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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各位同學，人們常說中華文明有五千年歷史，但自 1973 年考古學家

發現，距今 6000 年到 7000 年之前，中國浙江杭州便出現一個更早的新

石器時代文化，由於這文明以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最為久遠，故稱作- 

河姆渡文化，這證明了中華文明已

可追溯到六千年或更久遠的年代。 

除了研究年代之外，大家要知

道當文化昇華後，該地域的人會產

生許多共通點，例如禮制、傳統、

心理認同等。文明涉及的領域相當

廣，有民族意識，也有風俗習慣、

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將多元融成一

體，整個中華民族便得到確立。而一個文明越久遠，其蘊含的內涵便更豐

富和多采多姿，這亦是我以中華文化引以為傲的原因之一。 

  為了讓各位同學更能掌握中華文化的精粹，本期主題閱讀搜羅各種各

樣的文化書籍，由歷史故事、名勝古蹟、名家作品、國寶工藝，以及天文

曆法，都一應俱全。首先黃 sir 想介紹一套 48 本的<我的家在中國>，這

套書由文化習俗、各處名城風光、歷史足跡都網羅其中，是一套頗全面的

中國文化叢書。另外，如果想更熟識中國歷史，我推介同學們看＜中國歷

史大冒險＞、＜古人的一天>，及＜光大控股星聲講故事>，讓我們能掌

握歷史長河的變化，人若能從歷史及古人身上汲取教訓，就能變得更有智

慧。之後，我們再進入中國藝術殿堂，提升個人的文化品味及素養，其中

＜漫畫國寶系列＞、＜漫畫博物館系列＞，保證大家目不暇給，內裏的國

寶彌足珍貴，價值連城。 

最後，人要了解自身的根源，方能在這不斷衝突的文明

中，確立自己的前路，所以，大家更應在這期主題閱讀中尋

寶!                             本期編輯︰黃志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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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１春節 

作者：檀傳寶 

出版社：中華教育出版社 

陳美儀老師推薦 

 

     身為中國人，當然要對自己的國家有所

認識。由中華教育出版的《我的家在中國》

這一套書，共有六個系列，涵蓋了城市、節

日、湖海、民族、山河及道路六大範疇；全

套書一共四十八冊，以圖文並茂方式簡介國

家的國情。 

  在節日之旅系列的 8 册書當中，

《春節》這本圖書，介紹了新年鐘聲的

意義及三種世界曆法，包括太陽曆、太

陰曆和陰陽合曆。原來春節與中國古代

陰陽合曆的曆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如

果你想閱讀有關春節的故事，這本書最

合適不過了。當中「十二生肖接力賽」和「年」的故事不但內容有趣，而

且可以讓我們了解十二生肖和春節的起源。 

  除此之外，書中還提及有關春節的「超自然力量」及中國人過年的傳

統習俗。中國歷史文化蘊含先輩的智慧及民族發展歷程，值得我們好好學

習，大家都踴躍到圖書館借閱這一

套圖書，多了解中華文化及中國國

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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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漫話國寶系列—故宮博物院 

作者：杜瑩  

出版社：中華教育 

丘敏芝老師推薦 

 

對你來說，遊博物館是否很沉悶？是一

件很枯燥乏味的事情嗎？其實只要你看一看

《漫話國寶系列》，便不會有這個煩惱了。

書中以手繪漫畫形式，把博物館的國寶擬人

化，將國寶背後的歷史故事以可愛的漫畫形式展現出來。 

 

  其中《故宮博物院》這冊書

介紹了「銅鎏金吉祥缸」、「正

大光明匾」、「九龍壁」、「太

和殿屋脊上的神獸」、「清明上

河圖」和「黑漆彩繪樓閣羣仙祝

壽鐘」。以「銅鎏金吉祥缸」為

例，書中先以個人檔案介紹國寶的姓名、出生地（國寶被發現的地方）、

年齡、職業（國寶的用途）、現居住地（安放國寶的博物館）等，讓讀者

初步掌握國寶的背景資料。接着就是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它以漫畫的形

式，透過訪談和自我介紹，將缸的種類、特別節日的用途、救火用途一一

介紹。而「哈哈劇場」更以國寶作為四格

漫畫的主角，故事幽默有趣，引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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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這裡的馬路會説話西安 

作者：檀傳寶 

出版社：中華教育出版社 

余家杰老師推薦 

 

    西安市，古稱長安、京兆、鎬京、西京，位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部。是陝西省乃至西北地區的政

