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1

如果春秋戰國是個班級：
半小時漫畫中國史

2 《老子》講成語

3

大中華尋寶系列: 北京尋
寶記

4 暢遊中國七大古都

5 漫畫史記-歷史的長城

6

7

中國歷史大冒險－君王的
故事

三國時報（西元一八四年
～ 二八○年）

Author
作者

二混子

主編：張建超、趙飛
燕、
韓興娥

Publisher
出版社

究竟出版社

中華教育

孫家裕、鄔城琪、尚嘉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鵬
司

許顯良

蔡志忠

羅友平

黃榮郎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
司

世界出版社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這本書將歷時五百餘年的春秋戰國時代，以幽默的表
達手法，圖文並茂地把這段極複雜又極有趣的歷史，
化繁為簡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N/A

P

本書讓讀者了解源出老子的道德經中的成語，更在每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個單元加插練習「經典小知識」和 「小練習」，幫
2280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助小讀者了解相關的成語。

P

尋寶系列共有三十餘卷，以漫畫形式表達，內容則以
緊張刺激的尋寶故事為綫索，將中華各地的地理風
貌、歷史遺迹、文化藝術、物產資源等知識巧妙地融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入故事情節中。其中如《北京尋寶記》和《上海尋寶 168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記》會帶領讀者穿越該兩大城市的著名歷史及古今文
化景點。

9789622385733

P

本書以真實照片、簡潔地圖和精通文字，生動地介紹
安陽、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和北京七大古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
都的歷史和現況，當中簡述古都名稱的流變，讀後有 569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助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9789621705365

P

9621782902

P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61372501

9789888512850

9789888200962

9789888413195

9789573273011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5
本書描繪的是《史記》裏「列傳」中孟嘗君、平原
71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君、信陵君和春申君的事跡和思想感情，以富於趣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1
的漫畫與文字，引導讀者瞭解中國戰國時期的歷史。
0735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本書以有趣的圖畫，配合簡單易明的文字，講述不同
君王的故事，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和康熙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並利用穿越時空的寫作手法，讓讀者親歷奇妙刺激的 8639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歷史旅程，從而提高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P

不少學生頗熟識三國故事，可惜有關知識往往來自
《三國演義》。本書作者取材正史，按時序設計報紙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新聞」叙述三國時代真實歷史，刺激學生的想像力
2976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輕鬆地掌握這段饒有趣味的歷史，並有助學生分辨
三國的歷史與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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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8

國學原來這麼有趣：超有
料的100個經典國學常識

Author
作者

葉君桐

Publisher
出版社

維他命文化有限公司

植物大戰僵屍2博物館漫
9
畫：陝西歷史博物館

笑江南

10 中國尋寶記

姜境孝
譯者： 徐月珠

三采

洋洋兔

世界出版社

11 手繪中國地理地圖

12 三十六孝的故事

許淑芳編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65786939

978751484018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精選100個日常生活中會碰到有趣傳統文化問題
，例如：為什麼過年時要倒貼「福」字，加以深入淺
出的討論；並附以延伸問題，刺激學生的好奇心作進
深學習。

N/A

P

本系列的書讓讀者們了解那些在世界各國的知名博物
館的藝術品及其背後精彩的故事，本書的主題是著名
的陝西歷史博物館。

N/A

P
9789867469649
P

世界出版社

9789624326338

9789624321685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本書藉布卡一行人到中國參與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時
3141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遇上的問題，例如如何鑑定畫作的真偽、對付中國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術的冠軍等，以輕鬆的方式，讓讀者認識中國歷史。
3321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本書是知識性的地圖百科，手繪34個省級行政區，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小朋友讀者色彩與樂趣，助孩子一目了然地讀懂中
9272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國。

P

本書收錄三十六位古人孝德的故事，例如孝行感天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
舜、宅心仁厚的閔子騫、體念親心的曾參，辭官報恩
0688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的李密等。

13 三國演義—英雄之歌

羅貫中（原著）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5744625

P

本書共有二十章，以「英雄之歌」為主線，引出一段
段波瀾壯闊的故事，例如桃園結義、曹操獻刀、孔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4
三氣周瑜等，讓讀者認識三國時代的人物，如曹操的
705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深謀遠慮、諸葛亮的過人機智、關羽的勇武忠誠，張
飛的勇敢魯莽和周瑜的器量狹小。

