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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脷洲街坊學校    一年級主題閱讀書目：兒童故事、生活常識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  齊兹．富克納；强納森．林柏

特 合著；鄧啟慈 譯 
一個小漁夫的故事 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  北方童謠 一園青菜成了精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3.  Kathleen W.Zoehfeld 文 上學的第一天 香港：星島出版有限公司。 
4.  Anthony Browne 文、圖 

林良 譯 
大猩猩和小猩猩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  陳秀琴 主編 大象很小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6.  櫻靈 譯寫 小小貪吃鬼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黃淑慧 主編 小水滴旅行 香港：晶晶教育出版社。 
8.  艾瑞克．希爾 原著 

文庭澍 譯 
小波去馬戲團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  艾瑞克．希爾 原著 
文庭澍 譯 

小波住朋友家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 小咪上課記 台南：薪寶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1.  宋珍憲 文、圖 

宋珮 譯 
小畢的故事 台北：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2.  陸趙鈞鴻 文  魏翀畫室 圖 小雄雞不想睡覺 香港：晶晶教育出版社。 
13.  陸趙鈞鴻 文  魏翀畫室 圖 小鴨鴨迷了路 香港：晶晶教育出版社。 
14.  法國巴亞出版社編輯部 文、圖 

林均穎 譯 
工作中的超級機器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15.  理科出版社 編              
Daniel Moignot 圖 

工具箱 台北：理科出版社。 

16.  Colin McNaughton 文 
北村悟 圖  林滿秋 譯 

不一樣的上學日 台北：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秋千 文  徐志雄 圖 不浪費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8.  謝昆達 文  魏敬學 圖 手的影子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19.  陳秀琴 主編 手套戴在腳丫上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20.  曾美麗、郭乃光 編輯 牙刷超人大戰蛀牙菌 香港：天慧文化。 
21.  陳秀琴 主編 牛是汪汪叫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22.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著 

漢聲雜誌 譯 
四季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3.  簡簡 文  黃金滿 圖 打電話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  胡畔 編  李祥 圖 用功讀書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  理科出版社 編              

Gilbert Houbre 圖 
光 台北：理科出版社。 

26.  愛瑪．戴蒙 圖 
任汝芯 譯 

各種各樣的人 台北：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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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27.  吳芷蘭 文                     
陳靄珠、羅家偉 圖 

好兒童成長天地──學
校篇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28.  Peter Spier 文、圖；漢聲雜誌 譯 好無聊喔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9.  艾瑞．卡爾 文、圖             
柯倩華 譯 

好慢、好慢、好慢的樹

懶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  Gene Zion 文                   
瑪格布伊葛雷漢 圖             
林眞美 譯 

好髒的哈利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Paulette Bourgeois 文 
Brenda Clark 圖 

托托上學去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32.  傑侯娒．胡里埃文 圖           
張淑瓊 譯 

有色人種 新竹：和英出版社。 

33.  熊致飛 文  村上萬 圖 老師最萬能 台北：花旗出版有限公司。 
34.  秋千 文  黃金滿 圖 自動門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5.  理科出版社 編                 

Henri Galeron 圖 
衣服 台北：理科出版社。 

36.  賴馬 文、圖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37.  西卷茅子 文、圖               

林眞美 譯 
我的衣裳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8.  貝尼索托 我的恐龍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9.  John Burningham 文、圖        
林真美 譯 

我的祕密朋友阿德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0.  熊致飛 文  村上萬 圖 我要做好同學 台北：花旗出版有限公司。 
41.  藤川堯 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編輯部 譯 
我想睡覺了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42.  Eve Tharlet 文、圖              
鄭榮珍 譯 

我想變成…小鳥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3.  Eve Tharlet 文、圖              
顏至邵 譯 

我想變成…小寶寶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4.  Eve Tharlet 文、圖              
曾淑芳 譯 

我想變成…獅子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陸趙鈞鴻 文  魏翀畫室 圖 我聽媽媽的話了 香港：晶晶教育出版社。 
46.  崔淑熙 文、圖  蕭素菁 譯 沒關係 台北：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曾美麗、郭乃光 編輯 垃圾龍大顯神通 香港：天慧文化。 
48.  張明薰 文  閔玉禎等 圖 泥土裡藏着什麼？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49.  五味太郎 文、圖  漢聲雜誌 譯 爸爸走丟了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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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50.  林秋雲 文                     
許永和、林秀玲 圖 

亮亮上學去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51.  艾瑞克．希爾 原著 
文庭澍 譯 

咦！小波在哪裡？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2.  理科出版社 編                 
Christian Broutin 插圖 

城市 台北：理科出版社。 

53.  簡簡 文  黃金滿 圖 客人來了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4.  熊致飛 文  村上萬 圖 相信一定可以的 台北：花旗出版有限公司。 
55.  Ruth Krauss 文              

Crockett Johnson 圖 
郭恩惠 譯 

胡蘿蔔種子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6.  理科出版社 編               
Donald Grant 插圖 

飛機 台北：理科出版社。 

57.  潘麥瑞雯、陳美鳳、周秀茵 合著 家課特工隊──做家課

醒目貼士 
香港：零至壹出版有限公司。 

58.  茱蒂．巴瑞特 文 
隆．巴瑞特 圖  沙永玲 譯 

動物絕對不應該穿衣

服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9.  胡燕青 文  王曉明 圖 啟啟上小學 香港：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60.  胡燕青 文  王曉明 圖 啟啟怕不怕考試 香港：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61.  黃茗莉 文、圖 第一次看電影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62.  理科出版社 編               

Christian Broutin 圖 
船 台北：理科出版社。 

63.  陳秀琴 主編 這是豌豆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64.  Maurice Sendak 文、圖         

漢聲雜誌 譯 
野獸國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65.  陳秀琴 主編 斑馬會長斑點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66.  理科出版社 編                 

Heliadore 圖 
發現岩洞 台北：理科出版社。 

67.  陸趙鈞鴻 文  魏翀畫室 圖 窗前的大眼睛 香港：晶晶教育出版社。 
68.  Pilar Ramos 原著               

Ma. Teresa Ramos 插圖         
閣林編譯室 譯 

愛麗絲上學記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9.  林芬名 文、圖 搬到另一個國家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70.  理科出版社 編                 

Gilbert Houbre 圖 
蔬菜 台北：理科出版社。 

71.  洪志明 文 課室裏的空襲警報 香港：朗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72.  孫晴峰 文  趙國宗 圖 誰吃了彩虹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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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73.  珍妮．威利斯 文、Adrian Reynolds 
圖、林盈蕙 譯 

