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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文化盃」我愛我家創作大賽之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我愛我家」主題閱讀組推薦書目 

主題：我愛我家 

*此組別參加者必須按照本年度主題進行創作。 

中國歷史與文化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了不起的中國人 金──從發現隕石到航天科技 狐狸家 
了不起的中國人 木──從採摘植物到建屋製藥 狐狸家 
了不起的中國人 水──從依水而居到水利工程 狐狸家 
了不起的中國人 火──從鑽木取火到火力能源 狐狸家 
了不起的中國人 土──從泥土製陶到現代農業 狐狸家 
跟着皇帝遊故宮 我的家叫紫禁城-建築篇 段張取藝 
跟着皇帝遊故宮 我要天天上朝嗎？-制度篇 段張取藝 
跟着皇帝遊故宮 奇珍異寶在我家-珍寶篇 段張取藝 
跟着皇帝遊故宮 猜猜我家多少人-人物篇 段張取藝 
漫畫中華傳統美德 才德 閆沛迪 
漫畫中華傳統美德 孝道 蘇麗蘭 
漫畫中華傳統美德 勇謀 閆飛 
漫畫中華傳統美德 禮數 上尚印象 
中國經典大智慧 #1 生活禮儀篇 華宗宏 
中國經典大智慧 #2 重孝和勤學篇 華宗宏 
中國經典大智慧 #3 守信和行義篇 華宗宏 
中國歷史大冒險 #1 神話年代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2 夏商周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3 春秋戰國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4 秦朝興亡錄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5 楚漢相爭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6 大漢皇朝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7 三國爭霸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8 兩晉南北朝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9 唐朝盛世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10 大宋江山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11 元朝天下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12 大明帝國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 #13 清朝興衰 方舒眉 
中國歷史之旅 從遠古至春秋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七雄爭霸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漢家天下 宋詒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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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之旅 三國鼎立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大唐盛世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宋元興衰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明朝風雲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 滿清皇朝 宋詒瑞 

節日體驗立體繪本 過年啦! / 
節日體驗立體繪本 中秋節 巨英 
節日體驗立體繪本 中國傳統節日立體書 繪動童書 
中國寓言故事繪本 中國寓言故事繪本 / 
中國傳統節日故事 中國傳統節日故事 編者：魏亞西等 
孩子的圖解中國地理 孩子的圖解中國地理 洋洋兔 

科普漫畫系列 神龍部落(國家篇) #1 神龍遊中國 Highbrow 
科普漫畫系列 漫畫萬物起源-中華智慧 洋洋兔動漫 

 
香港專題圖書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石獅安安 石獅安安香港小百科趣味圖鑑 新雅編輯室 

石獅安安愛遊歷 誰是香港地貌冠軍？ 
──認識香港不同的地貌 麥曉帆 

石獅安安愛遊歷 尋找生活中的珍寶 
──認識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麥曉帆 

石獅安安愛遊歷 神隱鳥，你在哪兒？ 
——認識香港不同的建築物 新雅編輯室 

石獅安安愛遊歷 奇妙的尋樹之旅 
——認識香港不同的植物 新雅編輯室 

新雅‧繪本館 香港百年變變變      劉斯傑 
/ 香港趣味築跡遊——香港回歸篇 新雅編輯室 

認識香港系列 香港老店「立體」遊 1 鄧子健 
認識香港系列 香港老店「立體」遊 2 鄧子健 
認識香港系列 香港傳統習俗故事 1 (增訂版) 鄧子健 
認識香港系列 香港傳統習俗故事 2 (增訂版) 鄧子健 

 
名人故事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中國人的故事 名醫和藥學家的高明 甄艷慈 
中國人的故事 將軍和兵法家的勇謀 宋詒瑞 
中國人的故事 現代科學家的毅力 張倩儀 
中國人的故事 發明家和工程師的努力 宋詒瑞 
中國人的故事 詩人和小說家的才華 馮珍今 
中國人的故事 領袖和改革家的視野 張倩儀 
新雅・名人館 本草名醫・李時珍 黃修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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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名人館 抗金英雄・岳飛 饒遠 
新雅・名人館 愛國詩人・屈原 黃修紀 

中國名人故事繪本 中國名人故事繪本 未小西 
中國傑出名人大全 中國傑出名人大全 編者：朱維達 

 
故事類及其他圖書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新雅・繪本館 姓鄧的樹 嚴吳嬋霞 
新雅・繪本館 奇異的種子 嚴吳嬋霞 
新雅・繪本館 香港百年變變變 劉斯傑 
新雅・繪本館 漢堡包和叉燒包 阿濃 
新雅・繪本館 謝謝你，生活中的英雄！ 茱莉亞‧西爾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 不用撒謊，因為媽媽愛你 陳美齡 
/ 爸爸，我是你的小寶貝！ 何巧嬋 
/ 媽媽，有你真好！ 何巧嬋 
/ 爺爺總是不一樣！ 何巧嬋 
/ 弟弟，我要送給你…… 何巧嬋 