14 中國吉祥獸：龍

漪然、米吉卡
(文字改寫)
奇異堡童書 (繪畫)

世界出版社

9789624325843

P

本書收錄與龍有關的經典故事，反映出古人超凡的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842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像力，嚮往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生活。

15 水滸傳—綠林好漢的故事

施耐庵（原著）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5744533

P

本書透過幾個重要的靈魂人物，如魯智深、宋江、林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4
7049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沖、武松等，敘述綠林好漢行俠仗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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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16 安的種子

年

Author
作者

王早早（文）
黃麗（圖）

Publisher
出版社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9789577624826

P

9789624325836

P

9787201110660

P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本書講述老和尚將三顆珍貴的蓮花種子給予三位和尚
栽種，三位小和尚：本、靜和安，各用不同方法處理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
793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種子，結果各有不同，最後點出順應天時而行的重
要。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本書介紹年獸的傳說與及春節的節慶活動，讓讀者了 842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解春節放鞭炮、吃團年飯等習俗的由來。
9178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熊亮 (文)
熊亮、耳火(圖)

世界出版社

18 西遊記—取經傳奇

吳承恩（原著）
管家琪（改寫）
蔡嘉驊（圖）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9789575744472

P

本書記述本領高強的孫悟空、慈悲善良的唐三藏、好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4
吃懶做的豬八戒和沉默踏實的沙和尚往西方取經的故
7086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事。

19 灶王爺

熊亮（文）
熊亮、馬玉（圖）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9789866100024

P

故事記述小女孩跟爺爺和奶奶一起生活，家裏的灶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貼着一張灶王爺壁畫，提醒家人要謹言慎行，讓讀者
9178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認識灶君的傳說。

20 明月光

劉曉菁（編）
何雷洛（圖）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P

本書介紹四首廣為傳誦的唐詩《靜夜思》、《春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曉》、《登鸛雀樓》和《江雪》，並加上結合點和線
6256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的插畫，讓讀者感受詩歌的內容意境。

17
小年獸

97898618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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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國寶的故事(套裝)
國寶的故事. 1 : 舊石器
時代-秦
國寶的故事. 2 : 漢-南北 齊吉祥(編著)
21 朝
張德勤(主編)
國寶的故事. 3 : 隋-宋

Publisher
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國寶的故事. 4 : 元-清

22 荷花鎮的早市

23 葉限

周翔 (文/圖)

謝武彰（文）
蔡其典（圖）

圖說中國歷史 (少年彩圖
吳澤(主編)
版)
24
圖說中國歷史 : 看圖學歷 邱仲鱗(審校)
史.上下五千年

25 團圓

余麗瓊（文）
朱成梁（圖）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9789622310742

P

9789628930227

P

9789628930234

P

9789628930241

P

9789628930258

P

9789570835441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本書共四冊，按歷史時期編排，由舊石器時代到清朝 6435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挑選一百件具代表性的國寶級文物，如青銅器、陶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6440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瓷、木雕、絲綢、書畫、家具等，由專家圍繞文物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寫故事，讓讀者認識豐富多彩的古代文明。
6440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6441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古代的傳奇故事之中，有一個有如經典童話灰姑娘的
故事。葉限聰明可愛，但沒有得到繼母的喜愛。她在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魚仙的幫助下，瞞着繼母出席族人的盛會，險些被繼 8122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母認出，在趕回家的路上遺下一隻金縷鞋。

