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我一本书的时间】2022年图书馆推荐给中学生的好书 

类别：小说、漫画、分类书籍（非小说） 

*欲查看馆藏现况，请点击书封面。 

 

纸本书 

主题：校园励志 

中学低年级 

 书名：放学后，我们去饭堂吧！ 

作者：猫灵著；智恒绘 

索书号：Y MOLG 

出版社与年份：Kuala Lumpur：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9 

若曦因为父母老是吵架，气得下定决心要努力写稿赚钱，以期能

自力更生，离家出走！某天，若曦去当义工。笨手笨脚的她不停

地给大家添麻烦。这让她自暴自弃地萌生“这个世界少了我，也许

会更好……”的想法。这些考验将把若曦击垮，还是让她有所领悟

与成长呢？ 

 

书名：燃烧的狮子：短篇小说 

作者：尤今 

索书号：Y SING YUJN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2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有些少年，简直就是住在“藏经阁”内

的。棘手的问题多如牛毛，年轻的他们，难以承受这些超越负荷

的压力，形诸于外，就变成了叛逆性的行为，使他们在学校里成

了令师长摇头叹息的问题学生。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65252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97187


 

书名：穿校服的老师 2 整人中学 

作者：小寒文图 

索书号：Y SING XOHN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21 

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叫孟梦达的 29 岁老师。让梦达感到困扰的娃娃

脸，却是他被教育部委派秘密任务的武器。他乔装成学生模样，

潜入郑仁中学高中部，并奉命调查这所学校盛行的“整人”歪风， 

以便揪出鼓吹一连串整人行动和恶作剧的幕后主使人。  

 

中学高年级 

书名：星星的世界 

作者：甘佳俐（夕羽俐） 

索书号：Y GNJL 

出版社及年份：Kuala Lumpur : Chee Sze Poh (M) Sdn Bhd, 2019 

变幻莫测的宇宙藏着神秘末知的秘密，无所畏惧的青春住着出众

夺目的你。能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值得开心庆祝的，可是如果

有一天友谊的小船莫名其妙遭打翻，破碎的友情能顺利挽回吗？ 

 

书名：在小说海洋里，钓到一个飞鱼王子！ 

作者：冯静仪 

索书号：Y FGJY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 

2020 

高一的海月琴把存了小说文档的随身碟遗留在学校电脑室里，跑

回去领取时，却发现同班同学——施永乐正在阅读她写的小说。

倘若要保守月琴写小说的秘密，就必须让永乐当她的头号读者，

月琴别无选择只好答应。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4613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96723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52422


 

书名：嘿，班长殿下，请等等！ 

作者：林俐娜著；Kazeo Yuurin 绘 

索书号：Y LNLN 

出版社及年份：Johor Bahru：青苗出版有限公司，2020 

从小养尊处优的晋锋向来品行欠佳、人缘极差，是人人眼中的问

题学生。没想到，班主任竟然把属于正班长的深蓝色领带交给

他，让他挑起大梁！究竟他要如何面对一切，以赢得同学的信赖

和尊敬，成为名副其实的“班长殿下”？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68912


主题：推理探险 

中学低年级 

书名：校园小神探罗里 1 海盗餐厅投毒案 

作者：安德鲁·克洛弗著；拉尔夫·拉扎尔绘；涂明求译 

索书号：J CLO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我三岁时，爸爸神秘失踪了。我想找到爸爸，所以立志成为一名

侦探。我的好朋友街角小子的父亲突然中毒，我发现“致命海盗”

餐厅有重大嫌疑，就和搭档猫女前去取证，谁知却发现又有人下

毒害人。 

 

书名：狐狸大侦探系列·美术馆盗窃案 

作者：亚当·弗罗斯特著；艾米莉·福克斯绘；高屹璇译 

索书号：J FRO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从法国巴黎到俄国莫斯科，大侦探狐狸威利为了查明一幅失窃油

画的下落，意外地和曾经的“老朋友”交上了手。一场大阴谋就此

拉开了序幕！ 

 

书名：少年慕野推理笔记 1 森邸庄园的秘密 

作者：徐然 

索书号：Y XURN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

1/6515822）  

出版社及年份：杭州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我不知道别人的十四岁是什么样的。我的十四岁，除了学会照顾

