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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學艾佛》  在一個炎熱的夏日，班上來了一個新同學，

名叫艾佛。艾佛很特別，他沒有書包，也沒

有泳衣。他把蘋果放在口袋，把鉛筆塞在他

的耳朵後面，任何時候都只穿黑短褲。蜜莉

和茉莉立刻喜歡上艾佛。艾佛的南姨住在公

園裡，他沒有父母，但是南姨訂了很多規矩，

要艾佛學習，上課時，他知道甚麼時候該安
靜；甚麼時候該大聲喊叫，他不會發脾氣，
也不會慌張。艾佛很聰明，英文課、數學

課……都會有優異的表現。學期末時，艾佛

與眾不同的地方還爲他贏得「最佳表現獎」

呢！ 

Gill Pittar 童樂出版社 9789623640732   

《大嘴巴闖禍了》  小鳥唱歌很好聽，為此，老師特地在每周一

留了 10 分鐘，讓小鳥唱他的新歌。最近，

小鳥苦惱著不知道該唱什麼，最後他決定出

去晃晃來尋找靈感。 

在路上，他看見小兔子跟小貓咪在說些什麼

秘密，他偷偷躲起來，一字不漏地聽完她們

田心 小兵出版社 9789866544811  
2016 文化部

「兒童文化館」年度繪

本動畫選書 

2016 年文化部「兒童文

化館」人氣繪本動畫票

附件一 



的話。回家後，小鳥覺得剛才聽見的事很有

趣，決定將它寫下來，周一的時候唱給大家

聽。 

周一到了，小鳥用它優美的聲音唱出了那首

歌，大家的反應果然非常熱烈，小鳥也為自

己得到認同而開心。 

但小鳥不能理解，為什麼小兔子聽到這首歌
後，沒有笑反而哭著逃跑呢？ 

小鳥百思不得其解… 

選冠軍 

《媽媽的紅沙發》  一場大火無情地燒掉了一個單親家庭所有

的家具，三個相依為命的女性—小女孩、媽

媽、和外婆，努力存錢想買一張舒適的紅沙

發，他們的願望能夠實現嗎？在童話故事的
世界極少觸及不完美的題材，單親家庭的描
寫十分罕見，這本書是一本潛藏深意與巧思
的圖畫書。 

Vera B. 
Willians. 

三之三出版社 9789578872547  
獲得 1983 年凱

迪克銀獎 

獲得台灣《聯合報》讀

書人最佳童書獎 

 
 
 

《你會寫字嗎？》 想像力豐富的小珍珠最討厭寫作業了。有一

天，小珍珠寫字寫煩了，便做起了白日夢，

竟然來到了昆蟲世界，跟他新認識的朋友切
葉蟻先生還有毛毛蟲小姐開始對話。幫忙切

葉蟻先生送信給毛毛蟲小姐的小珍珠，意外

地發現他們都因為不會寫字，只能憑自己的

認知去猜測信件內容，而造成了許多誤會，

這樣的發現讓小珍珠了解到學習寫字的重

要性，並決定乖乖的寫作業。 

方素珍 國語日報 9789577516503   

《我的兔子朋友》  Bitbit是Pony最親愛的兔子朋友，在與Bitbit

相伴的日子裡，她愛牠、逗牠，更以清新純
淨的畫筆勾勒出牠淘氣可愛的模樣。這些充

滿生活情感的畫稿給了蔡穎卿和 Abby 靈

感，而各自以中文和英文，將它們串連創作

蔡穎卿．翁

樂旂 

時報出版 9789571351421  
獲得 2003 年凱

迪克金獎 

 



出兩個完全不同卻一樣童趣盎然的 Bitbit故

事。 

《瘋狂愛上書》  有一位名叫莫莉的圖書館員，讓動物園裡的

鳥類和野獸們迷上了閱讀這件新鮮事。她針

對各種動物不同的需求，提供他們最適合的

書籍——長頸鹿讀高高的書，蟋蟀讀小小的

書，而鬣狗最適合讀讓人捧腹大笑的書。她

甚至還為海獺準備了特製的防水書，因為海

獺喜歡邊游泳邊讀「哈利波特」。莫莉不小
心把流動圖書館開進動物園以後，過沒幾
天，所有的動物都「遠離了棲地和窩巢」，
「瘋狂愛上了美妙的好書，停也停不
了」……。 

Judy Sierra 阿布拉教育文化 9789868274563  
2005 年 E.B.懷

特朗讀繪本獲獎作品 

2005 年班克街教育學院

厄瑪·布萊克圖書獎獲獎

作品 

 
 

