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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而設計的兒童圖書參考書目舉隅 

 

一、沒字書、遊戲書：發展心理詞彙； 

二、生活故事：發展觀察能力及豐富詞彙； 

三、自我認識及情緒表達的故事：容易引起共鳴及反思，有助個人成長； 

四、可預測讀物：有助增強學習自信，發展閱讀策略； 

五、想像及傳說故事：有助激活大腦發展，提升智力； 

六、兒歌及詩歌：在誦讀中練習咬字發音，豐富兒童對語言音樂美的賞析； 

七、生活百科知識：有助提升學習動機，激活口語的運用； 

八、供聆聽用的故事 ：發展專注及想像力，有助建立心理詞彙； 

九、討論思考用的讀物：激活思維，發展概念。 

 

一、沒字書、遊戲書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號 

馬克‧布塔方 

 

馬克‧布塔方 

 
2013 

火車好多節!——馬克‧

布塔方  創意拼圖繪本 

 

/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古多‧瓦德雷 / 2010 222 個講給媽媽 

聽的故事 

褚禕柰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  

岩井俊雄 岩井俊雄 2009 地下 100 層樓的家 周佩穎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岩井俊雄 岩井俊雄 2009 100 層樓的家 周佩穎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09 創意的遊戲書—書 

(數一數．比一比！) 
編輯部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3 兔子先生去散步 編輯部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6.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1 要到哪裡去呢？ 鄭明進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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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1995 爺爺的拐杖 嶺月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8.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3 黃色的是蝴蝶 鄭明進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3 一起來玩吧 鄭明進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2 我的創意畫冊 黃雅妮 

高明美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09 巴士到站了 朱自強 山東 明天出版社 12.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13 是誰在那裡呢? 鄭明進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3.  

賴馬 賴馬 2009 現在， 

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 台北 和英出版社 

 
14.  

尼古拉斯‧哈里

斯 
因科林克工作室 2009 一年中的農場 湯蒙 

山東濟

南 
明天出版社 15.  

尼古拉斯‧哈里

斯 

因科林克工作室 2009 一年中的建築工地 馬辰 山東濟

南 

明天出版社 
16.  

得．史比爾 / 1994 下雨天 /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17.  

安井季子 杉田比呂美 2009 30 層樓的 30 隻貓咪 林嘉麗 台北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8.  

/ / 2013 摸一摸、看一看 

好玩的東西 

/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  

Mick Inkpen Mick Inkpen 1991 The Blue Balloon / UK Hodder and Stoughton Childrens 

Book 
20.  

大西‧悟 大西．悟 2014 是誰躲起來了？ 周佩穎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  

吉莉安‧多爾蒂 泰里‧高爾 2010 1001 大發現 快樂農場 小皮 中國 接力出版社 22.  

安娜‧米爾本 泰里‧高爾 2010 1001 大發現 熱鬧小鎮 小皮 中國 接力出版社 23.  

彼得‧科林頓 / 1994 午夜馬戲團 /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24.  

傑茲‧阿波羅 傑茲‧阿波羅 2001 抱抱！ 出版部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5.  

人類文化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 / 故事貼畫遊戲(5 歲) / 台灣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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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故事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筒井賴子 林明子 2013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漢聲雜誌 台北 英文漢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7.  

曾陽晴 萬華國 2013 媽媽，買綠豆 / 台北 信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8.  

夏洛特‧佐羅托 史迪方諾‧魏

他來 

2001 風到哪裡去了 李真美 台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9.  

維吉利亞‧ 

李．巴頓 

維吉利亞‧ 

李．巴頓 

1999 小房子 林真美 台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0.  

蘿拉‧紐玫若芙 琳恩‧孟辛兒 2013 姊姊最捧！ 沙永玲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  

內山晟 / 2009 帝企鵝的一家 蒲蒲蘭 北京 連環畫出版社 32.  

伊芙‧邦婷 羅奈德‧希姆

勒 

2002 小魯的池塘 劉清彥 台北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  

加古里子 加古里子 1990 你的房屋．我的房屋 漢聲雜誌 台北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34.  

瑪利‧霍夫曼 羅絲‧ 

阿思契弗 

2002 各種各樣的家 - 

家庭大書 

黃筱茵 台北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5.  

