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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書籍 Chinese Books 
  
作者、書名、出版資料及索書號 

Author, Title, Publishing Information and Call No. 

 

 

 

人類文化編輯部著 ; 彼岸工作室繪。《誰想出故事的答案》。 

新北市 :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 857 0424 

 

大衛.卡利文 ; 沙基.布勒奇圖 ; 梅思繁譯。《打架的藝術》。 

台北 :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948.11 2074 

 

小林豊文, 圖 ; 黃宣勳翻譯 。《回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 

台北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9045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編著繪圖。《我是小小禮儀家. 培養好習慣》。 

香港 : 人類文化, 2014。 

索書號：JJ 2699 

 

尤塔.鮑爾(Jutta Bauer)文,圖 ; 林美琪翻譯。《矗立在森林中的小屋》。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1054 

 

王文華文 ; 麻三斤圖。《最後一根火柴》。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2016。 

索書號：J 857 1004 

 

王宜瑩作 ; 翁昭華繪。《不快樂的小喵喵》。 

香港 : 文房(香港)出版公司, 2014。 

索書號：J 857 1039 

 

王華著。《長袖下的祕密?》。 

台南 : 科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857 104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551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369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605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51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2711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461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3555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333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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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米爾曼(Isaac Millman)文,圖 ; 孔繁璐譯。《聽不見的音樂會》。 

台北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索書號：JJ 8477 

 

卡夫雷拉 (Cabrera, Aleix) 作 ; Rosa M. Curto 繪 ;  

袁妙霞譯。《小仙子跟你說. 責任感》。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017 

 

卡夫雷拉 (Cabrera, Aleix) 作 ; Rosa M. Curto 繪 ; 

袁妙霞譯。《小仙子跟你說. 感恩》。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017 

 

卡夫雷拉 (Cabrera, Aleix) 作 ; Rosa M. Curto 繪 ;  

袁妙霞譯。《小仙子跟你說. 謙遜》。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017 

 

卡夫雷拉 (Cabrera, Aleix) 作 ; Rosa M. Curto 繪 ;  

袁妙霞譯。《小仙子跟你說. 慷慨》。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017 

 

卡夫雷拉 (Cabrera, Aleix) 作 ; Rosa M. Curto 繪 ;  

袁妙霞譯。《小仙子跟你說. 勇敢》。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017 

 

布萊克 (Blake, Stephanie)文/圖 ; 林玎玎譯 。《傻寶寶》。 

香港 : 木棉樹出版社, 2014。 

索書號：JJ 1702 

 

布萊頓 (Blyton, Enid), 伊妮德.布萊頓編著 ;  

莫楊責任編輯。《諾弟,你能做到! = You can do it,Noddy!》。 

香港 : 迪納亞太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174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7174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1929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04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1929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192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039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323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530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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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頓 (Blyton, Enid), 伊妮德.布萊頓編著 ;  

莫楊責任編輯。《尋竇大作戰 = Noddy and the treasure map》。 

香港 : 迪納亞太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1743 

 

布萊頓 (Blyton, Enid), 伊妮德.布萊頓編著 ;  

莫楊責任編輯。《跳舞魔法粉 = Noddy and the dancing spell》。 

香港 : 迪納亞太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1743 

 

安東尼.布朗圖文 ; 漢聲雜誌譯。《朱家故事》。 

台北 : 英文漢聲, 民 80[1991] 。 

索書號：JJ 1705 

 

朱怡貞圖, 文。《事前準備不慌忙》。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4。 

索書號：JJ 2592 

 

朱怡貞圖, 文。《排隊上車不插隊》。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4。 

索書號：JJ 2592 

 

朱怡貞圖, 文。《廢物利用不浪費》。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4。 

索書號：JJ 2592 

 

朱綽婷, 魏凱欣文 ; Seemon Ho 插圖。《我喜歡分享》。 

香港 : 家庭基建有限公司, 2011。 

索書號：JJ 2524 

 

江學瀅, 翁文信作 ; 陳明佳譯。《羨慕 : 珍惜所擁有 = Value what you have》。 

新北市 : 異想風影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3173 

 