好自己，还阴差阳错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只为找到那个离家出

走的落魄漫画家舅舅陈北司。森邸庄园是我开启寻舅之旅的第一

站，不过舅舅似乎没有到过这里，而我却卷入了被欲望充斥的一

场阴谋之中。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515822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515822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71173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7358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77533


中学高年级 

书名：血字的研究 

作者：阿瑟·柯南·道尔著；宫千栩绘；译者诗兰 

索书号：Y 741.5951 DZT -[CMX]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 

一封突来的信函，牵连出一桩疑点重重的命案。毫无外伤的尸

体、一枚婚戒，以及一串不知所云的血字……且看初次在世界推理

舞台登场的福尔摩斯，如何以细微、独到的观察力，鞭辟入里的

分析手法，破解这些无法联想的线索，让藏匿暗处的凶手无所遁

形！ 

 

书名：15 岁的嫌疑人 

作者：松村凉哉著；Miyuki 译 

索书号：Y MATR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新星出版社，2020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犯罪预告，随之而来的便是新宿车站的爆

炸事件。犯罪嫌疑人名为渡边笃人，年仅 15 岁。他的犯罪行为让

世人震惊。追查少年犯罪的记者——安藤认识渡边笃人，他曾在

少年被害者的集会上见过这名孤独的少年…… 

 

书名：天猴之国的宝藏 

作者：王彦涵 

索书号：Y WGYH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 2018 

一个顶尖聪明的男孩、一个机灵乖巧的女孩，以及一个浑身是

胆、充满梦想的男孩，他们就是古田造船厂的三名学徒，却在机

缘巧合之下展开了一段超越现实的旅程！为了调查一艘停泊在波

多港的破船，他们被卷入了一个神秘的事件当中……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4977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77379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797430


主题：科幻奇幻 

中学低年级 

书名：机器女孩 

作者：李珊珊 

索书号：Y LISS 

出版社及年份：成都市：天地出版社，2021 

秦以菲博士是一名知名人工智能专家，她有两个女儿：姐姐秦小

镁是她亲手设计的全智能保姆机器人，妹妹林小钒是她的亲生女

儿。两人关系不好，妹妹不把姐姐放在在眼里。面对突然成为全

校同学偶像的姐姐，小钒会做出哪些举动？ 

 

书名：敦煌奇幻旅行记 1 驯神兽的女孩 

作者：常怡 

索书号：Y CGYI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住在敦煌壁画里的人，都知道她的直率与勇敢，还有蕴藏在她

小小身体里的那股神秘力量。一位曾经被她帮助的僧人称她为

“敦煌公主”，这个名字渐渐成了她的代号。她就是罗依依，13

岁的初中女孩。 

 

书名：少年饕餮 1 精灵的秘密 

作者：可星儿 

索书号：Y KEXE 

出版社及年份：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简介截取自豆瓣读书（book.douban.com）：饕餮临终前，将神

力封印在神之子身上，由精灵族抚养长大。他，就是少年宴。宴

的身上，既有被封印的神力，也有不断变强的贪欲。十一岁这

年，神之子的身份暴露。他被迫流亡，背负着精灵的嘱托，踏上

了充满冒险与艰辛的寻味之路……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117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601753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368151


中学高年级 

书名：我的伙伴是怪物 1 战将令牌 

作者：张永军 

索书号：Y ZGYJ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东方出版社，2020 

阿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远古人，远古人给了他一块令

牌，从此阿呆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遇到了守护人族的十

二位战将，东方之门开启，少年与战将们集结出战，第十二次洪

荒大战一触即发。 

 

书名：精灵与冒险 

作者：风晓樱寒 

索书号：Y FXYH 

出版社及年份：哈尔滨市：哈尔滨出版社，2021 

星凌学院的学生夏浠灵无意中开启了学校图书馆里的封印之书，

使得书中的精灵从书中逃脱，她不得不和同学莫晓辰踏上了寻找

精灵的旅程。在这段冒险的旅程中，关系向来水火不容的夏浠灵

和莫晓辰会怎样应对，他们能否顺利度过难关？ 

 

