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119

4.1 中文教參 

4.2 普通話學習

4.3 粵語學習

4.4 對外漢語

  | IB 系列

  | 輕鬆學漢語

  | 讀物

04

漢
語
學
習

4.1 中文教參

1-2/ 

出版高質素的語文學習書籍，一向是三聯出版社的優良傳統。與其他考試導向的出版

物不同，三聯出版的語文學習書籍更着重知識、情意的輸入，旨在培養學生讀者的語

文與文學素養，期望他們可反覆閱讀，打好學習基礎，重視文化的傳承，明白閱讀的

重要。

除了出版一系列中國詩詞經典，以及多本生活化的幽默語文讀物，三聯又能與時並

進，出版對應中小學中文科課程的語文書籍，提升學生的語文學習能力，增強應付評

核的信心。

近年出版的語文學習書籍，較受注意的有：《中文科文憑試活用筆記》、《新高中中

文科必讀手冊》，以及「中學中文科增值系列」，包括《文言語譯》、《閱讀理解》、

《語病會診》及《修辭助讀》。

1/ 新高中中文科必讀手冊

（2013 年再版）

作者：蒲葦

ISBN：9789620432729

定價：$88

為修讀新高中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的學生而設，

由香港資深中文科科主任主編；從前線老師的角度，

闡釋中文科教與考的重點；針對學習難點，全面提

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一冊在手，打好語文基礎，對

臨陣應考亦大有裨益。隨書附贈《容易寫錯讀錯的

字》一冊。

　

2/ 中文科文憑試活用筆記

作者：蒲葦

ISBN：9789620434204

定價：$88

本書包括各卷考試形式及提要、閱讀卷關鍵詞語分

析、名言名句作文示例、歷屆作文試題簡評、100

句必讀文言名句、100 句必讀白話名句、20 個必讀

古今中外論據、35 個必讀文言白話的意象、400 個

不要寫錯的字、350 個不要讀錯的字．能力簡介及

得分指要、綜合能力 5** 範文示例、文言詞語出題

一覽，以及各類實用文的格式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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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代韻文導讀．悠悠情思篇

作者：甘玉貞

ISBN：9789620432026

定價：$58

本書編者根據香港教育局制定的「高中中國語文學

習參考篇目」，從中選出部分中國文學作品篇章，

為之編寫簡明的注釋和優美的解讀，目的是加深學

生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從而提高閱讀能力和語文應

試能力。

5/ 漢字圖解（英漢對照）

作者：謝光輝

ISBN：9789620420887

定價：$168

本書收錄 652 個常用漢字，按科學的分類方法，把

漢字分別歸於人體、器具、建築、動物、植物、天

文地理等大類，展示甲骨文、金文、小篆、石鼓文

等不同文字字形的變化，通過解說字形結構說明文

字本義、引申義及常用轉義。另配合插圖，生動活

潑，每字並附常見詞語及成語，目錄後附漢語拼音

索引和筆畫索引。

　

4/ 歷史的際會－先秦史傳散文新讀

作者：何福仁

ISBN：9789620433191

定價：$88

作者以春秋戰國為舞台，精選 30 多篇經典名篇（來

自《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古籍），以

古論今，並加以注釋說明，歷史與文章兼而通識。

在橫跨二千多年的時空裏，重新細味先秦史傳生動

活潑的語言、各式人物的言行舉止、各種習慣風尚。

這，是一場歷史的際會。

6/ 漢字五千年（附 DVD）

編者：《漢字五千年》編委會

ISBN：9789620433535

定價：$198

從講解文字發展源頭開始，引出漢字的起源、統一、

傳播、發展及進入現代信息社會後面臨的危機及改

革，全書共分八章，清晰生動的語言及大量反應史

實的圖片向讀者呈現了漢字的前世今生。讀者可以

藉著了解漢字發展及演變的歷史更深入了解中國傳

統文化。

漢語學習 ｜ 4.1 中文教參 7/ 簡化字總表檢字（增訂版）

ISBN：9789620424731

定價：$38

本書根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的《簡化字總表》

編製，旨在方便讀者了解和掌握簡化字，同時快速

查到要找的字。本書為每一個字加注了漢語拼音，

方便讀者使用。

9/ 文言語譯（增訂版）

作者：朱業穎

ISBN：9789620433986

定價：$68

一詞多義？詞義引伸和活用？古字通假？單音詞和

雙音詞？

倒裝句？文言虛詞？很多同學怕文言文，主要是對

文言文的基本用法缺乏認識。本書編者長期教授中

學中文科，熟知同學學習難點，特以生動有趣的文

字，向同學介紹十五種學習文言文的實用方法。

　 