誰在廁所裡？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4.  Huang Shu Hua、Her Chia Fen 合著 誰喜歡水呢？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75.  陳秀琴 主編 檸檬是藍色的嗎？ 台北：閣林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76.  黃淑慧 主編 藥物不亂吃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7.  小林敢治郎 著 續 應用問題大追擊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8.  楊希彥 編 靈敏小鼻子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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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脷洲街坊學校    二年級主題閱讀書目：動物、分享、關愛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  David Mckee 文  陳曆莉 譯 一直打嗝的斑馬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  笨蛋姐姐 文  小善 圖 七彩鱗衣 香港：明窗出版社。 
3.  賴馬 作品 十二生肖的故事 新竹：和英出版社。 
4.  湯姆．羅伯茨 改編           

大衛．喬根森 圖  任溶溶 譯  
三隻小豬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  管家琪 文  王平 圖 口水龍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  王元容 文  張義文 攝影 大自然清道夫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黎芳玲 文  林傳宗 圖        

張義文 攝影 
大金剛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  王一梅 文  叁目堂 圖 大象的腳印 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 
9.  Mary Ling 文  Dan Wright 圖  

Gordon Clayton 攝影 
小牛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Muriel Pepin 文               
Isabelle Bonhomme 圖 

小刺蝟歷險記 台北：東方出版社。 

11.  Angela Royston 文            
Rowan Clifford 圖            
Jane Burton 攝影 

小狗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黎芳玲 文  張義文 攝影 小狗狗長大了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3.  Kew Brown 文、圖           

陳曆莉 譯 
小象阿麗的鼻子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  蘇菲亞．雲娜 文  馮葉 譯 小雷米的禮物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  孫婉玲 文  章毓倩 圖        

張義文 攝影 
小種籽的旅行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6.  何佳芬 文 小蝌蚪長大了 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17.  Mary Ling 文 小豬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陳美玲 文  崔麗君 圖        
陳振祥 攝影 

小瓢蟲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  王冰文、伍中仁 圖           
何蕙儀 譯  

山上的一天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香港

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20.  克里斯多佛．梅納德 文       

李雋華 譯 
不可思議的迷你

巨蟲 
台北：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1.  陳美玲 文  李文貴 攝影 不織網的蜘蛛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2.  馬翠蘿 編 公德心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  孫婉玲 文  林純純 圖        

張義文 攝影 
公雞喔喔啼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  Vanessa Chan 圖 分享 香港：朗文教育出版社。 
25.  甄艷慈 編 分享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6.  --- 日行一善 香港：朗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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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27.  Toobpong、Ratimai 
Hongvisuthikul 編  袁彩霞 譯 

木木耳朵不見了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28.  Andrienne Soutter-Perrot 文  
Gerard Wuest 圖 

牛 台北：東方出版社。 

29.  呂麗娜 文  黃麗、陳偉 圖 卡諾小鎮的新朋

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0.  中川李枝子 文               
大村百合子 圖  林立 譯 

古利和古拉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31.  史巴士編輯小組 文 史巴士教你 DDO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 
32.  辛亞 文  辛為 圖 交朋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3.  嚴淑女 文  張又然 圖 再見小樹林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4.  周蜜蜜 文  樂彩 圖 吉吉的故事 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 
35.  何佳芬 文  林純純 圖        

張義文 攝影 
有趣的葉子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6.  笨蛋姐姐 文  小善 圖 老鼠笑牛蛙叫 香港：明窗出版社。 
37.  David Mckee 文  陳曆莉 譯 艾瑪回來了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8.  David Mckee 文  訾如 譯 艾瑪和威柏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9.  David Mckee 文  徐素玫 譯 艾瑪滑冰記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0.  David Mckee 文  林安玲 譯 艾瑪踩高蹺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1.  王秀園 文  姜春年 圖 快樂的小燈燈 永和：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42.  蘿拉．希格 文、圖           

黃聿君 譯 
快樂做朋友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3.  珍妮絲．梅．奧黛莉 文       
墨里斯．桑達克 圖           
林真美 譯 

我最討厭你了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4.  康娜莉雅．史貝蔓 文         
凱西．帕金森 圖             
蕭富元 譯 

我會關心別人 台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45.  羅爾．克利尚尼茲 文、圖  
宋珮 譯 

沒有人喜歡我 台北：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46.  理科出版社 編 車子 台北：理科出版社。 
47.  孫婉玲 文  鄭雪芳 圖        

張義文 攝影 
招潮蟹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8.  約翰．羅伊 文、圖           
郭恩惠 譯 

抱抱我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孫婉玲 文  高鎮雄 攝影 河的旅行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0.  禤文杰 著 牧場風光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51.  楊曼華 文  嚴凱信 圖        

張義文 攝影 
長頸鹿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2.  理科出版社 編 青蛙 台北：理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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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53.  John Norris Wood 文、圖、攝

影 
青蛙的冒險日記 台北：東方出版社。 

54.  陳維壽 文、攝影 冒充的高手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55.  Kew Brown 文、圖           

陳曆莉 譯 
為什麼我不會飛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6.  孫婉玲 文  關文信 圖        
張義文 攝影 

紅鶴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7.  莫妮卡．摩斯安尼 文         
曼妮娜．申斯 圖 

美味的友情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8.  唐姨姨 文  立雄 圖 美麗的醜小貓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9.  張秋生 文  洪波 圖 乘秋千旅行的貓 香港：現代教育出版社。 
60.  陳美玲 文  章毓倩 圖       

張義文 攝影 
海裡世界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1.  理科出版社 編 狼 台北：理科出版社。 
62.  淨因博士 文  何蕙儀 譯 神鼠博士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3.  理科出版社 編 動物 台北：理科出版社。 
64.  林良恭 文 動物的三餐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65.  孫婉玲 文  張振松 圖        

張義文 攝影 
梅花鹿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6.  夏耀彬 編 猜猜看是什麼蔬

果？ 
香港：天慧文化。 

67.  Andrienne Soutter-Perrot 文  
Jocelyne Pache 圖 

蛋 台北：東方出版社。 

68.  黎芳玲 文  崔麗君 圖        
張義文 攝影 

袋鼠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9.  黃鵬鵬、王司文、王世斌 合著 魚的七十二變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70.  黃鵬鵬、王司文、王世斌 合著 魚類的秘密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71.  艾倫．布拉培 文、圖         

徐雅紅 譯 
最最最要好的朋

友 
台北：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2.  理科出版社 編 棕櫚樹 台北：理科出版社。 
73.  何佳芬 文 犀牛 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74.  王淑菁 文  林純純 圖        

張義文 攝影 
黃金鼠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5.  Moira Butterfield 文           
Wayne Ford 圖 

黑夜裏的博士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6.  珍妮．貝洛克．蒙柯爾 文    
琳達．索蒙爾．霍格 圖      
馬景賢 譯 

