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Moral Education
主題︰品德教育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米奇巴克有限公
司

9789572979488

P

這是一本專為八歲以上兒童及青少年設計的哲學書籍，希望透過
不同的幽默故事，引導孩子思考生活中經常遭遇的問題，如：公
平、自由、好壞或美醜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0120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夢想訓練營﹕教會孩子先
做人、後做事的18個小故 王剛, 羅思雨, 緱軍安
事

中華教育

9789888489190

P

本書以好讀、有趣的方式，讓孩子們一看就知道甚麼是對的，甚
麼是不對的。透過故事，把中國傳統文化演繹出現代人更能接受
的價值取向。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908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3

未來領袖具備的10C才能
──蚯蚓幫地球呼吸

新雅

9789620857041

P

達爾文為什麼說：蚯蚓是地球上最有用的生物？蚯蚓會做什麼偉
大的事情？本書透過主角暑假回鄉跟爺爺開始過「蚯蚓生活」的
經歷，帶出「毅力是持續前進的能源」的訊息。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5981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4

未來領袖具備的10C才能
──森林的守護者

P

本故事教導學生愛物惜物的態度：森林原本有一個美麗的荷花池
，卻被動物們拔去表面的荷花，還被他們用來丟棄垃圾，不久荷
花池就發出陣陣惡臭，魚兒也死了。大雨來臨，被垃圾堆塞的池
塘水滿瀉了出來，快要淹沒動物們的家園，動物們該怎麼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061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6050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

生命的故事

2

布莉姬．拉貝, 米歇爾
．布許

曾美惠

謝珮瑤

新雅

9789888437627

P

《惜食咪做大嘥鬼》是作者把自己的碩士論文輯錄成書，碩士論
文題目為《香港的廚餘：對源頭減廢的研究》。從消費者、食品
供應商、香港政府及環保團體的角度探討香港廚餘問題的核心問
題及困難。

9789620431333

P

《剩食》提出廚餘是一種資源，不應該被看成要處理的垃圾。探
討飲食業及食品製商如何產生廚餘，分析各地處理廚餘的方法，
及提升讀者對家居廚餘的關注。

9789864293872

P

962432199X

P

9624322007

P

9624322015

P

5

惜食咪做大嘥鬼

鄔柏強

紅出版
(青森文化)

6

剩食

陳曉蕾

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

7

新編兒童三十六孝（三冊
史瓊文、黃雪姣
一套）
史瓊文編著 ; 陳昭蓉繪
世一文化事業股
三十六孝. 1
圖
份
史瓊文編著 ; 陳昭蓉繪
有限公司
三十六孝. 2
圖
黃雪姣編著 ; 陳昭蓉繪
三十六孝. 3
圖

9789620857065

N/A
「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最推崇、最重視的傳統美
德之一，然而隨著生活型態的轉變，這樣的道德觀念日漸淡薄。
本套書藉由生動感人的故事來讓小朋友瞭解孝的真正內涵，進而
從生活中表達對父母的尊敬與感恩之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7923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7930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7930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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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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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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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8

親子德育故事集

陳頌儀博士

匯識教育有限公
司

9789889992163

P

作者寫作本書是為了令父母探討和反思子女的真正需要，讓孩子
學習應有的身心靈教育，以培養高尚的品格，達至全人發展。本
書收錄了九個小故事，各個故事表達了不同的訊息，有的是關於
社會上一些對兒童觀念的再思，有的是關於小孩子的價值觀，有
的是關於親情與友情的選擇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6968
每個故事均附設一個「德育小錦囊」和「德育遊戲練習」，讓父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母和子女可以深入思考箇中道理，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學習、一起
成長。 父母在教育小朋友的時候，常常會苦惱究竟如何令子女成
為一個好孩子，或甚至難以介定好孩子的標準。而本書就深入淺
出地將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及兒童應該學習的價值觀，透過故
事的形式輕鬆說出來。

9

名人勵志人生小故事

方舒眉 / 馬星原

世紀文化

9789888299164

P

本書收集了二十位古今中外名人有趣及富啟發的漫畫故事，希望
讀者透過認識名人生平，明白需要努力和堅毅才會成功。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4729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0

中華小故事02——「德」
《中華好故事》欄目組
來不易

中華教育

9789888489541

P

三十個有關培養品德的歷史人物故事，讓讀者認識歷史並培養正
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569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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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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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幼兒德育故事叢書(套裝) 秋千

9789620852893

P

誠實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2875

P

講禮貌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2867

P

不爭吵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2883

P

不浪費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3421

P

不驕傲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3405

P

發脾氣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2891

P

愛護公物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3413

P

關心別人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62081343X

P

誠實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49

P

講禮貌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56

P

不爭吵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87

P

不浪費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100

P

不驕傲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63

P

發脾氣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94

P

愛護公物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70

P

關心別人 (第二版)

秋千著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51032

P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Description
簡介

本套裝書透過幼兒日常生活和生動的故事，協助孩子正確理解自
己的行為，學習待人處事的方法。一套8冊，包括《講禮貌》、
《誠實》、《不爭吵》、《發脾氣》、《不驕傲》、《愛護公
物》、《不浪費》及《關心別人》，適合3-7歲兒童。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667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671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01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14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30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66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98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623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899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01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899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896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02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01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00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00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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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幼兒心理故事叢書(套裝) 辛亞

