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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世上古文明眾多，如古埃及、巴比倫、瑪雅等，他們都曾經大放異彩，盛極一時。當中我

們的華夏文化，更是構成現今世界的重要部份，因為我國文明未曾在時間洪流中灰飛煙滅，

要細數中國人的文明軌跡，我們更可以上溯至五千年以上。為了讓各位同學更能了解我國的

文化傳承，學校為大家準備了這一期主題《文化傳承五千年》，旨在以一系列歷史故事、生

活習俗、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藝術工藝等書籍，讓同學們能以一個全面的角度去追源溯本。 

同學們，若大家想從歷史角度了解中國的興衰過程，從中汲取前人的智慧，我推薦三套

叢書給大家，分別是方舒眉所寫的《中國歷史大冒險》，及陳麗華主編的《給孩子的趣味中

國史》，它們都是以活潑有趣的手法，取代嚴肅的歷史課題，容易使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另

外一套《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這可算是一套歷史小百科，由東周時代寫至民國初年，不

論內文、插圖皆可見作者及出版社製作之用心。 

此外，今天中國文物早已馳名中外，為了讓大家明白中華文化的美感及藝術特質，我們

分別引入了《博物館裏的中國》、《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書中好些文物更是彌足珍貴，是

傳世之寶，書中的文物介紹保證讓同學看得目不暇給。 

另外，由上期的「悅讀」開始，我們除了向大家推薦實體書外，亦會推薦電子圖書及

多媒體讀物，今次我們為大家送上教育城《中華里系列》的電子書，及勵進教育中心的《星

聲講故事》發聲圖書，務求在疫情之下，同學亦不會錯過任何閱讀的機會。最後，黃老師提

提大家，在細閱小冊子時，若發現文章旁邊出現二維碼，請

同學用掃描一下，你會發現有意外驚喜。最後，黃老師希望

大家善用這些圖書，開展一個有趣的尋根旅程，豐富自己的

文化學養，潤澤自己的人生。 

 

本期編輯︰黃志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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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 《中華里歷史系列—古時的治水法》教育城電子書 

作者     : 網上中華基金會 

出版社   : 優質教育基金 

丘敏芝老師推薦 

 

「水」是十分重要的資源，如中國兩大河流—長江和黃河，它

們孕育了萬物，滋潤了大地。不過「水」也會帶來禍害，長江和黃

河亦為中國帶來了洪水，造成水患。因此自古至今，中國人民憑着毅力和智慧，用了各種方

法治理水患，例如大禹、西門豹、李冰及他的兒子二郎等都是中國

治水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為甚麼中國自古以來飽受洪水氾濫的威脅？中國人民用了哪

些方法來治理水患？只要閱讀《中華里歷史系列—古時的治水法》這本電子書就可以清楚知

道了。這本電子書內容非常豐富，題材廣泛，除了闡述古時的治水法外，還有很多與治水相

關的內容，例如認識漢字、語文趣談、百寶箱等。電子書亦加入動畫、故事朗讀、詩歌朗讀

等部分，極富趣味性。 

    只要登入香港教育城中華里網站，你便能隨時隨地閱讀這本電子書。除此之外，你亦可 

以於網站閱讀其他中華里系列的書籍。事不宜遲，馬上登入中華里網站，展開認識中華文化

的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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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漢字揭秘》 

作者：郭志瑞、惠旋 

出版社：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顧淑瑜老師推薦 

 

同學們，你知道漢字是從哪裏來嗎？有人說是源自契刻記事，有人說是倉頡造字，有人

說是古人用圖畫代表某種具體的事物……你認為哪個說法正確呢？漢字發展源遠流長，發展到

今天的樣子絕非一朝一夕的事，你想了解更多嗎？  

《漢字揭秘》一書，從漢字的起源、造字方法及跟生活的

關係等不同的角度，細說漢字的歷史和意思。而最吸引我的，

就是書中的漢字小故事和猜字謎遊戲，既有趣，又有挑戰性，

加上書中有大量的插圖和超過 100 張翻翻頁，圖文並茂， 真

是令人愛不釋手呢！     

事不宜遲，同學們快到圖書館借閱，增加對漢字的知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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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7-宋元》 