愛 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77.  熊致飛 文  村上萬 圖 愛是共同的禮物 台北：花旗出版有限公司。 
78.  櫻靈 譯 愛護大自然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79.  笨蛋姐姐 文  小善 圖 會買東西的貓和

會叫的魚 
香港：明窗出版社。 

80.  黎芳玲 文  賴馬 圖          
張義文 攝影 

獅子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1.  陳美玲 文  林純純 圖        
張義文 攝影 

葡萄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2.  鄺美倫、馬俐、楊詩婷 文、圖 綿綿流淚了 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 
83.  孫婉玲 文  陳維霖 圖        

李文貴 攝影 
蜻蜓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4.  陳美玲 文  黃淑華 圖        
李文貴 攝影 

蝸牛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5.  王秀園 文  謝佳玲 圖 誰要買我妹妹 永和：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86.  瑪格麗特．威爾德 文         

藍．布魯克斯 圖  柯倩華 譯 
豬奶奶說再見 台北：東方出版社。 

87.  黎芳玲 文  鄭雪芳 圖        
張義文 攝影 

橘子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8.  Andrienne Soutter-Perrot 文 螞蟻 台北：東方出版社。 
89.  小林勇 螞蟻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0.  王元容 文  卓昆峰 圖        
李文貴 攝影 

螞蟻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1.  理科出版社 編 貓頭鷹 台北：理科出版社。 
92.  孫婉玲 文  林傳宗 圖        

張義文 攝影 
鴕鳥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3.  郭雯 文  沈立雄 圖 幫助別人 香港：童樂出版社。 
94.  內田麟太郎 文               

降矢奈奈 圖  游珮芸 譯    
謝謝你，好朋友 台北：尖端出版有限公司。 

95.  Andrienne Soutter-Perrot 文 蟾蜍 台北：東方出版社。 
96.  珍妮．貝洛克．蒙柯爾 文    

海倫．恩蒂絲．恩蒂絲 圖    
馬景賢 譯 

關心 台北：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97.  黎芳玲 文  卓昆峯 圖        
張義文 攝影 

鷺鷥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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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脷洲街坊學校  三年級主題閱讀書目及雜誌：兒童故事、科學知識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  王淑芬 著 一百個冰淇淋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  瑪麗．卡爾霍恩 著 
任溶溶 譯 
埃里克．英格拉哈姆 繪圖 

一隻會滑雪的貓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  管家琪 文  王平 圖 口水龍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林妮．伽利 文、圖 
劉清彥 譯 

大木棉樹：亞馬遜雨林的故事 新竹：和英出版社。 

5.  昔恩受 大腦夢工廠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  Paolo Pochettino 圖、文 
葉曉雯 譯寫 

小木偶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  格歐克．比德林斯克 文      
詹尼斯．哈斯穆斯 圖        
王星 譯 

小朵朵和胖沃克 湖北：湖北美術出版社。 

8.  黃慶雲 譯寫 小姐與流氓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  廖令堅 譯 小美人魚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鹿鳴 譯寫 小飛象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  柳生弦一郎 小痂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12.  高樓方子 文、圖  汪仲 譯 小真的長頭髮 台北：阿爾發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13.  何佳芬 文 小蝌蚪長大了 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14.  陳美玲 作  林英典 攝影 

洪文卿 插圖 
小燕鷗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  甄艷慈 編 不依賴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6.  辛亞 不偏食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7.  王淑芬 著 不會噴火的龍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馬丁．巴茲塞特 文 
馬克．布塔方 圖  吳愉萱 譯 

不會寫字的獅子 台北：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9.  秋千 文  徐志雄 圖 不驕傲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  韓德行 五官的故事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21.  曾陽晴 文  陳麗雅 圖 天帝的考驗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22.  陸可鐸 文  大衛．溫賽爾 圖 

羅婷以 譯 
文文的帽子 台北：道聲出版社。 

23.  卡洛．科洛迪 木偶奇遇記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  --- 牙齒街 香港：智高出版社。 
25.  中川李枝子 文 

大村百合子 圖  林立 譯 
古利和古拉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26.  崔中慧 文  野人 圖         
何蕙儀 譯 

四季的和歌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香港

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10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27.  艾倫．塞伊 文、圖 
劉清彥 譯 

失落之湖 台北：道聲出版社。 

28.  潔若婷．麥考琳 文 
史蒂芬．蘭伯特 圖 
劉清彥 譯 

奶奶的時鐘 台北：道聲出版社。 

29.  黃慶雲 譯寫 白雪公主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0.  強．穆特 文、圖  馬景賢 譯 石頭湯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萊絲莉．紐曼 文            
羅奈德．希姆勒 圖 
劉清彥 譯 

全世界最棒的貓 台北：道聲出版社。 

32.  曹路燕 文  王家鳳 圖 再堅持一會兒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33.  趙善暻 文  劉清彥 譯 地下花園 台北：道聲出版社。 
34.  曹路燕 文  楊怡 圖 好大的脾氣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35.  甄艷慈 編 有勇氣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6.  馬翠蘿 編 有恆心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7.  奧斯卡．王爾德 原著        

費歐娜．華特斯 改寫        
劉清彥 譯 

自私的巨人 台北：道聲出版社。 

38.  David Mckee 原著 
訾如 譯寫 

艾瑪和威柏 香港：童樂出版社。 

39.  堀內誠一 血的故事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0.  Andre Benchetrit 你的身體為什麼可以保護你 台北：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1.  陸可鐸 文  馬第尼斯 圖     
劉清彥 譯 

你是我的孩子 台北：道聲出版社。 

42.  凱倫．蓮．威廉斯 文 
琳達．沙波特 圖            
劉清彥 譯 

希望之樹 台北：道聲出版社。 

43.  王淑芬 著 快樂公司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4.  曹路燕 文  賈斌 圖 快樂地做自己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45.  Mandy Suhr 我吃甚麼？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6.  Mandy Suhr 我在呼吸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7.  Mandy Suhr 我在長大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8.  Mandy Suhr 我在活動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9.  Mayle P 我到底怎麼了？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0.  露絲．克勞絲 文；海倫．奧森

貝里 圖；劉清彥 譯 
我長大了 台北：道聲出版社。 

51.  吉田隆子 我是健康寶寶 台北：大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52.  Stuart S L 我為什麼要戴眼鏡？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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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53.  吉田隆子 我要頭好壯壯 台北：大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54.  黃建民 編 我們的身體 香港：洪波出版社。 
55.  曹路燕 文  王家鳳 圖 我答應過你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56.  Eldwina de Ruiter 我想要長大 台北：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7.  羅爾．克利尚尼茲 文、圖 
宋珮 譯 