李瑾倫 李瑾倫 2012 子兒，吐吐 /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36.  

張蓬潔 張蓬潔 1999 胖國王 /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37.  

羅倫斯‧安荷特 凱瑟琳‧安荷

特 

2001 家 林良 台北 和英出版社 
38.  

羅倫斯‧安荷特 凱瑟林‧安荷

特 

2002 安娜想養一隻狗 張麗雪 香港 南亞圖書出版社 39.  

陳志賢 / 2012 逛街 /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40.  

安‧艾伯 安‧艾伯 2009 月亮晚上做甚麼 謝蓓 廣西 接力出版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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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認識及情緒表達的故事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丹尼爾‧帕斯蓋

特 

丹尼爾‧帕斯蓋

特 

2009 臭臭的比爾 張楊靜 中國 湖北美術出版社 
42.  

Gill Pittar Cris Morrel 2002 不一樣的爸爸 江學瀅 

黃千芬 

李畹琪 

香港 閣林國際國書有限公司 

童樂出版社 43.  

強佈雷克 薛弗勒 2002 我不知道我是誰 郭恩惠 台北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4.  

艾諾‧洛貝爾 艾諾‧洛貝爾 2001 
青蛙和蟾蜍– 

好朋友 
黨英台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艾諾‧洛貝爾 艾諾‧洛貝爾 2001 青蛙和蟾蜍– 

快樂年年 

黨英台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6.  

蒂波拉‧安德伍

德 

雷娜塔‧麗斯卡 2013 好安靜的書 林良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7.  

凱文‧漢克斯 凱文‧漢克斯 2000 我好擔心 方素珍 台北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莎拉‧方納利 莎拉‧方納利 2010 我的地圖書 趙映雪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9.  

La Zoo La Zoo 2014 創意實用可愛的學前

互動書(我的腳) 

柳怡如 台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0.  

La Zoo La Zoo 2014 創意實用可愛的學前

互動書(我的臉) 

柳怡如 台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1.  

雷歐‧里歐尼 雷歐‧里歐尼 2001 自己的顏色 林真美 台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52.  

大衛‧卡利 桑妮亞‧波瓦 2013 大鯨魚瑪莉蓮 李毓真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53.  

李歐‧李奧尼 李歐‧李奧尼 1997 小藍和小黃 潘人木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54.  

馬丁‧巴茲塞特 馬克‧布塔方 2013 不會寫字的獅子 吳愉萱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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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奧‧巴斯卡力 / 1999 一片葉子落下來 / 台北 經典傳訊 56.  

安娜‧莫勒 / 2010 風中的樹葉 鄭萌芽 湖北 湖北美術出版社 57.  

四、可預測讀物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號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03 藏在誰那兒呢？ /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8.  

五味太郎 五味太郎 2002 誰吃掉了？ /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9.  

五味太郎 / 2012 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編輯部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0.  

艾瑞‧卡爾 艾瑞‧卡爾 2014 1,2,3 到動物園 /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1.  

艾瑞‧卡爾 艾瑞‧卡爾 2013 海馬先生 柯倩華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2.  

艾瑞‧卡爾 艾瑞‧卡爾 2002 小種籽 蔣家語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3.  

南西‧塔富利 南西‧塔富利 1996 你看到我的小鴨嗎？ 出版部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64.  

蘇菲‧布萊克

沃 

蘇菲‧布萊克

沃 

2012 你醒了嗎？ 黃迺毓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5.  

Robert Munsch 梅田俊作 2010 永遠愛你 林芳萍 台北 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6.  

瑪格麗特‧懷

茲‧布朗 

克雷門‧赫德 2012 逃家小兔 黃迺毓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7.  

李歐‧李奧尼 李歐‧李奧尼 2002 魚就是魚 黃迺毓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68.  

比爾‧馬丁 艾瑞‧卡爾 2009 棕色的熊、棕色的

熊， 

你在看什麼？ 

李坤珊 山東 明天出版社 

69.  

艾德‧楊 / 1995 七隻瞎老鼠 馬景賢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70.  

小出保子 小出保子 2013 借你一把傘 何奕佳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1.  

梅‧福克斯 海倫‧奧森柏

莉 
2013 

十隻手指頭和 

十隻腳趾頭 
李紫蓉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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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想像及傳說故事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詹姆斯‧桑伯 馬克‧西蒙德 2001 公主的月亮 劉清彥 台灣 和英出版社 73.  