8/ 閱讀理解（增訂版）

作者：盧羨文

ISBN：9789620434082

定價：$75

本書拆解試題，重點分析 2003–2013 年公開考試

題型與作答難點，幫助掌握應試要訣，深入淺出地

從段落、層次、主旨、主題等角度，指出不同的閱

讀切入方法。作者參考課程要求，闡述主要文體的

閱讀技巧。書中附設練習，供同學實踐所學。

10/ 修辭助讀（增訂版）

作者：朱業穎

ISBN：9789620434174

定價：$68

什麼是「修辭」？比喻？排比？對偶？就這樣嗎？

修辭不是你想的那麼狹窄！

它還包括語音、文字、詞語、語法、標點、圖示等。

編者是富教學經驗的修辭學家，精選中學中文課本

範例，詳細剖析，娓娓道來修辭的大用大美，教你

說得生動，寫得精彩，打動人心！

本書絕對能讓一眾學子克服學習難點，善用修辭，

說話、作文更上一層樓。

11/ 語病會診（增訂版）

作者：郭思豪、鄧城鋒、黎少銘

ISBN：9789620434167

定價：$68

專為中學生所寫的剖析作文語病之書，旨在減除中

學生的語病，提高其造句作文的能力。本書將學生

易常犯的語病歸為「詞匯」、「語法」、「邏輯」

三大範圍，每範圍之中又具體分若類。每類予以一

小節的篇幅，結合詳細的示例和解析，說明語病的

「病因」和防法方法，還穿插具有啟發意義的趣事，

符合時下學生閱讀習慣。

13/ 描寫文選讀

作者：潘步釗

ISBN：9789620429095

定價：$48

散文作者跨越時空，涵蓋現代作家和當代作家，包

括香港、台灣和內地的名家。內容多姿多彩：描寫

人物，描寫景色，描寫生活，描寫感情；描寫舊或

現今日子等等。

編者現職中學校長，有極豐富的教學和寫作經驗。

本書編得非常用心，他將上述散文中最精美的片段

摘取出來，再加以指導，務求使讀者盡快掌握描寫

文的寫作技巧。

12/ 記敘文選讀

作者：王璞

ISBN：9789620429088

定價：$48

要寫好一篇文章，其實沒有其他途徑，惟一方法便

是多讀範文。本書精選了 20 篇範文，逐一教同學

如何寫好記敘文：怎樣記敘一件事或一個人，又或

者如何記敘一個地方等。在每一篇範文之後，編者

簡明扼要地告訴讀者要從什麼角度去欣賞和學習，

最後畫龍點睛地告訴讀者，這篇範文會從哪一個角

度，具體對寫作有幫助。

14/ 議論文選讀（增訂版）

作者：何福仁

ISBN：9789620433672

定價：$58

編者廣泛閱讀，不局限於學校教授議論文的教條，

選出表達形式靈活、啟發性與趣味性兼具的 20 篇

文章。文章短小精悍，易讀、好讀，符合現今中學

生的閱讀習慣。書中不獨討論寫作手法，同時探討

文章深意，鼓勵年輕讀者於生活、學業等不同層面

積極向上。編者更提出對於寫議論文的一些心得，

使學生更容易掌握寫作技巧。

3-7/ 

8-11/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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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文指點

