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教总“阅读幸福”好书推荐 

 

    

   有人说“阅读，是教育的灵魂”；                       

   也有人说，“阅读，是一辈子的事。” 

   阅读，可以开启心智，沉淀心灵，照见自己。 

   人生幸福事之一，莫过于是能手握一本好书，慢慢品读…… 

 

 

今年，教总特别推出“阅读幸福”专案。 

鼓励校方在 5 月 16 日教师节， 

对教师表达感恩的心意，肯定教师的辛勤付出， 

希望校方热烈响应，向教师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亲师 SOS 

——写给父母、老师的 20 个教养 

创新提案 

 

作者：苏明进 

西马：RM26 东马：RM28 

 

苏明进老师每天与小学生为伍，回到家又是三岁

小女孩的父亲，无时无刻处在教养的“第一现

场”。 

 

本书汇整出 20 个老师、父母经常遇到的教养课

题，以及苏老师从问题的本质体悟到最务实的根

本解决方法，包括创意教学撇步大公开、克服孩

子的数学恐惧感、让孩子对自己的错误负责、找

回“叛逆孩子”善良的心等。 

 

                   交心——启动孩子的内在动机 

                        作者：苏明进 

                         西马：RM30  东马：RM33  

 请孩子帮忙，他们全都意兴阑珊、爱理不理的，如何才能激发出他们参

与的动力？ 

 孩子不专心、容易分心、动作慢吞吞、常常叫了好多遍都没有反应？ 

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老苏老师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十个重要且珍贵的未来

能力：自学、反思、同理心、自律、写作、创造、表达、阅读、品格、

亲师教战。 

透过对的对话方式，他真正启动了孩子的内心动机。因为只要引发他们

想要的渴望，学习主导权就完全改变了方向。 

 

 

 

看见孩子生命的亮点 

——36 则温暖分享 

 

马来西亚教师  合著 

 

西马：RM20 东马：RM22 

 

老师为孩子带来的影响和力量是无远弗届的，只

要老师发掘孩子心中的光，给予他们鼓舞和支

持，总能让孩子的潜能大大发光。 

 

本书收集了 36 则马来西亚教师的文章，希望这

些温暖人心的分享，能对老师和读者有所启发。 

 

更多详情请浏览教总网页 http://jiaozong.org.my 

 NEW 



理尚往来 
——品德教育从生活做起 

洪兰著      西马：RM24 东马：RM2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个人真的可改变世界，洪兰老师深深烙刻
在教育之路上的脚印，就是最佳明证。她在
书内用她一贯的行动力化理念为实践，告诉
我们如何建立同理尚礼的社会，强化孩子的
品德素养，内容包括典范学习、启发思辨、
劝勉激励、环境形塑、体验反思和正向期许。 

理所当为——成就公平正义的社会 

洪兰著         定价：RM22 

洪兰教授在书中谈德行、话教育、论学习、
道家国。不论什么行业，只要找到卖点就
会成功；人也是一样，只要放对了地方，
能力能够发展出来就会出头。文明社会应
该尽量让生命是一场公平的竞争，而教育
的责任在确保公平正义的实践。 

 

通情达理——品格决定未来 
洪兰著         定价：RM20 

—————————————————————— 

品德是从小自生活中一点一滴培养出来
的。 我们究竟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
孩子，还是用挑剔的眼光每天挑他的毛病。
请不要再用“为他好”为借口，“激将法”
对自信心尚未建立的孩子来说是残忍的行
径。鼓励他，他会用笑容来回报你，他会
努力不使你失望，你就达到教育他的目的
了。 

请问洪兰老师 
洪兰著         定价：RM22 

霸凌事件频传，品格教育究竟出了什么

问题？父母费尽苦心，为何孩子仍找不

到学习的热情？当成功的定义只限于

财富地位的追求，年轻人又该何去何

从？在这本书中，针对大家所关注的议

题，洪兰老师再次以宏观的人文关怀，

做出精彩的观察与剖析，为大家解开心

中的解惑。 

理直气平——勇于改变才会进步 

洪兰著       定价：RM22 

———————————————————— 

洪兰在书中谈品格、学习、竞争、行
动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人类文明能
够进步这么快，在于有人敢去冒险犯
难、挑战未知。因为一动就改变了机
率，就有致胜的机会。多做当然有可
能多错，但是漏气不会死，改过就好。
只怕不认错，不认错就没有改进的机
会。唯有检讨之后积极有效的行动，
才能使自己进步。 

