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埔宣道小學 

                                                中文科必讀好書書目 

一、二年級: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拇指姑娘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木棉樹 

2 還要等 100個夜晚 Milja Praagman 木棉樹 

3 米琪和小雪人 Milja Praagman 木棉樹 

4 我把月亮摘下來 Anahita Taymourian 木棉樹 

5 黑烏鴉去旅行 Babak Saberi 木棉樹 

6 白烏鴉 Ibrahim Hassan Beygi 木棉樹 

7 小蜈蚣穿鞋子 法哈．哈桑札德 木棉樹 

8 唧唧唧！還是我 法利芭．卡洛 木棉樹 

9 愛達的小鴿子 阿里．艾巴伊蘭杜 木棉樹 

10 狐狸的月亮 Anahita Taymourian 木棉樹 

11 米琪和小雪人 Milja Praagman 木棉樹 

12 蚊子大俠 薛衛民 木棉樹 

13 了不起的鼻子 金淑姬 木棉樹 

14 誰是第一名  蕭湄羲  信誼  

15 童童的彩色筆  李赫  狗狗  

16 識字三字經 - 樹苗篇  陳明之  新雅  

17 大青蛙笑了  何巧嬋  螢火蟲文化  

18 誦童謠趣紛紛  禢文杰  小樹苗  

19 唸古詩樂透透  禢文杰  小樹苗  

20 一根羽毛也不能動！  Silverman, Erica  三之三文化  

21 我選我自己-動物的選舉  馬丁．巴爾特沙伊特 三之三文化  

22 誰在廁所裡?  JEANNE WILLIS  小魯  

23 我是獨特的  森繪都  小魯  

24 彩虹街  林良  國語日報  

25 汪小小學畫畫  林良  國語日報  

26 重新愛上安徒生  安徒生 明窗出版社  

27 一千零一夜精選  劉平  精英  



28 愛心小故事 60 篇  精英出版  精英 

29 論語  企鵝編輯部  世界  

30 氣球國  張蓬潔  文林  

31 我吃拉麵的時候  長谷川義史  遠流  

32 奧芝魔法師   朗文香港教育 

33 白雲麵包 白希娜 維京國際 

34 大行星和小星星 安東尼布朗 格林文化 

35 誰也不知道的地方 克莉絲汀娜．華倫蒂妮 木棉樹 

36 爸爸的玫瑰 艾巴謙．哈森貝奇 木棉樹 

37 兩個朋友 穆罕默德．艾里賈法利 木棉樹 

38 月光的魔法 姬絲汀．波喬 木棉樹 

39 玩具大冒險 孫幼軍 木棉樹 

40 一個關於兔子的夢 Dann Remmerts de Vries 木棉樹 

41 鱷魚粉嘟嘟 肖定麗 木棉樹 

42 精采過一生 芭貝．柯爾 三之三文化 

43 遇見春天 原京子 三之三文化 

44 書是什麼東西？ 柯蘿愛．勒支埃 三之三文化 

45 媽媽的紅沙發 威拉．畢．威廉斯 三之三文化 

46 數不清！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 尼古拉．戴維斯 上誼文化 

47 決戰人體迷宮[科學大對決] 朴東明 崔在熏 新雅 

48 海洋乾涸大危機[科學大對決] 
 

朴東明 崔在熏 新雅 

49 大發現！探索微小世界：量子物理入門

班【STEAM小天才】 

卡洛斯．帕索斯 新雅 

50 運行吧！智能機械人啟動：人工智能入

門班【STEAM小天才】 

卡洛斯．帕索斯 新雅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D%A1%E6%B4%9B%E6%96%AF%E2%80%A7%E5%B8%95%E7%B4%A2%E6%96%AF/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D%A1%E6%B4%9B%E6%96%AF%E2%80%A7%E5%B8%95%E7%B4%A2%E6%96%AF/adv_author/1/


三、四年級:  

 書名  作者/編者 出版社  

1  會飛的葉子  葦婭  木棉樹  

2  異想天開故事集 林玎玎 木棉樹 

3  出發！玩具兵團 孫幼軍 木棉樹 

4  再見小樹林  嚴淑女  格林  

5  我不是故意的  郝廣才  格林  

6  蜈蚣爺爺被綁架了  謝煒珞  種子學園  

7  妙點子商店  洪志明  信誼  

8  林世仁童話  林世仁  九歌  

9  名詩背誦  彭櫻  洪波  

10  古詩 300 首上  洪波  洪波  

11  誰是我的守護神 韋婭 新雅 

12  老爸的神秘地下室 東瑞  新雅 

13  這個聖誕真特別 周蜜蜜 新雅 

14  講 不 完 的 故 事 黄虹堅 新雅 

15 口水王子的魔法咒語 孫慧玲 新雅 

16  單車王子怎麼啦? 孫慧玲 新雅 

17  愛你!愛你! 綠寶貝  周蜜蜜  和平  

18  大樹和樹影  霍玉英  螢火蟲  

19  唐詩 1 兒童版  張晉霖  漢彥文化  

20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文/雍.薛斯卡 

圖/藍.史密斯 

三之三文化 

21 汪星人與地球女孩 肖定麗 木棉樹 

22 唐家豆事:功課永遠做不完 肖定麗 木棉樹 

23 鐵頭飛俠傳 孫幼軍 木棉樹 

24 唏哩呼嚕歷險記 孫幼軍 木棉樹 

25 笑鬧校園小說集 林玎玎 木棉樹 

26 森林偵探室 林玎玎 木棉樹 

27 怪誕大發明 海倫．維妮亞 木棉樹 

28 奔跑的蝸牛 瑪奴艾拉．莫納里 木棉樹 

29 兒童寓言一百個  柳明樺  精英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AAF%B7%E7&startnum=1
http://union.dangdang.com/transfer/transfer.aspx?from=P-239431&backurl=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301036


