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KGs
主題閱讀 幼稚園建議書目
Theme: Moral Education
主題︰品德教育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978-9574205196

P

本書運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讓小朋友體會「公
平」和「分享」的意義。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152853&fromLoca
tionLink=false&theme=WEB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978-9620867859
公司

P

本書介紹小男孩第一天上學的心情，以及所遇到各樣有
趣的事情，從而學習輕鬆面對新挑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472156&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978-9620867231
公司

P

本書透過小動物們互相合作和幫助的經過，讓小朋友
體會友誼的可貴。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458327&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4 就像你一樣，你也可 傑納頓
以做得到！

童夢館

978-9869446297

P

本書透過比較不同動物的特質，讓小朋友了解每個人都
是一樣的，從而建立同理心。

N/A

5 媽媽，有你真好！

何巧嬋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978-9620871078
公司

P

本書透過不同動物和人類媽媽對孩子的關心和愛護，讓
小朋友體會媽媽的愛，並學習珍惜和感恩。

N/A

6 還能多擠一個人嗎?

劉思源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978-9576084225

E

本書透過啄木鳥於雷雨中收留松鼠、麻雀和毛毛蟲，因
而避過蛇的掠食的故事，培育小朋友善心和互相幫助
的良好品德。

N/A

小樹苗出版有限
公司

P

本書透過海豚小黑因生氣而噴出黑泡泡的故事，教導
小朋友如何處理情緒。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484034&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1 你一半我一半

曹俊賢

我真的要一個人上學
馬克．史柏林
2 嗎？

3 噓，別吵醒老虎！

布麗塔．泰肯特
拉普

「玩得起」情緒繪本
7 教材套—生氣的海豚 飛飛姑娘
小黑

光復出版社

978-98878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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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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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2732075&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867188366

P

這是一個關於親情、友情、勇氣和助人精神的故事。霸
王龍於一場火山爆發中受傷，小翼龍本著惻隱之心和父
母的教導，克服恐懼和憂慮，盡心照顧霸王龍，讓牠得
以康復。

978-9867188274

P

浣熊哈林非常膽小，甚麼都不敢嘗試。本書藉著哈林到
森林尋找勇敢湯配方的故事，道出「你比你自己想像的
還要勇敢」和「勇敢就藏在我們自己的心裡」的道理。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2790284&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241549&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8 我是霸王龍

宮西達也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9 勇敢湯

瑪莉安．柯卡─
萊弗勒

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方素珍

天下遠見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169919

P

小恐龍嚕嚕最怕上星期三的舞蹈課，因為牠未能掌握舞
步，更要在星期四表演。牠於是請求守護天使把星期四
變走，結果卻變成每天都是星期三。最後嚕嚕加緊練
習，並順利完成演出。這個故事讓小朋友學習勇敢面
對困難和不要逃避的態度。

賴馬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978-9869261456
公司

P

古怪國的阿古力是一條很愛生氣的龍，突然牠變成一條
噴火龍。牠想盡辦法想要把火熄滅，最後牠無助的流
淚，火才告熄滅。噴火龍終於體會到生氣的壞處了。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518410&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003882&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10 天天星期三

11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
了!

12 小獅子多多

謝明芳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978-9576082740

P

這是一個關於捨己救人、勇氣、愛心和感恩的故事。森
林裏發生大火，小獅子多多奮力拯救動物們，而牠的鬃
毛因此被火燒掉。小獅子很傷心，又很羞愧，不敢被其
他動物看見。為了答謝小獅子，動物們用葉子、水果
和羽毛製作頭圈，為獅子裝飾。小獅子又快樂起來，
重新接納自己。

13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
978-9577518071
社

P

在森林裏，大猩猩沒有朋友，感到十分孤單。於是牠出
租友情，請別人來跟牠玩耍。大猩猩感受到友情的可
貴，以及有人作伴的幸福。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518118&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14 猜猜我有多愛你

麥布拉特尼

上誼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P

這個故事藉著大兔子和小兔子比較誰比誰更愛對方，
從而道出親情的珍貴。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519538&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978-957762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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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15 奶奶臉上的皺紋

Author
作者

西蒙娜.希洛羅

Publisher
出版社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
978-9571462899
公司

16 豬先生和他的小小好 艾力克斯‧拉提蒙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978-9866215445
朋友

17 禮貌

阿麗奇

18 幫好朋友撐傘的小熊 金成正子

19 勇氣

伯納‧韋伯

上誼文化有限公司 978-9577624628

大穎文化

小魯文化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奶奶的臉上滿佈皺紋，同時蘊藏著豐富的經歷和
深刻的回憶。藉著孫女的提問和奶奶的分享，祖
孫兩代的關係更加密切，感情更加親厚。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
hamo:3504263&fromLocationLink=fals
e&theme=WEB

P

這繪本是描述豬先生和小蟲子為了當好朋友而參
與對方建議的活動，卻因觀點與角度的不同鬧出
了很多趣味橫生的情節。
透過有趣及豐富的故事穚段，讓孩子了解「尊重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寶貴訊息，並引導孩子學習
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量。

N/A

P

作者阿麗奇認為禮貌用說話和動作表達出來，讓
你懂得替別人著想，別人也感受到你在關心他/
她。
禮貌不但在合適的時候說「請、謝謝、對不
起」，面對著家人、朋友及生活中不同的情境，
孩子因社會經驗不足的關係，不知如何應付。成
人卻可以陪著孩子一起閱 讀書中所設計的不
同場境，體驗在各種的場合如何表現合宜的言
行舉止。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
hamo:3032597&fromLocationLink=fals
e&theme=WEB