9789620852886

P

迷路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620812433

P

交朋友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62081245X

P

不偏食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620812425

P

看醫生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620812441

P

學游泳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620811925

P

添了小弟弟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620811895

P

不怕打雷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620811917

P

上學的第一天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620811909

P

迷路 (第二版)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789620849640

P

交朋友 (第二版)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789620849626

P

不偏食 (第二版)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789620849633

P

看醫生 (第二版)

辛亞作 ; 辛為繪圖

9789620849602

P

學游泳 (第二版)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49657

P

添了小弟弟 (第二版)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49664

P

不怕打雷 (第二版)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49596

P

上學的第一天 (第二版)

辛亞作 ; 徐志雄繪圖

9789620849619

P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353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655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04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21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621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994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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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心理質素，幫助他們面對恐懼和緊張等負面情緒。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8387&
一套8冊，包括《不怕打雷》、《看醫生》、《上學的第一天》、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交朋友》、《不偏食》、《迷路》、《學游泳》及《添了小弟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6040
弟》，適合3-7歲兒童。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12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16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16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02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16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16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762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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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13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小恐龍好行為故事繪本系
Manisa Palakawong
列（6冊）
Manisa Palakawong著 ;
我什麼都不怕!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Manisa Palakawong著 ;
家課冊不見了!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小樹苗出版
Manisa Palakawong著 ;
誰是小怪獸?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有限公司
Manisa Palakawong著 ;
哎呀!掉下去了!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Manisa Palakawong著 ;
奇妙的繩子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Manisa Palakawong著 ;
我也跌倒了!
Ratimai Hongwisuthikul繪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9789888419562

P

9789888419609

P

9789888419593

P

9789888419616

P

9789888419586

P

9789888419579

P

9789888419623

P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本套裝書以活潑可愛的小恐龍們日常生活的故事，讓兒童從成長
過程中的各種行為，學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並透過故
事最後部分的反思問題讓讀者加深印象。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923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924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924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11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26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104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4

我才是國王

瑪塔．艾德絲(Marta
Altes)

東雨文化

9789869481380

P

本書透過繪本中喵國王與新來的小狗相處的故事，協助孩子認識
「友愛」的真正意義，鼓勵兒童對家人及朋友表現關愛及和睦相
處。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2781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5

不亂發脾氣的故事

楊希彥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620835193

P

本書透過故事讓兒童明白胡亂發脾氣的壞處。教導孩子與人相處
要互相體諒和包容，學習用理性的方法，才能和平及愉快地解決
問題。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18276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6

品德學習系列——勇於學
葛翠琳
習的小山羊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620867378

P

本書的主角小山羊最初沒有什麼本領，而且很膽小，後來他在森
林裡結交了不同的動物朋友，並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同的本領，
最終解決了各種的困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931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7

繪本小書包——好品格

許麗萍，梁書偉，郭桂
玲

世一文化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471974214976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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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小心！大野狼

許麗萍

東雨文化

978986937919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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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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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19

每天多麼好

余德淳

20

瑪麗．卡薩特：印象派大
芭芭拉・賀克特
師群像中，溫柔而堅毅的
（Barbara Herkert）
美國女畫家

Publisher
出版社

奕葦成長坊

維京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89828110

9789864402199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P

此書剪輯了作者二十場的演講片段，內容由生命的頭一年開始，
一直說到五十五歲。作者道出每個人在不同年紀的心理特徵、可
能會面對的困難和建議的處理方法。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0921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此書講述女主角瑪麗，自小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孩，早已立定
目標要成為一位藝術家。她16歲便申請就讀藝術學校，雖然她的
父親反對瑪麗學習藝術，但她仍然堅持不懈，甚至在羅浮宮臨摹
古典名作。作者透過瑪麗的故事，讚揚她努力不懈、堅持到底的
精神，更鼓勵孩子勇於追尋夢想。

N/A

P

此書以小銀魚的三段成長之旅，完成「人與我」、「人與人」到
「人與世界」的三階段「生命智慧啟蒙」，引領兒童體會真正的
勇氣來自內心，與外表無關。作者以小銀魚作比喻，啟發兒童明
白弱小與強大不能用外觀來判斷，鼓勵他們發揮勇氣，分享友誼
，是一本培養兒童自我保護意識、拓寬視野的哲理啟蒙書。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817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769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21

一閃一閃小銀魚(1) ─
小銀魚立大功

22

艸場 Yoshimi編，中川學
全世界最窮的總統爺爺來
如何出版社
繪，
演講！
有限公司
王華懋譯

9789861364360

P

2012年，烏拉圭總統穆希卡在一次國際環境會議上作短講，強
調：人類目前所面對的，並非單純的生態危機，而是因生活方式
所造成的危機 — 是貪婪讓我們墮入「消費與製造」的惡性循環
中。本書以精美繪畫重現這場發人深省的演講。

23

茉莉．帕特(Molly
我不亂生氣（情緒管理與 Potter)文，
人際關係認知繪本1）
莎拉．詹寧斯(Sarah
Jennings)圖，黃筱茵譯

9789869520744

P

書名其實尚不能完全概括本書的豐富內容。本書教導孩子們處理
快樂、生氣、興奮、難過等合共十二種正面和負面的感覺，以培
養他們的情緒素養。書末還有「家長指南」，方便家長使用。