书名：星球收割者 

作者：刘慈欣等 

索书号：Y LUCX 

（本书也有电子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

1/6306425） 

出版社及年份：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 

本书精心选编了科幻作家刘慈欣、苏学军、赵海虹、丙等星、陆

杨的代表作。环境保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关系着千千万

万人的命运，所以这也需要所有人的配合与努力。在本书中，探

讨的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306425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30642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60244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4227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97195


主题：影视动漫 

中学低年级 

书名：鸭川食堂 

作者：柏井寿著；史诗译 

索书号：KASH 

出版社与年份：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 

京都隐秘的巷弄里，有一家名为鸭川食堂的小饭馆。它没有招

牌，没有门帘，所谓广告也只是在美食杂志上登了“为你寻找食

物”几个字，就这样来吸引有缘人。一道普通的食物，隐藏着怎样

的魔力，竟能改变人的命运轨迹？ 

 

书名：我的女侠罗明依 

作者：温雪莹 

索书号：SING WNXY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Committee to Promot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 Mediacorp TV Singapore Pte Ltd：竹溪美工坊，

2022 

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行侠仗义的女侠罗明依为了救出含冤

入狱的李时珍，和朝廷锦衣卫毕正在孤雁山上对立厮杀。二人被

雷电击中，穿越到四百年后的新加坡。穿越之后的他们会有什么

奇遇？他们又是否能回到大明国？ 

 

书名：森林大帝 1 

作者：手冢治虫著；谢鹰译 

索书号：741.5952 TEZ -[CMX] 

出版社与年份：长沙市：湖南美术出版社，2021 

森林之王白狮潘加为救妻子被人类所杀，遗腹子雷欧投奔怒海，

历经千难万险向着故乡非洲进发。谁知故乡却是个弱肉强食、纷

争不断的地方。为了森林的和平，雷欧会如何……？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85736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66355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84524


中学高年级 

书名：乔家的儿女 

作者：未夕 

索书号：WIXI 

（本书也有电子版：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0197）  

出版社与年份：杭州市：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人间烟火的温暖恒长，市井人家的悲欢离合。所谓家人，就是他

们相互给予生命中的一些痛苦，却又相互治愈。 

 

书名：御赐小仵作·上 

作者：清闲丫头 

索书号：QXYT 

（本书也有电子版： 

初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3079521 

影视版：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721274）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简介截取自 Libby（libbyapp.com）：来自西南山区仵作世家的少

女楚楚，为实现当仵作的梦想独自来长安闯荡，参加仵作考试，

遇到断案如神的安郡王萧瑾瑜。伴随着一个个的案件破解，楚楚

和王爷等人组成的团队一步步揭开谜底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 18 年

的惊天大案。 

 

书名：未生：尚未"做活"的人 1 着手 

作者：尹胎镐著；杨瑾玟译 

索书号：741.595195 YUN -[CMX] 

出版社与年份：北京市：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11 岁进入棋院学习围棋，曾被认为有围棋天赋。往后的 7 年，张

格莱的生活中只有围棋。但是最终，他入段失败。不得不从一对

一的围棋世界，踏入残酷竞争的现实社会。他要怎样一步一步，

下赢人生这盘棋？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0197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3079521
https://libbyapp.com/library/nlb/search/page-1/672127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3423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1580343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02019


主题：文学诗词 

中学低年级 

书名：悦读与品读：现当代小说·诗歌 

索书号：Y SING C810.08 YDY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18 

《悦读与品读》共收录五篇短篇、微型小说以及八首诗歌。为了

让学生有更广泛的涉猎，本书收录的作品，涵盖不同时期、不同

地域的文学创作。 

 

 

书名：偶尔月亮，偶尔相忘 

作者：阿果 

索书号：SING C814.3 AG 

（本书也有电子版：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3422）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20 

若你偶尔落寞，抑郁或偶尔沮丧，何不静下心来，细读阿果温暖

的文字，品味阿果童趣的插画，也许你不一定都能找到答案，但

你的会心一笑，也许就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力量。 

 