治、經濟、文化、交通、醫療、教育中心。 

    西安的歷史人文積澱十分深厚，是中國著名的

文化及旅遊名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稱為京的城市，擁有 3100 多年

的建城史以及 1,077 年的建都史。歷史上曾有多個

繁榮朝代在此建都，西安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開放、

外向、尚武、繁榮的頂峰時期圖景，留下大量名勝

古蹟，西安目前有兩項六處世界文化遺產，也是陸

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西安至今仍保留有完整的明

代城牆及城門、護城河及橋、角樓、瓮城、箭樓等

設施，為歷史原始遺存。 

    只要去圖書館，翻開《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

旅：這裏的馬路會説話  西安》這本書，你便能穿越時空，回到大一統秦

朝 ; 走進大唐盛世; 穿越多次的絲路，你都可以與這些歷史大事及盛世再

次重逢，倘佯在歷史的洪流中，再次回味古都的點點滴滴。神秘的軍陣，

唐僧的《西遊記》、貴妃的荔枝……一幅幅神奇的畫卷，便為你展開。事

不宜遲，你還是快點去翻開這本書，一睹

古都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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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國寶故事：兩千年前的冰箱—青銅冰鑒 

作者：趙利健 

出版社：中華教育 

蔡麗影老師推薦 

 

在現代化的今天，炎炎夏日對大家來說一

點也不難熬，我們可以隨手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冰鎮飲料來解暑。然而在兩

千多年前的古代，科學技術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古人是如何度過炎熱的夏

天呢？他們在盛夏時也能喝到冰鎮飲料嗎? 在《國寶故事：兩千年前的冰

箱—青銅冰鑒》這繪本就告訴我們這個答案。 

原來早在戰國時期，中國已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冰箱」—青銅冰

鑒，這是緣於諸侯國 曾國的國君愛喝酒、愛熱鬧，他一到夏天就因為喝

不到冰鎮的美酒而煩惱。大臣們絞盡腦汁，終於想到了解決辦法，他們挖

了一座冰窖，還製作了一台「冰箱」—青銅冰鑒，讓國君在夏日裏也能享

受冰鎮水果、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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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就是盒子，青銅冰鑒的主要

作用是拿來「冰酒」。這件看起來古

樸的戰國青銅器，設計精巧，製作工

藝繁複；外面是金屬方鑒，裏面還有

一個瓦罐，夏天的時候外鑒和瓦罐之

間可以放冰，瓦罐裏放酒，故古人們自

然就可以享受到冰酒了。青銅冰鑒展現了中

國人高超的技藝和智慧，讓人不禁驚嘆古人

之智慧。大家還記得 2008 年的北京奧運會吧，在開幕式上有一個節目叫

《擊缶而歌》，節目當中的擊打樂器就是以這件青銅冰鑒為原型的！ 

《國寶故事》這套叢書共分五冊，內容包括反映古代科技成就的「陽

燧」、反映中西方交流渠道絲綢之路的「騎駝樂舞三彩俑」，反映古人生

活方式的世界上很早的冰箱「青銅冰鑒」、很早的廣告「濟南劉家功夫針

鋪銅版」和展示皇帝祭天宏大場面的「大駕鹵簿圖書」……每一個國寶的

故事都呈現了華夏文明的上下五千年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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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黃鼠狼毛毛的二十四個節氣（秋‧冬篇） 

作者：中華書局 

出版社：中華書局 

劉丹老師推薦 

 

毛毛和他的幾個好朋友一起住在一塊麥田

和一塊瓜地旁邊的荒坡上。對他們來說這是個

神奇的世界。他們每年在此經歷了四季與廿十

四節氣的變化。每一個節氣中，他們都會發生一些事情，這些事情都會與

該節氣的活動有關，例如「冬至」，透過老科和毛毛的對話，我們可以知

道冬至是一年裡白天最短的一天，而且和過年同樣重要。此外，我們也會

透過老科的說話，知道冬至的習俗：如與親人大吃一頓，這就是所謂「做

冬」；另外，從狐狸們煮湯圓分給眾狐狸吃一事，我們也能知道冬至的另

一個習俗就是吃湯圓；從毛毛在冬至畫「九九消寒圖」，即毛毛畫出有九

根樹枝的梅花樹，每根樹枝有九朵梅花，於每天用紅筆給一朵梅花塗顏

色，直到八十一天過去，滿樹梅花都「開」了，就是春天來臨的時候。我

們從毛毛的舉動，可以知道我們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因他們從冬至起，

以九天為一個單位，直至八十一天過去，就能熬過冬天。 

    本書以小動物的故事帶出中國不同的節氣，介紹它們的特點及習俗，

與昔日只用說明方式說出二十四節氣的內容更加有趣生動，相信能為同學

對中國傳統文化帶來嶄新的看法及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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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歷史大冒險 7-三國爭霸 

作者：方舒眉 

出版社：新雅文化   

顧淑瑜老師推薦 

 