保羅．寇爾

羅凡怡

城邦文化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9789863842934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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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阿濃說故事100

25

林良爺爺的700字故事

26

親愛的世界，你好嗎？
一個5歲小男孩從一枝鉛
筆、一張明信片開始的
193國環球旅行

27

我就是不想跟你玩

Author
作者

阿濃

林良

托比．里特

皮拉爾‧沙雲奴
(Pilar Serrano)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臉譜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此書收錄了一百個『故事新編』 — 阿濃透過簡單的文字，以創
意和智慧把我們聽過的童話賦以嶄新的結局，成為現代孩子以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5895
成人的童話。本書分為『地方的故事』 — 包括對選美國、匆忙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國等的描述，有趣又發人深省；『物的故事 』 — 阿濃筆下的萬
物有情；『人的故事』 — 《青蛙王子》的新結局中王子與他的
愛人都變成了青蛙，卻又活出了愛的真諦；《瓶中巨人》叫人反
思重蹈覆轍的問題。透過幽默風趣的筆觸，阿濃讓三歲到一百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7202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的讀者也被薰陶，不但學到人生的哲理，更會渴慕追求真摯、善
良與光明。

9789623030823

P

9623030827

P

9789577515797

P

本書收錄了70個700字故事，故事內容多樣化，包括生活、歷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8257
動物和傳說等，引導學生正向思考、勵志向上。適合每天抽十分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鐘閱讀，並為心靈加油。

P

一個5歲小男孩托比與全世界對話的68封真實信件，全書超過350
則妙趣橫生的問與答，看國際太空站的太空人、海洋考古學家、
英國駐蒙古大使夫人、非洲野生國家動物園管理員、阿富汗駐
軍、冰河學家、遺傳保育研究員、考古學家，以及南極科學家與
托比的精彩對話，培養孩子豐富且獨特的世界觀。

P

「我就是不想跟你玩!」這句說話可能每位小孩子也曾說過。故事
講述數位小朋友在生活和學校發生的事。此書以生活故事說明欺
凌包括了語言上的戲弄、譏笑、謾罵等，而社交上的孤立、排斥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24961
和敵視也是欺凌的一種。期望透過認識和體會故事人物的感受，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讓孩子學習尊重別人，同時要代入處境，了解別人需要及體諒別
人感受，才能與朋輩建構和諧關係。

大家

國語日報

Description
簡介

9789862355831

9789620871115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242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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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做好自己的50個祕訣

Author
作者

彭凡

Publisher
出版社

世界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8841338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此書以孩子日常遇到的煩惱為題，教授一些生活小祕技，讓小讀
者掌握提升自己的方法，並透過有趣而有效的口頭鼓勵，給予他
們成長的力量，以解決成長上遇到的煩惱。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127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223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香港中和出版

9789888466283

P

本書介紹了30位不同時期的音樂家，如巴赫、韓德爾、馬勒、李
察‧史特勞斯和荀白克等，講述他們如何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
各自創造了輝煌的成就，並列舉他們的重要音樂作品，以說明近
四百多年來西方古典音樂的歷史。

音樂腦：一切皆誕生於音
茂木健一郎
樂

天下雜誌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2411254

P

作者茂木健一郎分享發展創造力與音樂的關連，並講述自己對舒
伯特、莫札特、貝多芬、韋伯、華格納的音樂作品的體驗，以及
分析相關作品，從而讓讀者了解作曲家的奮鬥歷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9300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31

愛音樂的馬可

明天出版社

9787533258757

P

馬可不理會爸爸和鄰居嫌吵的抱怨，仍堅持嘗試各種樂器，並每
天練習。但有一天，馬可覺得「沒心情練了」，所以不再演奏樂
器。這麼喜愛音樂的馬可真的徹底放棄音樂和嘗試奏樂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17347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32

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
香港藝術館
術：人間情味

香港藝術館

9789622152335

P

本書介紹豐子愷這位著名漫畫大師的作品。書中多幅作品由豐氏
家族及本地藏家借出，分為「童心」、「家庭樂」、「古詩新
畫」等主題，内容有趣，親切感人，流露真實的人間情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365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29

古典音樂十五講

30

肖復興

羅勃．卡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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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畫（全三冊套裝） 豐陳寶及豐一吟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2221898600303

P

N/A

962041863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5386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爸爸的畫. 第2集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一吟著.

962041864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5370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9620419774

P

9620419782

P

爸爸的畫. 第4集

36

Description
簡介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一吟著.

33

35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爸爸的畫. 第1集

爸爸的畫. 第3集

34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三聯書店（香
一吟著.
港）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有限公司
一吟著.

豐子愷是著名漫畫大師，他的作品充滿人間情味，其中大部分作
品以豐家的孩子為題材。他的女兒為每幅畫「作註」，用文字細
數兒時故人舊事，又以詩詞演繹畫作，使讀者在讀畫的同時也學
到古典文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7716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7716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爸爸的畫. 第1集 (第二
版)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一吟著.

978962043141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501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爸爸的畫. 第2集 (第二
版)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一吟著.