作者：廖志強

ISBN：9789620430954

定價：$60

現今中學生的語文水平是「每下愈況」還是「每況

愈下」？是「差強人意」還是「強差人意」？這些

貌似的兩組詞語，背後的意思卻是天差地別，但又

有多少人懂得分辨呢？在流動的語文演變中，我們

在文章的用詞、中外雙語的互譯和日常語文通識的

運用上都難免有猶疑。本書作者就「字詞」、「雙

語」和「通識」三部分，逐一解說。

17/ 幫你改作文：香港小學生常見病句

150 例

作者：鄧少冰

ISBN：9789620429859

定價：$68

香港小學生常見病句大可以分成三大類：措詞不當

類、反邏輯思維類及違反漢語語法類。本書根據上

述分點，收錄了小學生最常見的 150 句病例。作者

在每條病句下，列出對應的粵口語和書面語，簡明

分析孩子寫作時的心理狀況，如何受各種因素的影

響，循循善誘，為家長與中文導師講述如何幫助孩

子糾正錯誤。

16/ 中學生文言字典

作者：李強

ISBN：9789620401817

定價：$48

本字典選收一千四百多個古漢語常用字（詞），分

別加以注音、釋義及舉例說明用法。另例句七千條，

多引自通行的中學國文教材和一些古文名篇；書後

附錄常用文言句型表。本字典的特色是用普通話、

廣州話雙注音，注音符號同時採用漢語拼音字母，

注音字母和廣州注音，加注同音字。

　

18/ 小學生必背古詩（七十篇）

作者：張雙平

ISBN：9789628830558

定價：$38

本書根據中國教育部所推薦的優秀古詩背誦篇目編

寫，精選的 70 首古詩均為篇幅短小、文辭優美、

千古傳誦的經典之作。中國古代詩歌是很富於形象

性和音樂性的，通過記誦它們，小朋友們可以受到

多個層次的藝術感染和美的薰陶。

漢語學習 ｜ 4.1 中文教參 19/ 中學生必背古詩文（初級五十篇）

作者：王峰

ISBN：9789628830565

定價：$38

本書根據中國教育部所推薦的優秀古詩文背誦篇目

編寫，適合中學低年級學生閱讀。書中所選的詩文

內涵豐富、形式多樣、詞句精練優美，能給讀者以

多層面、多角度的藝術感染和美的享受。通過學習

和記誦這些詩文，讀者可以增進對中國古代文化、

藝術、語言文等各方面的了解，為以後接觸更多的

中國文化典籍打下基礎。

20/ 中學生必背古詩文（高級四十篇）

作者：吳建民

ISBN：9789628830572

定價：$40

本書選收 2003 年中國教育部語文課程新標準指定

的 40 篇古代詩文，適合中學高年級學生閱讀。所

選古代詩文不但涵蓋時間長，而且包括詩、詞、散

文、散曲等多種文學形式，其風格、內容各具特色，

能給予讀者多層面、多角度的藝術感染和美的享受。

學習、誦讀這些古代優秀詩文，可以大大地增進讀

者對中國文學和傳統文化的認識。

15-19/ 

20-24/ 

25/ 

21/ 正識中文

作者：梁慧敏

ISBN：9789620430220

定價：$58

你知道「啪丸」的「啪」字是怎樣來的嗎？什麼是

「二簡字」？為何陳水扁讚揚到沙灘撿垃圾的環保

義工對台灣的貢獻「罄竹難書」會被人笑？本書內

容切合新高中課程通識教育科的教學宗旨，分不同

範疇收入 50 篇專文，與您一起從生活出發，辨別

中文方面常犯的錯誤和諸種粵語毛病。

22/ 標點符號的規範用法

作者：吳邦駒

ISBN：9789620414176

定價：$38

作者有份參與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 1996 年 6 月起

實施的《標點符號用法》的國家標準。本書講述了

16 種標點符號的規範用法、書寫位置和修辭作用等

內容，對通病做了透徹的講解；還按照約定俗成的

原則，歸納了當前用得較多而尚未正式認定的九種

標號及其用法，是一本完整、準確的標點符號用法

工具書適合學生、教師及文字工作者使用。

23/ 語文常談

作者：呂叔湘

ISBN：9789620402050

定價：$40

作者就人們平時遇到的最常見、最基本的語文現象

和問題，進行了準確、深入淺出的回答和解剖。同

時還針對部分人士認為語言和文學是互不相干的平

行系統、否認漢語有語法等觀點，加以理論上的分

析及評議。

25/ 現代漢語簡明教程

作者：黃伯榮、李煒

定價：每本 $88

現代漢語簡明教程（上）

ISBN：9789620433306

現代漢語簡明教程（下）　

ISBN：9789620433313

本書作為一本漢語教材，能夠為漢語的專業學習提

供一個良好的示範。全書共分緒論、語音、文字、

詞彙、語法、修辭六章，是一本既注重系統性和科

學性，又強調簡明性和實用性的專業現代漢語教材。

24/ 現代漢語（修訂版）

作者：程祥徽、田小琳

ISBN：9789620431029

定價：$168

本書為大學文科院系教科書，尤其適用於「現代漢

語」課程，出版至今被港澳台地區多所大學選用為

教科用書，填補了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無現代漢語教

材的空白。本書從五大方面介紹了現代漢語的知識，

並緊密聯繫香港、澳門地區的語言，充分照顧港澳

地區學生需要，是一本適合港澳台地區學生使用的

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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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7/ 