江學瀅, 翁文信作 ; 陳明佳譯。《聖誕夜 : 分享的喜悅 = The joy of sharing》。 

新北市 : 異想風影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317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54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54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828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828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898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38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260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38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54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3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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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學瀅, 翁文信作 ; 陳明佳譯。《裝病 : 誠實好孩子 = Honest child》。 

新北市 : 異想風影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3173 

 

江學瀅, 翁文信作 ; 陳明佳譯。《運動會 : 欣賞所有人 = Appreciate 

everyone》。 

新北市 : 異想風影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3173 

 

江學瀅, 翁文信作 ; 陳明佳譯。《寵物篇 : 愛護小動物 = Cherish Animals》。 

新北市 : 異想風影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3173 

 

余麗瓊文 ; 朱成梁圖。《團圓》。 

台北 : 上誼文化, 2008。 

索書號：JJ 8011 

 

佛羅倫斯.卡狄耶著 ; 史蒂芬.吉海樂繪 ; 殷麗君譯 。《誰是蘿蕾特》。 

台北 : 米奇巴克, 2002。 

索書號：J 889 2034 

 

吳曉雯著 ; 吳楚璿繪。《尋找神仙泉》。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 192.11 5483 

 

李家同故事 ; 皮菏繪圖 。《三個孩子的故事》。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 

索書號：J 857 4037 

 

李家同故事 ; 曾琬婷繪圖 。《山谷裡的丁香花》。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 

索書號：J 857 4037 

 

李家同著 。《鐘聲又再響起》。 

台北 : 聯經, 2002。 

索書號：J 857 4037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4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725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035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598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821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8211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24840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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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樂洛文 ; 馬修莫德圖 ; 賴羽青譯。《說到做到! 》。 

台北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 

索書號：JJ 7470 

 

林秋雲文 ; 許永和, 林秀玲圖。《小器的亮亮 : 學習大方的心態》。 

香港 : 青苗(香港)出版社, 2010。 

索書號：JJ 4421 

 

林秋雲文 ; 許永和, 林秀玲圖。《偏食的亮亮 : 均衡的飲食》。 

香港 : 青苗(香港)出版社, 2010。 

索書號：JJ 4421 

 

林秋雲文 ; 許永和, 林秀玲圖。《壞脾氣的亮亮 : 偏差的行為》。 

香港 : 青苗(香港)出版社, 2010。 

索書號：JJ 4421 

 

林秋雲文 ; 許永和, 林秀玲圖。《霸道的亮亮 : 不自私的性格》。 

香港 : 青苗(香港)出版社, 2010。 

索書號：JJ 4421 

 

林振宇故事 ; HO 繪畫。《小米叫救命 = Mickey calls for help》。 

香港 : 明窗出版社, 2012。 

索書號：J 859.4 4453 

 

林振宇故事 ; HO 繪畫。《史路路參加運動會 = Snow the athlete》。 

香港 : 明窗出版社, 2012。 

索書號：J 859.4 4453 

 

林振宇故事 ; HO 繪畫。《勤奮的力奇 = The hardworking Ricky》。 

香港 : 明窗出版社, 2012。 

索書號：J 859.4 4453 

 

林海音文 ; 關維興圖。《城南舊事. 3, 爸爸的花兒落了》。 

台北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 857 443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36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012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009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005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004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391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58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582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8157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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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令編 ; 楊國群譯 ; 韓喆厚繪。《船上的洞拉比與鑽石》。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1。 

 索書號：J 862.594 4600 

 

金玟婷著 ; 全相宇繪 ; 巫倍甄譯。《特別的理由》。 

 香港 : MI Kids Ltd, 2009。 

 索書號：J 192.11 8014 

 

阿濃著 ; 高鶯雪圖。《漢堡包和叉燒包》。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 2015。 

索書號：JJ 7135 

 

俞孝貞原著 ; 趙秀珍圖。《全都是我的》。 

新北市 :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J 8042 

 

派翠西亞.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文.圖 ; 劉清彥譯。《檸檬的滋味》。 

台北 : 道聲出版社, 2009。 

索書號：J 889 1070 

 

派翠西亞.波拉蔻文, 圖 ; 丁凡譯。《謝謝您，福柯老師！》。  

新竹市 : 和英出版社, 2008。 

索書號：J 874.594 1070 

 

