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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一家人》  獨居的木匠爺爺撿到一隻小貓，他覺得這

隻小貓是他太太變身來陪伴他的，所以把

小貓當作家人般照顧。小貓的出現，讓一
向受到木匠爺爺關愛的寬寬好嫉妒啊！
寬寬會理解木匠爺爺的心情嗎？寬寬會

怎麼對待和他爭寵的小貓呢？ 

成行和加子  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0238   

《住在河堤上的朋
友》  

那個人的聲音......好像爺爺啊!不僅僅是

聲音，連長相也好像爺爺。智偉從小跟爺

爺生活，爺爺帶著他上山下田，一起渡過

它美好的童年；他真的好想念爺爺啊!會
不會爺爺根本沒有死?電視中都是這樣演
的。 

智偉決定，明天一定要去河濱公園找那個

老人。 

鄒敦怜  狗狗出版社 9789867767103   

《懶惰，懶惰，朵端米
發》  

米發是一個「勤勞」的牧羊人，他每天都

「很辛苦地」走到自己家的後門，把唯一

的一隻羊放出去吃草。他覺得自己累得不

得了。朵瑞是一個「認真」的農家女，她

子魚  小兵出版社 9789865988647  
2015臺南市圖

優質本土兒童文學推薦

書籍 

附件一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00161052&keywords=%E6%9D%B1%E6%96%B9


每天都很努力地起床，很努力地吃飯，很

努力地午睡，就為了有力氣到葡萄園幫

忙。只可惜，她來到葡萄園的時候，天都

已經黑了。有一天，米發覺得自己實在太

辛苦了，決定娶一個老婆回家，幫自己放

羊。朵瑞的爸爸聽說有人要娶老婆，非常

高興，立刻把朵瑞嫁給她。你能想像這兩
個超級懶惰鬼一起生活的情景嗎？一起
來看看這個有趣的故事吧！ 

《寵物小博士》  各位小朋友，你有飼養寵物嗎？小狗、小

貓、小雞、小鴨、小魚、小龜、小兔、小

鳥，甚至古靈精怪的龍貓、小猴……哪些
才是你至愛的小寵物？你知道牠們最愛
吃什麼？最愛玩什麼?有什麼特別的本
領？想全面了解你的寵物各種生活習慣，
以及一些得意有趣的事情，看過本書「寵

物小博士」的介紹，你將會更疼愛你的小

寵物，使牠們變成你的好朋友。 

高文卿  新雅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9789620826948   

《爸爸的十六封信》  16 封信；16 次親子的溫暖談話。為什麼

大家不理我？別人可以跟你「不同」最不

應該的行為；樂觀使你萬事如意；人人都

有自己的難題……成長中，孩子必問的 16

項困惑──16 封信；16 次親子的溫暖談

話。獻給孩子！也獻給大人！ 

林良 國語日報社 9789577517685  
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中華民國分會「兒

童讀物金書獎」 

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

獎章等獎項。 

《祝你生日快樂》  「小姊姊」是一個罹患癌症的小女孩。

一天，她認識了一個小男孩「小丁

子」，兩人玩在一起，並且約定小姊姊

生日的時候，要在兩人相識的地點慶

生。可是那天，小姊姊並沒有到來，小
丁子用手指頭做了一個蛋糕，為她許了
一個願，祝她生日快樂。 

方素珍  國語日報社 9577511678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070996&keywords=%E6%9E%97%E8%89%AF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5952&keywords=%E5%9C%8B%E8%AA%9E%E6%97%A5%E5%A0%B1%E7%A4%BE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5952&keywords=%E5%9C%8B%E8%AA%9E%E6%97%A5%E5%A0%B1%E7%A4%BE


《君偉上小學：三年
級花樣多》 

我是張君偉，我升上三年級了！小學三年

級是很特別的「動物」！三年級會做科學

展覽、會寫作文和書法；會上台主持級會，

還會到同學家拜訪，當個好客人；還有很

多關於「男生女生」的偉大問題。小學三

年級，還能玩出什麼花樣呢？本書透過三
年級兒童的眼睛觀看校園生活，呈現兒童
的有趣想法；從和家人、同學、老師的真
摯互動中找到學習的樂趣和成長的動力。 

王淑芬 親子天下 9789862415542  
教育部性別平

等教育優良讀物 

文建會台灣兒童文學一

百選等獎項 

《我會查字典》  在一年級上學期學完注音符號之後，查字

典的工作就該上場了。為了避免孩子容易

寫錯字，查字典的功夫確實需要訓練，三

年級時就可以好好學習這項課程。本書以
輕鬆、有趣、淺顯明白的方式，逐一為孩
子介紹部首。認識了部首，就不容易再寫
錯字了，很適合安排在晨光活動時間閱讀
此書。 

李惠絨 小魯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9789579216524   

《我真羨慕你》  胖嘟很喜歡旅行，每次旅行，看見美好的

東西，便上前與他們合影，留下美麗的紀

念。照完相，他總是很羨慕的說：「好好

喔，我真羨慕你！」奇怪，怎麼別人都擁

有這麼多東西？都過著這麼幸福快樂的

生活？一直到故事的最後，胖嘟才發現，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也是別人所羨慕的。

原來，真正的幸福快樂，就在自己身邊
呀！ 

欣欣  小兵出版社 9789865988012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
的日子》 