978962043142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067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爸爸的畫. 第3集 (第二
版)

豐子愷繪 ; 豐陳寶, 豐
一吟著.

978962043143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071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化裝遊行

阿雷克思．古索（文）
娜塔麗．舒（圖）
武忠森（譯）

天下雜誌股份
有限公司

永遠的狄家

奈特莉．芭比特（文）
趙永芬（譯）

小魯文化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沒被邀請的孩子

黃善美（文）
金真伊（圖）
李英華（譯）

狗狗圖書有限公
司

9789862411773

9789862114339

9789867767035

P

這是關於法國轉校生的故事。狄都安到新學校報到，但不被同學
認同。他上學的第一天要舉行化裝遊行嘉年華，結果他只能裝扮
成「沒有裝扮」的人，同學娜狄雅就把自己裝扮得看不見臉。遊
行時，兩個不被接納的人相遇，就成了朋友。狄都安還知道了娜
狄雅的祕密——她因為燙傷了臉，被同學取笑，所以要收起自
己。狄都安決心要為娜狄雅平反，從而發展出一段美好的友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313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作者透過一位十歲小女孩目睹狄家一家人喝了「不老泉」的遭遇
，帶領讀者思考生命在大自然中的生生不息，有始有終。本書寫
出狄家各人不同的性格，描繪出人與自然互動的情境，幫助孩子
思考生命的意義，學會珍惜生命。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626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民熙想跟勝穆交朋友，卻無法走進他的社交圈子。民熙知道勝穆
的生日快到，希望收到出席生日會的邀請，可是發現原來媽媽也
在同一天生日。最後民熙雖然沒收到邀請，對於被同學忽略而感
到難受，但是他明白媽媽比任何人都重要。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7553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Prim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小學建議書目
Theme: Moral Education
主題︰品德教育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37

叔公忘記了

遠流出版事業股
班．薛克特（文 / 圖）
份
呂俐安（譯）
有限公司

9789573243908

P

阿佛列叔公患有腦退化症，經常忘記親人的名字，有時不能分辨
季節，有時甚至記不起出門時有沒有戴帽子。不過，他卻清楚記
得自己童年美好的生活點滴，如家門前的紫藤樹和小狗戴芬妮。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4213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38

星空下的舞會

奇馬．荷拉斯（文）
羅莎．歐蘇娜（圖）
宋珮（譯）

三之三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7295187

P

鄉村將要舉行舞會，湯姆爺爺想邀請婷娜奶奶一起參加，但奶奶
覺得自己年華老去，不想參加。當奶奶不停地否定自己時，爺爺
一直鼓勵她。最後，奶奶終於明白自己的價值。

N/A

39

媽媽，買綠豆

曾陽晴（文）
萬華國（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9789861612607

P

阿寶跟媽媽買綠豆、煮綠豆湯、做綠豆冰棍及種綠豆。故事內容
簡單，然而情意濃濃，藉着一袋綠豆，道出阿寶跟媽媽的愛和跟
鄰居融洽相處的情誼。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85728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幫別人背書包的小孩

高定旭（文）
白南元（圖）
林心蕙（譯）

狗狗圖書有限公
司

P

老師安排石宇每天替行動不便的英泰背書包上學和放學。石宇固
然不情願，英泰也討厭自己要別人幫忙，但兩個人相處日久，漸
漸明白只要願意從別人的角度思考，就能感受對方的心情，責任
可以轉化為真誠的關懷。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0945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逃家小兔

瑪格麗特．懷茲．布朗
（文）
克雷門．赫德（圖）
黃迺毓（譯）

信誼基金出版社

P

小兔想離家出走，兔媽媽與他展開一場對話。母子的對談反映出
小兔豐富的想像力，也展示兔媽媽的溫柔與愛，令讀者體會母愛
的包容與寬大。簡樸的黑白畫與彩色的水彩畫相間出現，表達了
真實與想像的兩個世界。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5900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安東尼布朗（文/圖）
林良（譯）

格林文化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P

大猩猩在動物園裏生活無憂，不論吃的、喝的全不用費神，就連
布藝沙發、電視也齊備，但他不快樂，因為沒有朋友。管理員給
他找來一隻叫「小星星」的小貓，兩隻動物就此展開一段溫馨感
人的友誼。後來，因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管理員要把「小星星」
送走，但「小星星」卻想盡辦法要留在大猩猩身邊。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9555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40

41

42

大猩猩和小星星

9789867767882

9789576424038

978986189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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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小小哭霸王