沒有人喜歡我 台北：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58.  Andre Benchetrit 沒有大腦，會發生甚麼事 台北：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9.  --- 沒信用先生 香港：智高出版社。 
60.  --- 肚子小兵 香港：智高出版社。 
61.  柳生弦一郎 肚臍的秘密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62.  Christian Tieimann 身體知多少 台北：新手父母出版社。 
63.  全美淑 文  林貞娥 圖 身體為什麼會長大 高雄：學研館文化事業。 
64.  韓德行 身體裏的器官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65.  邱明楨 編 身體與健康 台北：金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6.  郝廣才 文  安嘉拉茉 圖 乖乖睡，好不好？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朴賢哲 等 來趟身體的旅行 台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8.  理察．喬根森 文 
華倫．漢生 圖  柯倩華 譯 

和爸爸一起讀書 香港：但以理圖書有限公司。 

69.  安徒生 原著  林宗賢 文、圖 
鄭榮珍 改寫 

拇指姑娘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 

70.  王淑芬 著 拍桌子青蛙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Vanessa Chan 圖 欣賞 香港：朗文教育出版社。 
72.  王元容 作  張義文 攝影 

林純純 插圖 
金魚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3.  莎拉．史都華 文 
大衛．司摩 圖  劉清彥 譯 

金錢樹 台北：道聲出版社。 

74.  須藤麻江 文  織茂恭子 圖   
米雅 譯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台北：道聲出版社。 

75.  王淑芬 著 阿嗡嗡的志願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6.  理科出版社 編 青蛙 台北：理科出版社。 
77.  Vanessa Chan 圖 勇氣 香港：朗文教育出版社。 
78.  李歐．李奧尼 文、圖        

劉清彥 譯 
帝哥的金翅膀 台北：道聲出版社。 

79.  海茲．雅尼許 文 
賀格．邦許 圖  邱璧輝 譯 

查克 笨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0.  比內特．施羅德 著、繪 
任溶溶 譯 

洋娃娃歷險記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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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81.  許恩美 洩密的大眼睛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2.  莎蕾．赫維特 看一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3.  Marc Joyeux 文 

Francesca Salucci 圖 
葉曉雯 譯寫 

穿長靴的貓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4.  羅伯．恩萊特 文  蔡兆倫 圖 
劉純吟 譯 

穿越暴風雲的飛機 台北：道聲出版社。 

85.  --- 美女與野獸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6.  唐姨姨 著  立雄 繪圖 美麗的醜小貓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87.  Benny Choi、Phoebe Lee 編輯 迪士尼智趣號 24：鯨豚新知 香港：家庭學習協會。 
88.  Benny Choi、Phoebe Lee 編輯 迪士尼智趣號 32：蟲何而來 香港：家庭學習協會。 
89.  是德 譯 風中奇緣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0.  艾．傑．伍德 文 

偉恩．安德森 圖  鄭榮珍 譯 
恐龍王國歷險記 台北：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黎芳玲 作  張義文 攝影 
林傳宗 插圖 

海豚上學 台北：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2.  杜昀潔 譯 海龜 新店：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3.  安妮塔．羅北兒 文、圖 

劉清彥 譯 
馬鈴薯啊，馬鈴薯！ 台北：道聲出版社。 

94.  咸潤美 作  閔曉晴 插畫 骨頭和肌肉 香港：世界出版社。 
95.  英格麗．奧斯蒂倫 原著 

方紫薇 譯 
強納生和魔法盒 台北：錦繡圖文出版。 

96.  西格佛來德．洛裴特 原著 
王文秀 譯 

彩虹不見了 台北：錦繡圖文出版。 

97.  堀內誠一 眼睛的故事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8.  李惠絨 文 第一次招待客人 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99.  石井桃子 文  中谷千代子 圖 

米雅 譯 
貪吃的牛小花 台北：道聲出版社。 

100.  褟文杰 透視人體 香港：小樹曲教育出版社。 
101.  李壽先 撰文 鳥兒大搬家 台北：華一書局出版有限公司。 
102.  陳美玲 作  陳加盛 攝影 

劉伯樂 插圖 
鳥兒啾啾 台北：親親自然雜誌社。 

103.  威拉．畢．威廉斯 文、圖 
宋珮 譯 

最特別的生日禮物 台北：道聲出版社。 

104.  甄艷慈 編 尊重他人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5.  王秀園 文  劉思伶 圖 斑斑的花紋 永和：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106.  王淑芬 著 減肥怪招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何佳芬 文 犀牛 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13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08.  秋千 文  徐志雄 圖 發脾氣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9.  申淳花 聒噪的大嘴巴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毛利子來 著涼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11.  王秀園 文  孫基榮 圖 開路小英雄 香港：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永和：稻

田出版有限公司 
112.  簡簡 文  黃金滿 圖 飯桌上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3.  蘿妮．舒特 文 

莎莉格．嘉拉斐 圖          
劉清彥 譯 

媽媽，我要把世界送給你 台北：道聲出版社。 

114.  珍妮特．歐克 文 
潔芮．布萊霍姆 圖 
劉清彥 譯 

愛是什麼樣子 台北：道聲出版社。  

115.  --- 獅子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6.  劉清彥 文  宋珮 圖 萱萱的日記 台北：道聲出版社。 
117.  秋千 文  徐志雄 圖 誠實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18.  --- 誠實先生 香港：智高出版社。 
119.  甄艷慈 編 誠實的故事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0.  劉大偉 文、圖  黃珮玲 譯 夢中的巨葉 台北：道聲出版社。 
121.  莎蕾．赫維特 摸一摸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2.  Vanessa Chan 圖 滿足 香港：朗文教育出版社。 
123.  Christian Tielmann 瑪麗看醫生 台北：新手父母出版社。 
124.  黃慶雲 譯寫 睡公主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5.  林良 文  陳美燕 圖 綠池白鵝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  李歐．李奧尼 文、圖 
劉清彥 譯 

綠尾巴的老鼠 台北：道聲出版社。  

127.  Serena Riglietti 圖、文 
葉曉雯 譯寫 

綠野仙蹤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8.  陸可鐸 文  馬第尼斯 圖 
郭恩惠 譯 

綠鼻子 台北：道聲出版社。 

129.  柳生弦一郎 鼻孔的故事 台北：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30.  德瑞克．莫森 文；泰拉．葛拉

罕．金恩 圖；劉清彥 譯 
敵人派 台北：道聲出版社。 

131.  王淑芬 著 豬大王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2.  王冰 文  冉綾珮 圖         
何蕙儀 譯 

戰爭一點兒也不好玩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香港

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133.  王淑芬 著 橘子小羊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4.  王淑芬 著 貓愛老鼠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5.  曹路燕 文  楊怡 圖 總會有辦法 香港：小樹苗出版有限公司。 



 

14 

 