教养路上慢慢走 

江美霞著         西马：RM22 东马：RM24 

“孩子要的是真实的父母，不是 100%

爸妈。”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美霞和先生努力

实践教养的三大铁律：规律的生活作

息、和孩子一起玩、一致性地教养。夫

妻俩也特别重视让孩子养成好习惯好

品格，让孩子从小学习凡是能力所及的

事，自己动手做，让学习融在生活里。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绘本） 
 郭洪国雄 著         定价：RM16 

书中描绘一位 8 岁的小朋友出席了一场特

别的追悼仪式，追思曾在幼儿园教导她的

老师。在过程中，所有在场的大人与小朋

友 不但藉此机会向逝者表达敬爱之意，并

送上真挚的祝福，也让悲痛与思念之情得

以释放。 

 

失落是生命中必然会经历的经验，唯有学

习如何勇敢面对失落，才能够走出失落的

伤痛，迈向复原之路。大人不妨与孩子共

同慢慢品读这本绘本，体会生命的真谛。 

 

让爱起飞——活出生命的意义 
傅木龙  主讲         定价：RM15 

——————————————————— 

要为孩子点燃生命的心灯，惟有欣赏
与尊重孩子独一无二的特质与价值，
给予支持与引导，才能启迪孩子创造
生命的价值、实践人生的梦想。 
 
傅木龙老师的演讲动人心弦，他常透
过许多温暖的故事分享生命教育的价
值观与意涵。 



 

  订购表格   

序号 书名 作者 原价 RM 优惠价 RM  数量 金额 RM 

A “自我成长”系列 

交心——启动孩子的内在动机 +亲

师 SOS 

 

苏明进 

 

 

56.00 

 

39.00 

  

B “暖心力量”系列 

看见孩子生命的亮点 + 

让爱起飞——活出生命的意义有声

书[CD] 

马来西亚

教师合著 

 傅木龙 

 

35.00 

 

24.00 

  

C “洪兰看教育”系列 

理尚往来+理所当为 

 

洪兰 

 

46.00 

 

32.00 

  

D “亲子心灵”系列 

教养路上慢慢走 +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江美霞 

郭洪国雄 

 

38.00 

 

26.00 

  

1 
交心——启动孩子的内在动机 NEW 

苏明进 西马 30.00 

东马 33.00 

西马 24.00 

东马 26.40 

  

2 
亲师 SOS   

苏明进 西马 26.00 

东马 28.00 

西马 20.80 

东马 22.40 

  

3 看见孩子生命的亮点——36则温暖

分享 

马来西亚

教师合著 

西马 20.00 

东马 22.00 

西马 16.00 

东马 17.60 

  

4 
理尚往来——品德教育从生活做起 

洪兰 西马 24.00 

东马 26.00 

西马 19.20 

东马 20.80 

  

5 
教养路上慢慢走 

江美霞 西马 22.00 

东马 24.00 

西马 17.60 

东马 19.20 

  

6 请问洪兰老师 洪兰 22.00 17.60   

7 理所当为——成就公平正义的社会 洪兰 22.00 17.60   

8 理直气平——勇于改变才会进步 洪兰 22.00 17.60   

9 通情达理——品格决定未来 洪兰 20.00 16.00   

10 让爱起飞——活出生命的意义 傅木龙 15.00 12.00   

11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郭洪国雄 16.00 12.80   

  西马邮资(无论订购多少本，只需 RM8邮资) 8.00 

  东马邮资（海运/空运）请致电教总 03-87362633 询问详情  

※优惠有效期限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 本优惠仅限邮寄马来西亚地区                 总额  

   订购资料 

兹寄上支票 /  汇票列号：___________ ， 志银 RM __________________ ，请查收。 

学校：（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区编号：____________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支票／汇票／Wang Pos 抬头请注明：“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2. 银行直接汇款至： 大众银行 Public Bank（户口号码：312-948983-6）/ 华侨银行 OCBC Bank（户口号码：

701-115816-3）； 

3. 电子转账（E-Banking）至以上银行户口后，请将汇款单及订阅表格电邮或传真至： 

教总出版与促销组 LOT 5, SEKSYEN 10, JL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联络电话：03-87362633    传真：03-87360633   网址：http://jiaozong.org.my    

电邮：publication@jiaozong.org.my 教总面子书：http://www.facebook.com/jiaozong 

*阅读幸福* 

凡订阅书籍，将获赠小礼物。 

存货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http://jiaozong.org.my/
mailto:publication@jiaozong.org.my
http://www.facebook.com/jiaoz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