秋千著 ; 沈立雄繪。《愛護公物》。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2920 

 

瑪爾妲.柯西作, 繪 ; 時代生活叢書編譯組譯。《下雨天的故事》。 

台北縣中和市 : 泛亞國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索書號：JJ 2024 

 

科斯特 (Koster, Amy Sky)著 ; Jean-Paul Orpinas 繪圖 ;  

張碧嘉譯。《貝兒的友情大發明》。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209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09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651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7977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112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3298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3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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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771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76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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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娜.溫特文, 圖 ; 沙永玲譯。《和平樹 : 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事 = 

Wangari's trees of peace》。 

台北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786.56 8003 

 

夏洛特.佐羅托文 ; 威廉.潘訥.杜.波瓦圖 ; 楊清芬譯。《威廉的洋娃娃》。  

台北 : 遠流, 1998。 

索書號：J 889 9070 

 

夏洛特.孟莉克(Charlotte Moundlic)文 ; 奧利維耶.塔列克 

(Olivier Tallec)圖 ; 李旻諭譯。《最糟的假期?》。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J 8058 

 

孫慧玲著 ; 野人圖。《我的野蠻同學》。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 2014。 

 索書號：J 857 1251 

 

宮西達也文, 圖 ; 游珮芸譯。《1 隻小豬與 100 匹狼》。 

新店 : 三之三文化, 2004。 

 索書號：JJ 3134 

 

宮西達也文, 圖 ; 米雅翻譯。《好想要一個娃娃》。 

新店 : 三之三文化, 2006。 

 索書號：JJ 3134 

 

徐瑞蓮文 ; 劉鵑菁圖。《馬戲團的猴子》。 

 新北市 : 小螢火蟲出版社, 民 102[2013]。 

 索書號：J 857 2814 

 

海恩茲.亞尼許(Heinz Janisch)文 ;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圖 ; 

侯淑玲譯 。《一定要誰讓誰嗎》。 

台北 :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J 408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932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932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2968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552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080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1668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3064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705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741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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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儀原創漫畫 ; 蘇晉瑩漫畫編劇。《小貍不要哭:小小果子貍找媽媽》。 

 台北 :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859.7 5028 

 

袁妙霞作 ; 野人繪。《幼兒聰明閱讀系列. 第 1 輯. 好朋友吵架了》。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4041 

 

袁妙霞作 ; 鄧美心繪圖。《合作 = Cooperation》。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J 4041 

 

袁妙霞作 ; 鄧美心繪圖。《克服困難》。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 

 索書號：JJ 4041 

 

袁妙霞作 ; 鄧美心繪圖。《節日環保 = Green festival》。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J 4041 

 

袁妙霞作 ; 鄧美心繪圖。《禮貌待人 = Manners when meeting other 

peoples》。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 

 索書號：JJ 4041 

 

袁妙霞作 ; 鄧美心繪圖。《禮貌進餐 = Table manners》。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4。 

 索書號：JJ 4041 

 

馬克薩莫塞特著 ; 蘿文薩莫塞特圖 ; 賴羽青譯。《櫻桃樹》。 

台北 :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J 9088 

 

馬翠蘿作 ; 美心, 王曉明, 野人插圖。《關心家人的故事》。 

 香港 : 新雅文化, 2002。 

 索書號：J 857 711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5828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23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7100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68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9746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382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382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376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9772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9871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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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知玧作 ; 譚軍繪 ; 林家鵬譯。《爸爸的路》。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 

 索書號：J 815.9 1121 

 

張晉霖文 ; 張山圖。《信任》。 

 新北市 : 巧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192.11 1111 

 

張曉玲文 ; 潘堅圖。《躲貓貓大王》。 

台北 :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9。 

索書號：JJ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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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索書號：JJ 8530 

 

曹路燕著 ; 楊怡繪圖。《大家一起來》。 

香港 : 小樹苗, 2009。 

索書號：JJ 5564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毛毛生氣了 = Momo is angry》。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索書號：JJ 8070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毛毛很善良 = Momo is very kind》。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 

索書號：JJ 8070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 ;  