《我媽媽》  我媽媽，她很棒！她是個了不起的廚師，也

是個技藝精湛的雜耍員。她是個傑出的畫

家，還是全世界最強壯的女人！媽媽有時像

蝴蝶、有時像沙發、有時像小貓、有時像犀

牛……不論媽媽是舞蹈家、太空人、電影明
星或大老闆，她都是萬能媽媽，而且，我愛
我媽媽，她也永遠愛我！ 

Anthony 
Browne 

格林文化 4713269120674  
榮獲 2000 年國

際安徒生大獎 

 

《大人物小故事》  本書要告訴你人生就是一堂經營課，其價值
和意義就體現在經營的過程之中。為你介紹

了一些名人累積的智慧結晶，他們從平凡走

向偉大，從默默無聞到享譽世界，肯定可以

指引你前進的方向。所以人生需要經營，只

要善於經營，才能活出生命的精彩，活出全

新的自己。 

 田鵬 華冠文化 9789869788106   

《愛生氣的小王子》 小王子的脾氣很壞，老是覺得別人對不起

他，故意惹他生氣，所以他一天到晚噘著嘴

巴，不給別人好臉色看。而且只要一不順心，

他就大發雷霆，大吵大鬧，打人罵人，讓皇

 陳可卉 小兵出版社 9789867107626   



后傷透腦筋。最後，皇后只好把他送去「什

麼都治得了」森林。你猜猜，「什麼都治得
了」巫婆是用什麼方法「整治」小王子的壞
脾氣呢？快看看這本書，讓孩子學會情緒管

理，做個有禮貌、好脾氣、高 EQ 的可愛小

孩吧！ 

《不一樣的爸爸》  全書以琅琅上口的語句描述了許多個不同

的「爸爸」，有的爸爸正張開雙臂熱情地

擁抱孩子，有的爸爸像個孩子般陪着孩子

在雨中踩水坑玩，有的爸爸正小心地陪着

孩子學習騎車，還有的爸爸把事情弄得一

團糟，就愧疚地躲了起來……文中的爸爸
皆為擬人化的動物形象，神態各異，令人
捧腹。 

 
 

Steve 
Smallman 

晨光出版社 9787541449727  

Mister Magnolia 
A funny rhyming picture book about Mr 
Magnolia who has a full and happy life 
except for one serious omission - a boot. 

Quentin 
Blake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9781862308077 

 
- Kate Greenaway 

Medal 

- Red House 

Children's Book 

Award 

Katie Morag’s Island 
Stories 

Short collection of stories and adventures of 
Katie Morag who seems to be always up to 
something. 

Mairi 
Hedderwick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9781849410885  

My Friend Bear 
The book talks about the friendship and 
loneliness of a boy and a bear and their 
teddy bears.  

Jez 
Alborough 

Walker Books Ltd, 9781406372472  

Avocado Baby 
A baby who does not like to eat until the 
baby discovers avocado, then everything 
changes … 

John 
Burningham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9780099200611  



The Tiger Who Came to 
Tea 

A story is about a girl and her mother are 
having tea when a tiger rings the door. It 
ends the tiger joins the girl and her mum for 
tea. The tiger is nice and kind, but eats all 
the food in the house … 

Judith Ker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9780007215997 

 

Meg and Mog 

This is a cute book about a witch and her 
cat. One evening they go out on an 
adventure with a group of other witches and 
together they all cast a spell, but the spell 
doesn’t go the way they wanted. 

Helen Nichol 
Jan 
Pienkowski 

Penguin Books 
Ltd. 

9780141380599  

Not Now, Bernard 

Bernard's got a problem. He's found a 
monster in the back garden, but his mum and 
dad are just too busy to notice. Then Bernard 
tries to befriend the monster. . . and that 
doesn't go quite to plan. 

David McKee 
Andersen Press 
Ltd 

9781783442904  

A Dark, Dark Tale 

Following the black cat's progress through 
the dark wood, into the dark house, and 
eventually to the surprise discovery at the 
back of the toy cupboard, in this mysterious 
picture book. 

Ruth Brown 
Andersen Press 
Ltd 

9781842709894  

Dogger 

Dave lost his favourite toy Dogger. But then 
Dogger turns up at the school summer fair, 
and everything seems all right - until 
someone else buys him before Dave can get 
the money! 

Shirley 
Hughes 

Random House 
Children's 
Publishers UK 

9781862308053 

 
- Public's Favourite 

CILIP Kate 

Greenaway Medal 

I want My Hat Back 

A funny picture children’s book. What's a 
bear to do when he's misplaced his hat? He 
has to ask all the other animals he meets 
whether they've seen it, of course! 

Jon Klassen Walker Books Ltd 9781406338539 
 

- Notable Children'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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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