30 兒童格言一百句  柳明樺  精英  

31 千字文  現代教育研究社  現代教育研究社  

32 給小學生的 45 封鼓勵信  孫愛玲  中華  

33 綠野仙蹤  萊曼．法蘭克  新雅  

34 小王子  A.S.EXUPERY  新雅  

35 問題爸爸 vs問題兒童 陳華英 新雅 

36 古詩 300 首下  洪波  洪波  

37 宋詞 300 首上冊  洪波  洪波  

38 是我心上的溫柔  阿濃  突破 

39 未來書 潔姬．法蘭西 三之三文化 

40 記憶的項鍊 伊芙．邦婷 三之三文化 

41 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 路易斯．薩奇爾 小魯文化 

42 小王子 聖‧修伯里 東方 

43 地圖上的中國歷史 賴慶雄 螢火蟲 

44 商業，從貝殼到絲綢 肖玲軒 張意濃 

佟欣鑫 

小皇冠 

45 中華文化，全世界遊走 巴娜娜 張帥軍  

趙清菁 

小皇冠 

46 童話版清明上河圖 1及 2 狐狸家 小皇冠 

47 解答世界孩子科學 100問 羅伯特．溫斯頓 新雅 

48 自然界的偉大科學家 史提夫．摩爾 新雅 

49 穿越時光機：認識時間的奇妙之旅 歪歪兔 小皇冠 

50 看名著學科學：大戰火星人 拉格洛夫 小樹苗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hdXRob3JfZGV0YWlsJklEPTUwNA==


五、六年級: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嗢  東方  

2  孤星淚  雨果  東方  

3  城南舊事 1,2,3  小樹苗  小樹苗  

4  背影  朱自清  格林  

5  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  東雨  

6  三國演義導讀版  郭濟訪  洪波  

7  西遊記導讀版  卞岐  洪波  

8  紅樓夢導讀版  陳新  洪波  

9  水滸傳導讀版  鄭曉慧  洪波  

10  風流遺韻---中國名詩故事(上)、 (下)  盧達生  洪波  

11  智慧莊子  劉慧韜  洪波  

12  智慧論語  趙金鐘  洪波  

13  百年中國兒童文學精品文叢散文卷 1  張美妮、金燕玉  洪波  

14  百年中國兒童文學精品文叢小說卷 1  張美妮、金燕玉  洪波  

15  現代文閱讀與賞析(一)  卞兆明  洪波  

16  現代文閱讀與賞析(二)  卞兆明  洪波  

17  老子莊子選讀  賀遠寧  洪波  

18  宋詞 300 首下冊  洪波  洪波  

19  德蘭修女  陳啟淦  突破  

20  美麗的中國人  阿濃  突破  

21 成長路上的足印  何紫  山邊社  

22 趣味學古文 馬星原 方舒眉 商務 

23 繁星˙春水精選 冰心 商務 

24 諸葛亮的故事 羅貫中 商務 

25 詩經必讀一百首 姚小鷗 商務 

26 祕密花園 法蘭西絲．赫奇

森．班內特 

和平圖書 

27 不要講話 安德魯．克爾 遠流 

28 環遊世界八十天 朱勒．凡爾納 世界 

29 海底兩萬里 朱勒．凡爾納 世界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106605&keywords=%E7%BE%85%E8%B2%AB%E4%B8%AD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E034621&keywords=%E5%A7%9A%E5%B0%8F%E9%B7%97


30 青銅葵花 曹文軒 小魯文化 

31 草房子 曹文軒 聯經 

32 射鵰英雄傳  金庸  明河社   

33 神鵰俠侶  金庸  明河社  

34 家，我們心安之處 段麗彬 陳慰 洪韻 小皇冠 

35 飯桌，歡樂圖鑑 牛志華 黃宋 小皇冠 

36 大河，中華文明的開始 劉林琳 牛志華 黃宋  小皇冠 

37 叢林奇談 吉布林 東方 

38 柳林中的風聲 葛拉罕 國語日報 

39 窗邊的小豆豆 黑柳徹子 南海出版公司 

40 老人與海 厄尼斯特‧海明威 博學館 

41 咆哮山莊 愛蜜麗‧勃朗特 東方 

42 金銀島 羅伯特．路易士．

史帝文生 

東方 

43 海倫‧凱勒傳 海倫‧凱勒 東方 

44 笨蛋天才 黃漢龍 小魯文化 

45 成語中的地球奧秘 小牛頓團隊 小皇冠童書館 

46 成語中的物理化學 小牛頓團隊 小皇冠童書館 

47 成語中的人體醫學 小牛頓團隊 小皇冠童書館 

48 成語中的宇宙探險 小牛頓團隊 小皇冠童書館 

49 哆啦 A夢科學任意門叢書系列 藤子．F．不二雄 遠流 

50 十萬個為甚麼？航空與太空 香港教育圖書編輯

委員會 

商務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8%91%9B%E6%8B%89%E7%BD%95/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mdnkids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F%BC%88%E6%97%A5%EF%BC%89%E9%BB%91%E6%9F%B3%E5%BE%B9%E5%AD%90%E8%91%97%EF%BC%9B%EF%BC%88%E6%97%A5%EF%BC%89%E5%B2%A9%E5%B4%8E%E5%8D%83%E5%BC%98%E5%9C%96/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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