9789862410424

P

京中玉國際

9789867672155

P

明天國際圖書有限公
司

9789867256812

P

9789861612478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姑姑為了慶祝奶奶八十歲大壽，帶剛回鄉的陽陽到充
滿江南水鄉情調的荷花鎮，買祝壽的蛋糕、鞭炮、麵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條。陽陽看到市集有擺賣不同貨物的攤子、鬧烘烘的
1297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人群、接新娘的花轎、唱大戲的老倌，令陽陽大開眼
界。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
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Description
簡介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4
本書透過圖片和插畫，讓讀者看圖學歷史，全書分十
7619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七篇，由遠古時代人類的起源說起，內容包括文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藝術、宗教、天文、醫學、交通等方面的歷史知識。
6841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小女孩毛毛與母親在鄉鎮生活，父親在外地工作。春
節到了，毛毛與父親久別重逢，他們一起包湯圓、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
舞龍。過年後，父親要回去工作，毛毛雖然萬般不捨
725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亦只好送上祝福滿滿的幸運幣，作為明年再一起包
湯圓的約定。簡樸的文字帶出闔家團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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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漢聲中國童話 (套裝)

9789575880019

P

N/A

中國童話. [第 1冊], 春.
一月的故事

9575880021 (精裝),
9789575880026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826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2冊], 春.
二月的故事

957588003X (精裝),
9789575880033X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82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3冊], 春.
三月的故事

9575880048 (精裝),
9789575880040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83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4冊], 夏.
四月的故事

9575880056 (精裝),
9789575880057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835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5冊], 夏.
五月的故事

9575880064 (精裝),
9789575880064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6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6冊], 夏.
六月的故事
漢聲雜誌社
26
（編/圖）
中國童話. [第 7冊], 秋,
七月的故事

9575880072 (精裝),
9789575880071 (精
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 裝)
限公司
9575880080 (精裝),
9789575880088 (精
裝)

P

全書共十二冊，分春夏秋冬四個單元，收錄三百六十
五個故事，配合十二個月的農曆節氣編寫，讓讀者認
識神話傳說、民族英雄、節日慶典、歷史寓言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7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76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8冊], 秋.
八月的故事

9575880099 (精裝),
9789575880095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79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 9冊], 秋,
九月的故事

9575880102 (精裝),
9789575880101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82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10冊], 冬.
十月的故事

9575880110 (精裝),
9789575880118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86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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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中國童話. [第11冊], 冬.
十一月的故事

9575880129 (精裝),
9789575880125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9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國童話. [第12冊], 冬.
十二月的故事

9575880137 (精裝),
9789575880132 (精
裝)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794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成語故事殿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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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知和閱讀規律編寫、整理，使孩子易學易懂。一起來 2852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閱讀成語故事，品味傳統文化！

P

本書以柔和童趣的畫風及古人智慧的語句，讓小學生
透過淺顯易懂的解釋在《成語故事》的軼聞趣事下明
事理，從生活中學習使用成語，有條理的說出自己的
想法。

P

本書講述發生在鄰近香港的廣州、虎門、蓮花山、新
會和泰山的五個中國民間傳說。在那些名山勝水之間
，埋藏了英雄義士、善良仙女和小牧童的動人故事。
五羊城的「五羊」象徵天降的祝福，虎門海口真的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兩隻老虎！讀者看過傳說再看看當地真實的照片，印 0992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象定必更深。本書以小學生為主要對象，目的是拓闊
他們的想像空間，帶領他們踏出香港，認識和發掘祖
國河山更多可愛的地方。

P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王朝，《漫畫中國歷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23清朝：最後的王朝（一）》以圖畫的形式讓讀者經
011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歷清朝的繁盛及衰落。

P

本書以Q版畫風介紹中國傳統神話，如女媧煉石補天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和后羿射日。以容易吸收的方式，提升小孩子對中國
865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歷史的興趣和認識。

Book Title
書目

27 成語故事殿堂：智慧篇

28 兒童語文啟蒙：成語故事

美麗的傳說—─蓮花和老
虎

Author
作者

風車文化

人類文化編輯部

Publisher
出版社

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人類文化

黃慶雲

和平圖書

孫家裕, 謝碧勛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司

漫畫中國歷史 1 走進神話
31
孫家裕, 尚嘉鵬
時代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司

29

漫畫中國歷史23清朝：
30
最後的王朝（一）

9789888324811

9789864139712

9789622384385

9789888369256

9789888200665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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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中華書局(教育)

2221898031794

P

N/A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漢族.
上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6397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64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漢族.
中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6398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64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漢族.
下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3639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644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藏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29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19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滿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277

P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苗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284