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36.  珍妮芙．童利 文 
史蒂芬．格梅爾 圖 
劉清彥 譯 

謙虛派 台北：道聲出版社。 

137.  納桑尼．拉胥梅耶 文 
羅伯．英潘 圖  劉清彥 譯 

斷咀鳥 台北：道聲出版社。 

138.  --- 鐘樓駝俠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39.  W.Disney 變身國王 台北：全美出版社。 
140.  Vanessa Chan 圖 體諒 香港：朗文教育出版社。 
141.  --- 靈敏小鼻子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2.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1：頑皮可愛的小

搗蛋──貓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3.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10：人見人愛的

活寶貝──熊貓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4.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14：長有犄角的

盔甲武士──獨角仙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5.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17：北極熊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6.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0：穿著禮服的

紳士──企鵝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7.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2：古靈精怪的

黑猩猩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8.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4：家禽中的大

個子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49.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5：雄壯威武的

披甲戰士──印度犀牛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0.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7：鳥中的巨無

霸──鴕鳥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1.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48：善變的藝術

家──烏賊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2.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50：愛泡水的河

馬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3.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51：捕魚高手──
翠鳥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4.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53：昔日的報曉

者──雞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5.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58：來者不善的

虎頭蜂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56.  林碧琪等 編輯 小牛頓科學館 60：技術精湛的

工程師──海狸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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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編著者／畫者／譯者 書名 出版資料 

157.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22：發現新物種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58.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32：動物如何度過

寒冬？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59.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33：海上歌王座頭

鯨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0.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34：以水陸為家

──蛙類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1.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46：樹林小頑童

──猴子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2.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47：動物界的演說

家──鸚鵡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3.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48：可愛小熊貓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4.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50：亞非大象大不

同 
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5.  黃楚雨 總編輯 兒童的科學 54：殺人大白鯊？香港：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166.  章太民 主編 新小牛頓科學館 2：任重道遠的

單峰駱駝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67.  章太民 主編 新小牛頓科學館 4：螞蟻食物大

進擊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68.  章太民 主編 新小牛頓科學館 5：跳跳蛙與攀

攀蜥 
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閱讀薈萃 二零一一

跨課程閱讀計畫——

做個小小讀書人

鴨脷洲街坊學校

袁鳳儀主任

莊美蘭老師

顧蕊華老師

2011年4月16日



學校簡介

• 全日制學校，共 8 班

• 曾參與「中華文化和品德情意」種籽計畫
，各級已發展校本教材，第二年參與跨課
程閱讀計畫

• 教師具備良好的協作文化，已建立集體備
課、觀課及評課文化

• 學生語文能力和程度參差

• 學生缺乏家庭支援



閱讀文化的建構

1. 建立閱讀氛圍
‧安排不同形式的課節

早讀課、圖書課、成長課、導修課

‧舉辦不同的閱讀計畫及活動
詩文背誦計畫

小書叢閱讀獎勵計畫

「作家．故事人特工隊」閱讀講座

‧建立閱讀分享的文化
出版圖書館通訊

故事媽媽、故事哥哥姐姐



2.閱讀策略的教學

- 學會閱讀(小一至小三)；

- 從閱讀中學習(小四至小六)；

閱讀文化的建構

中英語文教學、中文廣泛閱讀、
英文廣泛閱讀、中央圖書課



推展跨課程學習的緣起

配合課程改革「從閱讀中學習」，

發展跨課程閱讀

校本的需要：結合中文廣泛閱讀與圖書課、讀
書會、不同學習領域閱讀，提升學生的閱讀能
力，培養閱讀興趣，養成閱讀習慣

建基於學校的優勢，有系統地進行跨課程學習

讓教師獲得專業成長



2009-2011年度計畫簡介

• 結合課內和課外的閱讀材料，加強培養學生
的閱讀能力

• 發展不同的閱讀教學設計，進行試教，幫助
學生因應閱讀目的和需要，靈活選用適當的
策略進行閱讀，提升閱讀的效益

• 將中國語文教育與不同學習領域連繫

• 對象：小一至小三 (2009-10)
小四、小六 (2010-11)



2009-2010年度
讀書會

主題圖書閱讀

班級讀書會



主題圖書閱讀
圖書種類﹕文藝性文本，如：圖畫書、兒童故事

資訊性文本，如：生活知識、自然常識、雜誌

形 式﹕班級讀書會 (全班或小組)，課內與課外結合

教 具﹕電子書、簡報、圖書、閱讀冊

閱讀策略﹕朗讀、默讀、問問題、字詞推測、六何法、

聯想、找關鍵詞句、主題句等

學習重點﹕1. 理解故事內容大意

2. 進行聯想或猜測

3. 生活經驗分享



班級讀書會

‧以小組方式進行聊書(2至4人)
‧跟同學分享圖書

- 圖書內容簡介

- 介紹最有趣的章節

‧向同學提出問題

‧即時交換圖書閱讀，享受閱讀樂趣

‧延伸閱讀興趣：如「小跳豆閱讀冊」(P1)



2009-2010年度讀書會與語文課的結合

閱讀範疇 ‧閱讀及理解圖書的內容大意、主旨，體會作者
表達的思想感情

‧運用默讀、朗讀、邊讀邊想、提問、部件猜測
等閱讀策略，聯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識以理解
閱讀材料

‧利用插圖以幫助閱讀

‧培養閱讀興趣，感受閱讀的趣味

‧專注地閱讀

說話範疇 ‧有條理地說話

‧用準確口語詞、禮貌用語說話

聆聽範疇 ‧安靜、耐心、專注地聆聽

‧有禮貌，不隨意插話

寫作範疇 ‧豐富想像力，增加詞彙，提高寫作能力



跨課程閱讀的目標

‧ 認識健康生活的重要，以「健康人生」為主題
，配合不同子題，如「親親校園」、「關懷你
我他」、「成長快拍」，讓學生享受健康愉快
的校園生活，培養積極樂觀的態度。

‧ 懂得運用所學的閱讀策略，如：朗讀、默讀、
字詞推測、聯想、主題句，培養閱讀興趣及良
好的閱讀習慣，建立樂於分享的閱讀文化。

‧ 發展學生的閱讀能力，綜合不同學習領域的知
識，學會從閱讀中學習。



第十二課《學校的設施》
第十三課《愛護學校》
第十四課《學校安全》
第十五課 學校生活
第十六課 學校活動多姿釆
介紹學校的生活和學校設施
列出學校舉辦的特別活動，如：
旅行、家長日，並認識活動的意
義
養成積極參與學校活動的態度
養成愛護學校的態度
活動：專題研習-我最喜愛的學校

