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KGs
主題閱讀 幼稚園建議書目
Theme: Nature and Living
主題︰大自然與生活
Book Title
書目
自然學家（瀕危動植
1
物）

2

四季（繁體故事書）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郊野公園之友會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978-9629937096

周蜻蜓、劉瑤

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
公司

978-9620435706

3 蟲蟲你在那裡

周均朗

4 我長大了

作者：宗玉印
繪者：陳麗雅

東西圖書有限公司

維京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圖書中的每個主題是以問題引領幼兒認識不同瀕危動植
物的資料，更帶出保護動植物的重要信息。
由於每位幼兒有不同生活體驗，建議家長與孩子共讀，
把書中的內容聯繫幼兒的生活經驗，或進行延伸學習，
加深他們對不同動植物的認識。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2109482&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P

故事書的文字精簡，能清晰地描述四季的特徵，包括天
氣的變化及適合不同季節進行的活動。故事取材生活
化，插圖色彩豐富，能清楚地回應文字的內容。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320605&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P

以顏色鮮艷及特大的真實圖片讓幼兒認識昆蟲有自己的
保護色，而且句子結構淺白易明，使幼兒較易理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
閱讀的過程中，幼兒須專注地尋找隱藏的昆蟲，活動能 =chamo:3031401&fromLocationLink
加強他們的專注力，也可以另類、富趣味的方式享受閱
=false&theme=WEB
讀樂。

P

書中主要介紹不同動植物及人類的成長過程，內頁採用
特別的設計，幼兒可以拉動活頁，讓不同動植物成長過
程如電影動畫般呈現出來，幼兒須專注地觀察，才可看
到當中的變化。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978-9867116406

978-9862035405

5 好餓的毛毛蟲

作者/繪者：
艾瑞‧卡爾
譯者：鄭明進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7620989

P

6 好忙的蜘蛛

作者/繪者：
艾瑞‧卡爾
譯者：郊美玲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7620996

P

書中把由毛毛蟲蛻變成蝴蝶的過程，以故事形式呈現出
來。為了讓小孩代入毛毛蟲的角色，故事描述毛毛蟲吃
了很多水果和零食等。
故事書的設計別出心裁，編製成硬頁書，插圖的色彩鮮
明，書中有小洞設計，引起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書中往
後的內容，配合孩子的成長特質。
故事書講述蜘蛛花了一整天時間，專注地編織自己的
網。雖然有很多動物邀請它一起參與不同的活動，它依
然投入地完成自己的任務，讓孩子學會堅毅的重要性。
作者刻意讓不同動物穿插整本故事書，使幼兒加深認識
牠們的特徵，包括叫聲及生活習性等。故事角色的對話/
句子結構不斷重覆，有助幼兒掌握故事的內容。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152725&fromLocationLin
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118809&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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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7 恐龍POP-UP

作者：Jung En Mi
繪 者：Yi Ruen
Bom
譯者：李潔茹

華碩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978-9869270052

P

8 彩色世界

作者：
潘尼洛普‧阿隆
設計：凱西‧雀森
譯者：黃聿君

泛亞國際文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7208590

P

奇妙的鏡子

作者：陳美玲
繪者：卓昆峰
攝影：張義文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0 好玩的磁鐵

作者：王元容
繪者：卓昆峯
攝影：張義文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9

作者：黃淑惠
譯者：廳迎雲
第一套自然觀察圖鑑-11
攝影：李奎哲、
種子
蘇政華

12 照顧我們的地球

作者/繪者：
蘿倫‧柴爾德
譯者：賴慈雲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8387218

978-9579427814

978-9864133079

978-9577624529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以色彩繽紛的立體圖片，介紹不同種類的恐龍，具體地呈現
恐龍的外形特質、生活習性及生長環境等，同時亦有介紹恐
龍之間的互動，讓幼兒更易掌握有關恐龍的知識。
N/A
作者以故事形式串連，講述一隻小恐龍遇見不同的大恐龍朋
友，增加繪本的趣味性。
「顏色」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經常會以顏色來具體描述身
邊的事物。動植物的顏色各有不同，其實別有用心呢！花朵
以鮮艷的顏色來吸引蜜蜂採花蜜；動物身上的顏色與周圍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
境相近，讓牠們可以融入四周環境的色調，不易被發現。
?id=chamo:3090635&fromLocatio
nLink=false&theme=WEB
成人引導幼兒閱讀此書，透過提問及幼兒的生活經驗，除了
鞏固顏色的概念，更讓他們對顏色的意義及應用有新的看
法。

P

「鏡子」無處不在，本書介紹不同的小遊戲，讓幼兒了解鏡
子影像的特性，例如把鏡子「V」字形擺放，會出現多個重
覆的影像，書中還介紹了哈哈鏡照出不同的形態等。閱讀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2180440&fromLoca
程中，成人可帶幼兒利用課室/家中的鏡子進行以上設計的
tionLink=false&theme=WEB
小遊戲， 讓幼兒透過操作小遊戲，對鏡子的特性有更深入
的理解。