8-10/ 

4.2 普通話學習

5/ 香港人學說普通話（修訂版）

作者：曾子凡

ISBN：9789620431708

定價：$88

《香港人學說普通話》的最新修訂版，作者從語音、

詞彙、學習竅門等方面分析對比了粵語和普通話異

同，包含豐富的釋例、歸納和演練材料，將香港人

學習普通話的難點－擊破。

　

7/ 普通話口語交際教材（中國經貿）

作者：王振儒

ISBN：9789620426827

定價：$68

本書從口語的角度教你如何與說普通話人士談生

意，可作教學或自學之用。課文內容包括見面語、

電話聯繫、買東西、談生意、討價還價、運輸、保

險、簽合同、驗收、索賠等內容；每課包括課文、

粵普對照口語、語音練習、課堂會話練習等環節，

也包括給教師用的「教學重點與難點」以及給讀者

個人或與同學一起練習的作業。

　

6/ 普通話水平測試速戰攻略：60 篇朗讀

作品（附 MP3 發音示範光碟）

作者：張勵妍

ISBN：9789620431203

定價：$98

本書以普通話水平測試中的 60 篇朗讀作品為材料，

針對粵方言區人學習普通話時常見的問題進行正音

訓練，輔以錄音材料，幫助讀者糾正發音等問題。

根據不同重難點分類編排詞、句，供應試者在短期

內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本書不但適合應試者自學，

也是一本很好的指導學生應考的教師用書。

8/ 學校實用普通話

作者：張勵妍、余京輝

ISBN：9789620428449

定價：$68

本書編著者藉擔任評核員的經驗，指正了香港教師

在普通話教學及應用中常犯的錯誤，並透過粵普對

照和普通話朗讀示範，讓讀者迅速掌握校內的普通

話習慣用語和規範用語，對經常應用普通話及準備

應付基準試的前線教師，極具參考價值。本書亦適

合中學生，以及與教育工作有關的公務員、培訓機

構人員閱讀。

　

9/ 普通話九大簋

編者：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ISBN：9789620427879

定價：$58

本書精選了 103 篇短文章，內容按辨音、析義、傳

意、生活、文化、教學等類別分成九輯，從香港人

學習普通話所碰到的難點出發，既幫助讀者克服難

點、防止差錯，也給讀者補充語文知識。書中各篇

文章不少是作者在教學中因應學員提問受啟發而寫

成的，對香港人極具針對性。

　

10/ 普通話聽說訓練（CD-ROM 互動版）

作者：楊若薇、張本楠、梁慧如

ISBN：9789620422942

定價：$88

本教材專為普通話聽說教學而設計編製，也適合普

通話自學者訓練聽說能力時使用。書前有專文介紹

使用指引，有助讀者明瞭本書各部分的內容和訓練

方法；而且講解詳細，內容廣泛，練習題目豐富，

並提供了短講和會話的範文，本書亦配備發音標準

的錄音和具備互動功能的 CD-ROM 光盤。

1/ 普通話學習工具箱

編者：張勵妍

ISBN：9789620432316

定價：$688

由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研究開

發，為香港小學普通話拼音學習而設計的教學輔助

工具，亦適合幼兒及成人學習者使用，內有拼音卡

（424 張）、漢語拼音音節表、點讀筆和遊戲指引。

適用於課堂活動、教師輔導、家庭親子活動，讓小

孩子從遊戲中學習漢語。

　

3/ 新編普通話教程

作者：楊長進 定價：每本 $88

新編普通話教程（初級．修訂版）

ISBN：9789620431913

新編普通話教程（中級．修訂版）

ISBN：9789620431920

新編普通話教程（高級．修訂版）

ISBN：9789620431937

專為本港學習普通話人士編寫，為本港普通話教師

公認的經典教材，暢銷近 30 年，累計銷量逾 20 萬

冊。本書分為初、中、高三冊，系統性極高；中級

通過大量正音訓練，著重提升會話能力。

2/ 活用拼音課業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ISBN：9789620432682

定價：$68

本書專為小學「普通話教中文」班級及普通話科的

拼音教學設計，適合小學一二年級全學期使用。既

可以為正規拼音教學的延伸，用於課堂或課外練習，

提高拼音教學的效果。部分課次於練習之後設有活

動，利用遊戲增加學習樂趣。本書還設有兩個綜合

練習，可用於測試評估。

　