P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蒙古
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30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朝鮮
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32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2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維吾
爾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31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18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繪本中華民族神話. 黎
族、傣族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978988829033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20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32

33

Author
作者

故事小百科：中國節日故
事

李學勤, 潘守永

人類文化編輯部

人類文化

9789864138906

P

該繪本講述中國滿族、朝鮮族、藏族、維吾爾族、苗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族、黎族及蒙古族等的神話故事，幫助孩子了解中國 082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風俗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827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本書以生動的繪圖、有趣的問答題、精采的故事內容
和相關的節日小兒歌讓兒童從六大節日了解各大節日
的由來、民間習俗與文化特色，包括春節、元宵節、
端午節、七夕、中元節、中秋節等。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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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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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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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9789574904198

P

N/A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
[神話時代--夏]

957490122X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6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2,
[夏--西周]

957490123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6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3,
[東周]

957490124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61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4,
[東周--秦]

957490125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62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5,
[西漢--新莽]

957490126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6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6,
[東漢--西晉]

9574901270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79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7,
[西晉--唐]

957490128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82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8,
[唐--北宋]

957490129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81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9,
[北宋--南宋]

9574901300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86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0,
[南宋--元]

957490131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9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1,
[元--明]

957490132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8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2,
[明--清]

957490133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9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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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3,
[清]

9574901343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92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4,
[清--民國]

957490135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589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5,
34 [民國]

957490136X

P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以兒童熟悉的語言及表達方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
式把中華民族的歷史呈現出來，讓他們能借古鑑今， 589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以多元化角度思考歷史對生活的影響。

978957490404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11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05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1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06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15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07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3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08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3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09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3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0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1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4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2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3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
[神話時代.開天闢地-夏.
大禹治水]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2,
[夏.家天下-西周.烽火戲
諸侯]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3,
[東周.知心的朋友-東周.
嚴厲的大教練]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4,
[東周.唇槍舌劍-秦.誰是
大丈夫?]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5,
[西漢.楚漢相爭-新莽.由
假皇帝到真皇帝]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6,
[東漢.讀書人的本領-西
晉.八王與七賢]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7,
[西晉.盛大的排場-唐.唐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8,
[唐.阿彌陀佛的盛世-北
宋.黃袍加身]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9,
[北宋.用錢買來的和平-南
宋.遠方的親戚]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0,
[南宋.文官打勝仗-元.歐
洲人遊中國]

陳衛平

天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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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1,
[元.月餅的故事-明.另外
一個世界]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2,
[明.十三副鎧甲-清.十全
老人]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3,
[清.紳士賣鴉片-清.義和
團與八國聯軍]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4,
[清.從新聞,看巨變-民國.
軍閥亂政]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5,
[民國.八年抗戰-民國.歷
史、現在、將來]

35

手繪中國歷史地圖：一頁
一朝代‧一朝一文化

36 十二生肖的故事

張曼娟成語學堂Ⅰ
野蠻遊戲
37 尋獸記
我是光芒
爺爺泡的茶

李繼勇

魏亞西、齊菁

張曼娟、張維中、高培
耘、黃羿瓅、孫梓評
張維中撰寫 ; 達姆繪
圖. 達姆
高培耘撰寫 ; 劉旭恭
繪圖.
黃羿瓅撰寫 ; 王書曼
繪圖
孫梓評撰寫 ; 恩佐繪
圖, 恩佐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9789574904143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5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50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45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6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52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7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55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490418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955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1197371

P

本書以歷史地圖可以直接地展示出中國歷史上的疆
域、地名和自然地理要素，全面表達這一時期裡的政
治、經濟、科技、文化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發展狀
況。透過有趣的插畫和文字，讓小學生可以簡單清楚
明白中國歷史的基本狀況。

本書收錄了十二生肖的故事，內容圖文並茂，讓小朋
友認識中國古代神話和民間傳說。每個故事均蘊含寓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意，並提供與生肖相關的趣聞和成語，擴闊小朋友的 5660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知識層面。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620867132