第一課 收拾書包
第二課 教室裡有甚麼
1. 學說文具的名稱
2. 學說教室用品和擺設的名稱
3. 建立有禮的談話態度
4. 透過遊戲讓學生建立彼此親愛

和互相合作的學習態度

活動：朗讀和唱兒歌，進行遊戲，
學會說文具的名稱及教室用品

畫題﹕愉快的校園生活
繪畫人物的動作
按形狀剪出圖案
透過剪貼，重組人物與人物之
空間距離
活動：繪畫

跨課程活動:
2010年6月

健康生活展板
P1：唱遊活動
P2：英語短劇
P3：生活分享

中文

ENG

數學

常識
普通話 體育

視藝

音樂
14. 厘米 (一)、15. 厘米 (二)

1. 認識使用公認單位的需要
2. 認識厘米量度單位
3. 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
4. 引導學生透過學習活動，了
解建立健康生活習慣的重要

活動：量度文具、課室、量度
合適的閱讀距離

花式跳繩及呼拉圈
鼓勵同學多做帶氧運動，藉此鍛鍊身體
從參與活動中使身體健康，建立積極開朗
的性格
培養群體活動精神，建立同學互愛、愛學
校的態度
活動：花式跳繩及呼拉圈

閱讀主題圖書
透過主題閱讀伸延健康人生及
深化認識親親校園的行為

活動：主題閱讀、閱讀獎勵計
畫、專題研習-最喜愛的學校活
動

Unit 3 My school bag
Unit 4 Where is the hamster?

1Use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is’ and ‘these’ to refer to things,

2.Use plural forms of countable 
nouns to refer to more than one 
object
3Use the interrogative 
adverb‘where’to ask about location 
4. Use prepositions to indicate 
positions
Activity：Write a list of their 
things for school
Draw their favourite school bags
Write about school bags in more 
than 20 words

《學校生活真快樂》
1鼓勵友愛和互助
2藉歌曲培養學生團結
友愛的態度
活動：小小音樂劇圖書 電腦

我的繪晝室
- 認識小畫家
- 利用鉛筆工具畫線條和圖畫
- 利用橡皮膠擦去不要的部分
- 透過觀察及創作，從而學習及

養成關愛校園的行為
活動：繪畫校園活動

小一跨課程閱讀概念圖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親親校園

跨課程活動：健康生
活誇啦啦

課室的一角、快樂的一家
1.運用聯想和想像，產生新的
意念
2.欣賞想像豐富的篇章
3.學會珍惜學習工具
4.透過主題閱讀深化認識親親
校園的行為及延伸學習健康人
生的重要性
活動：學校小導遊、閱讀小跳
豆、班級讀書會



中文科:「校園最美的一角」選舉

第一名﹕觀海廊

第二名﹕圖書館

第三名﹕1A課室



我最喜愛的校園一角是觀海廊。我喜愛觀海
廊，因為有很多花兒，我要好好愛護它，我會保
持地方清潔。在這兒，我們可以欣賞美麗的花兒
，不可以採花兒。

1A 郭同學

中文科:「校園最美的一角」寫作

提升語文能力



常識科﹕介紹學校的小息活動

專題研習，培養研習能力



看圖書

跳飛機



跳大繩

呼拉圈



我最喜歡
跳大繩。



視藝科﹕愉快的校園生活



健康生活誇啦啦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親親校園

跨課程學習活動 一年級



健康生活誇啦啦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關懷你我他

二年級



2010-11跨課程閱讀計畫的特色

• 高小(P4、P6)推行，關注學生個人成長

• 創設學習情境，中文科連繫常識科、公民教育課
和成長課

• 學習活動多元化，如：主題閱讀、班級讀書會、

專題匯報、專題周會、經典背誦、歌曲欣賞

• 建立正面價值觀，培養關愛、誠信、尊重生命、
國民身份認同

• 發展共通能力



中文科延續及深化閱讀學習活動（2010-11）

四年級 六年級

單元 《愛是甚麼》 《關愛》

目標 透過讀書會和愛心樹活動，
鞏固主題閱讀，並培養學生的
閱讀興趣，建立閱讀習慣。

認識故事作品中鮮明的人物
性格和行為，學習故事的表達
技巧和方法，培養閱讀故事的
興趣及建立關愛的品德‧

瀏覽

朗讀

問問題

找連結

預測

字詞推測

比較

腦圖

閱
讀
策
略



四年級讀書會

‧主題閱讀：文藝性文本 (愛)

‧小小讀書人閱讀手冊

‧閱讀材料：《口水龍》（電子書）、《城裏漂亮
的巨人》、《願望樹》等

‧閱讀活動：角色扮演、圖書分享、延伸閱讀、
愛心樹、獻上你的愛

學會閱讀 從閱讀中學習



六年級讀書會

‧課文閱讀：小讀者讀書會（關愛）

‧書香處處閱讀手冊

‧主題閱讀：短篇小說、兒童故事

‧閱讀活動：角色扮演、圖書分享、延伸閱讀
、分析人物的性格和行為、寫作

深層閱讀 反思內化



跨課程閱讀計畫(四年級)

主題閱讀：科普作品

學習目標：

‧結合成長課、圖書課、常識科進行跨課程學習活動

‧提升閱讀說明性質文章的能力、培養愛護動植物及
珍惜大自然的態度

學習材料：

中文科課本、新聞剪報、有關自然、科學的主題圖書



跨課程閱讀計畫(六年級)

主題：珍惜生命

學習目標：

‧結合成長課、圖書課、常識科進行跨課程學習活動

‧提升閱讀資訊性和文藝性文本的能力、培養自我尊重
的品德情意，並發展思維能力

學習材料：

‧中文科課本、新聞剪報、有關生命教育的主題圖書



面對挑戰‧解決策略
‧學生的閱讀興趣、能力和態度

‧資源的運用：圖書、教師、行政支援

‧教時的限制、學習材料的選取和組織

‧教師對跨課程的認知及掌握

‧......