P

小熊的父母送他一把新雨傘，他希望明天下大
雨，帶著心愛的雨傘散步。但是，他的好朋友小
松鼠卻收到一個新背包，他希望明天陽光普照，
然後背著新背包去採野莓。因兩個好朋友有著
不同的願望，所以大吵了一頓。
透過簡單的故事，成人可引導孩子在吵架後，
學會如何和對方和好等與人相處之道。

N/A

P

作者運用精簡的文字及具體的圖畫，以生活化的
例子，從多角度讓孩子認識何謂勇敢。
建議成人與孩子一起共讀，與孩子一同回憶，把
他們的生活經驗聯繫書中各個情節中，讓孩子
更易理解故事的內容。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
hamo:2526183&fromLocationLink=fals
e&theme=WEB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978-9869425094

978-98621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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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幼兒心理故事叢書
(套裝)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辛亞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978-9620852886

P

N/A

9620812433

P

962081245X

P

9620812425

P

看醫生

9620812441

P

學游泳

9620811925

P

9620811895

P

9620811917

P

9620811909

P

迷路 (第2版)

978-9620849640

P

交朋友 (第2版)

978-9620849626

P

不偏食 (第2版)

978-9620849633

P

978-9620849602

P

978-9620849657

P

添了小弟弟 (第2版)

978-9620849664

P

不怕打雷 (第2版)

978-962084959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3
5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6
55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
04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
21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
62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9
94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
37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
38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604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1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16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16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0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1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51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上學的第一天 (第2
版)

978-962084961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
8762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迷路
交朋友
不偏食

添了小弟弟
不怕打雷

作者：辛亞
繪者：辛為

作者：辛亞
繪者：徐志雄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20 上學的第一天

看醫生 (第2版)
學游泳 (第2版)

作者：辛亞
繪者：野人

本套裝書透過幼兒日常生活和生動的故事，協
助兒童建立健康的心理質素，幫助他們面對恐
懼和緊張等負面情緒。
一套8冊，包括《不怕打雷》、《看醫生》、
《上學的第一天》、《交朋友》、《不偏
食》、《迷路》、《學游泳》及《添了小弟
弟》，適合3-7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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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本套裝書透過七冊不同故事(如《火龍公主》、《好忙
的庫醫生》、《神氣的披風》等)的品德教育繪本，培
養兒童良好的品德。

N/A

本書透過動物故事和繪本圖畫，讓小朋友懂得自己解
決小問題和注要安全。

N/A

繪本小書包——好品 許麗萍，梁書偉
21 格
，郭桂玲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4719742149767

P

22 小心！大野狼

許麗萍

東雨文化

978-9869379199

P

Cheri J. Meiners

Free Spirit
Publishing

978-1575422114

P

This book equips children with basic skills for staying
safe, avoiding dangers, seeking help, observing rules,
properly using tools and planning ahea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2935760&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24 Be Polite and Kind

Cheri J. Meiners

Free Spirit
Publishing

978-1575421513

P

This book instills in children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by showing them how being polite, kind, respectful to
others would invite reciprocal action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2480528&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25 I Just Don't Like the
Sound of NO!

Julia Cook

Boys Town Press

978-1934490259

P

This book advises children on how to accept 'No' for an
answer and learn to disagree with someone the right way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360266&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299515&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23

Be Careful and Stay
Safe

Christianne Jones
26 Lacey Walker,
NONSTOP TALKER

Picture Window
Books

978-1479521562

P

This story is about Lacey Walker who loves to talk. Lacey
loves talking so much that she never listens to others.
Lacey finally learns the importance of listening when she
loses her voice.

27 My Dadd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978-0230766853

P

This book explores the unique skills of different animal
dad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children's love and respect
for their dad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285410&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This book features a brave fish, Rainbow Fish, who
determines to overcome his fear and go on an adventure
with his friend, little blue fish, to go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Monsters' Cave to find healing algae to cure their
friend, bumpy-backed fish which is sick.

N/A

28

Julia Hubery

Rainbow Fish and the
Marcus Pfister
Sea Monsters' Cave

North-South Books

978-043932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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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29 Reach Out and Give

Author
作者
Cheri J. Meiners

Publisher
出版社
Free Spirit
Publishing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978-1575422046

P

Splat the Cat: The Big
J. E. Bright
30
Helper

Harper Festival

978-0606364911

P

31 That is Actually MY
Blanket, Baby!

Angie Morgan

Little Tiger

978-1848696891

P

The Berenstain
32 Bears Forget their
Manners

Stan Berenstain
Random House
and Jan Berenstain

978-0394873336

P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This book shows how children contribute to their
community in simple and meaningful ways, and reminds
children to be thankful for what they have possesse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524024&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Splat is assigned to do a number of chores every day. It
is a difficult task for him at the beginning, but then he
learns to use his imagination to turn helping out into
something fun.
This is a story about Bella sharing her favourite blanket
with her new-born brother to stop him crying. Children
would learn about accepting and taking care of their
younger siblings with this book.
Papa, Brother and Sister Bears have recently forgotten to
use their good manners, so Mama Bear decides to carry
out a Politeness Plan to help them become kind and nice
again.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431071&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3477298&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1953243&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