中学高年级 

书名：教华文有故事 

作者：李静、袁立红、穆军合著 

索书号：SING C814.3 LJ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21 

学的沃土，成为教坛的中坚。三位老师撷取了教书过程中发生的印

象深刻的故事，娓娓细说，流诸笔端，凝结为书。打开此书，你可

以发现，华文老师们如何一次次接受着英文背景下教母语的挑战，

一回回体验到学生成功掌握母语后他们发自心底的喜悦。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3422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233587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35967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00404


书名：狮城儿女：第一暨第二届南洋华文青少年文学奖优秀作品

集 

作者：梁秉赋编 

索书号：Y SING C810.08 SCE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21 

简介截取自海风书屋（seabreezebooks.com.sg）：收入本书的 31

篇作品，是 2016 年和 2018 年的首两届比赛中获得评审老师之垂

青的佳作，文章主要是希望能与广大的读者分享这些年轻的心灵

对生活的感悟、生命的感触和人生的期许。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48876


主题：历史传记 

中学低年级 

书名：笑读史记·列传·一 

作者：洋洋兔 

索书号：J 931 XDS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笑读史记”系列忠于原作，将《史记》原文变成极简的文字和生

动的“纸上剧场”，让你在哈哈大笑中了解《史记》，爱上历史！ 

 

书名：新加坡英杰：为青少年写的人物故事 

作者：周星衢基金编著 

索书号：Y SING 959.570099 NOT 

出版社及年份：Singapore：周星衢基金，2020 

简介截取自书中前言：《新加坡英杰》记载了 15 位杰出人物的

精彩故事，感念历史先辈们为新加坡作出的巨大贡献。本书分为

三个章节，分别为“早先贤”、“现代英杰”和“当代领袖”。 

 

中学高年级 

书名：赛雷三分钟漫画人类简史 

作者：赛雷 

索书号：902.22 SL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简介截取自豆瓣读书（book.douban.com）：《赛雷三分钟漫画人

类简史》用精简的、趣味性的语言，冲击力强的画面，从细节拆

解人类进化的历史。本书有科普知识的含量，也有爆笑的故事

线。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62330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83326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72728


 

书名：唐妞驾到：一本书读懂唐文化 

作者：二乔先生 

索书号：951.032 EQX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漫画家二乔画了一张可爱的唐朝仕女画像，没想到竟然复活了，

居然还喊他老爸，这可吓坏了他。原来这个小姐来自唐朝，但对

唐朝历史只有片段性的记忆，二乔给她起名唐姐，两人从此以父

女相称。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76533


主题：休闲游记 

中学低年级 

书名：哇塞，我在欧洲欸！ 

作者：郭小幻 

索书号：Y 741.59595 GXH -[CMX] 

出版社及年份：Selangor：大树出版社，2021 

因为偶然走运，人生第一次搭飞机就去了欧洲？！郭小幻第一次

单独和爸爸出国旅行，为你带来最爆笑的超欠扁游记！ 

 

书名：爸爸的记忆匣子：还想和你聊聊天 

作者：石良 

索书号：741.5951 SL -[CMX]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简介截取自当当网（www.dangdang.com）：亲情在我们还没有来

到这个世界前就先期而到，却总是被我们忽视、淡忘。本作品以

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以绘本的方式讲述了作者与父亲之间的

点点滴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思念。 

 

中学高年级 

书名：渊之信 

作者：赵贤娥著；咚漫译 

索书号：741.59519 CHO -[CMX] 

出版社及年份：杭州市：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 

简介截取自豆瓣读书（book.douban.com）：主角李小黎因为对正

施加暴力的人说了“住手”之后，成为了所有人欺负的对象。转学

之后以为会有好转的她却走不出心里的阴霾区，直到在抽屉里找

到了一封神秘信件。李小黎按照信件线索找到更多的信，遇上更

多的人。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600009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84533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58425


书名：阿富汗访古行记 

作者：刘拓 

索书号：915.81 LT -[TRA] 

出版社及年份：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阿富汗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此书记录了作者于

2014 年和 2017 年两次独自踏寻阿富江诸多古代遗存的故事。书中

除了介绍阿富汗古代遗存的历史、分布和现状，也描绘了此地的自

然景观和社会日常。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585314


主题：自我照顾 

中学低年级 

书名：学校没有教的重要事件：情绪管理 

作者：漫画吕寿聪 

索书号：J 152.4 LSC 

出版社与年份：Singapore : Kadokawa Gempak Starz (S) Pte Ltd, 

2020 

本书收录了 12 篇个人情绪管理课题，以丰富有趣的漫画将读者带

入情境。每个课题附上图文并茂的专栏，让你轻松学知识！ 

 