4/ 普通話培訓測試天書

作者：邢衛國

ISBN：9789620431906

定價：$98

本書由國家級普通話測試員編寫，依據國家普通話

培訓測試中心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結

合港澳人士學習普通話的難點及作者本人多年的輔

導經驗，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學習普通話及

參加普通話測試而編寫。內容包括簡明普通話知識、

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和相關延伸信息。

漢語學習 ｜ 4.2 普通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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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冇搞錯－廣東人講普通話辨誤

作者：曾子凡

ISBN：9789620421013

定價：$45

這是一部為決心提高自己的普通話水平的讀者而編

寫的書。作者收集了不少港人講普通話時，因發音

不準而引起的笑話，作者逐一糾正之餘，還把為何

會讀錯的原因找出來，將道理說清，讓讀者從根本

上糾正讀音，更教懂讀者普通話的正確用法。

　

12/ 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

三十話題例文與指導

作者：江紅、王振儒

ISBN：9789620425103

定價：$68

本書涵蓋「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內「說話」

部分的 30 個話題範圍的例文（包括：「我的願望」、

「我喜愛的書刊」、「談談個人修養」等），每篇

例文附有「詞語註釋」及「評述與指導」，具體分

析這個話題範圍應說什麼，以及如何講好這個話題。

例文附拼音，並有兩張 CD 讀出例文，相信對參加

測試的讀者會有很大的幫助。

13/ 實用會計及金融普通話（附 MP3 發

音示範光碟）

作者：孟慶榮

ISBN：9789620429125

定價：$78

本教材是由資深普通話教師專為以廣州話作母語、

從事會計或金融業的人士而編寫，內容設計以活用

行內術語，並涵蓋典型的業務範疇及語言環境為主。

漢語學習 ｜ 4.2 普通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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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

作者：李婉薇

ISBN：9789620430824

定價：$128

作者以五個生動別致的個案，輔以大量罕見的報刊

和歷史文獻，立體地呈現清末民初粵語寫作的面貌，

並為這些作品分析和評價。其中梁啟超、黃世仲、

鄭貫公、廖恩燾、陳子褒等，雖然在粵語寫作或母

語教育方面有極重要的地位，卻很少引起研究者的

注意，此書正好彌補了這個學術遺憾。

2/ 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 

（附光碟）

作者：曾子凡

ISBN：9789620420955

定價：$138 

本書收集廣東話八千多詞條，逐一與普通話作對

照。本書多次再版，口碑甚佳。《中國大百科全書

（1988）．語言文字》「漢語方言詞典」專條稱該

書為「影響較大的」三部粵方言詞典之一。

3/ 廣州話對譯普通話口語詞典

作者：曾子凡、溫素華

ISBN：9789620421075

定價：$150

本書有系統地列出當代普通話口語詞近六千條，包

括最新潮流用語，除了提供相應的廣州話對譯之外，

還有精闢的釋義，詳盡的例子，並一一注明讀音。

本書索引包括以普通話條目筆劃查閱，和以廣州話

對譯首字筆劃查閱兩部份，方便讀者檢索、查閱和

對比。

1/ 粵語（香港話）教程（附「智能語言教

學系統 + MP3 語音檔案」互動光碟）

作者：鄭定歐、張勵妍、高石英

ISBN：9789620425035

定價：$78

本教程主要為以普通話作母語的人士編寫，共 30

課；包括課文、普通話對譯、重點詞彙、字例、語

音及語法講解、傳意項目介紹、練習、粵字辨認、

短文朗讀等環節。 

本教材融匯結構、情景、功能項目於一體；體現聽、

說為主的教學原則；學習語言與了解本地文化、民

生相結合；課文用語力求兼顧生活化和規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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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系列