作者：中國國家博物館 

出版社：中華書局 

黃虹老師推薦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7 宋元》這本書以北宋及南宋

的文物線索來講述宋朝的歷史，書內所介紹的文物極具歷史價值，並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

書中介紹了北宋及南宋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例如杯酒釋兵權、王

安石變法、紹興和議等，清晰講解宋朝的歷史演變。 

此外，這本書從經商、科技、藝術、文化等不同方面介紹宋

朝的文物，文物圖片很精細，令人大開界。當中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泥活字版模型的介紹，原來印刷術真正地普及是在兩宋

時期，我真想親眼看看南宋刻本《史記集解》及《趙城金藏》呢！如果你想從不同的角度了

解中國歷史，又想增加對中國文物的知識，就千萬不要錯過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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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巾幗的故事》 

作者：黃華倫(編劇) 

出版社：勵進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劉丹老師推薦 

 

相信大家平日都有拿着圖書閱讀的習慣，那大家有否試過

拿着圖書來聽故事？ 

 這本「書」以廣播劇形式介紹六位中國歷代的巾幗英雌，同學可

按「書」內的各個按鈕收聽廣播劇。廣播劇由部份香港的演員聲演，

格外傳神。例如「沉魚西施」的故事中，西施自古被譽為中國四大美

人之一，但她並非只

是個「花瓶」，空有美貌，她反而忍辱負重，

以身救國，實在令後人刮目相看。除西施外，

書中幾位古代女子都各有長處，各自締造了

歷史，其故事留待大家借閱此書後慢慢聆聽

欣賞。 

在中國傳統上，女性地位低微，要講求三從四德，即女子要聽從、隨從、服從；而「四

德」是女性實踐「三從」道德時，必須具備的禮儀、風度修養和技巧，即要求婦女既順從又

能幹。 

 

 

 

 

西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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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是對傳統婦女的約

束，可是書中介紹的幾個巾幗英

雌卻反其之道而行，是歷史上一

時叱吒風雲的著名女性，她們堅

毅不屈、或才情洋溢、或膽色過人、或野心勃勃，每個

人的故事都獨一無二、扣人心弦，打破過時的舊觀念，

為女性開創新生活及提高女性的尊嚴。 

 

  

 

 

 

 

 

 

木蘭從軍 

 

 

 

 

 

 

王昭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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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抽陀螺》 

作者： 安武林 

出版社：中華教育   

蔡麗影老師推薦 

 

      從古至今，愛玩都是兒童的天性。說起現在孩子

的玩具，可說是豐富多彩，甚至不乏一些電子產品。可是在古代，小朋友們沒有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電子遊戲、變形金剛和芭比娃娃可玩，也沒有動畫片、漫畫書可看，那他們日常

生活都玩些什麼呢？會不會感到生活很單調？當然不會！古代兒童玩萬花筒、抽陀螺、打元

寶、滾鐵環、丟手絹、踢毽子……這些看似簡單的傳統遊戲，卻讓他們百玩不厭，很多玩具仍

一直流傳到今天呢! 

     

    《哇！是中國老遊戲！系列 1 抽陀螺》這本書 圍繞一班古代頑

童在玩抽陀螺、滾鐵環這兩種傳統遊戲時引發的趣事， 以及介紹遊戲的玩

法。書中的其中一位小朋友叫「狗蛋」，他是 第一個擁有陀螺的

人，而他的陀螺是木匠二叔用柳木做給他玩的玩具，陀螺的底端有的鑲嵌着珠子，有的鑲嵌

着圖釘，有的鑲嵌着釘子……只要狗蛋一甩皮鞭，陀螺就會撐着地不停地旋轉，令一班小伙伴

羨慕不已，後來他們都纏着家裏的大人做，於是抽陀螺便在當時形成了一股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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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陀螺是一種古老的民間遊戲，不同的地區對陀螺的稱謂各有不同，比如:「地黃牛」、