P

親子天下

4717211023082

P

9789869495912

P

9789869473736

P

9789869473767

P

9789869473774

P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
司

Description
簡介

N/A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本系列套書共4冊，按照不同的主題（寓言神話、推
9119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理尋寶、同儕社交和親情啟示）編排。每冊書均透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成語背後的小故事，傳承文化與價值，並在每則故事
911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後附有成語出處、典故、解釋，以及補充意思相似和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相反的成語。
9119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9119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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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38 給孩子的古詩詞

Author
作者

葉嘉瑩

Publisher
出版社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62138168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以適合孩子閱讀的興趣和能力為編選原則，收錄
歷代名家作品共218首，當中包含不同風格的 177首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詩和41首詞。 另外，本書附設二維碼（QR Code）， 028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讓讀者聆聽編者吟誦和講解全書詩詞。

39 數學三國志

李光淵

美藝學苑社

9789866220012

P

本書將數學概念/原理加入《三國演義》裏的著名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役中，令本來難以理解的數學原理，變成了好玩的三
5477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國故事。

40 數學歷史之謎

藤井幸三郎, 田村三郎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789576274954
Inc.

P

本書介紹古代及中國的數學謎題等。

41 數學家傳奇

李信明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0192

P

本書介紹舉世聞名的數學家及其著名的數學定理，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0619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括中國剩餘定理及商高定理等。

42 數學的故事

理查．曼奇維茲

世潮

9789577765888

P

本書介紹數學的發展，包括中國的十部算經。

P

讀者能透過掃描QR圖碼聆聽詩篇，輔以簡潔的作者簡
介、原文、注釋、拼音、成詩背景、重點題旨，以及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生活化例子及古裝貓插圖，以助提升兒童學習古詩的 1529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興趣。

P

本書以兒童為閱讀對象，透過傳說、歷史故事和卡通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0
連環圖，介紹中國藝術、建築、民族、科學技術等文
9867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化知識，適合用作親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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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古詩遊─聽‧讀‧
學

新雅彩圖兒童中國文化百
44
科

邱逸

中華教育

黃慶雲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888512423

978962082618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
5224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
0301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大中華尋寶系列

孫家裕

NA

P

N/A

上海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歐昱榮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978988820064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168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北京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978988820096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168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天津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歐昱榮
漫畫

978988828408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1681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重慶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9789888284108 (香
港地區),
9789888284252 (台
灣地區)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168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山東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歐昱榮
漫畫

978988828418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168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四川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尚嘉鵬
漫畫.

9789888284177

P

45
湖北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歐昱榮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浙江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歐昱榮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甘肅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司

9789888284368
港地區),
9789888284375
灣地區)
9789888284382
港地區),
9789888284399
灣地區)
9789888284429
港地區),
9789888284436
灣地區)

(香
(台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該尋寶系列以漫畫形式表達，並以尋寶故事為綫索， 168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將中華各地的地理風貌、歷史遺迹、文化藝術等知識
融入故事情節中。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517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香
(台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5173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6486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香
(台

45

將中華各地的地理風貌、歷史遺迹、文化藝術等知識
融入故事情節中。

司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陝西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江西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歐昱榮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江蘇尋寶記

孫家裕編創 ; 鄔城琪
編劇 ; 尚嘉鵬漫畫 ;
京鼎動漫製作

漫畫中國歷史
漫畫中國歷史. 1, 走進神
話時代
漫畫中國歷史. 2, 探索夏
商周
漫畫中國歷史. 3, 爭霸春
秋(一)
漫畫中國歷史. 4, 爭霸春
秋(二)
漫畫中國歷史. 5, 戰國烽
火(一)
漫畫中國歷史. 6, 戰國烽
火(二)
漫畫中國歷史. [7], 秦朝
興亡
漫畫中國歷史. [8], 開疆
拓土的西漢
漫畫中國歷史. [9], 豪強
並立的東漢
漫畫中國歷史. [10], 三
國 : 英雄逐鹿(一)
漫畫中國歷史. [11], 三
國 : 英雄逐鹿(二)
漫畫中國歷史. [12], 兩
46 晉華麗的亂世
漫畫中國歷史. [13], 南
北朝 : 混戰時代

孫家裕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尚嘉鵬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潘廣維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孫家裕編繪
主筆

