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動故事房 – 天賦的禮物
推薦書目
一. 電子書
作者：艾曼紐．斐耶；

《我很厲害，但是我不驕傲》

米歇爾．侯德瑞格(圖)；

長頸鹿菲菲妮的脖子比一般的長頸鹿長很多，所以她

張亦晴(譯)
出版社：大穎文化，2018

總能最快發現遠處的危機，並通知大家逃跑。可是，
她漸漸變得驕傲，看不起大家。有一天，猴子爬上更
高的樹，向大家發出警報，取代了菲菲妮的位置，大
家都不再跟她做朋友了。菲菲妮會做出甚麼改變令大
家重新接納她呢？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動物奧運會》
期待已久的奧運會又來了！動物王國收到了一封由
鳥兒叼來的奧運會邀請函，各動物決定一展身手，
跟人類一起發揮自己的本領。你認為動物們會取得
勝利嗎？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精彩奧運會，讓我們
一起來觀賽吧！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作者：文鍾勳；林玗潔(譯)
出版社：小魯文化，2015

《森林裡的紅鬼和藍鬼》

作者：張秋生；李美華(改編)；
謝宛庭(圖)

森林內住著一隻大膽的熊，一隻膽小又怕鬼的貓，牠

出版社：巧育文化，2013

們是一對好朋友。有天，貓去找熊時懷疑自己遇見
鬼，便拉著熊沿路回去看看，發現原來只是閃亮的螢
火蟲。牠們各自回家後，森林出現了紅鬼和藍鬼，它
們坐下來聊天，究竟它們是真的鬼嗎？貓可以變得大
膽嗎？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作者：賴馬

《最棒的禮物》

出版社：親子天下，2019

天使鎮發生了一件令人開心的大事，動物們都帶著禮物
去祝賀。長頸鹿帶著粉紅色的禮物、河馬帶著綠色的禮
物、棕熊帶著橘色的禮物……到底牠們一起去哪裡呢？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作者：Laura Numeroff，
Nate Evans；

“The Jellybeans and the Big Dance”

Lynn Munsinger

Emily loved to dance and met Nicole, Bisty and Anna in the dancing

(Illustrator)

class. They ha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ir dance recital a success.

出版社：ABRAMS，2014

As the three girls showed no interest in dancing at all, they did not
dance well. Knowing that Emily was upset, her mother brought her to
a candy shop. Emily found jellybeans were of all different flavors but
still went well together. So she shared jellybeans to the three girls. How
could they make use of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and strengths to have
a perfect dance on stage?
OverDrive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二. 書籍
《白天鵝》

《吃竹子的老鼠》

作者：鄭春華；欽吟之(繪)

索書號：JJ 8754

作者：龔房芳；梁熙曼(繪)

索書號：JJ 0134

出版社：小樹苗，2014

借閱實體書

出版社：童藝少兒文化，2020

借閱實體書

狗狗有個在樹林去大便的壞習慣，貓

城市的小老鼠兜兜在森林見到新鮮的

貓覺得狗狗把森林弄得又髒又臭，就

蘑菇十分興奮，伸手想摘時，卻被竹

買了一個美觀的便盆送給牠。可是，

鼠喝停，原來竹鼠以為兜兜要搶牠的

狗狗仍不習慣使用便盆，友善的貓貓

竹子。當牠們誤會解開後，便成為了

用了甚麼方法改變狗狗的習慣呢？

好朋友。

《要我幫忙嗎?》

《渴望當藝術家的狼》

作者：Orianne Lallemand；
作者：袁妙霞；野人(繪)

索書號：JJ 4041

Eleonore Thuillier (繪)；

索書號：JJ 7077

出版社：小樹苗，2016

借閱實體書

袁妙霞(港版文字)

借閱實體書

出版社：小樹苗，2013

驢子看到大家都十分忙碌，很想提供

貓頭鷹問狼在做甚麼。狼說在欣賞風

協助。可是，大家要做的事需要的技

景，並表示要為牠的藝術家夢努力，貓

能是驢子不懂的。直到遇上山羊伯

頭鷹感到驚訝。狼認為自己是有天賦

伯，驢子終於能幫忙了！為甚麼呢？

的，便嘗試做畫家、詩人、音樂家……
最後，狼能成功當上藝術家嗎？

《踩到我背上來》

作者：幼獅文化；
夏耀彬(港版修訂)
出版社：小樹苗，2011

《學會分享的小松鼠》

索書號：JJ 4339

作者：葛翠琳；張蔚昕(圖)

索書號：JJ 4411

借閱實體書

出版社：新雅文化，2019

借閱實體書

小鼴鼠想去找住在河對面的汪汪狗一

小兔、小刺蝟和小松鼠要去找山上的

起玩耍，途中見到烏龜爺爺被困，便

小熊一起採果子，大家分工合作把果

幫助烏龜爺爺脫險。此時，小鼴鼠卻

子送到運動會時，小松鼠卻自己坐在

發現河上沒有橋，烏龜爺爺如何幫助

一旁偷偷地吃果子。當大家把果子分

小鼴鼠呢？小鼴鼠最後會找到汪汪狗

給運動員後，剩下了一個蘋果，你認

嗎？

為會分給誰呢？

《還是好朋友》

作者：幼獅文化；
夏耀彬(港版修訂)
出版社：小樹苗，2011

索書號：JJ 4339
借閱實體書

“ Don't blink! ”

作者：Tom Booth
出版社：Feiwel and Friends，
2017

索書號：JJ BOO
借閱實體書

小熊和小貓約定了一起去遊樂場玩

Would you like to join a contest with

耍，但到約定當天小貓卻遲到，小熊

animal friends? Bird, fox, crocodile,

很生氣，沒聽解釋就和小貓絕交。小

monkey and many more are ready to

貓到底為甚麼沒有準時出現？小熊最

join. See who will win at the end. Let’s

後會失去這個朋友嗎？

start, don’t b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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