「牛牛兒」和「菱角」等。陀螺至今仍是深受兒童喜歡的玩具之一，現在的陀螺用各種材料

做成，雖然外形仍都上大下尖，但已演變成只需將陀螺放在發射器上，陀螺下方對準陀螺盤，

一拉動發射器，陀螺就會馬上強勁地旋轉起來，有的還會發出亮光，形成一圈光環，十分好

看。 

     

     古代的兒童不光愛玩，還很會玩，他們的玩

具五花八門，設計奇妙。《哇！是中國老遊戲！》

這一系列圖書都是介紹幾種舊時流行於兒童伙伴

們之間的遊戲，既簡單又好玩，有講究體力的，也

有講究技巧的，每個故事之後，更有這些遊戲的玩

法介紹，大家快來看看這本圖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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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一本正經學古文》 

作者：蒲葦 

出版社：小天地 

萬名雅老師推薦 

古文是否古時候，古人才使用呢？其實古文也可應用於現今的生活。正所謂「欲速則不

達」，意思是指要做好一件事，在求快之時亦宜兼顧各種條件的配合，這樣就離成功不遠了。

這句話對於現代人，也很合適，不會不合時宜的。其實古文並非令人難以理解的文字，常見

的古文字句原來背後都有故事，每字每句均有其意義，也藴藏了不少古人的智慧。 

今次老師想介紹一本可以輕輕鬆鬆便可學會古文的圖書，這本書選用的都是常見的古文

金句，深入淺出地作出講解。老師希望同學會喜歡這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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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1 大美中國藝術 三聯書店 
2 四海遺珍的中國夢 三聯書店 
3 揭秘消逝的文明 三聯書店 
4 發現絕妙器皿 三聯書店 
5 閱讀最美的建築 三聯書店 
6 藏在指尖的藝術 三聯書店 
7 文物怎麼看 中華教育 
8 我的第一本中國民間故事 和平圖書 
9 第的第一本中國神話故事 和平圖書 
10 飯桌，歡樂圖鑑 小皇冠 
11 中華文化，全世界遊走 小皇冠 
12 家，我們心安之處 小皇冠 
13 商業，從貝殼到絲綢 小皇冠 
14 大河，中華文明的開始 小皇冠 
15 盤古初開．秦始皇稱霸 小皇冠 
16 三國爭霸．女皇武則天 小皇冠 
17 岳飛報國．清兵入關 小皇冠 
18 中華上下五千年 01 小皇冠 
19 中華上下五千年 02 小皇冠 
20 抽陀螺 中華教育 
21 打元寶 中華教育 
22 感悟藝術的魅力 中華教育 
23 我們的生肖 商務 
24 我們的神話 商務 
25 我們的歷史 商務 
26 中國歷史大冒險 1：神話年代 新雅文化 
27 中國歷史大冒險 2：夏商周 新雅文化 
28 中國歷史大冒險 3：春秋戰國 新雅文化 
29 中國歷史大冒險 4：秦朝興亡錄 新雅文化 
30 中國歷史大冒險 5：楚漢相爭 新雅文化 
31 中國歷史大冒險 6：大漢皇朝 新雅文化 
32 中國歷史大冒險 7：三國爭霸 新雅文化 
33 中國歷史大冒險 8：兩晉南北朝 新雅文化 
34 中國歷史大冒險 9：康朝盛世 新雅文化 
35 中國歷史大冒險 10：大宋江山 新雅文化 
36 三字經與現代社會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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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37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  
神話時代開天闢地-夏.大禹治水 

天衛文化 

38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2:  
夏.家天下-西周.烽火戲諸侯 

天衛文化 

39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3:  
東周.知心的朋友-東周.嚴的大教練 

天衛文化 

40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4:  
東周.唇槍舌劍-秦.誰是大丈夫 

天衛文化 

41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5:  
西漢.楚漢相爭-新莾由假皇帝到真皇帝 

天衛文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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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衛文化 