Publisher
出版社

9789888284528
港地區),
9789888284535
灣地區)
9789888284542
港地區),
9789888284559
灣地區)
9789888284610
港地區),
9789888284627
灣地區)
NA

; 尚嘉鵬
; 尚嘉鵬
; 歐昱榮
; 歐昱榮
; 孫軼彬
; 孫軼彬,
; 尚嘉鵬
; 尚嘉鵬,
; 李宏日
; 歐昱榮
; 歐昱榮
; 孫軼彬
; 潘廣維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司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香
(台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648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761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761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香
(台
(香
(台

P

9789888200665

P

9789888200672

P

9789888200689

P

9789888200696

P

9789888200900

P

9789888200917

P

9789888200948

P

9789888284016

P

9789888284054

P

9789888284122

P

9789888284139

P

9789888284290

P

9789888284306

P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865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8658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31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072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938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993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022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6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6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7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此系列共有二十餘冊，以故事形式講述歷史事件，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特別加入與歷史事件有關的地圖、人物、成語故事、 312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延伸閱讀等，希望能深化故事內容。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7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46

Book Title
書目
漫畫中國歷史. [14],
朝 : 重歸統一
漫畫中國歷史. [15],
朝 : 璀璨大帝國. 1
漫畫中國歷史. [16],
朝 : 璀璨大帝國. 2
漫畫中國歷史. [17],
代十國大分裂
漫畫中國歷史. [18],
宋風雲
漫畫中國歷史. [19],
宋偏安
漫畫中國歷史. [20],
朝遼闊的帝國
漫畫中國歷史. [21],
朝 : 傳承與開闢. 1
漫畫中國歷史. [22],
朝 : 傳承與開闢. 2
漫畫中國歷史. [23],
朝 : 最後的王朝. 1
漫畫中國歷史. [24],
朝 : 最後的王朝. 2
歡樂年年
貼揮春
團年飯

47

燒爆竹
拜年囉
逛廟會
接財神

Author
作者
隋
唐
唐
五
北
南
元
明
明
清
清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
Publisher
司
出版社

孫家裕編繪 ; 李宏日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尚嘉鵬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尚嘉鵬,
宏日主筆
孫家裕編繪 ; 孫軼彬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潘廣維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歐昱榮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歐昱榮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尚嘉鵬,
潘廣維主筆.
孫家裕編繪 ; 尚嘉鵬,
潘廣維主筆
孫家裕編繪 ; 謝碧勛
主筆
孫家裕編繪 ; 謝碧勛,
潘廣維主筆
曹聰（烏克麗麗）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張潔繪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張潔繪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中華教育
張潔繪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張潔繪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張潔繪
烏克麗麗著 ; 林琳,
張潔繪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此系列共有二十餘冊，以故事形式講述歷史事件，並
Print /
特別加入與歷史事件有關的地圖、人物、成語故事、
Description
Electronic
延伸閱讀等，希望能深化故事內容。
簡介
印刷/電子版

9789888284412

P

9789888284481

P

9789888284504

P

9789888284634

P

9789888284931

P

9789888284948

P

9789888284955

P

9789888369089

P

9789888369096

P

9789888369256

P

9789888369263

P

NA

P

9789888489626

P

9789888489633

P

9789888489688

P

9789888489701

P

9789888489718

P

9789888489770

P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12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995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3995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5776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7350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735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758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9413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941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011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01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479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47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此系列共有六冊，分別介紹貼揮春、團年飯、燒爆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竹、拜年、逛廟會和接財神這些新年的節慶活動。文 0479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字介紹簡潔並輔以彩色插圖，適合初小學生閱讀。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479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48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0480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歷史穿越報
天之驕子漢武帝 : 非一般
的皇帝
千古一帝康熙帝 : 了不起
的皇帝
鐵血君王永樂帝 : 打出來
的皇帝
一統天下秦始皇 : 中國第
一個皇帝
48 斬蛇起義劉邦 : 平民中的 彭凡
英雄皇帝
隋唐英雄李世民 : 皇帝中
的模範生
鐵血女皇武則天 : 不愛胭
脂愛江山
黃袍加身趙匡胤 : 以仁治
天下的武林高手
乞丐天子朱元璋 : 叫化子
也能當皇帝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1,
史前時代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2,
夏商周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3,
春秋戰國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4,
49 秦漢
中國國家博物館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5,
三國兩晉南北朝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6,
隋唐五代十國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7,
宋元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8,
明清