漢語學習 ｜ 4.4 對外漢語  ｜ IB 系列 

國際文憑組織（IBO）為世界各地的學校提供三個高水準、具認

受性、富挑戰性的教育項目：IB PYP（小學項目）、IB MYP（中

學項目）和 IBDP（大學預科項目），全球逾 3600 間學校採用 IB

課程。三聯致力發展 IB 中文課程書目，為海內外國際學校提供優

質教學資源與服務。目前已出版的 IBDP 中文課程學習指導，分

別針對中文 A 的「文學」課程和「語言與文學」課程。即將出版

的書系包括：針對 IBDP 中文 A 論文寫作的指導用書—《IBDP

中文A文學專題論文寫作指導》，以及針對MYP中文A的《IBMYP

中文 A 課程學習指南》等。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學

習指導

作者：禹慧靈

定價：$398

繁體．全三冊 ISBN：9789620432668

簡體．全三冊 ISBN：9789620433641

本書緊貼 IBDP 中文 A 語言與文學課程指南，詳細解析課程理

念，評估標準和應試策略，引導學生學習，做批判性思考，從

而提升語言與文學的綜合能力；更提供教學示範，有助於教師

準確把握課程要求。

專門為 IBDP 學生、教師編寫，也適合中學師生及中國語言與

文學愛好者。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文學課程指導

作者：董寧

定價：$298

繁體．上下冊　ISBN：9789620431388

簡體．上下冊　ISBN：9789620431524

本書全面介紹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文學課程的理念、宗旨和

要求；針對學生，用豐富的例證全面、系統地講解文學作品賞

析、評論的知識與要領；詳細分析課程指南，有針對性地提出

應試策略，幫助學生完成課程學習，順利通過 IB 考試。針對教

師，推薦課程規劃和教學策略。引導非文學專業的教師全面了

解中文文學課程的教學。

勝券 －國際中文考試寫作指導（High School 

Chinese Revision on Writing）

作者：馮薇薇

ISBN：9789620430077

定價：$88

本書以中文常用文體為中心，圍繞文體進行閱讀、說話和寫作

的練習，以加強學生對常用文體的熟悉程度。按主題分為 12

個章節，包括家庭生活、學習與娛樂、升學與未來工作、假日

與旅遊、學校生活、環境與健康、城市與農村等，極具實用性。

練習部分參考了 IBDP、IGCSE 1st Language、AS、AL 等考試

中經常出現的題型，有助學生預備和應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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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漢語

漢語學習 ｜ 4.4 對外漢語  ｜ 輕鬆學漢語 

專為母語非漢語的讀者學

習中文而設，全書分五冊，

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幫

助學生在聽、說、讀、寫

得到全面的發展。隨課本

附送的 CD 讓學生得以跟隨

標準的發音作聽說練習。

針對兒童學習漢語需要的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

分四冊，課本以全彩色印

刷，插圖活潑生動，能有

效地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

為學習中文建立良好基礎。

另設字卡和掛圖，方便老

師在課堂上的教學。作者

有多年在國內外教授中文

的經驗，深明學生需要；

本系列推出以來廣受肯定，

已為海內外多所國際學校

使用作教材。 

最新推出《輕鬆學漢語》少兒

版 iPad Apps，融合紙本課本的

內容和多媒體的學習方式，讓

學生可以在 iPad 上「親手」完

成不同的練習，以及透過多媒

體動畫和音樂等學習漢語，讓

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有趣。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

chinese-made-easy-qing-song/

id576980352?mt=8

App store

輕鬆學漢語 APP

We share the mission of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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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輕鬆學漢語（第二版）課本