Author
作者

方素珍（文）
小蘑菇（圖）

聽那鯨魚在唱歌

黛安雪登（文）
蓋瑞布來茲（圖）
張澄月（譯）

十四個窗口

林世仁（文）
六十九（圖）

我的同桌夥伴

吹口哨的孩子王

趙誠自（文）
南宮仙河（圖）
鄭瑾文（譯）

重松清（文）
塚本靖（圖）
原木櫻（譯）

Publisher
出版社

天下雜誌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國語日報社

狗狗圖書有限公
司

日月文化出版股
份
有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66759345

9789577450081

9789577517043

9789866437458

9789866823695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寫三個關於哭霸王的故事：「多情哭霸王」、「我在你的夢
裏做甚麼？」和「搗蛋天使」。調皮搗蛋的哭霸王雖然愛哭哭鬧
鬧，但也會替別人着想，為小矮人安排旅程。他很單純，相信姐
姐說睡着以後會有很多「夢人」，跑到別人的夢裏玩。正面了解
孩子的成長，可以明白子有時哭鬧是情緒的宣洩。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9230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莉莉從沒見過鯨魚，只聽過奶奶講鯨魚的故事，因此對鯨魚充滿
好奇。奶奶說過「只要把美麗的禮物送給鯨魚，鯨魚就會報以更
美麗的禮物」。於是莉莉把美麗的小黃花扔向水面送給鯨魚。晚
上，莉莉醒來，隱約聽見遠處傳來聲音，她跑向海邊，看到很多
鯨魚在海面上飛舞和歌唱。人類其實可以與海洋巨無霸和平共處
，互相交流，互相欣賞。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95385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作者藉十四個故事，讓讀者看見世界的縮影。被誤解的石獅子、
被人遺棄在公園草地上的夢、要請病假的太陽公公，還有「甚麼
都有」和「甚麼都沒有」的人。這些故事都有個共通點，就是圍
繞「了解與被了解」，引導讀者思考如何坦然面對傷感。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287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旻聖有兩撮豎起的頭髮，看上去有點像小魔鬼。對小美來說，旻
聖就像魔鬼般令人感到不自在。一天，老師調換同學的座位，旻
聖成為小美的鄰座，旻聖當然很不高興，還常常故意欺負小美。
有一天，小美進了醫院，旻聖很不安，擔心是自己弄傷了她，連
忙跑到醫院去。最後，旻聖不再欺負別人，頭髮也沒有再豎起來
，變成可愛的鄰家男孩。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677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小四新學年開始，班上有一位新生川村真琴。她的頭上綁着「沖
天炮」，擅長吹口哨和騎獨輪車，當眾宣布要成為學校的孩子
王。真琴的父親很早去世，她最討厭那些欺負弱小的小孩。她對
品學兼優，卻膽小怯懦的中村剛，會有怎樣的衝擊呢？這是個帶
點苦澀，又充滿勇氣的成長故事，主角體會了初戀的感情、校園
欺凌、自我突破，以及生離死別。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5420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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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青春的十一場雨

49

心願奇蹟：平凡孩子的不 嘉斯．桑頓（文）
平凡力量
吳宜潔（譯）

50

51

52

53

常新港 (著)

Publisher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國語日報社

先左腳，再右腳

湯米．狄波拉（文/圖） 維京國際股份
柯倩華（譯）
有限公司

我的感覺．你的感覺

阿麗奇（文/圖）
陳宏淑（譯）

上誼文化實業股
份
有限公司

小藍和小黃

李歐．李奧尼（文 /
圖）
楊玲玲、彭懿（譯）

上誼文化實業股
份
有限公司

艾莉絲．麥晶蒂

三之三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這世界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570835571

9789577516251

9789866310270

9789577624635

9789577625694

9789867295569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輯錄了十一個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面對困難的故事，如：父
母離異、自我與反叛、親人離世、父母再婚等問題。以《呼吸的
牛仔褲》為例，主角父親因病去世，家庭由熱鬧變成冷清，女兒
不滿母親有新男朋友，母親又不接受女兒常穿破破爛爛的牛仔
褲。若要化解隔閡，雙方都要學習體諒。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2712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書中記錄了三十個真實感人的故事。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小孩，他
們有愛心，不怕困難，為保護環境和救助弱小挺身而出。他們憑
着一片赤誠、一點堅持，為地球撒下希望的種子，讓世界變得不
一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762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巴比的名字是爺爺巴柏替他取的，他第一個會說的詞語就是「巴
柏」。巴比學走路時，爺爺教他先左腳，再右腳。爺爺還會跟他
講故事，他們會一起疊積木，到遊樂園玩。巴比五歲時，爺爺患
重病，手和腳都不能動，也不能說話，甚至認不出巴比，巴比卻
懂得讓爺爺扶着自己的肩膀，慢慢地「先左腳，再右腳」，陪着
爺爺再學走路。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5893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本書運用不同大小的字體、跨頁圖畫及連環圖，帶讀者「聽」到
和「看」見人與人相處時的各種感覺。同一件事，不同人會有不
同感覺，感覺亦會因時、因事而改變。生活中常遇到各種情緒，
孩子可以通過故事學會理解別人、了解自己，並學會表達自我。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2974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小藍和小黃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們一起遊戲，一起上課。一天，
小藍找不到小黃，找了許久，才在一個角落裏找到對方。小藍和
小黃驚喜地擁抱在一起，越抱越緊，結果融合成為「綠」。他們
的爸爸媽媽都無法認出已經變成「綠」的小藍和小黃，他們的融
合，讓孩子明白與不同的人相處，要開放自己，接納別人。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9308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E

本繪本藉八位處身於世界各地的小孩體驗他們共同的一天的故事
，帶領讀者體會世界上每一件事物之所以會存在，都有他一定的
價值。雖然八個國家的小孩就算是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有差異
，他們的心都對事物有相同感受，就是感謝這世界的美好。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9175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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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59