劉霆華 田黎明 1995 龍抬頭 林武憲(改

寫) 

台北 台英世界親子圖書 
74.  

鄧正祺 鄧正祺 2012 葡萄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75.  

喬安娜．特洛

頓 

喬安娜‧特洛

頓 

1995 兔子偷天火 張劍鳴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76.  

艾倫．艾伯瑞 布魯司．印曼 2013 鉛筆 The Pencil 呂行 台北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77.  

尤金．崔維查 海倫．奧森貝

里 

2002 三隻小狼和一隻大壞豬 曾陽晴 台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8.  

劉伯樂 劉伯樂 2013 奉茶 /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9.  

林良 陳美燕 2006 綠池白鵝 /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0.  

王爾德 楊志成 2001 快樂王子 徐世棠 台灣 和英出版社 81.  

默威．哈迪希 艾德利恩． 

坎納威 

1996 貪吃的斑馬 張劍鳴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82.  

芭芭拉．庫尼 芭芭拉．庫尼 2003 花婆婆 方素珍 台北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3.  

菲比．吉爾曼 菲比．吉爾曼 2012 爺爺一定有辦法 宋珮 台北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4.  

李錦玉 朴民宜 1995 三年坡 高明美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85.  

傑夫‧布藍波 婕兒‧第‧瑪

肯 

2000 拼被人送的禮 楊茂秀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86.  

傑夫‧布藍波 婕兒‧第‧瑪

肯 

2004 漢妮卡特小姐的帽子 楊茂秀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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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兒歌及詩歌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何奕達 鄭明進 2013 老鼠偷吃我的糖 /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88.  

馮輝岳 陳美燕 2003 小保學畫畫 /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  

瑪莉蓮‧ 

潔娜薇芝 

瑪莉蓮‧ 

潔娜薇芝 

1996 我愛洗澡澡 陳木城 台北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90.  

王淑芬 何雲姿 1996 為甚麼不能？ / 香港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91.  

王淑芬 何雲姿 1997 為什麼，為什麼不？ / 台北 信誼基金出版社 92.  

 

七、生活百科知識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小森厚 藪內正幸 2014 動物的媽媽 鄭明進 台北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3.  

增井光子 / 2013 我的動物寶貝 1： 

大貓熊 

陳昭蓉 台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4.  

盛口滿 盛口滿 2013 蔬果大驚奇 蘇楓雅 台北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5.  

編輯部 / 1991 奇異鳥類 / 香港 天成出版社 

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6.  

編輯部 / 1991 常見蔬菜 / 香港 天成出版社 

人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  

小紅花童畫工作

室 

/ 2011 植物小百科 / 台北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8.  

詹庚旻 / 2012 鳥類小百科 / 台北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9.  

 

只供參考 



 
 

作者為黃潔貞博士，前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高級講師，現職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中心客席講座。 

 
如有轉載或引用，請尊重版權，註明出處。                                                                                                            截至 2014 年 6 月 6 日 

八、供聆聽用的故事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編

號 

林滿秋 / 2012 隨身聽小孩 / 台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林良 吳嘉鴻 2003 我是一隻狐狸狗 / 台北 國語出版社 101.  

王淑芬 吳開乾 1999 新生鮮事多 / 台北 小兵出版社 102.  

阿濃 朱迅 1993 阿濃說故事 100 / 香港 大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103.  

張曉風 / 2011 抽屜裏的秘密 / 台北 國語日報 104.  

 

九、討論思考用的讀物 

文 圖 年份 書名 翻譯 出版地 出版社  

奧斯卡‧柏尼菲 克雷蒙‧德渥 2012 好與壞，是什麼呢？ 吳愉萱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05.  

奧斯卡‧柏尼菲 菲德烈‧貝涅亞 2012 團體生活，是什麼呢？ 陳妍如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06.  

奧斯卡‧柏尼菲 菲德烈‧雷貝納 2012 自由，是什麼呢？ 陳妍如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07.  

布莉姬‧拉貝＆

米歇爾‧布許 

傑克‧阿薩 2011 小與大 Albane Lahlou& 

吳淨騁 

台北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108.  

 

只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