Publisher
出版社
青桐社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中華書局（教育）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NA

P

9789881353863

P

9789887760535

P

9789887760528

P

9789881353849

P

9789881353856

P

9789881353870

P

9789881353887

P

9789881353894

P

9789887760511

P

NA

P

9789888420216

P

9789888463022

P

9789888463091

P

9789888463206

P

9789888463220

P

9789888463237

P

9789888463244

P

9789888463251

P

Description
簡介

此系列共有十冊，記錄了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李
世民、武則天、趙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永樂帝
和康熙帝十位帝王的成長過程。透過這些帝皇的故事
讓讀者了解當時的宮廷和社會情況。適合高小學生閱
讀。

此系列共有八冊，分別介紹史前時代、夏商周、春秋
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
元、明清。圖文並茂，適合高小同學閱讀。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656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700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70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655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655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68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703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706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471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589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5884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589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640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6728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672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6729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673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50

Author
作者

故宮裏的大怪獸(1)洞光寶
常怡
石的秘密

我的小百科 ─ 香港古蹟
51
‧ 博物館

52 嫦娥奔月

認識中國系列──中國古
53
代七大智者

56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2)
春秋時代

小麥文化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88524068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一本以故宮為題材的魔幻童話，把故宮帶進童話世界
，以故宮屋脊上的神獸為故事角色。各類怪獸都被描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繪得生動有趣，讓孩子以新角度遊覽故宮，並認識中 2315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國傳統文化。

黃鳴崗 (其他著者)

小樹苗敎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9789888418978

P

作者以淺白的文字，附以圖片介紹香港各處的歷史古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蹟和博物館，使大家更了解香港的歷史，細閱此書，
8151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不難發現許多歷史古蹟就在我們身邊。

鍾玉芳 / 劉曉娣
(其他著者)

人類文化（香港）公
司

9789887816584

P

提起中秋節，大家會想起什麼？月餅、花燈？有關中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秋的傳說故事，你又知多少？讓我們與作者一起在書
925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中尋找九個太陽、后羿、嫦娥、吳剛和玉兔的故事。

P

書中介紹的七大智者有思想巨人、管理國家的奇才、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
戰場上的專家、口才出眾的辯論家等。想知道他們是
8415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誰嗎？快來看這書，認識他們。

P

書中介紹諸葛亮的事跡。其中提到他老師上課時的規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矩有些特別，到底是什麼規矩？大家想知道嗎？跟蘆
614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花雞和上課時間有關的。詳情就要在書中尋找了。

P

本書以生動有趣的形式介紹中國歷史上四項宏偉的建
築，分別是敦煌石窟、秦皇陵兵馬俑、故宮和萬里長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
城，讓讀者對中國歷史及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開闊 9028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眼界。

P

本書以一連串獨立的故事，讓小學生每天從不同的歷
史人物身上學習人生的教訓和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概
括的認識。故事設有「歷史小百科」，提供補充資料
，讓學生對故事的歷史背景有更深刻的理解。

許顯良

諸葛亮 : 聰慧正直的政治
54
未小西
家

55 中國四大奇跡

Publisher
出版社

許顯良

桃默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9789622386495

9789620862496

9789622383654

9789888525287

N/A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57 成語故事殿堂─勵志篇

Author
作者

風車文化

Publisher
出版社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88324828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收錄常用的成語典故，提供出處、解釋和造句，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
讓學生透過簡短的勵志故事學習人生智慧、欣賞中國
285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文化和提升語文水平。

58 兒童誦讀經典─三字經

施仲杰

精英出版社

9789628995387

P

本書以簡易明白的文字讓小學生明白學習古代的經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著作，以及當中的人生道理。本書亦提供註解、譯文
8504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和普通話拼音，以便學生自學。