作者：馬亞敏　　

繁體

課本一 ISBN 9789620425943　定價：$145

課本二 ISBN 9789620425967　定價：$155

課本三 ISBN 9789620425981　定價：$155

課本四 ISBN 9789620426001　定價：$145

課本五 ISBN 9789620426025　定價：$145

簡體

課本一 ISBN 9789620425844　定價：$145

課本二 ISBN 9789620425868　定價：$155

課本三 ISBN 9789620425882　定價：$155

課本四 ISBN 9789620425905　定價：$145

課本五 ISBN 9789620425929　定價：$145

3/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課本

作者：馬亞敏　　

繁體　定價：$110

課本一 ISBN 9789620424878

課本二 ISBN 9789620425004

課本三 ISBN 9789620425219

課本四 ISBN 9789620425257

簡體　定價：$110

課本一 ISBN 9789620424694

課本二 ISBN 9789620424984

課本三 ISBN 9789620425196

課本四 ISBN 9789620425233

 簡體版

 簡體版

 繁體版

 繁體版

 簡體版

 簡體版

 繁體版

 繁體版

2/ 輕鬆學漢語（第二版）練習冊

作者：馬亞敏　　

繁體

練習冊一 ISBN 9789620425950　定價：$105

練習冊二 ISBN 9789620425974　定價：$105

練習冊三 ISBN 9789620425998　定價：$105

練習冊四 ISBN 9789620426018　定價：$95

練習冊五 ISBN 9789620426032　定價：$105

簡體

練習冊一 ISBN 9789620425851　定價：$105

練習冊二 ISBN 9789620425875　定價：$105

練習冊三 ISBN 9789620425899　定價：$105

練習冊四 ISBN 9789620425912　定價：$95

練習冊五 ISBN 9789620425936　定價：$105

4/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練習冊

作者：馬亞敏　　

繁體　定價：$75

練習冊一 ISBN 9789620424885

練習冊二 ISBN 9789620425011

練習冊三 ISBN 9789620425226

練習冊四 ISBN 9789620425264

簡體　定價：$75

練習冊一 ISBN 9789620424700

練習冊二 ISBN 9789620424991

練習冊三 ISBN 9789620425202

練習冊四 ISBN 9789620425240

1/ 

2/ 

1/ 

2/ 

3/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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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體版

 簡體版

圖卡和字卡

掛圖

5/ 

5/ 

6/ 

6/ 

5/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補充練習冊

作者：馬亞敏　　

繁體　定價：$60

補充練習一 ISBN 9789620432132

補充練習二 ISBN 9789620432149

補充練習三 ISBN 9789620432156

補充練習四 ISBN 9789620432163

簡體　定價：$60

補充練習一 ISBN 9789620428050

補充練習二 ISBN 9789620428067

補充練習三 ISBN 9789620428074

補充練習四 ISBN 9789620428081

7/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教師用書

繁體

教師用書一 ISBN 9789620426308　定價：$55

教師用書二 ISBN 9789620426315　定價：$55

教師用書三 ISBN 9789620426322　定價：$55

教師用書四 ISBN 9789620426339　定價：$55

教師用書五 ISBN 9789620426346　定價：$55

簡體

教師用書一 ISBN 9789620426254　定價：$55

教師用書二 ISBN 9789620426261　定價：$55

教師用書三 ISBN 9789620426278　定價：$55

教師用書四 ISBN 9789620426285　定價：$55

教師用書五 ISBN 9789620426292　定價：$55

6/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

作者：馬亞敏　　

簡體第一冊（圖卡和字卡）

ISBN 9789620426872　定價：$320

簡體第二冊（圖卡和字卡）

ISBN 9789620426889　定價：$300

簡體掛圖（23 張）

ISBN 9789620426896　定價：$200

 簡體版

 繁體版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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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物

漢語學習 ｜ 4.4 對外漢語  ｜讀物 

1/ 三語故事接力棒 

Trilingual Story Relay Baton (1-8)

策劃：禧年邁傳播

定價：$88（每本）

本系列精選了共 60 多個古今中外的童話故事，每

冊書配有兩張 CD 光碟，由中國著名的兒童節目主

持 人 燕 子 姐 姐、 鞠 萍 姐 姐、 愛 華 姐 姐（Charlotte 

Maclnnis）以及香港電台的小馬姐姐輪流以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給小朋友們講故事。插圖悅目，內容

分別以繁體字、附有普通話拼音的簡體字以及英文

撰寫，讓小孩子輕鬆地掌握標準三語。

第一冊 ISBN：9789628904013

第二冊 ISBN：9789628904020

第三冊 ISBN：9789628904037

第四冊 ISBN：9789628904044

第五冊 ISBN：9789628904051

第六冊 ISBN：9789628904068

第七冊 ISBN：9789628904075

第八冊 ISBN：9789628904082

2/ Ease into Chinese 中文，你好！ 

作者：Victor Petersen

ISBN：9789620428197

定價：$138

專為成人設計的業餘自學中文手冊，全書共有 12

課，教授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基礎口

語。讀者可以獨力學習或小班使用。書中加入了漫

畫，讓學習更有樂趣。全書中文部分附發音指導，

並附有 CD，方便讀者模仿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