吃六頓晚餐的貓

烏鴉太郎

成績單

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我也想說實話啊

敵人派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英格‧莫爾

和英出版社

八島太郎

遠流出版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出版事業股
份
有限公司

皮姆．凡赫斯特

提娒．霍普古德

Derek Munson

大穎文化

三采文化

道聲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573070405

9789573255932

9789573263548

9789865925406

9789863427575

9789570368819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故事的主角是一隻黑貓，牠擁有六個主人，牠的主人們是鄰居，
卻互不往來，黑貓在六戶人家家裡各吃了一頓晚餐……由於六位
主人互不往來，讓黑貓有機會欺騙他們。後來黑貓搬家了，新家
的街上，居民都態度和善、彼此互相往來。這個故事不是在講那
隻狡猾的貓，是在講人與人相處的陌生呀！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8518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本書講述一個被冷落的小男孩走出陰影的故事。小男孩從山裡來
，因為孤僻和害羞顯得奇怪，常在被大家冷落和取笑，但新來的
磯邊老師卻發現了他獨特的才能──豐富的自然知識，誰都望塵
莫及。磯邊老師的出現讓小男孩開放自己，其他同學也開始欣賞
小男孩。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3870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誰不會因為成績的好壞而使心情有所起伏？"本書故事的主角諾
拉的麻煩大了！她這學期的成績單真是慘不忍睹…… 其實諾拉是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9666
個有主見的人，她做了一個實驗，希望告訴大家成績只是其次，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發揮的領域、發展自我並努力加以實現才是最
重要！

P

繪本裡的茉伊拉是個很善良貼心的小女孩，她因為怕別人失望，
怕別人傷心而隱藏自己的行為。這繪本解釋了為什麼小孩做錯事
不敢說的原因。希望他們閱讀這本書的同時能理解到隱藏事實並
不會讓時間回到過去，勇於認錯並想辦法解決才是更重要的事，
秘密憋在肚子裡憋久了真的會生病呢！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4100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我也想說實話啊》是以誠信為主題的繪本。每個人成長過程中
總會面對「說實話與說謊之間的掙扎」。本書以輕鬆幽默的手法
，活潑的畫風，描繪主角亞瑟絞盡腦汁去掩飾真相的故事。書中
並沒有出現說謊、謊話等字詞，卻讓人具體理解及反思誠實的重
要。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041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

《敵人派》是一個教人以「愛」處理衝突的故事。主角小傑在爸
爸的幫助下，以一個「派」化解與敵人的仇恨，令頭號敵人變成
自己的朋友。想了解「敵人派」的利害，學習交朋友的秘訣，就
不可錯過這趣味橫生的繪本。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12270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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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秒鐘的改變

赫廣才

格林文化

9789861891743

P

本書參考不同的文章和報道，以具震撼力的畫面，讓讀者了解在
一秒鐘之內，人類如何破壞大自然環境。從而帶出保護環境，人
人有責。人們應該把握每一秒的時間，愛護地球，在生活與環保
中取得平衡。

61

超能英雄之人間望遠鏡

摩菲亞

陸續出版有限公
司

9789887778417

P

作者摩菲亞是患上先天性肌肉萎縮症的巴基斯坦裔青年。縱然先
天殘缺，卻沒有磨滅他達成夢想的決心。這本書正體現摩菲亞對
生命的樂觀精神，從中傳遞堅毅、自信和關懷等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7615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83349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369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2

受傷的天使

馬雅

信誼基金出版社

9789861610269

P

故事以一個姊姊的角度出發，道出身為心智障礙者的家人，從矛
盾無助到了解接納的心路歷程。書中透過簡單的字句，細膩的圖
畫，清楚地傳達關愛共融的訊息。除了家人的不棄不離，心智障
礙兒童更需要的是社會的包容和支持。

63

雞蛋哥哥

秋山匡

小魯文化

9789862117545

P

這是教人跳出安舒區、勇於嘗試的繪本故事。作者以幽默的手法
和可愛的繪圖，描述雞蛋哥哥從不想破蛋而出，不願意長大，到
欣然接受成長帶來的轉變，從而鼓勵讀者要勇於面對成長，學習
獨立自主，突破自我。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9732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1293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4

動物奧運會

文鍾勳

小魯文化

9789862115244

P

你有否想像人類與動物在運動場上比拼﹖書中透過人與動物的跨
界比賽，道出輸贏並不是最重要，全力以赴、展現平和及友誼才
是比賽的關鍵。同時，亦鼓勵年輕人尋找自己的興趣，努力達成
夢想中的目標。

65

5分鐘小故事－美德小故
事60篇

NA

精英出版社
有限公司

9789628995912

P

本書包括60個美德小故事，60則分享。美好的品德、善良的心
靈、崇高的情操與行為，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培養的優點。小朋友
可以用心品味這些美德故事，在生活和學習中不斷的成長。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3993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6

幼兒德育故事叢書—
講禮貌

辛亞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620851056

P

透過幼兒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件，鼓勵兒童學習守禮的美德，
並反思一些行為是否合適。書本亦設有品格教育的提示，供父母
參考。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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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傑出男孩成長故事

朱維達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620855467

P

本書收錄了曹沖和華盛頓等傑出成就的人物兒時的經歷，表彰他
們勇敢、誠實和勤奮等品格，讓學生明白良好的品格對他們的重
要性。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2577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8