59 兒童誦讀經典─論語

施仲杰

精英出版社

9789628995370

P

本書以簡易明白的文字讓小學生明白學習古代的經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著作，以及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本書亦提供註解、
8503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譯文和普通話拼音，以便學生自學。

薛彬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629855092

P

本套書取材於中華傳統節日傳說，配合繪本圖文，讓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8879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孩子們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

邱昭瑜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9789620863325

P

本系列按主題分為3冊，講述漢字的故事，並附文字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的演變過程，有趣地介紹漢字的起源、筆畫部件的演
7757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變和文字的意思。

雄獅美術

黃啟倫

9789574741090

P

本書以生動有趣的編寫手法，深入淺出的文字和圖解
，培養兒童欣賞書法的能力，並激發他們提筆書寫的
動機。

N/A

P

This book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diversified culture of
China in a comprehensive way by using songs, stories,
activities and games for children from 9 to 12 years old.
Children can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and interest i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arts, languag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from the stone age through the
dynasties to the present day.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
679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0

繪本中華故事
傳統節日- 春節

走進生活篇[有故事的漢
61
字]

62

看書法變戲法 ── 兒童
書法鑑賞入門

All About China: Stories,
Allison Branscombe
63 Songs, Crafts and Games for (Author) and Lin Wang
Kids
(Illustrator)

Tuttle Publishing

9780804848497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Celebrating Chinese
Festivals: a Collection of
64
Holiday Tales, Poems and
Activities

Author
作者

Sanmu Tang

65 Chelsea's Chinese New Year Lisa Bullard

Explore Ancient Chinese
66 Myths: With 25 Great
Projects

Anita Yasuda

Publisher
出版社

Better Link Press

The Millbrook Press

Nomad Press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1602209619

9780761385790

9781619306110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P

P&E

P&E

67 Foods of China

Christine Velure Roholt

Express!

9781626171169

P&E

If I Were a Kid in Ancient
68 China: Children of the
Ancient World

Lou Waryncia,
Ken Sheldon

Cobblestone Publishing 9780812679311

P&E

69

Stories Behind Chinese
Idioms (I)

Zheng Li

BetterLink Press
Incorporated

9781602209657

P

Description
簡介

Little Mei and her family show readers how they celebrate
seven Chinese festivals in this book. The classic Chinese
legends and poems in the book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It also provides the recipes for tasty
festival treats such as sweet dumplings and moon cakes.

This book introduces th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through a story about how a little girl
prepares and celebrates the special festival with her famil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inese New Year such
as its origin,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e Chinese zodiac is
also provided.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270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N/A

This book takes the reader on a journey to explore the
history, geography, science and art of ancient China. It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
covers Chinese myths, legends and tales of past heroes and
0734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mperors, accompanied by 25 hands-on projects and a
variety of discussion questions. Audio and visual aids are
provided through QR codes.
This book introduces not only the Chinese food culture but
also explains how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y,
history and customs influence the choice and ways of
cooking in different regions. Recipes with easy-to-follow
instructions for cooking four famous Chinese dishes are
also included.

N/A

This book takes the reader to experience what life was lik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
as a child living in ancient China and how it compares to
4095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life today. It covers various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By reading ancient Chinese myths in a fun story setting, th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young reader will learn the meaning behind some of
China's most famous idioms. Every idiom has a fascinating 220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tory behind it, sometimes drawn from history, and other
times told as a parable.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Thanking the Moon:
70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Grace Lin
Moon Festival

Publisher
出版社

Knopf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The Great Race: the Story of
71
Dawn Casey
the Chinese Zodiac

Barefoot Books

72 The King Without A Throne Jillian Lin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0375861017

9781846862021

978153361827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P&E

P

P&E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This book is about how a family celebrates the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Each member of the family lends 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
4662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and as they prepare a picnic with mooncakes, pomelos,
cups of tea and colourful lanterns. Everyone sends thanks
and a secret wish up to the moon.
This book is a retelling of the ancient legend about thirteen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
creatures in China that take part in the Emperor's race to
1472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decide who will make it to the Zodiac and in what order,
and what happens to the thirteenth animal.

This book tells how Confucius became one of the greatest
teach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Confucius travelled from
kingdom to kingdom with his students to give advice to
kings and fac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