熱愛學生

提升個人的專業

校方的支持 尋找資源和支援

同儕的協作



計畫成效計畫成效

學生：

• 拓寬閱讀面、增加閱讀量

• 提高閱讀興趣

• 提升聽說讀寫能力

• 提升協作溝通能力

• 提升閱讀效能，打破學科的界限

• 培養品德情意



計畫成效計畫成效

教師：
• 備課、觀課文化的建立

• 教師專業成長

• 學與教策略的提升

• 學習材料的發展

• 加強各科教師的協作



祝君健康！

謝謝



圖書課



中文科



圖書課



中文科





小二

閱讀工作紙



小二寫作﹕可愛的小動物



孩子，多閱讀就能增進知識
及對事物的理解。



學生感想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下學期__P1 跨科課程閱讀概念圖 

 主題 : 健康人生  

 
 
 
 
 
 
 
 
 
 
 
 
 
 
 
 
 
 
 
 
 
 
 
 
 
 
 
 
 
 
 
 
 
 
 
 
 
 
 
 
 
 
 
 
 
 

學習目標： 
1. 認識健康生活的重要，配合子題「親親校園」，讓學生認識校園的人物、事

物和環境，讓學生享受健康愉快的校園生活，培養積極樂觀的態度。 
2. 懂得運用所學的閱讀策略，如：朗讀、默讀、字詞推測，培養閱讀興趣及良

好的閱讀習慣，建立樂於分享的閱讀文化。 
3. 發展學生的閱讀能力，綜合不同學習領域的知識，學會從閱讀中學習。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四課《課室的一角》 

第五課《快樂的一家》 

導讀：《橡皮說話了》 

自讀：有關親親校園的主題圖書 

1. 運用聯想和想像，產生新的意念 
2. 欣賞想像豐富的篇章 
3. 學會珍惜學習工具 
4. 透過主題閱讀深化認識親親校園的

行為及延伸學習健康人生的重要性 

活動：學校小導遊、閱讀小跳豆、 

班級讀書會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十二課《學校的設施》 
第十三課《愛護學校》 
第十四課《學校安全》 
第十五課《學校生活》 
第十六課《學校活動多姿釆》 
1. 介紹學校的生活和學校設施 
2. 列出學校舉辦的特別活動，如：旅行、

家長日，並認識活動的意義 
3. 養成積極參與學校活動的態度 
4. 養成愛護學校的良好態度 
 
活動：專題研習──我最喜愛的學校活動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一課 《收拾書包》 

第二課 《教室裡有甚麼》 

1. 學說文具的名稱 
2. 學說教室用品和擺設的名稱 
3. 建立有禮的談話態度 
4. 透過遊戲讓學生建立彼此親愛和互相合

作的學習態度 
 

活動：朗讀和唱兒歌，進行遊戲，學會說文具

的名稱及教室用品 

學習內容：畫題﹕愉快的校園生活 

1. 繪畫人物的動作 
2. 按形狀剪出圖案 
3. 透過剪貼，重組人物與人物之空間

距離 
 

活動：繪畫一幅以「愉快的校園生活」

為題的圖畫 

P1-3 跨課程活動 (2010 年 7 月) 
健康生活誇啦啦 

 
• 健康生活展板 (展示學生作品) 
• 一年級：唱遊活動：「親親校園」 
• 二年級：英語短劇：助人為快樂之本 
• 三年級：生活分享：種植樂、花式跳繩

匯演 

電腦 

中文 

圖書 

ENG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體育 

視藝 

音樂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親親校園 

跨課程活動：健康生活誇啦啦

Unit 3 My school bag 
Unit 4 Where is the hamster? 

1. Use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this’ and ‘these’ to refer to 
things  

2. Use plural forms of countable nouns to refer to more than one 
object 

3. Use the interrogative adverb ‘where’ to ask about location  
4. Use prepositions to indicate positions 
 Activity：  

‧ Write a list of things for school 
‧ Write sentences about the things in their school bags 
‧ Draw their favourite school bags 
‧ Write about school bags in more than 20 words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 14 課. 厘米 (一) 
第 15 課 厘米 (二) 
1. 認識使用公認單位的需要 
2. 認識厘米量度單位 
3. 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 
4. 引導學生透過學習活動，了解建立健康生

活習慣的重要 
 
活動：量度文具、課室、量度合適的閱讀距離 

學習內容：花式跳繩及呼拉圈 

1. 鼓勵同學多做帶氧運動，藉此鍛鍊身體 
2. 從參與活動中使身體健康，建立積極開朗的性格 
3. 培養群體活動精神，建立同學互愛及愛學校的態度

活動：花式跳繩及呼拉圈 

學習內容： 

配合主題及子題「健康人生」──親

親校園，閱讀相關主題的圖書 

1. 閱讀主題圖書 
2. 透過主題閱讀延伸健康人生及深

化認識親親校園的行為 
 

活動：主題閱讀、閱讀獎勵計畫、 

協助常識科進行專題研習 

學習內容和材料：「學校生活真快樂」

1. 鼓勵友愛和互助 

2. 藉歌曲培養學生團結友愛的態度 

 

活動：小小音樂劇 

學習內容： 我的繪晝室 

‧ 認識小畫家 

‧ 利用鉛筆工具畫線條和圖畫 

‧ 利用橡皮膠擦去不要的部分 

‧ 透過觀察及創作，從而學習

及養成關愛校園的行為 

 

活動：繪畫校園活動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下學期__P2 跨科課程閱讀概念圖 

 主題 : 健康人生  

 
 
 
 
 
 
 
 
 
 
 
 
 
 
 
 
 
 
 
 
 
 
 
 
 
 
 
 
 
 
 
 
 
 
 
 
 
 
 
 
 
 
 
 
 
 

學習目標： 
1. 認識健康生活的重要，配合子題「關懷你我他」，讓學生透過與家人、同學、

朋友的相互關懷，培養積極愉快的人生態度。 
2. 懂得運用所學的閱讀策略，如：朗讀、默讀、字詞推測、聯想，養閱讀興趣

及良好的閱讀習慣，建立樂於分享的閱讀文化。 
3. 發展學生的閱讀能力，綜合不同學習領域的知識，學會從閱讀中學習。 

P1-3 跨課程活動 (2010 年 7 月) 
健康生活誇啦啦 

 
• 健康生活展板 (展示學生作品) 
• 一年級：唱遊活動：「親親校園」 
• 二年級：英語短劇：助人為快樂之本 
• 三年級：生活分享：種植樂、花式跳

繩匯演 

電腦 

圖書 

ENG 

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體育 

視藝 

音樂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關懷你我他 

跨課程活動：健康生活誇啦啦

 

學習內容及材料： 

《黃香溫蓆》、《媽媽的白髮》、《三字經》 

1. 閱讀及理解篇章的內容大意及主旨 
2. 運用朗讀及邊讀邊推測的策略 
3. 通過聲情朗讀，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4. 聯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識以理解閱讀材料 
5. 因應不同的閱讀材料，採取合適的閱讀方法﹕

朗讀、默讀、字詞推測等 
6. 利用插圖以幫助閱讀 
7. 培養關愛親人的態度 

 

活動：熊寶寶讀書會(閱讀)、心意卡(與視藝科結

合) 

中文 

Unit 6 Take care of your pets 
- write a poster with a title and captions 

1. use imperatives to show demands.e.g. Play with your 
pet all the time. Talk to it every day. 

