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動故事房 – 跟住爸爸四圍走
推薦書目
一. 電子書
《小腳ㄚ逛社區》

作者：周琡萍
出版社：愛智，2015

小男孩安安一直和爺爺奶奶住在漁村，直到要上幼兒
園，爸爸媽媽把安安接到城市。安安對城市內所有東
西對都覺得新奇，有他沒見過的高樓大廈、圖書館、
公園、超級市場等。安安最喜歡到公園，和其他小朋
友一起玩耍。城市內的生活很精彩，我們一起來認識
社區吧﹗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走，上市場》

作者：葉淑娟
出版社：愛智，2015

開可樂餅店的虎斑貓每天都會到菜市場買材料。他
會找企鵝大叔買魚、到兔子大嬸的菜檔買南瓜、找
花豹買豬肉、去乳牛大媽雜貨店買麵包粉和牛奶。
、

原來除了菜市場外，還有超級市場、跳蚤市場、夜
市等，讓我們一起去逛逛不同的市場，看看每個市
場不同的面貌。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香港遊》

作者：孫心瑜
出版社：小魯文化，2015

中國的小女孩及英國的小男孩，各自跟隨家人來到香
港旅遊。他們不約而同去了很多富有香港特色的旅遊
景點。當小女孩在旺角花墟看植物時，小男孩卻在金
魚街看金魚；小女孩在冰室吃著香港的茶餐時、小男
孩亦在附近看著節目拍攝。小女孩和小男孩會在香港
相遇嗎？
HyRead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作者：Kimberly Tice，

“Lou Knows What to Do: Supermarket”

Venita Litvack

Lou has a special bubble wand. When he blows a bubble, he

出版社：Boys Town Press，

can see what will happen and know how he should act. It’s

2019

time to blow. Let’s go to supermarket with Lou and know
mor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supermarket.
OverDrive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作者：Russell Griesmer，

“My Hometown”

Priscilla Wong
(Illustrator)

One day, a little boy got a magical newspaper which brought

出版社：Capstone，2015

him on a journey of his hometown. He arrived 1860s that his
hometown was found, town hall and other buildings were
under construction. He was watching people travel with
horse-drawn buggies and then change to travel with modern
cars. It is a memorable journey to see the stories of his beloved
town.
OverDrive 電子書
借閱電子書

二. 書籍
《一起去買菜》

作者：仲川道子；
黃鳴崗(製作策劃)
出版社：小樹苗，2017

《上街趣事多》

索書號：JJ 2231

作者：孫慧玲；李亞娜(繪圖)

索書號：JJ 1251

借閱實體書

出版社：新雅文化，2018

借閱實體書

媽媽把要煮咖哩的蔬菜寫在紙條上，

青蛙小朋友國國最愛外出，媽媽提醒

帕歐和朋友帶著紙條出發，可是一出

國國要牽著爸媽的手，不要亂走。但

門，紙條就被風吹走了，牠們追著紙

街上的事物太吸引了，國國總會甩掉

條，可是都追不到，牠們最後能買到

爸媽的手走去看，並遇上危險。爸媽

煮咖哩的蔬菜嗎？

如何保護國國脫險呢？

《小老鼠香港自悠行》

《我的街區最無聊了》

作者：袁家倫

索書號：JJ 4032

作者：拉斯金；林玎玎(譯)

索書號：JJ 7092

出版社：青森文化，2010

借閱實體書

出版社：木棉樹，2020

借閱實體書

小老鼠米兒一家住在屋村的小草叢，

查斯達知道一些街區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牠 覺 得 時 代 已 經 不 同， 要 出 去 闖 一

和事件，如步操樂隊、煙花表演等。在

下。牠闊別家鄉，走入城市，發現很

比較下，他覺得自己住的街區什麼都沒

多新奇的事，也遇到很多危險。米兒

有，長大了一定要搬走。他住的街區真

想家了，最終他能安全回家嗎？

的是一個活動都沒有嗎？還是他忽略了
身邊一直在發生的大小事情呢？

《爸爸媽媽細細個 : 七、八十年代
的香港生活點滴》

作者：謝曉沁
出版社：黃巴士，2005

索書號：
739.13 8844
借閱實體書

《電車小叮在哪裡？》

作者：劉清華、林建才

索書號：JJ 7234

出版社：木棉樹，2017

借閱實體書

你知道當年流行的「紅 A」書包是用

小叮一直在路軌上行，每天都很忙。

什麼材料做嗎？現在我們乘坐巴士可

可是，小叮愈來愈不快樂，覺得其他

以使用電子支付，你知道以前巴士有

交通工具都比自己好，擔心會被淘

售票員、守閘員，之後巴士內設錢箱付

汰，終於小叮病倒了。乘客知道小叮

款嗎？不同年代都各有特色，讓我們

病倒後，各自用不同方法去為小叮打

一起看看七、八十年代的事物吧﹗

氣，他們能喚醒病倒的小叮嗎？

“ Little Elliot, big city”

作者：Mike Curato
出版社：Henry Holt and Co.，
2014

索書號：JJ CUR
借閱實體書

“ You see, I see : in the city”

作者：Michelle Sinclair Colman；
Paul Schmid (Illustrator)
出版社：Alfred A. Knopf，2018

索書號：JJ COL
借閱實體書

Little Elliot was an elephant who lived in

I went out with Baba. Although Baba

a big city which provided him many new

and I were in the same place, Baba saw a

and challenging experiences. One day,

bustling city while I saw adventure

he met someone ever littler than himself.

ahead. No matter what we saw, we know

What a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we always loved each other.

Let’s join Elliot on his big ad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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