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学生数字阅读初探
——以香港阅读城“十本好读”为论述中心
马辉洪（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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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阅读城自 2003 年成立以来，每年向中、小学界推出“十本好读”评选，旨在鼓励和推荐优

质读物。本文首先简述“十本好读”的设立与运作，然后以历届获选书目为分析对象，提出作者的观察与
思考，从而探讨香港中学生数字阅读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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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0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了推动网上学习，成立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教育城”），
为学生、教师、图书馆主任及家长提供相应网上教学辅助资源。香港教育城除了积极协助推行香港教育政
策外，还设立多项网上平台和服务如“英语校园”推广英语教育、
“香港阅读城”推动阅读风气、
“大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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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村”提供特殊及融合教育资源等，满足学界对网上教与学的需求。 其中，香港阅读城成立于 2003 年，
致力推动香港的阅读文化，透过联系学界和文化出版界，结合网上资源、服务和互动社群，推动香港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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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风气。 本文首先简述香港阅读城“十本好读”的设立与运作，然后以历届获选书目为分析对象，提出
作者的观察与思考，从而探讨香港中学生数字阅读的现况。
二、“十本好读”：设立与运作
自 2003 年成立以来，香港阅读城每年都会推出“十本好读”评选，旨在鼓励和推荐优质读物，具体
目标有三：①鼓励同学自主选择阅读材料，培养阅读兴趣；②鼓励同学建立在网上搜寻阅读信息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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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正面表扬好书作者和出版商。

图 1：“香港阅读城”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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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阅读城在网站上提供“图书试阅”服务，让学生在网上自由试阅新书 10%的内容，藉此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和动机。每年年初，香港阅读城根据网上试阅图书的浏览数据，即最多读者读过的试阅图书，
整理出该年的候选书目，然后由学生、教师和其他香港教育城会员共同投票选出最喜爱的图书。目前，
“十
本好读”设有多个书榜供各类读者参与评选，中学生可投选“十本好读”及“我最喜爱的作家”，小学生
可投选“十本儿童好读”，教师可投选“教师推荐好读”
，其他香港教育城会员可投选“公众推荐好读”。
从运作层面而言，每年“十本好读”的活动分两阶段进行，即第一阶段的“日常试阅图书”和第二阶
段的“参与年度投票”。第一阶段“日常试阅图书”
：香港阅读城与多个本地出版商结成阅读伙伴，上载数
百种新出版的图书到网站，并以“图书试阅”的方式供学生免费数字阅读。香港阅读城“图书试阅”的宣
传文案以感性的文字突出“书”与“读者”的关系：“书海茫茫，爱读的你觉得大海捞书甚艰难？其实书
与读者的缘分也是一线牵──香港教育城全天候阅读联机，与多个出版品牌协作，纵横生活与学习的各个
[5]

层面，为你搜罗各种各类的读物，将好书带到你面前。
” 香港阅读城最初推出“图书试阅”，其后更推出
“每日一书”计划，每日在网站推荐至少一本优质读物，并提供 10%的内容为数字试阅，既可让读者接触
到出版社的新书、好书，亦可让出版社推荐新书、好书给读者。至今，香港阅读城积累了逾 4500 种图书，
内容广泛，题材多样，包括个人成长与学习、校园生活与生活百科、人文与科普、文学与绘本等。有参加
过“图书试阅”的小学生表示：“有时候在网上试读，读到最精彩的地方就结束，反而让我们更想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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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到学校图书馆借阅。” “图书试阅”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二阶段“参与年度投票”
：香
港阅读城根据“图书试阅”的浏览数据如平均浏览量、上榜周次、网友回响等整理候选书目，然后开放给
中小学生投票，并以投票结果选出中学组的“十本好读”和“我最喜爱的作家”，以及小学组的“十本儿
童好读”。为了鼓励学校积极参与投票活动，香港阅读城设有“最积极参与学校”证书和“积极参与学校”
数字证书，前者颁给最多学生投票的 3 所中学和 3 所小学，而后者颁给投票人数达 150 名的学校。另外，
教师和家长亦可投票，分别选出“教师推荐好读”和“公众推荐好读”各一本。以 2016 年为例，有超过
13000 名学生、教师和公众人士投票，选出第十三届“十本好读”。由此可见，“十本好读”重视各类读者
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投票活动的成效。
三、“十本好读”获奖书目分析
“十本好读”的主要对象是中学生和小学生，其中由中学生投票选出的“十本好读”和“我最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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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以及由小学生投票选出的“十本儿童好读”为最受关注的活动。2006 年设立“儿童好读”时 只
有 3 本儿童书获选，直至 2014 年才开始选出“十本儿童好读”，因此过去 10 年获选的儿童书只有 44 种，
数量不多。因此，本文以中学生投票选出的“十本好读”和“我最喜爱的作家”为分析对象，探讨香港中
学生数字阅读的现况。从 2003 年第一届“十本好读”至 2016 年为止，先后举办了 13 届，共 130 种图书
获选“十本好读”。这些获选图书已全数收录在香港阅读城的书目检索系统，该系统除了提供“作者”
“出
版社”
“出版日期”
“国际书号”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等基本书目数据，还有简单的分类纲目，但没有
采用通行的分类法处理书目分类。在香港阅读城的书目数据中，除了链接到网上“图书试阅”外，还透过
“借阅实体书”链接到香港公共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方便读者到香港各区的公共图书馆借阅实体图书。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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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香港阅读城书目检索系统书目记录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中、英文图书馆藏书分别以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及《杜威十进分类法》来
[8]