2. use adjectives and present tense to rewrite different 
ending of the story 

3. students act out their endings in processing drama 
Activity： 

‧ writing a poster 
‧ Rewrite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 Role play 

學習內容及材料： 
第 10 課 除法的意義、第 11 課 除法(一)、 
第 12 課 除法(二) 

1. 認識除法「等分」的概念 
2. 認識除法「包含」的概念 
3. 透過不同的課堂活動，建立學生研習、解決

問題的能力 
4. 通過討論，建立學生溝通及批判性思考能力 
5. 培養學生與人分享的良好態度和品德 
 
活動：分物遊戲 

學習內容及材料： 
第 1 課 《與人溝通》 
第 2 課 《交朋友》 
第 3 課 《和朋友相處》 

1. 認識交友的重要 
2. 發展與朋友交往的能力 
3. 培養尊重及接受朋友的態度 

 
活動：專題研習──健康生活

學習內容及材料： 

單元二：生活情趣 

1. 學習描述小動物的特點 
2. 學說小動物的名稱 
3. 朗讀簡單對話 
4. 學唱兒歌 
5. 聽懂和小動物有關的謎語 
6. 培養學生關懷及協作的態度 

活動： 
‧ 朗讀、唱兒歌、對話練習 
‧ 與音樂科協作，學唱「當大家在一起」，並扮動

物、做唱遊活動 

學習內容：跳繩 (單腳前跳、行進間前跳) 

1. 鼓勵同學多做帶氧運動，藉此鍛鍊身體 
2. 從參與活動中使身體健康，建立積極開朗的性格及

學習與人相處的態度 
3. 培養群體活動精神，建立愛同學、愛學校的態度 
 

活動：跳繩比賽 

學習內容： 

配合子題「關懷你我他」閱讀相

關的生活故事、圖畫書 

活動： 
‧ 主題閱讀、閱讀獎勵計畫 

‧ 協助常識科進行專題研習：健

康生活 

學習內容：圖畫大變身 

1. 在圖畫上輸入文字，並改變

字型、字型大小及樣式 
2. 在圖畫上加入圖片、另存、

列印的指令 
3. 培養學生關愛他人，表達祝

福 
 

活動：創作祝福語給關愛的人 

學習內容：設計心意卡  

(對親人表達關愛) 

1. 學習心意卡的構圖及設計 
2. 學習以暖色表達關懷 
3. 培養學生懂得感謝親人 
活動：設計一張心意卡送給親人

學習內容及材料： 

第 9 課《當我們在一起》 

1. 學生在活動中感受與同學和諧相

處的重要 
2. 藉學習歌曲感受到與別人相處時

要相親相愛 
3. 藉活動學習互相體諒 
 

活動：唱遊活動(與普通話科協作)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下學期__P3 跨科課程閱讀概念圖 

 主題 : 健康人生  

 

 
 
 
 
 
 
 
 
 
 
 
 
 
 
 
 
 
 
 
 
 
 
 
 

 
 
 
 
 
 
 
 
 
 
 
 
 
 
 
 
 
 
 
 
 
 

學習目標： 
1. 認識健康生活的重要，配合子題「成長快拍」，讓學生認識心理健康的重要，

能經歷健康的成長歷程，並培養關愛別人的良好態度。 
2. 懂得運用閱讀策略，如：找關鍵句、主題句、找連結，培養閱讀興趣及良好

的閱讀習慣，建立樂於分享的閱讀文化。 
3. 發展學生的閱讀能力，綜合不同學習領域的知識，學會從閱讀中學習。 

圖書 

ENG 

數學 

常識 體育 

視藝 

音樂 

主題:健康人生 

子題：成長快拍 

跨課程活動：健康生活誇啦啦

中文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四課  《弟弟生病了》 

第五課  《好同學》 

第六課  《藍色的樹葉》 

1. 閱讀及理解篇章的內容大意、主旨 
2. 運用朗讀、提問、歸納和分析的策略 
3. 通過聲情朗讀，體會作者表達的思想感情 
4. 聯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識以理解閱讀材料 
5. 因應不同閱讀材料，採取合適的閱讀方法：

找關鍵句、主題句、找連結等 
6. 培養愛護幼小的態度 
7. 培養與人分享、和別人融洽相處的態度 
 

活動：角色扮演、小跳豆讀書會(與圖書組協作) 

Unit 5  We can help 

1. Use the idea of helping others to build up 
vocabulary 

2. Use ‘ou’ sound to brainstorm student’s words 
they learnt 

3. Use ‘how’ to ask about ways of doing things 
4. Use ‘can’ to talk about abilities 
5. Cultivat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Activities: group discussion, poster making,  

 show-and-tell: reader about helping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 19 課 方塊圖(一)      第 20 課 方塊圖(二) 

1. 閱讀方塊圖 
2. 製作「一個方塊代表一個單位」的方塊圖 
3. 透過活動，建立學生研習、解決問題及運用資訊

科技的能力 
4. 通過討論「我們喜歡吃的食物」與健康的關係，

協助建立學生溝通及批判性思考能力 
 
活動: 製作「我們喜歡吃的食物」統計圖 

學習內容和材料： 

第十課  《香港的動植物》 

第十一課《動物的生長》 

第十二課《植物的生長》 

第十三課《生物世界》 

1. 認識香港常見的動植物 
2. 認識環境與動植物生長的關係和影響

3. 養成積極投入生活的態度 
4. 建立保護環境及保育的生活態度 

活動：栽種植物紀錄冊、專題研習─「動物成

長歷程」 

P1-3 跨課程活動 (2010 年 7 月) 
健康生活誇啦啦 

 
• 健康生活展板 (展示學生作品) 
• 一年級：唱遊活動：「親親校園」 
• 二年級：英語短劇：助人為快樂之本 
• 三年級：生活分享：種植樂、花式跳繩匯演

學習內容： 

跳繩:雙腳後跳、雙人前跳 

1. 鼓勵同學多做帶氧運動，藉此鍛鍊身體

2. 從參與活動中， 建立積極開朗的性格 
3. 培養群體活動精神， 建立愛同學、愛

學校的態度 
 

活動：跳繩比賽 

學習內容： 

1. 配合主題「健康人生」─成長

快拍，閱讀主題圖書 
2. 透過主題閱讀，鞏固健康生活

的認知及明白成長的過程 
 

活動： 

‧ 主題閱讀、閱讀獎勵計畫 

‧ 協助常識科進行專題研習

─「動物成長歷程」 

學習內容和材料： 

三下第 9 課  唱遊「一起唱」 

1. 培養學生尊重及關愛別人，能與

別人融洽相處的態度 
2. 培養學生的協作能力 

 

活動：唱遊「輪唱歌曲」 

學習內容： 

畫題﹕可愛的公園 

1. 學習構圖 
2. 學習運用顏色表達快樂的感覺 
3. 培養學生愛護樹木和公物的責任 
 

活動：繪畫比賽，主題「可愛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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