    同學們，近年戲劇界很流行拍攝關於穿越

時空的故事，你看過嗎？你希望自己成為那位

主角，回到過去，看看當時發生甚麼緊張又刺激的事嗎？如果可以選擇，

你會想回到哪個時代呢？ 

 

我就最希望回到三國時代，因為當時是中國歷史中人才輩出的時代，

有很多英雄豪俠、智慧謀士、名臣猛將等，共同創造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

歷史，例如﹕董卓之亂、赤壁之戰、水淹七軍等。為了達成這個願望，我

決定跟《歷史大冒險》中的 Q 小子、A 博士和神龜走一趟，來一場時空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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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趟旅行十分驚險，我們被人誤會是奸細，差點被殺，但結果不

負我所望，我們見證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戰役，見到一個個歷史名人如何

鬥智鬥謀，加上 A 博士從旁講解，讓我能清楚分辨甚麼是歷史事件，甚

麼是小說情節，真令我獲益良多！ 

 

同學們，你喜歡看歷史故事嗎？你對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認識

有多深呢？讀歷史是為了鑑古知今，繼往開來，汲取前人的經驗，然後開

拓新的發展。不如你也來參加《歷史大冒險》的時空旅行，到中國不同的

時代，深入了解當時的人和事，你必定會覺得趣味無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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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1 故宮裏的大怪獸 1:白澤大王的回憶 中華教育 

2 故宮裏的大怪獸 2:惡魔龍的真相 中華教育 

3 故宮裏的大怪獸 3:貔貅嚮往的世界 中華教育 

4 故宮裏的大怪獸 4:追蹤驪龍 中華教育 

5 故宮裏的大怪獸 5:土耳其浴室裏的戰鬥 中華教育 

6 故宮裏的大怪獸 6:神仙院 中華教育 

7 故宮裏的大怪獸 7:大明星騶虞 中華教育 

8 故宮裏的大怪獸 8:木之精靈 中華教育 

9 故宮裏的大怪獸 9:獨角女孩 中華教育 

10 楊樹的故事 1:黃鼠狼毛毛的二十四個節氣春.夏篇 中華教育 

11 楊樹的故事 2:黃鼠狼毛毛的二十四個節氣秋.冬篇 中華教育 

12 楊樹的故事 3:黃鼠狼毛毛的中國節奇遇上 中華教育 

13 楊樹的故事 4:黃鼠狼毛毛的中國節奇遇下 中華教育 

14 楊樹的故事 5:黃鼠狼毛毛與消失的河上 中華教育 

15 楊樹的故事 6:黃鼠狼毛看與消失的河下 中華教育 

16 楊樹的故事 7:黃鼠狼毛毛之尋找四大仙 中華教育 

17 趣味學中國文學 中華書局 

18 趣味學中國歷史 中華書局 

19 皇帝的故事 

星聲講故事 

好聲 

20 謀士的故事 好聲 

21 宰相的故事 好聲 

22 將軍的故事 好聲 

23 忠臣的故事 好聲 

24 我們的生肖 商務 

25 我們的歷史 商務 

26 我們的神話 商務 

27 第的第一本中國神話故事 和平 

28 我的第一本漢字故事 和平 

29 我的第一本中國民間故事 和平 

30 盤古初開．秦始皇稱霸 皇冠 

31 三國爭霸．女皇武則天 皇冠 

32 岳飛報國．清兵入關 皇冠 

33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秦、漢 中華教育 

34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春秋、戰國 中華教育 

35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隋、唐 中華教育 

36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夏、商、西周 中華教育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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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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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37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宋 中華教育 

38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元 中華教育 

39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明 中華教育 

40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清 中華教育 

41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三國、兩晉、南北朝 中華教育 

42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五代十國 中華教育 

43 三國爭霸 新雅 

44 康朝盛世 新雅 

45 大漢皇朝 新雅 

46 秦朝興亡錄 新雅 

47 春秋戰國 新雅 

48 兩晉南北朝 新雅 

49 楚漢相爭 新雅 

50 夏商周 新雅 

51 神話年代 新雅 

52 大宋江山 新雅 

53 博物館漫畫 09 中華教育 

54 博物館漫畫 06 中華教育 

55 博物館漫畫 07 中華教育 

56 博物館漫畫 08 中華教育 

57 中國三十大發明 中華教育 

58 故宮博物院 中華教育 

59 敦煌莫高窟 中華教育 

60 湖南省博物館 中華教育 

61 南京博物院 中華教育 

62 河南博物院 中華教育 

63 陝西歷史博物館 中華教育 

64 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華教育 

65 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華教育 

66 皇帝出門啦 中華教育 

67 兩千年前的冰箱 中華教育 

68 江南才子 唐伯虎 中華教育 

69 宋朝的廣告 中華教育 

70 漫長的絲綢之路 中華教育 

71 清明上河圖是怎麼到博物館? 小典藏 

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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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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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72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重陽節 知識繪本 維京國際 