分类。 过去 13 届“十本好读”获选的 130 种图书均为中文图书，根据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可归
纳如下：
表 1：13 届“十本好读”获选图书分类表
分类

书种

000 总类

1

100 哲学总论

1

200 宗教总论

5

300 自然科学

0

400 应用科学

4

500 社会科学

5

600 中国史地

0

700 世界史地、传记

2

800 语言学、文学

96

900 美术、游艺

16

从上述图表可知，香港中学生的阅读兴趣以语言学、文学类图书为主，占 73.8%；其次是美术、游艺
类书，占 12.3%。如进一步分析获选书目，不难发现前者以文学作品为主，其中绝大部分是小说，包括青
春校园、科幻历险、爱情、推理悬疑、恐怖惊悚等各种题材的作品，而后者则以漫画及绘本为主。另外，
中学生投票选出的 13 届“我最喜爱的作家”，依获奖次数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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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十三届“我最喜爱的作家”获选作家
作家
君

比

届数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
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

阿

浓

第二届、第三届

马

仔

第十届、第十二届

J.K.罗琳
孤

泣

第一届
第十三届

在 13 届“十本好读”的选举中，君比囊括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和
第十一届的“我最喜爱的作家”，其他获选的作家还有阿浓（第二届和第三届）、马仔（第十届和第十二届）、
J.K.罗琳（第一届）和孤泣（第十三届）。君比，原名冯忻忻，美国俄勒岗大学艺术系毕业，任职中学英
文教师多年；1998 年开始在中、小学担任阅读及写作、亲子阅读讲座讲者，并主持写作坊；2001 年开始
担任青年文学奖及多个征文比赛评判。多年来，君比曾获青年文学奖、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十大好书、好书
龙虎榜最受中学生欢迎作家奖、香港教育城十大好读、北区图书节十本中文好书、商务学生阅读奖励计划、
商务二十大文学类别畅销书榜及儿童文学畅销书榜、中文文学双年奖推荐奖等多种奖项。在过去十三届“十
本好读”中，君比无疑是最多香港学生票选的“我最喜爱的作家”，她获选“十本好读”的作品共 14 种，
包括第一届的《当 Miss 爱上阿 Sir》《叛逆岁月 2：如果伤痛可以消逝》；第三届的《叛逆岁月 4：爱的承
诺》
《叛逆岁月 5：黑夜同行》；第四届的《叛逆岁月 6：永恒的等候》
《叛逆岁月 7：一刻在天涯》；第五届
的《叛逆青春 1：失忆少女》《奋进少年 2：天父，请你给我一对手》；第六届的《叛逆岁月 12：握在掌心
的温柔》《叛逆青春 3：拼贴回忆》；第七届的《叛逆岁月 14：眼眸里的希望》；第八届的《叛逆岁月 17：
一秒钟的情深告白》；第九届的《港孩心语 1：喂呀，你明白我吗？》和第十届的《叛逆岁月 22：假如我
们永不再见》。
四、观察与思考
从 2003 年至今，香港阅读城举办了 13 届“十本好读”
，共选出 130 种“好读”图书，成为香港教师、
图书馆主任和学生的优质图书指标。透过仔细考察获选书目，可以总结出下列的观察和思考：
1.小说为主
纵观历年获选的图书，大部分为小说创作，前突破机构总编辑马镇梅分析第一届“十本好读”的结果
时指出：“毫无疑问，故事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最有效途径，无分老幼，人人爱听；小说，实在能引发深
刻思考，直面人生。可现代‘小说’的水平却参差得很，说故事的技巧也高下有别，盼望青少年不要单看
流行小说，也读经典小说，两相对照，对小说自可培养出评鉴能力。相信，读者的水平高了，小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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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素也会进一步提升。” 时隔 13 年，马镇梅的意见到今天仍然值得重视，如何推动青年人阅读经典和优
质小说仍然是目前的挑战。
2.系列作品占优势
在获选的小说中，系列作品往往较受中学生欢迎，反映了他们喜爱和追捧“明星”作者的作品。除了
刚才提到的君比《叛逆岁月》系列（共 9 本获选）和《叛逆青春》系列（共 2 本获选）外，还有梁科庆的
《Q 版特工》系列（共 17 本获选）、袁兆昌的《超凡学生》系列（共 4 本获选）、孤泣的《杀手世界》系列
（共 3 本获选）、马翠萝的《公主传奇》系列（共 2 本获选）、潘绍聪的《灵异直播》系列（共 2 本获选）
等，占全部获选书籍 30%。如果只有一本小说获选的系列作品也包括的话，还有 J.K.罗琳的《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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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哈利波特 5：凤凰会的密令》获选）、君比的《奋进少年》系列（《奋进少年 2：天父，请你给我一
对手》获选）、韦娅的《小长今》系列（《小长今 4：水瓶座少女》获选）等，系列作品在“十本好读”中
所占的比例当会更高。
3.增加互动交流
“十本好读”从第二届开始在网站上设立交流平台，供学生分享阅读感想和心得，到第四届正式定名
为“我的阅读随想”，一直延续到第九届为止。历年的读者意见与回应统计如下：（表 3）