完美女孩成長故事

朱維達

新雅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789620855450

P

本書收錄了木蘭和法蒂瑪等傑出女士的兒時經歷，表彰她們勇
敢、孝順和善良等品格，讓學生明白良好的品格對她們的重要
性。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694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69

如果世界是100人學校

樂施會

亮光文化有限公
司

9789888365401

P

透過100人的學校作比喻，扼要地勾勒出全球貧富懸殊的現況，從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7516
而培養學生的同理心，並引發他們思考如何改變自己的生活，幫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助有需要的人。

P

Digital devices put the whole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 You can play a
game, listen to music, do research for school, read a story, or make a
video anywhere, anytime. You can also conne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n fast and easy ways, post photos and share ideas and inspiration. Just
like the real world, the digital world is full of exciting, helpful, and even
life-changing possibilities. You need to know how to navigate in the
digital world wisely and keep yourself safe. With everything from
quizzes that test safety smarts to advice on how to deal with
cyberbullying, this book will get you started.

70

A Smart Girl's Guide:
Digital World: How to
Connect, Share, Play, and
Keep Yourself Safe (A
Smart Girl's Guides)

71

After the Fall: How Humpty
Dumpty Got Back Up
Dan Santat
Again

Andersen Press Ltd. 9781783446353

72

Artists and Their Pets: True
Stories of Famous Artists
Susie Hodge
and Their Animal Friends

Duopress

73

Bear Feels Sick

Carrie Anton, Stevie Lewis American Girl

Karma Wilson

Little Simon

9781683370437

9781946064011

9781442440937

P&E

P

P

N/A

This is a funny and thoughtful book about resilience and overcoming
fears. It depicts how Humpty Dumpty deals with his failure. From being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6552
scared of heights to gradually conquering his fear by climbing to the top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of the wall again, Humpty Dumpty shows children the importance of
determination and bravery.
This book tells stories about famous artists and their pets. The pet them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0196
is an interesting way to introduce young readers to art and cultural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istory. It is also a great way to let readers know the artists behind the
art.
Autumn has come to the woods. Bear doesn't feel well, so his friends
stop by and try to help him get well soon. But when he starts to get
better, all of his friends get sick! The humorous picture book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hip, love and car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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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Child's Introduction to Art:
The World's Greatest
Heather Alexander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Child's Introduction Series)

Publisher
出版社

Black Dog &
Leventhal

Frances Lincoln
Publishers Ltd
Media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1579129569

75

Coco Chanel (Little People, Isabel Sanchez Vegara &
Big Dreams)
Ana Albero Silvestre

76

Dorothea Lange: The
Albert Whitman &
Photographer Who Found Carole Boston Weatherford
9780807516997
Company
the Faces of the Depression

77

78

Frida Kahlo (Little People,
Big Dreams)

Kid Artists: True Tales of
Childhood from Creative
Legends

Eng Gee Fan &
Isabel Sanchez Vegara

David Stabler

Frances Lincoln
Publishers Ltd

Quirk Books

9781847807717

9781847807700

9781594748967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P

P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This book features 40 painters and sculptors, including Vincent van
Gogh, Salvador Dali and Andy Warhol.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th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38970
artists' life, inspirations, influences, techniques and their signature works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of art.
This is a book from the series "Little People, Big Dreams". With simple
words and attractive pictures, this series of books shows the lives of
outstanding artists and scientists. Each book starts with th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2299
artist's/scientist's dream as a child.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The book shares the story of Coco Chanel's early life in an orphanage,
where she learned to use a needle and thread and how she finally became
a world famous fashion designer.

P

This book is a picture book biography of a renowned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Dorothea Lange. I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from her school
days in New York to becoming a photojournalist in San Francisco and
her journe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 documenting American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World War II.

P

This is a book from the series "Little People, Big Dreams". With simple
words and attractive pictures, this series of book tells the lives of
outstanding artists and scientists. Each book starts with the
artist's/scientist's dream as a chil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2301
The book shares how Frida Kahlo's life was changed after a terrible road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accident in her teens. Unable to walk, she began to express her pain and
grief, as well as passion for life through painting. She then beca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tists of the twenieth century. .

P

Every great artist was once a kid as you and I were. With colourful
cartoon illustrations, this book shares with us the childhood of 16
acclaimed artists. Young readers can find out from the book what Andy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6911
Warhol's favourite childhood lunch was or learn about how Jean-Michel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Basquiat triumphed over poverty to become an important artist. The
problems that children are facing nowadays may resonate with those the
artists encountered in their childhoo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8548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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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olly's School of
Manners

80

Mole Music (Reading
Rainbow Books)

81

82

83

84

My Mouth is a Volcano!

One Winter's Day

Author
作者

James Maclaine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Usborne Publishing
9781474922463
Ltd.

David McPhail

Square Fish

Julia Cook

National Center for
9781931636858
Youth Issues

M. Christina Butler

Good Books

9780805067668

9781561485321

Peep!: A Little Book about
Maria van Lieshout
Taking a Leap

Feiwel & Friends

Ricky Sticky Fingers

National Center for
9781937870089
Youth Issues

Julia Cook

978031236915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This book explores good and bad manners through the day the badly
behaved raccoon, Algernon, spends at Miss Molly’s school of manners.
He comes to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good manners after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ve lessons. The humorous illustrations provide lots of room
for discussion.