43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7:  
西晉.盛大的排場-唐.唐人 

天衛文化 

44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8:  
唐.阿彌陀佛的盛世-北宋.黃袍加身 

天衛文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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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衛文化 

46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0:  
南宋.文官打勝仗-元.歐洲人遊中國 

天衛文化 

47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1:  
元.月餅的故事-明.另外一個世界 

天衛文化 

48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2:  
明.十三副鎧甲-清.十全老人 

天衛文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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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衛文化 

50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14:  
清.從新聞,看巨變-現在、現在、將來 

天衛文化 

51 薈萃文化的精華 中華教育 
52 領會發明的奧妙 中華教育 
53 絲綢之路 & 風箏．年畫 中華教育 

54 神秘的泉水 & 射月亮 中華教育 

55 寶鏡 & 小龍女 中華教育 

56 人參娃娃 & 棗孩兒 中華教育 

57 

 

中華里—生活時令系列 日常生活習慣 
（第二冊）：衣、食、住、行(教城電子書) 

中華里 
(教城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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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58 中華里—生活時令系列 日常生活習慣 
（第一冊）：衣、食、住、行 

 
 
 
 
 

 
中華里 

(教城電子書) 

59 中華里—歷史系列：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 
60 中華里—歷史系列： 

中國第一個統一的朝代 ─ 秦 
61 中華里—人物系列：祖沖之篇 
62 中華里—歷史系列：古時的治水法 
63 中華里—生活時令系列 中國藝術與科學 

（第一冊）：粵劇、農業 
64 中華里—歷史系列：鄭和下西洋 
65 中華里—生活時令系列 中國藝術與科學 

（第二冊）：醫學、發明 
66 中華里—中華美德系列 中國傳統思想 

（第一冊）：尊師、孝親 
67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史前時代 中華教育 

68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夏商周 中華教育 

69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三國兩晉南北 中華教育 

70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隋唐五代十國 中華教育 

71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宋元 中華教育 

72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明清 中華教育 

73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史前時代 中華教育 

74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春秋戰國 中華教育 

75 給孩子的趣味中國史：秦漢 中華教育 

          閱讀分享 

76 泥人娃娃 & 中國瓷 中華教育 

          閱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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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77 名醫的故事 勵進教育 
78 巾幗的故事 勵進教育 
79 詩人的故事 勵進教育 
80 謀士的故事 勵進教育 
81 皇帝的故事 勵進教育 
82 賢妻良母的故事 勵進教育 
83 忠臣的故事 勵進教育 
84 唐宋文學家的故事 勵進教育 
85 發明家的故事 勵進教育 
86 將軍的故事 勵進教育 
87 名書法的故事 勵進教育 
88 宰相的故事 勵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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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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時的治水法>一書中，哪位人物未曾治理水患? 

A.河伯                  B.西門豹 C.大禹   D.李冰    E.李二郎 

 

2. 以下哪一項不屬於中國傳統玩意？ 

A.抽陀螺                  B. 打元寶 C. 滾鐵環   D. 拼砌模型    E. 踢毽子 

              

3.顧老師在<漢字揭秘>中介紹過，漢字由何人所創造？ 

A.黃帝                   B.蚩尤 C.刑天   D.帝堯    E.倉頡 

              

4.以下那位巾幗英雌，曾忍辱負重，以身救國？ 

A. 武則天                  B.楊貴妃 C.慈禧太后 D.西施    E.貂蟬 

          

5.黃老師在介紹<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 07：宋元>一文中，曾提過活字

印刷源自哪個朝代？  

A. 秦                  B. 唐 C. 周 D. 元    E.宋 

         

6.以下哪位是<一本正經學古文>的作者？ 

A. 蒲葦                  B. 馬仔 C. 蔡志忠 D.羅貫中    E.曹雪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