图 3：第二届至第九届读者意见与回应统计
从上述的统计可知，“十本好读”的读者积极发表意见，以及给予回应，的确形成了一个喜爱阅读的
社群。值得留意的现象是，前三届的意见与回应的数字快速上升，但到了第五届有相当大的跌幅，然后又
稳步上升。如果要圆满解释这些趋势与转变，我们有必要对全部 5398 个意见与回应作深入的内容分析，
不过仅仅从这八届的统计数字已经说明，“我的阅读随想”的设立为读者提供了引发讨论、延续交流的平
台，有助深化读者的阅读经验。
4.数字试阅与“十本好读”的差异
虽然“十本好读”候选书目是基于数字“图书试阅”的浏览数据来选定的，但最后的获选图书却未必
反映数字“图书试阅”的结果，例如第二届“十本好读”获选书目与首次设立的试阅作品排行榜首十位按
投票结果的次序如下：
表 3：第二届“十本好读”获选书目与试阅作品排行榜比较
十本好读

试阅作品排行榜首十位

阿浓等《少女日记》

韦娅《中三女生的心事》

梁科庆《Q 版特工 11：再见真生》

黄晨晖、叶佩雯编《学生呀！学生》

陈嘉熏《嘉熏医生 3：黑色恐怖邮包》

阿浓等《少女日记》

韦娅《中三女生的心事》

吴嘉榆《校园密令谷》

梁科庆《在书架上飞行》

袁兆昌著、寺健等画《超凡学生漫画 1》

朱家妤、朱家彣《好爸爸，忘不了》

黄书海《4cm 3 的恋爱大学》

袁兆昌著、寺健等画《超凡学生漫画 1》梁进《哈碌小兔》
袁兆昌《超凡学生 2：正字游戏》

向斯《后宫的金枝玉叶》

梁家仪《他和她一起谈恋爱》

梁佩瑚《假如从来没有他》

沈祖尧《不一样的天空》

黄虹坚《明天你就十五岁了》

“十本好读”获选书目与试阅作品排行榜的差异不仅见于第二届，也见于其他届数，这说明了最多学
生数字试阅的图书不一定是最受学生喜爱的作品，两者没有必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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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香港阅读城总结第一至第四届“十本好读”的成果时指出：“我们期望出版机构能够善用信息科技的
优势，继续将传统的书本，透过网络平台的渗透，推荐给学生、家长及公众，并让学生养成自主阅读的习
[10]

惯，学习如何选择自己喜爱的读物。”

香港阅读城举办“十本好读”,无疑为学生、教师、图书馆主任、

家长和出版社提供优质读物的指标，自然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过去 13 届获选的“十本好读”反映
了香港学界与出版界携手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的优质图书。然而，从最近几年获选“我最喜爱的作家”来
看，不难发现中学生阅读口味有通俗化、漫画化的趋势，由昔日严肃的儿童文学作家 J.K.罗琳、阿浓、君
比，到近年的通俗流行作家孤泣，甚至通俗漫画家马仔。“十本好读”获选图书也同样反映了这种阅读口
味通俗化、漫画化的趋势，至于个中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分析，从而提出理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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