P

書中建議不同有趣好玩的小實驗，使幼兒認識磁鐵的特性，
磁鐵能隔著空氣和水把東西吸過來。成人也可以把不同的生
活物品拿出來，幼兒可以參與這小實驗，辨別有哪些物件可
以被磁石吸起。

P

大自然裏有多少不同的種子？它們的成長過程是怎樣呢？所
有植物也會開花結果嗎？它們的果實長甚麼樣子？種子是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樣傳播的？
m?id=chamo:2759681&fromLoca
幼兒在閱讀過程中能認識和欣賞不同植物成長和變化，同時
tionLink=false&theme=WEB
教師或家長與幼兒一起嘗試種植，親身記錄和觀察植物的成
長，培養幼兒的耐性和愛護植物的良好態度。

P

書中的主角蘿拉和哥哥平日收集很多東西，包括紙皮箱、禮
物包裝紙、報紙及鐵罐等，一天蘿拉突然想把所有收藏的東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西扔掉，哥哥提出回收舊物的建議。蘿拉接受哥哥的提議， m?id=chamo:3519506&fromLoca
把回收的概念由家庭一直延伸到學校，帶動所有同學參與，
tionLink=false&theme=WEB
成功地把家裏和學校囤積的雜物分類回收。成人可藉著此故
事的回收活動向幼兒傳遞愛護地球的信息。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
m?id=chamo:1297011&fromLoc
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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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好多好多車

作者/繪者：
布萊恩．畢格斯
譯者：江坤山

14 河馬卜卜愛玩水

作者：新小牛頓
繪者／攝影者：
小康軒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5 光影躲貓貓

作者：新小牛頓
繪者／攝影者：
小康軒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6 紙飛機

作者：小林實
繪者：林明子
譯者：漢聲雜誌社

17 Little Raindrop

18 Maisy Grows a Garden

Author: Melanie
Joyce
Illustrator: Gina
Maldonado

Lucy Cousins

小天下

英文漢聲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Igloo Books

Walker Books Limited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爸爸駕車載著亨利到大城市裡，沿途看到各式各樣的汽
車、工程車、貨車和火車等，具體描繪了大城市的不同
面貌，例如廣告牌和擁擠的馬路等。幼兒更有機會看到
不同車子的剖面結構圖，使幼兒對車子結構有更進一步
的了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295660&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P

透過不同的例子，介紹動植物與水的關係及動植物的特
質，例如因河馬的閉氣能力強，所以經常待在水底；部
份水中的植物長著絨毛，不易被水沾濕，所以浮在水
面。書中後部分加插了與水有關的小實驗，讓幼兒從生
活化的角度認識浮沉和其他特性。

N/A

P

幼兒的生活中會接觸到「影子」，但他們未必可以理解
影子的特性。書中構思尋找影子、玩影子的遊戲，認識
在太陽下影子出現的位置，在其他遊戲中比較影子相同
或不相同的地方，使他們在觀察、比較中學習及探究影
子這題材，加深對自然現象的理解。

P

以一個幼兒喜愛、又簡單的摺紙飛機活動，讓幼兒不斷
反覆嘗試摺疊、觀察紙飛機飛行的表現及調整自己的摺
法。幼兒透過親身操作及經歷，綜合出自己獨特的摺
法，體現探究精神。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238124&fromLocationLin
k=false&theme=WEB

P

The picture book, using the beautiful illustration, introduces
the water cycle in a funny way. The author also adopts
personification throughout the story with a veiw to engaging
children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For instance, the raindrop
said goodbye to the cloud while they were falling to the
ground.
Although the picture book tries to make the abstract concept
concrete, teachers and parents are recommended to provide
guidance while reading with children.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517128&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P

Teachers/ Parents sometimes do planting with children at
backyard of school or other places. This picture book
provides brief and clear description to children o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and how things grow. Children may have
general ideas on the above matters before engaging in
planting activitie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325032&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978-9863201298

978-9861519661

978-9861519838

978-9575880255

978-1788106337

978-140634086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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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y Five Senses

Author
作者

Aliki Brandenberg

Publisher
出版社

Harper Collins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We usually teach children five senses at an early age under
the theme of knowing yourself. This book desribes the use
of different senses in our daily lives, which children can
understand easily.
Children get familiar with their senses and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all senses they have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318342&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P

Children can learn the names of different animals in the
farm after reading the story. It is easy for children to read
the story as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story are simple.
Also, they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ribution like eggs and milk of farm animal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story help collect them in the farm.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
d=chamo:3351172&fromLocationLi
nk=false&theme=WEB

ISBN
Print / Electronic
國際標準書號
印刷/電子版

978-0064450836

Topsy and Tim: Go to the

20 Farm - Ladybird Readers Ladybird
Level 1

Penguin UK

978-0241283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