助兒童及青少年足不出戶便可揀選自己感興趣

及合適的讀物。而綜合電子書平台「教城書櫃」（www.hkedcity.net/edbookshelf）亦不

斷豐富電子書藏，目前有超過 500 本電子書供免費訂閱。另外，為配合學校需要而設的

「e 悅讀學校計劃」，與出版業界合作，以優惠價格為學校提供不同題材和程度的中英文

電子書，並提供學生的閱讀數據，幫助教師進行分析，了解學生的閱讀習慣，以便適切地

調整推廣策略。  

- 完 -  

 

附件一：第十四屆「十本好讀」得獎名單 

附件二：第十四屆「十本好讀」頒獎典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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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readingcity.net/
http://www.hkedcity.net/edbookshelf
http://www.divco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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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十四屆「十本好讀」得獎名單 

 

【中學組】*獲多於一個獎項 

中學生最愛作家 

J.K. Rowling 

 

中學生最愛書籍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The Original 

Screenplay* 

J.K. Rowl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文學小說 

1 人低能 4 人同行* 馬仔 天馬文化 漫畫及繪本 

Q 版特工 36 銀狐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文學小說 

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東野圭吾 | 王蘊潔 (譯) 皇冠文化 文學小說 

夜青天使系列 7──生命中沒有如果* 君比 明窗出版社 文學小說 

雨，遲下了一天 林詠琛 青馬文化 文學小說 

《星球大戰》裡的科學 

珍妮．卡維洛斯 | 周思

穎 (譯) | 曹燁 (譯) | 吳

奕俊 (譯)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自然科普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朴研美 | 謝佩妏 (譯) 大塊文化 人物傳記 

校園怪人列傳 天航 天航出版社 文學小說 

當好學生遇上好老師* 阿濃 突破出版社 文學小說 

 

教師推薦好讀（中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不離地的 CEO 莊偉忠 天窗出版社 生活百科 

在醫學院外學到的東西 區樂民 皇冠出版社(香港) 社會科學 



 

如果世界是 100 人學校 
樂施會 (文) | Stella So 

(圖) 
亮光文化 社會科學 

長椅的兩頭 胡燕青 中華書局 文學小說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朴研美 | 謝佩妏 (譯) 大塊文化 人物傳記 

陳校長帶你見球星 陳葒 中華書局 生活百科 

無常，所以有膽 林夕 亮光文化 文學小說 

筆遇 沈祖堯 | 潘誦軒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

港) 
社會科學 

傾聽 龍應台 天地圖書 文學小說 

當好學生遇上好老師* 阿濃 突破出版社 文學小說 

 

公眾最愛書籍（中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起跑吧！寫給女生的跑步入門書 劉凱琳 | 陳國璋 花千樹 生活百科 

圖解政治哲學 梁光耀 中華書局 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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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低能 4 人同行* 馬仔 天馬文化 漫畫及繪本 

大偵探福爾摩斯 35 速度的魔咒* 厲河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公主傳奇 18 被囚禁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文學小說 

科學發明王 13 停水停電大作戰* 
Gomdori Co. | 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自然科普 

海底奇兵 2 (漫畫版)* 
Alessandro Ferrari | 李

慧儀 (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兒童讀物 



 

最喜歡媽媽了！* 宮西達也 | 劉康儀 (譯) 小魯文化 漫畫及繪本 

傻貓神探 15 智擒吸血鬼 方舒眉 世紀文化 兒童讀物 

福爾摩斯漫畫版 6 最後一案（回憶

錄之二） 

亞瑟．柯南．道爾 (原

著) | 宮千栩 (原創漫畫) 
世界出版社 漫畫及繪本 

鐵甲奇俠──太空幽靈入侵 
Steve Behling | 岑堯昊 

(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兒童讀物 

魔幻偵探所 29 神秘爪痕 關景峰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兒童讀物 

 

教師推薦好讀（小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The Original 

Screenplay* 

J.K. Rowling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文學小說 

大偵探福爾摩斯 35 速度的魔咒* 厲河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兒童讀物 

小學雞英語 2 Patrick Sir 青森文化 語言文字 

半個地球的距離 
辛西亞．角畑 | 劉清彥 

(譯) 
東方出版社 文學小說 

夜青天使系列 7──生命中沒有如果* 君比 明窗出版社 文學小說 

爸爸媽媽不在家 孫幼軍 木棉樹 兒童讀物 

科學發明王 13 停水停電大作戰* 
Gomdori Co. | 徐月珠 

(譯) 
三采文化 自然科普 

海底奇兵 2 (漫畫版)* 
Alessandro 

Ferrari | 李慧儀 (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兒童讀物 

魚菜共生──STEM 教學的應用與實踐 黃珮欣 新人才文化 自然科普 

最喜歡媽媽了！* 宮西達也 | 劉康儀 (譯) 小魯文化 漫畫及繪本 

 

公眾最愛書籍（小學組） 

書籍 作者 出版社 種類 

鬥嘴一班 10 最溫暖的聖誕 卓瑩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兒童讀物 

 



 

附件二：第十四屆「十本好讀」頒獎典禮花絮 

 

 

圖一.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洪婉玲女士表示，閱讀習慣及種類對學生影響深遠，期望透過

「十本好讀」鼓勵學界及公眾分享閱讀之樂，培養自主閱讀的習慣。 

 

 

圖二. （左起）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洪婉玲女士、「十本好讀」顧問小組成員家庭發展基金

有限公司總幹事羅乃萱女士、香港演藝學院語言系中文導師韋婭女士、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吳

美筠博士、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理事方富潤先生擔任頒獎嘉賓。 

 



 

 

圖三. 厲河（右）榮膺本年度小學生最愛作家，其《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深受讀者喜愛。 

 

 

圖四. 多位得獎作家及出版商、踴躍投票的學校出席頒獎典禮，一同見證好書獲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