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2012 老師好書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黃櫻子老師 拾香紀 陳慧 

2. 陳雅施老師 中國在梁莊 梁鴻 

3. 冼慧玲老師 Letters to Sam Daniel Gottlieb  

4. 莫鳳蘭老師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5. 林卓琦老師 

Hemingway Ernest Collection     

& 

A New Calvin and Hobbes Colletion 

Hemingway Ernest 

& 

Bill Watterson 

6. 溫玉華老師 搞笑諾貝爾獎 馬克‧亞伯拉罕斯 

7. 林雪玲老師 Freaky Friday Mary Rodgers  

8. 楊詩韻老師 Soul surfer Bethany Hamilaton 

9. 周舜儀老師 中國的邏輯 加藤嘉一  

10. 何秀芝老師 和媽媽一起度過的 900 天旅行 王一民 俞賢民 

11. 陳啓成老師 日本的邏輯 加藤嘉一 

 

 

 

 

http://library.plktytc.edu.hk/lm6_opac/lm_cat/lm_io_searchresult.asp?author=Daniel+Gottlieb&lang=1
http://library.plktytc.edu.hk/lm6_opac/lm_cat/lm_io_searchresult.asp?author=Mary+Rodgers&lang=1
http://library.plktytc.edu.hk/lm6_opac/lm_cat/lm_io_searchresult.asp?author=加藤嘉一&lang=1


 

2012-2013 老師好書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劉子聰老師 紅樓夢 曹雪芹 

2. 區達輝老師 佐賀的超級阿嬤 島田洋七 

3. 羅詩敏老師 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 村上春樹 

4. 鄭美雲老師 The last lecture Randy Pausch 

5. 文家麗老師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楊．馬泰爾 

6. 黃慧盈老師 Who moved my cheese? Spencer Johnson 

7. 劉佩雯老師 青春 韓寒 

8. 李秀娟老師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Roald Dahl 

9. 曾國祥老師 李安的成功法則 李達翰 

 

 

 

 

 

 

 



 

2013-2014 老師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王映鳳老師 大學生知道了沒？ 約翰．貝德爾 

2. 張期暉老師 閱讀人生 100 篇 李怡 

3. MR. TREVOR 

LAUTEN 

Inside out and back again Thanhha Lai 

4. 勞子健老師 數學，為什麼現在是這樣子？ 安．魯尼 

5. 陳嘉麗老師 大叔．小妹 林美枝、馬家輝 

6. 區凱恒老師 拆穿官場語言偽術 蔡子強、黃潔慧 

7. 史敏玲老師 柏楊散文集 柏楊 

8. 

李志恒老師 

假如女兒沒有跳下去──自殺者

爸爸活下來的勇氣之書 

李光興 

9. 謝慧君老師 The wonderful story of Henry Sugar Roald Dahl 

10. 陳潔齡老師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三浦紫苑 

11. 黃志樑老師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米高．桑德爾 

 

 

 



2014-2015 老師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徐柔英助理校長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2. 鄧新強副校長 哪啊哪啊──神去村 三浦紫苑 

3. 李凱茵老師 I am Malala Malala Yousafzai 

4. 張政恒老師 中國，我誤解你了嗎？ 加藤嘉一 

5. 郭兆佳老師 給自己一個 Like 蔣慧瑜 

6. 梁美寶老師 洋相 蕭芳芳 

7. 胡敏老師 First call you receive from heaven Mitch Albom 

8. 

梁麗斯老師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沈祖堯最

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沈祖堯 

9 馬素玲老師 北歐式的自由生活提案 本田直之 

10 吳妮娜老師 The fault in our stars John Green  

 

 

 

 

 

 

http://library.plktytc.edu.hk/lm6_opac/lm_cat/lm_io_searchresult.asp?author=John+Green&lang=1


2015-2016 老師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梁亦東老師 新賣桔者言   張五常 

2. 謝詠琴老師 新愛的公主 親愛的王子  張蒙恩 

3. 何倩明老師 The marshmallow test   Walter Mischel 

4. 黃慧嫻老師 Lean in Sheryl Sandberg 

5. 溫惠詩老師 看穿人心的小動作   王英洲 

6. 曾冠中老師 馬雲給年輕人的 12 堂課  張燕 

7. 

夏愛琴老師 

戰火摧毀不了的童真：一個女記者

戰地找尋失去的純真和希望  

山本美香 

8. 李細英老師  A street cat named Bob  James Bowen 

9 沈瑞琳老師 世事都被你看透了：超讚讀心術 石川平 

10 何世昌老師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2016-2017 老師分享 

 老師姓名 書名 作者 

1. 李浩文老師 My Brother's Voice   Stephen Nasser 

2. 黃希彤老師 敢想敢做 15 個月單車之旅  小熊 

3. 陳慧琪老師 You will not have my hate     Antoine Leiris 

4. 尹家宜老師 小王子的領悟  周保松 

5. 劉文俊老師 李嘉誠談做人．做事．做生意 王祥瑞 

6. 林健文老師 
我決定簡單的生活：從斷捨離到極簡主

義，丟東西後改變我的 12 件事！ 
佐佐木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