讀繪本學語文 《奇異的種子》語文學習套裝 嚴吳嬋霞 
鬥嘴一班 #5 最強爸爸 卓瑩 
鬥嘴一班 #8 虎媽?苦媽? 卓瑩 
鬥嘴一班 #14 特別的家人 卓瑩 
鬥嘴一班 #19 我家有一寶 卓瑩 
鬥嘴一班 #20 我們都一樣 卓瑩 

成長大踏步系列 #4 教爺爺學行路 何巧嬋 
幼兒品德發展系列 關心家庭 麗絲‧連濃 
飛躍青春系列 拿什麼拯救您，爸爸 馬翠蘿 

君比・閱讀廊－成長路上系列 #3 感謝爸媽沒有放棄我 君比 
君比・閱讀廊－成長路上系列 #5 豎琴女孩和她的「虎」爸 君比 

/ 我會！我會！成為家事好幫手 AuntieVan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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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文化盃」我愛我家創作大賽之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廣泛閱讀組 初小組推薦書目 

故事類圖書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新雅・繪本館 沒有手機的童年 梁雅怡 
魔女沫沫的另類修行 #1 魔女不可怕 蘇飛 
魔女沫沫的另類修行 #2 魔侍開學禮 蘇飛 
魔女沫沫的另類修行 #3 謎之古生物 蘇飛 

鬥嘴一班 #22 再見小海龜 卓瑩 
鬥嘴一班 #23 時間魔法師 卓瑩 
鬥嘴一班 #24 潮流狂迷 卓瑩 
鬥嘴一班 #25 防疫驚魂記 卓瑩 

三國風雲人物傳 #1 隠世高人諸葛亮 宋詒瑞 
三國風雲人物傳 #2 諸葛亮的神機妙算 宋詒瑞 
三國風雲人物傳 #3 顛沛英雄劉備 宋詒瑞 
三國演義繪本 #1 桃園三結義 編：狐狸家 
三國演義繪本 #4 火燒赤壁 編：狐狸家 

老鼠記者 100 期珍藏版：謝利連摩和好友的 
歡樂時光 

謝利連摩・史

提頓 

老鼠記者 #101 怪盜反轉垃圾場 謝利連摩・史

提頓 

神探福爾摩鼠 黑霧迷離失竊案 謝利連摩・史

提頓 
拆信貓奇妙事件簿 不快樂的鬍子爺爺 徐玲 
拆信貓奇妙事件簿 記憶失靈的格子太太 徐玲 
慌失失捉鬼團 #2 在生日消失的男孩 羅熊氏 
慌失失捉鬼團 #3 一個一個變木頭人 羅熊氏 

10 分鐘短篇故事集 我講的故事不是真的！ 慈琪 
10 分鐘短篇故事集 我講的故事都是真的？ 慈琪 
古怪國不思議事件 奇異雹的神奇力量 段立欣 
古怪國不思議事件 出擊！決戰百變首領 段立欣 
冰波心靈成長童話集 山大王和小小鳥 冰波 
冰波心靈成長童話集 變大變小的獅子 冰波 
張秋生魔法童話 騎在貓背上的勇士 張秋生 
張秋生魔法童話 巫婆格格丁的糊塗魔法 張秋生 
成長大踏步系列 小黑怕大黑 何巧嬋 
成長大踏步系列 這個大頭蝦 何巧嬋 

正向教育故事系列(修訂版) 長頸鹿高高，請別欺凌別人 蘇・格雷夫斯 
正向教育故事系列(修訂版) 豹子達達，請一起合作 蘇・格雷夫斯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口水王子的魔法咒語 孫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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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老爸的神秘地下室 東瑞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我要回家 宋詒瑞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問題爸爸 vs 問題兒童 陳華英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這個聖誕真特別 周蜜蜜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單車王子怎麼啦? 孫慧玲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誰是我的守護神 韋婭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講不完的故事 黃虹堅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三個女生的秘密 何巧嬋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公主的內在美 關麗姍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曱甴王子的神秘傷口 孫慧玲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集 書包輕輕飛 韋婭 
新雅兒童環保故事集 飛吧！飛吧，美麗的生命 周蜜蜜 
新雅兒童環保故事集 愛你！愛你！綠寶貝 周蜜蜜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漢堡包和叉燒包 阿濃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誰是麻煩鬼 嚴吳嬋霞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動物園的秘密 劉惠瓊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養一個小颱風 何巧嬋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小強的四方形西瓜 東瑞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聰明狗和百變貓 黃慶雲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宿營萬歲 宋詒瑞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重複的十五號 馬翠蘿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兒童院的孩子 周蜜蜜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尖沙咀海旁的聚會 何紫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火星人的樂土 陳華英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兩個噴泉 潘金英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時間偵探 潘明珠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周 Sir 的鬍子 君比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鼻尖上的小飛蟲 韋婭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反斗三星 劉素儀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馬老師點兵 胡燕青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小羊豐三 金力明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零點五分 黃虹堅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我愛光頭仔 孫慧玲 