小熊的爸爸今年做生意失敗，又一直找不

到工作，家裡剩下的錢不多。但是，聖誕

節快到了，那是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
子……這本清新動人的圖畫書，在說故事

活動中，深受小朋友喜愛。 

陳致元 和英文化 9789869318075  
美國「國家教

師會」年度最佳童書 

美國《出版人週刊》年

度最佳童書等獎項 

https://readmoo.com/contributor/13466
https://readmoo.com/publisher/255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99%B3%E8%87%B4%E5%85%83/adv_author/1/
https://www.heryin.com/home.asp


Inch by Inch  
 

A small green inchworm is proud of his 
skill at measuring anything—a robin’s tail, 
a flamingo’s neck, a toucan’s beak. Then 
one day a nightingale threatens to eat … 

Leo Lionni 
 

Pengium Random 
House  
 

9781524766146 

 

 
- The Caldecott Honor 

Award 

Judy Moody Gets 
Famous  
 

When Judy Moody sets off in pursuit of 
her own fame and happiness, she’s 
funnier than ever! 

Megan 
McDonald 

Pengium Random 
House  

9781536200737 
 

- Notable Children's 

Books 

Salty Dogs 
Set sail with the Salty Dogs on an 
adventure through the Pirate Islands in 
search of treasure! 

Matty L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780192748652  

Don't Look in this Book A unique rhyming adventure 
Samuel 
Langley-
Swain 

Owlet Press 9781999762810  

The Tale of 
Despereaux 

A brave mouse, a covetous rat, a wishful 
serving girl and a princess named Pea 
come together in Kate DiCamillo’s 
Newbery Medal–winning tale. 

Kate 
DiCamillo 

Pengium Random 
House  

9780763680893 
 

- Newbery Medal 

Winner 

Gorilla 

Hannah loves gorillas but has never seen 
one. Hannah asks her father for a gorilla on 
her birthday - then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happens ...  

Anthony 
Browne 

Walker Books Ltd 9781406352337 

 
- Classic Award 

Winning Picture 

Book 

The Legend of Spud 
Murphy 

Will has four brothers and it's chaos in his 
house! 

Eoin Colfer 
Penguin Books 
Ltd 

9780141317083  

Mr Majeika 
With Mr Majeika in charge, suddenly life 
at school becomes much more exciting. 

Humphrey 
Carpenter 

Penguin Books 
Ltd 

9780140316773  

Beaver Towers 
A young fantasy classic. An exciting, funny 
and magical series. 

Nigel Hinton 
Penguin Books 
Ltd 

9780140370607  

A Royal 
Lullabyhullaballoo 

Beautiful Animated illustrations. With a 
host of noisy fairytale characters and a 
fold-out page on every spread. 

Mick Inkpen 
Hachette 
Children's Group 

9781444930511 

 
- British Book Award 

- Children’s Book 

Award 



第二部份︰閱讀網站推介 

香港教育城的香港閱讀城 :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   
 
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輸入公共圖書證號碼及密碼(如已登記)即可瀏覽各類公共圖書館電子圖書。  

https://mmis.hkpl.gov.hk/e-books     
 
兒童文化館:備多個繪本圖書動畫，普通話演繹，附思考問題。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書唔兇閱讀網站：按訪客鍵進入，內容包括閱讀方法遊戲、故事按龍遊戲、電子書 

及其他與閱讀有關的遊戲。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zh-hant/
https://mmis.hkpl.gov.hk/e-books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https://edb.hkedcity.net/bookworks/tc/


故事花園：內容包括寓言故事、十二生肖故事、童話故事等等。 

http://bookstrg.com/Res/Pic/Chr/Stories/    
 
Clifford Interactive Storybooks and games 

http://teacher.scholastic.com/clifford1/  
 
Just Books Read Aloud 

https://justbooksreadaloud.com/index.php?t=Home&p1=&p2=     
 
RTHK: 15分鐘的約會 

https://rthk.hk/15minsreading/       
 

 

http://bookstrg.com/Res/Pic/Chr/Stories/
http://teacher.scholastic.com/clifford1/
https://justbooksreadaloud.com/index.php?t=Home&p1=&p2=
https://rthk.hk/15mins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