袁妙霞港版文字。《毛毛愛上學 = The things Momo loves about : school》。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8070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 ;  

袁妙霞港版文字。《毛毛愛自己 = The things Momo loves about : himself》。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807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60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457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4970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849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7390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6225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6225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0917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0916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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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 ;  

袁妙霞港版文字。《毛毛愛玩耍 = The things Momo loves about : playtime》。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8070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 ;  

袁妙霞港版文字。《毛毛愛睡覺 = The things Momo loves about : bedtime》。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索書號：JJ 8070 

 

莫羅尼 (Moroney, Tracey)原著, 繪圖 ; 袁妙霞港版文字。《我愛寵物 = 

[Pets]》。 

香港 :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J 8070 

 

陳盈帆圖, 文 。《蘋果甜蜜蜜》。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857 7514 

 

陳致元文, 圖 。《沒毛雞》。 

香港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2012。 

索書號：J 859.4 7511 

 

陳啟淦文 ; 黃麗圖。《不能說的秘密》。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1。 

 索書號：J 857 7533 

 

陳啟淦文 ; 黃麗圖。《艷陽下的競賽》。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1。 

 索書號：J 857 7533 

 

陳頌儀作 ; 陳家樂文字 ; 黎永富插圖。《親子德育故事集》。 

 香港 :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2008。 

 索書號：J 528.5 7582 

 

提利作 ; 戴爾飛繪 ; [謝蕙心譯]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台北 :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 889 748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0917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0918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858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858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664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3156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924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9207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69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8819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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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桑塞 (Pressense, Domitille de.) 作, 繪 ;  

黃雅文責任編輯。《米米日記 : 大家一起玩! / Domitille de Pressense》。 

香港 : 木棉樹出版社, 2009。 

 索書號：JJ 1749 

 

普雷桑塞 (Pressense, Domitille de.) 作, 繪 ;  

黃雅文責任編輯。《米米日記 : 米米不想睡覺》。 

香港 : 木棉樹出版社, 2009。 

 索書號：JJ 1749 

 

曾美惠著 ; 吳楚璿繪。《蚯蚓幫地球呼吸》。 

 香港 :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 192.11 5483 

 

曾廣源作 ; 蔡耀東圖。《小婷婷的歌曲》。 

 香港 : 香港小童群益會, 2010。 

 索書號：J 548.317 8003 

 

黃郁欽文.圖。《我不要跟你玩了! 》。 

台北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4448 

 

黃蕾文 ; 黃雄生圖。《便便大王》。 

 新北市 : 螢火蟲出版社, 民 100。 

 索書號：J 857 4444 

 

葉兆言...等文 ; 武建華...等圖。《南京那一年》。 

    香港 : 中華教育, 2017。 

 索書號：JJ 4011 

 

熊貝兒著 ; Karen 繪。《小狐狸的神奇手套》。 

 台北 : 福地出版社, 2011。 

 索書號：J 857 2167 

 

瑪莉.布雷比文 ; 克利司.K.索恩皮圖 ; 黃迺毓譯。《最想做的事》。 

台北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索書號：J 889 170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2980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2981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5981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848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90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401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1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999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423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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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旭恭圖.文。《到烏龜國去》。 

台北 :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索書號：JJ 7244 

 

鄭智仁編 ; 楊國群譯 ; 安恩珍繪。《第七位客人 奶桶裡的三隻靑蛙》。 

 香港 : 蘋果樹圖書公司, 2011。 

 索書號：J 862.594 4600 

 

賴峻儒主編 ; 蘭洋文編 ; 松鼠少兒插圖。《守信責任:品德培養》。 

 香港 : 童藝少年文化 : 香港少年兒童教育出版社, 2012。 

 索書號：J 815.94 2281 

 

賴馬文, 圖。《射日》。 

台北 : 青林國際, 2001。 

索書號：JJ 5771 

 

賴馬作。《十二生肖的故事》。 

新竹 : 和英, 2004。 

索書號：JJ 5771 

 

羅大里 (Rodari, Gianni.)文 ; Vitali Konstantinov 圖 ;  

倪安宇導讀.審譯。《擋不住的光》。 

新北市 :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索書號：JJ 7030 

 

羅伯特.繆斯克文 ; 邁克.馬薛可圖 ; 蔡欣玶譯。《紙袋公主》。 

台北 : 遠流, 2001。 

索書號：J 889 8589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18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089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306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3707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032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875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8306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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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書籍 English Books 

 

作者、書名、出版資料及索書號 

Author, Title, Publishing Information and Call No. 