书名：思考世界的孩子·问个不停卷 

作者：阿内-索菲·希拉尔[等]著；（法）帕斯卡尔·勒梅特尔绘；刘

夏译 

索书号：J 100 CHI 

出版社与年份：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本书探讨了 30 个关于世界的问题，它们最初刊登在法国《爱斯特

比》儿童杂志上。提问，思考——一起来享受这个有意义的过

程，开启你的哲学启蒙之旅吧！ 

 

中学高年级 

书名：改变自己的力量 

作者：刘墉 

索书号：Y 158.1083 LY 

出版社与年份：长沙市：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 

本系列针对走向未来人生的五大方面：学习、做事交际、说话艺

术、心态、亲情友情，以真实的故事、有趣的文笔、独特的角

度、深刻的见解、多元的板块，倾囊相授成长的智慧。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245585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229818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89145


书名：心灵驾驭 

作者： 谭明杰医生 

索书号：SING 128.2 TMJ 

出版社与年份：新加坡：谭明杰医生；2017 

本书引导读者了解大脑在基本的生理及心理情绪方面的基本功

能。书中进一步呈现思想行为的概念与态度、观念，以及社交互

动之间的关联，介绍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哲学。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19310


*欲查看电子书借阅现况，请点击书封面。 

 

电子书 

中学低年级 

类别：校园励志 

书名：阿兹海默先生 

作者：陈怡潓著；薛慧莹图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记忆是什么模样？一

个忘了今天却想起昨天的脑子是怎么回事？曾经熟悉的那些人那

些事，究竟是被谁带走的？听人说，阿兹海默先生是搬动记忆的

人，他静悄悄地来，一天搬来一点，又静悄悄地去，再搬走了一

些…… 

 

类别：文学诗词 

书名：故事许愿机：你许一个愿，我用一个真实人生故事回答你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30651） 

作者：王兰芬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每个人身上都有一

则专属故事，透过作者更轻松深情的笔，满足长久以来的阅读渴 

望，解除你灵魂最深处的酸痛。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3065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30651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3963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40131


 

类别：推理探险 

书名：答案：藏在森林的尽头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590904） 

作者：灰碗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爷爷寄回来的旧仓库

里，尘封著一本写满生物基因程式的皮革笔记。经过化验，那竟

不是一般的书皮……为了追溯笔记的来源，蓝佑霆来到了一座充满

传说和禁忌的森林。与此同时，哥哥蓝佑信也发现了一个隐藏了

数十年的可怕阴谋…… 

 

类别：历史传记 

书名：成长在李光耀时代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0449831） 

作者：李慧敏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作者希望做到的，是

从一个普通新加坡人的角度，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书写在李光

耀时代的成长经历，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新加坡故

事”——一个新加坡平民的新加坡故事。 

 

类别：奇幻科幻 

书名：诸神的差使 1 

作者：ユキムラ漫画；浅叶なつ原作；竹子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荻原良彦放弃了曾经

的梦想──棒球，甚至连找好的工作都没了。某天，他突然被赋予

一项职务，成为听候神明差遣办事的“差使”！？毛茸茸的狐神“黄

金”现身于变得自暴自弃的良彦面前。良彦与黄金就此为了神明东奔

西走！！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5909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25909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0449831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0449831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365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9418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6306


类别：休闲游记 

书名：府城少女吃喝游台南 5 

作者：SAKANA 漫画绘制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府城少女小满和他的同

伴们，将一起为您介绍来到台南游玩，千万不容错过的著名景点，

以及当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喔！ 

 

类别：影视动漫 

书名：想见你 Someday or one day：原著小说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34804） 

作者：三风制作，福斯传媒集团作；简奇峰、林欣慧故事原创；Di 

Fer 小说改写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因为走不出对已逝男

友王诠胜的思念，黄雨萱试图用一款可以找到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

APP 软体，找到另一个与王诠胜相似的男人，但在这张二十年前的

照片里，她却看到了另一个长得与自己非常相似的女孩。她是谁？ 

 