N/A

P

Mole, who lives simply in his underground home, desires to make
beautiful music by playing the violin when he first hears violin music.
He keeps practising the violin patiently and his music finally brings out
a far-reaching and miraculous effect which Mole never knows.

N/A

P

My Mouth is a Volcano! takes an empathetic approach to the habit of
interrupting and teaches young children some clever techniques to
capture their thought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at an appropriate time.
This story also explains to children the value of respecting others.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055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When a fierce windstorm blows away Little Hedgehog's nest, he puts on
his winter clothes and sets off for Badger's warm house. On his way,
Hedgehog meets his friends, all shivering in the wind and snow. One by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21063
one, Hedgehog gives away his warm clothes to his friends. This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delightful storybook is about sharing with others, and the generosity
Littlle Hedgehog shows to others is returned to him when the snowstorm
is over.

P

Peep, the yellow chick, is on an outing with his mum and sisters. When
they hop off a steep curb, Peep freezes.Will Peep overcome his fear and
take a leap? With effective use of colour, font, space and placement of
text, this engaging book is good for anyone facing a challenge big or
small.

N/A

P

Ricky cannot figure out that stealing is wrong. When his bicycle is
missing, he learns first-hand what it feels like to have something stolen
from him. Through the fun story, children will learn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and develop empathy.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084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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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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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0399257629

P

The Girl Who Never Made
Mark Pett
Mistakes

Sourcebooks, Inc

9781402255441

P

The Girl Who Never Made Mistakes explains to young readers that life
is more fun when you enjoy everything even the mistakes. The book
encourages readers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mistakes, let go, laugh, and
enjoy the rid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99144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The Hundred Dresses

Eleanor Estes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It is a story about a girl who wears a faded blue dress every day but
claims that she has hunderds of beautiful dresses. One of her friends
takes courage to speak up for her. The story demonstrates how
compassion, kindness and forgiveness enlighten others' lif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177141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Virginia Ironside

Hachette Children's
Group

86

89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enguin Putnam
Inc

Thank You, Mr Falker

88

Publisher
出版社

This book details the life of a young girl named Trisha who struggles
with dyslexia but has a gift for painting, and how her inspirational
teacher, Mr Falker, helps her overcome her reading disability. Through
the learning journey of Trisha, this book shows the value of
determination and respect for diversity.

85

87

Author
作者

The Huge Bag of Worries

The New Bear at School

The Three Questions

Patricia Polacco

Carrie Weston

Jon J Muth

Scholastic

Scholastic Press

9780152051709

P&E

9780340903179

P

9781444902723

P

9780545081900

9780439199964

P

P&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282683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947083
The Huge Bag of Worries explains to young reader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to be frantic with worries. It is a compelling picture book which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3406
illustrates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children to cope with worries.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Boris, a new bear at school, looks frightening to his classmates. It is
hard for him to fit in. He tries to be polite but still his classmates stay
away from him. In the end, one incident has changed their mind and
they want Boris to be on their side! With a heartwarming story and
charming illustrations, the book will touch anyone who has ever felt left
out.
With stunning watercolours, this inspiring book is about compassion
and being engaged in each moment. It features young Nikolai, who is
searching for the answers to his three questions that can make him a
good person. He turns to his friends for help but in vain. But it is his
own response to a stranger's cry for help that leads him directly to the
answers he is looking for.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278196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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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The Way I Feel

We’re All Wonders

Author
作者

Janan Cain

R.J. Palacio

Publisher
出版社

Parenting
Press,U.S.

Puffin Books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1884734724

978014138641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P

Description
簡介

The Way I Feel introduces children in an interesting way to words that
help express their emotions. The compelling approach assists young
readers to talk about their day's triumphs and troubles.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N/A

P&E

Auggie suffers from a rare disease which causes him to have facial
disfigurements. Told from his perspective, the story shows how the little
boy stays strong and positive despite the teases and bullies he face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4440
With powerful text and richly-imagined illustrations, the book shows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readers the power of acceptance and kindness - though we cannot
change the way someone looks, we can change how we see.

This book shows childre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kind and how small
acts can make a difference.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showing kindnes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5494
to people and living things around us,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patience, forgiveness and acceptance. The book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treat others the way we want to be treated.

93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Kind?

Rana DiOrio

Little Pickle Press

9781939775092

P&E

94

What If Everybody Did
That?

Ellen Javernick

Two Lions

9780761456865

P&E

95

What Should Danny Do?

Adir Levy, Ganit Levy

Elon Books

9780692848388

P

It is an innovative, interactive book written in a "choose your own story"
style that empowers kid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ir choices will
shape their days, and ultimately their lives, into what they will be.

N/A

96

Wilma Jean the Worry
Machine

Julia Cook

National Center for
9781937870010
Youth Issues

P

Wilma Jean the Worry Machine is a humorous book that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anxiety in a way that relates to children of all ages. It offers
creative tools and strategies for readers to lessen their anxiety and
worries.

N/A

Through the various irresponsible behaviours a boy commit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story engages students in envisioning the possible
outcomes of irresponsible acts, and reminds them of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respectful to others’ rights.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