 

 

Berenstain, Jan, 1923-2012. The Berenstain Bears love their neighbors. 

Grand Rapids, Mich.: Zonderkidz, c2009. 

Call number: JJ BER 

 

Bergman, Mara. Lively Elizabeth! 

    London: Hodder Children's Books, 2011. 

    Call number: JJ BER 

 

Burstein, John. Manners, please! why it pays to be polite. 

New York: Crabtree Pub., c2011. 

Call number: J 395.122 BUR 

 

Candell, Arianna. Manners in school. 

Brighton, England: Book House, 2012. 

Call number: J 395.1 CAN 

 

Casper, Matt. You are loved. 

Hong Kong; Los Angeles: Evergrow, c2010. 

Call number: J 137 CAS 

 

Cornwall, Phyllis. Mind your manners online. 

Ann Arbor, Mich.: Cherry Lake Pub., c2012. 

Call number: J 395.5 COR 

 

Dewdney, Anna. Llama Llama mad at Mama. 

    New York: Viking, c2007. 

    Call number: JJ DEW 

 

Eason, Sarah. Chin up, Charlie : be brave. 

London: Wayland, 2013. 

Call number: J 179.6 EAS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64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64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642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14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386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906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798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3111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9264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0990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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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Tom. Aye aye Captain! : pirates can be polite. 

London: Wayland, 2014. 

Call number: JJ EAS 

 

Fearnley, Jan. Martha in the middle. 

London: Walker Books, 2008. 

Call number: JJ FEA 

  

Finn, Carrie. Manners on the telephone. 

    Minneapolis, Minn.: Picture Window Books, c2007. 

    Call number: J 395.59 FIN 

 

Marsico, Katie, 1980-. Good manners in a restaurant. 

    Edina, Minn.: Magic Wagon, c2009. 

    Call number: J 395.5 MAR 

 

Medina, Sarah, 1960-. Respect others, respect yourself!. 

London: Heinemann Library, 2009. 

Call number: Y 177 MED 

 

Metzger, Steve. The way I act. 

Seattle, Wash.: Parenting Press, c2011. 

Call number: JJ MET 

 

 

Nelson, Robin, 1971-. Am I a good friend? : a book about trustworthiness.  

Minneapolis, MN: Lerner Publications, c2014. 

Call number: J 177.6 NEL 

 

Obama, Barack. Of thee I sing : a letter to my daughte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c2010. 

Call number: J 179 OBA 

 

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Taffy Bogle.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1. 

Call number: JJ PIT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519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538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136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0717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69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78817&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797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3148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171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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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Aunt Maude.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2. 

Call number: JJ PIT 

 

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Salt and Pepper.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3. 

Call number: JJ PIT 

  

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the Queen's visit.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3. 

Call number: JJ PIT 

 

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Meg.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6. 

Call number: JJ PIT 

 

Pittar, Gill. Milly, Molly and one lucky turkey. 

Gisborne, NZ: Milly Molly Books, c2001. 

Call number: JJ PIT 

 

Pressense, Domitille de. Emilie wets her bed. 

    Hong Kong: Asia Wealth/Casterman, c2009. 

    Call number: JJ PRE 

 

Pressense, Domitille de. Emilie won't go to bed. 

    Hong Kong: Asia Wealth/Casterman, c2009. 

    Call number: JJ PRE 

 

Schwartz, Corey Rosen. What about Moose? 

New York: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c2015. 

Call number: JJ SCH 

 

Sileo, Frank J., 1967-. Sally Sore Loser: a story about winning and losing.  

Washington, D: Magination Press, c2013. 

Call number: JJ SIL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174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166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3140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175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176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942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9424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044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2704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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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man, Steve. Eat your greens, Goldilocks. 

    London: QED Publishing, c2015. 

    Call number: JJ SMA 

 

Tripp, Valerie, 1951-. Josefina saves the day : a summer story. 