73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中秋節 知識繪本 維京國際 

74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 元宵節 知識繪本  維京國際 

75 古代人的一天:俠客的一天 三民 

76 古代人的一天:醫生的一天 三民 

77 古代人的一天:畫家的一天 三民 

78 古代人的一天:公主的一天 三民 

79 古代人的一天:文臣的一天 三民 

80 古代人的一天皇帝的一天 三民 

81 古代人的一天:詩人的一天 三民 

82 古代人的一天:詩人的一天 三民 

83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7:天府之國多彩城-成都 中華教育 

84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8:血脈相連一家人-台北、香港、澳門 中華教育 

85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5:東方魯爾再啟航-瀋陽 中華教育 

86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4:楚風漢韻通九省-武漢 中華教育 

87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3:浦江兩岸新天地-上海 中華教育 

88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2:千年羊城南國明珠-廣州 中華教育 

89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 1:百花深處訪京城-北京 中華教育 

90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1:條條絲路通亞歐-絲綢之路 中華教育 

91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2:漂洋過海中國夢-鄭和下西洋 中華教育 

92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3:你想聽哪個水鄉的故事-京杭大運河 中華教育 

93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4:人類神奇的一大步-航天 中華教育 

94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5:開往春天的列車-鐵路 中華教育 

95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6:憑水走天下-水運 中華教育 

96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8:飛機帶我們翱翔-航空 中華教育 

97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 8:通向遠方的風景-公路 中華教育 

98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7:白銀盤裏一青螺-洞庭湖 中華教育 

99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6:雪域神湖民族風 中華教育 

100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5:萬頃湖光聚寶盆-太湖 中華教育 

101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4:人文風景魔法盒-西湖 中華教育 

102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3:火山口有藍寶石-長白山天池 中華教育 

103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2:我的家在海之南-南海 中華教育 

104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1:蓬萊山外那片海-黃海 中華教育 

105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 8:湖畔有個女兒國-瀘沽湖 中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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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106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8:不盡長江滾滾來-長江 中華教育 

107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7:勇攀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瑪峰 中華教育 

108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6:登泰山小天下-泰山 中華教育 

109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5: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 中華教育 

110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4:在那雪蓮盛開的地方-天山 中華教育 

111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3:文武雙全峻極於天-嵩山 中華教育 

112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2:黃山歸來不看嶽-黃山 中華教育 

113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 1:白山黑水好風光-黑龍江 中華教育 

114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5:歎為觀止的空間魔方-民族建築 中華教育 

115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4:多姿多彩的中國話-民族語言 中華教育 

116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3:抗拒不了的舌尖誘惑-民族飲食 中華教育 

117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2:奇妙的肢體語言世界-民族舞蹈 中華教育 

118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1:穿在身上的別樣風情:民族服飾 中華教育 

119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8:跳動音符間的傳奇-民族音樂 中華教育 

120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7:大顥神通的民族絶技-民族體育 中華教育 

121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 6:時光火車上的民放盛典 中華教育 

122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1:爆竹聲中一歲除-春節 中華教育 

123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6:一起點燈嘍-元宵節 中華教育 

124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3:祖國生日快樂-國慶節 中華教育 

125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7:月是故鄉明-中秋節 中華教育 

126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4:星星的願望-七夕節 中華教育 

127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5:彩色的紀念日-清明節 中華教育 

128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 2:龍舟競渡粽飄香-端午節 中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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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老師推介的文章，並透過 eclass 的電郵連結回答以下問題。若答案全對的

同學，會獲得小禮物一份呢！ 

 

 

 

 

 

1.顧老師推薦大家看中國歷史大冒險，好讓你能穿越到哪個朝代？ 

A.春秋戰國 B.明朝 C.唐朝 D.清朝 E.三國時代 

2.下列哪種曆法並非中國沿用的曆法？ 

A.瑪雅曆 B.太陽曆 C.農曆 D.太陰曆 E.陰陽合曆 

3.蔡老師介紹古人用什麼工具，讓自己也能享用冰鎮食品？ 

A.冰鑒 B.缶 C.銅葫蘆 D.酒壺 E.陽燧 

4.下列哪項並非西安的古稱？ 

A.長安 B.京兆 C.鎬京 D.臨安 E.西京 

5.「九九消寒圖」是要在圖中畫上多少朵梅花，計算出春天的來臨？ 

A.九 B.三十六 C.四十九 D.八十一 E.一百零八 

6.丘老師介紹了哪件國寶可讓古人用來救熄火種？ 

A.吉祥缸 B.正大光明匾 C.清明上河圖 D.祝壽鐘 E. 屋脊神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