类别：自我照顾 

书名：青春，就该勇敢选择：何权峰给学生 9 种转变人生的抉择能

力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27764） 

作者：何权峰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无数人心中的疗愈心

灵导师何权峰，告诉你该如何选择你的情绪、思考、失败、成长、

价值、幸福与自我。学会了选择，才能顺利找到心中的幸福生活！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348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443480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27764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127764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15126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6635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1128


中学高年级 

类别：校园励志 

书名：奇迹男孩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84640） 

作者：R. J. 帕拉秋 (R. J. Palacio) 作；吴宜洁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他是奥吉，一个遗

传罕见基因，天生脸部有残缺的男孩。一出生，医生就断定他活

不过三个月，但奥吉却凭著旺盛的生命力活了下来。 十岁这一

年，奥吉第一次踏进学校。奥吉的入学像是一颗震撼弹，深深影

响了他周围的人。 

 

类别：文学诗词 

书名：大人的诗塾：“有些心情，长大才懂”的古诗词笔记 

作者：赵启麟作；Nic 徐世贤插图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作者旁征博引了数百

首古诗词，只为了写出一本（X）替所有爸爸写给女儿的诗词情

书，（○）替女儿挡掉所有坏东西的说明书。作者以浅显幽默的

方式，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用严谨（爸爸视角）的写作态度，

与所有大人分享他的古诗词阅读笔记。 

 

类别：推理探险 

书名：游戏现在开始 

作者：丹尼斯·马基尔 (Denis Markell) 作；卓妙容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以现实世界为场景

的密室逃脱游戏，结合文学、历史元素的推理解谜小说。密室逃

脱 X 实境解谜 X 城市寻宝，一场奖赏优渥，却危机四伏的密室逃

脱游戏，你有没有勇气按下开始键？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84640
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84640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34572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38221
https://nlbsg.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27064


 类别：历史传记 

 书名：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第一辑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893004） 

 作者：白胜晖著；林琬绯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这部特许传记收录了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新加坡独立后，首

次交接总理职位前，所进行的私下讨论与商议。这是吴作栋的首

部传记，他运用了引人入胜的文字，从独特的视角展现对新加坡

重大政治与经济事件的观察与洞见。 

 

类别：奇幻科幻 

书名：劫镖：科幻故事集 

作者：邱杰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金鼎奖与全球华语科

幻星云奖银奖作家邱杰老师，开启你全新面向的科幻想像！全新

八篇小说，这里有和社会紧紧相扣的隐喻，有超越时空某些时间

出现的奇遇，更有些仿佛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不思议冒险——篇篇

引人入胜、精彩万分！ 

 

类别：休闲游记 

书名：巴黎的想像与真实：公卫女子的生活观察札记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5420507） 

作者：陈凯洁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公共卫生硕士陈凯洁

以亲身观察、深入研究的角度，从历史资料及在地交流中，挖掘

你我不知道的真实巴黎。探讨的时间跨度从中世纪卫生到 2020 年

新冠肺炎，试图对“健康”这件大事，进行第一手的文化比较与自

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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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影视动漫 

书名：他们先杀了我父亲：柬埔寨女孩的回忆 

作者：黄良 (Loung Ung) 著；蒋庆慧译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一九七五年，柬埔寨

这片美丽的土地被红色高棉政权占领，一夜之间化为人间炼狱，

生灵涂炭。这是柬埔寨女儿黄良的回忆录，也是所有柬埔寨人民

心底最沉重、悲痛的过往。 

 

类别：自我照顾 

书名：萨提尔的对话练习：以好奇的姿态，理解你的内在冰山，

探索自己，连结他人 

（本书也有纸质版：https://catalogue.nlb.gov.sg/cgi-

bin/spydus.exe/ENQ/WPAC/BIBENQ?SETLVL=1&BRN=203056167） 

作者：李崇建 

简介截取自 HyRead (ebook.hyread.com.tw)：在本书中，阿建老师

说明冰山的各个层次，并借由冰山的脉络，提出与人对话的方

法。如何开展一段对话？如何表达你的好奇？如何同理对方？如

何探索彼此的关系？如何看清自己的内在，与自己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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