Middleton, WI: American Girl Pub., c2000. 

Call number: JF TRI 

 

Willems, Mo. Don't let the pigeon stay up late! 

    New York: Hyperion Books for Children, 2013. 

    Call number: JJ WIL 

 

Wood, Douglas, 1951-. When a grandpa says "I love you".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c2014. 

Call number: JJ WOO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389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723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369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9800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18 

 

   電子書  e-Books 

 

HyRead 電子書 (憑圖書館帳戶經互聯網使用)  

HyRead ebook (Access via Internet with the library account)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89392/hyread-ebook 

 

方正中文電子書 (兒童館藏) (憑圖書館帳戶經互聯網使用) 

Apabi Chinese eBooks (Children's Collection) (Access via Internet with the library 

account)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9180/apabi-chinese-eb
ooks-children-s-collection 

 

 

  

王文華。《螃蟹衝衝學禮貌》。 

臺北縣新店市 ﹕小兵，2006[民 95]。HyRead 電子書。 

 

王文華。《螃蟹衝衝闖紅燈》。 

臺北縣新店市 ﹕小兵，2006[民 95]。HyRead 電子書。 

 

王文華。《驕傲沒有好朋友》。 

臺北縣新店市 ﹕小兵，2006[民 95]。HyRead 電子書。 

 

王洛夫、賴玉敏。《用輪椅飛舞的女孩》。 

臺北市 ﹕小兵，2011[民 100]。HyRead 電子書。 

 

王美慧。《彩虹仙子歌舞團》。 

臺北市 ﹕小兵，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王淑慧。《爺爺的寶盒》。 

臺北市 ﹕聯經，2010[民 99]。HyRead 電子書。 

 

王華。《貪財貓神》。 

臺北市 ﹕小兵，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皮姆.凡赫斯特。《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臺北市 ﹕大穎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89392/hyread-ebook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9180/apabi-chinese-ebooks-children-s-collection
https://www.hkpl.gov.hk/tc/e-resources/e-books/description/9180/apabi-chinese-ebooks-children-s-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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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絲特.米斯寇特。《看起來壞不一定真的壞》。 

臺北市 ﹕大穎出版 知己總經銷，2015[民 104]。HyRead 電子書。 

 

如果兒童劇團。《沒有影子的人》。 

臺北市 ﹕天下雜誌，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如果兒童劇團。《鱷魚大嘴吃太陽》。 

臺北市 ﹕天下雜誌，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江心改。《好心腸的鴿子》。 

香港 ﹕新雅文化，1982[民 71]。HyRead 電子書。 

 

江心改。《貪心的小狗》。 

香港 ﹕新雅文化，1979[民 68]。HyRead 電子書。 

 

江心改。《驕傲的兔子》。 

香港 ﹕新雅文化，1979[民 68]。HyRead 電子書。 

 

米吉卡。《太陽的禮物》。 

    石家莊市 :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米吉卡。《丟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石家莊市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米吉卡。《阿莫的南瓜》。 

    石家莊市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米吉卡。《這個冬天不會冷》。 

    石家莊市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米吉卡。《鳥窩頭》。 

    石家莊市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米吉卡。《最滿意的發明》。 

    石家莊市 :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方正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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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瑩。《安安的小熊熊》。[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余治瑩。《狐狸與白鶴》。[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余治瑩。《彩色小兔》。[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呂淑恂。《我的糖果在哪裡》。[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李文英。《海鮮濃湯的祕密》。[有聲書] 

臺北市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出版社，2004[民 93]。HyRead 電子書。 

 

李美華。《溫暖的星星:堅強面對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延玲玉。《豬奶奶不在家:互信與互助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延玲玉。《避雨:行善助人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林良。《蝸牛強強》。 

臺北縣板橋市 ﹕螢火蟲，2010[民 99]。HyRead 電子書。 

 

林盈呈。《威威的假期》。[有聲書] 

臺北市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出版社，2004[民 93]。HyRead 電子書。 

 

林盈呈。《媽媽忘記了》。[有聲書] 

臺北市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出版社，2004[民 93]。HyRead 電子書。 

 

林真卿。《蜜蜂普普的計畫》。[有聲書] 

臺北縣中和市﹕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林淑真。《珍貴的友誼》。[有聲書] 

臺南市﹕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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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翔。《火鬍子 PK 紫飛龍》。 

臺北市 ﹕小兵，2013[民 102]。HyRead 電子書。 

 

花格子。《媽媽的愛,有幾斤?》。 

臺北市 ﹕小兵，2011[民 100]。HyRead 電子書。 

 

姜子安。《恐龍妹妹找媽媽》。[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胡韶真。《公雞國王》。[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格林童話。《小紅帽》。[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友漁。《喂,穿裙子的!》。 

臺北市 ﹕幼獅，2013[民 102]。HyRead 電子書。 

 

張東君。《屎來糞多學院》。 

臺北市 ﹕幼獅文化，2015[民 104]。HyRead 電子書。 

 

張秋生。《第 24 個故事:轉念體諒的智慧》。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3[民 102]。HyRead 電子書。 

 

張秋生。《讓人思念的小章魚:關愛與付出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李美華。《沙漠中的一桶水:無私無悔的付出》。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李美華。《貝絲的心願:真心誠意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李美華。《流浪貓:感恩圖報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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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霖、李美華。《真的!:兄弟情誼的學習》。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李美華。《貪心的國王》。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一個微笑:人不可貌相》。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小鼴鼠的太陽眼鏡》。[有聲書] 

臺北縣中和市 ﹕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兔子小白的鄰居》。[有聲書] 

臺北縣中和市 ﹕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信任》。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對不起》。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請》。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張晉霖。《謝謝你》。 

新北市 ﹕巧育文化，2013[民 102]。HyRead 電子書。 

 

陳盈帆。《蘋果甜蜜蜜》。 

臺北市 ﹕聯經，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陳素宜。《地牛不翻身》。 

臺北市 ﹕小兵，2011[民 100]。HyRead 電子書。 

 

陳碏。《今天不許願》。 

臺北市 ﹕小兵，2011[民 100]。HyRead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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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伊。《一起吃, 最好吃》。 

臺北市 ﹕文房文化，2016[民 105]。HyRead 電子書。 

 

黃文輝。《我的校長蝙蝠俠》。 

臺北市 ﹕小兵，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黃郁欽、陶樂蒂。《給我咬一口》。 

臺北市 ﹕天下雜誌，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黃慧敏。《阿尼要搬家》。[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楊淑清。《模範生》。[有聲書] 

臺北市 ﹕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出版社，2004[民 93]。HyRead 電子書。 

 

腸子。《阿律愛玩水》。[有聲書] 

臺南市 ﹕世一文化，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賴馬。《生氣王子》。 

臺北市 ﹕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2015[民 104]。HyRead 電子書。 

 

賴馬。《愛哭公主》。 

臺北市 ﹕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薛琬婷。《小熊艾力的鞋子》。 

臺北縣中和市 ﹕巧育文化，2014[民 103]。HyRead 電子書。 

 

謝明芳。《來洗澡嘍!》。[有聲書] 

高雄市 ﹕愛智，2012[民 101]。HyRead 電子書。 

 

謝明芳。《到農場走走》。[有聲書] 

高雄市 ﹕愛智，2015[民 104]。HyRead 電子書。 

 

羅潔希。《心地善良的大老鼠》。 

臺北市 ﹕華品文創，2016[民 105]。HyRead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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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長萍。《365 夜求知好故事：拼音美繪本》。 

    北京 : 海潮出版社，2009。方正中文電子書。 

 

蘆長萍。《365 夜勇敢好故事：拼音美繪本》。 

    北京 : 海潮出版社，2009。方正中文電子書。 

 

蘆長萍。《365 夜美德好故事：拼音美繪本》。 

    北京 : 海潮出版社，2009。方正中文電子書。 

 

蘆長萍。《365 夜感恩好故事：拼音美繪本》。 

北京 : 海潮出版社，2009。方正中文電子書。 

 

蘆長萍。《365 夜機智好故事：拼音美繪本》。 

    北京 : 海潮出版社，2009。方正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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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wloon Public Library 

5 Pui Ching Road, Kow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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