魔法烏龍冒險隊 #3 誰偷走了心願之杖？ 史提夫・史提

芬遜 

魔法烏龍冒險隊 #4 治癒胖龍的妙藥 史提夫・史提

芬遜 
世界名人故事繪本 世界名人故事繪本 宋詒瑞 
世界經典故事系列 格林童話精選集 格林兄弟 
魔法森林大件事 魔法森林大件事 陳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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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類圖書及其他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蟲蟲生態小故事 蜜蜂的日記・我是勤勞採蜜員 徐魯 
蟲蟲生態小故事 螞蟻的日記・我是大力速遞員 高洪波 
小腦袋思考大世界 我是獨一無二嗎？ 南希．迪克曼 
小腦袋思考大世界 為何我們要守規則？ 南希．迪克曼 
小腦袋思考大世界 怎樣分辨對與錯？ 南希．迪克曼 
小腦袋思考大世界 我們為何在這裏？ 南希．迪克曼 
問題天天多系列 為什麼我要保持清潔？ 凱．巴納姆 
問題天天多系列 為什麼我要吃得健康？ 凱．巴納姆 
新雅・知識館 漫遊世界文化遺產 鄧子健 
新雅・知識館 生命之旅：認識人生的各種經歷 瑪莉．霍夫曼 
新雅・知識館 給孩子的世界全百科 / 

新雅・知識館 英國權威科學家解答 
世界孩子科學 100 問 羅伯特‧温斯頓 

新雅・知識館 奇妙的生命周期──萬物從誕生至終

結，生生不息 
史提夫．瑟弗

等 

新雅・知識館 好奇心大滿足：世界孩子最想知 366 問 莫莉・奧德菲

爾德 
玩轉科技世界 噗噗！放臭屁的秘密 崔宰訓 
玩轉科技世界 出動！仿生科技救援隊 崔宰訓 
正向性格修煉術 害羞的我也能勇敢說話！ 名越康文 
正向性格修煉術 堅持下去就能實現夢想！ 深谷圭助 
正向性格修煉術 別成為被憤怒支配的人！ 名越康文 
正向性格修煉術 快把怕麻煩的習慣改掉！ 名越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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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荊文化盃」我愛我家創作大賽之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廣泛閱讀組 高小組推薦書目 

故事類圖書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擁抱世界正能量 闖進山洞的泰國少年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柬埔寨的微笑力量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韓國女團的夢想舞台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走出黑暗的印度少女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瑞典環保少女的呼籲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凌晨四點的洛杉磯-高比拜仁的傳奇 關麗珊 
擁抱世界正能量 中國棋手的智慧之戰 關麗珊 
告別成長的煩惱 追逐夢想的哈比 關麗珊 
告別成長的煩惱 幸福女孩的秘密 關麗珊 
星之魔法少女 #1 星光寶石的魔法 車人 
星之魔法少女 #6 宿命之戰 車人 
公主傳奇 #32 穿越從捉迷藏開始 馬翠蘿 
公主傳奇 #33 皇家軍訓團 馬翠蘿 

君比‧閱讀廊 
成長路上系列 誰明星兒心 君比 

君比‧閱讀廊 
成長路上系列 希望的曙光 君比 

魔幻偵探所 #47 失蹤飛機歸來了？ 關景峰 
魔幻偵探所 #48 魅影娃娃 關景峰 
魔幻偵探所 #49 史特加的鬼將軍 關景峰 
時空調查科 #10 與莎士比亞絶密緝 關景峰 
時空調查科 #11 特洛伊攻城戰 關景峰 
刑偵三人組 #1 沒有謀殺的謀殺案 麥曉帆 
刑偵三人組 #2 消失的遺囑 麥曉帆 
阿多拉基 #1 廢墟中的倖存者 郭妮 
阿多拉基 #2 在黑暗處閃光 郭妮 
奇幻書界 #1 失物之靈 蘇飛 
奇幻書界 #2 戲院迷域 蘇飛 
記憶古董店 #1 蝴蝶帝國 楊紫汐 
記憶古董店 #2 翡翠迷城 楊紫汐 
飛躍青春系列 打出一片天 梁天樂 
飛躍青春系列 玩轉火星自由行 麥曉帆 
飛躍青春系列 原來我可以 卓瑩 

飛躍青春系列 旋風傳奇 1： 
旋風少年手記(修訂版) 孫慧玲 

飛躍青春系列 旋風傳奇 2： 孫慧玲 



 
 

*由於圖書眾多，未能盡錄，此為推薦書目，參賽者可另選其他圖書參賽。 

魔鏡奇幻錄(修訂版) 

飛躍青春系列 旋風傳奇 3： 
旋風再起時(修訂版) 孫慧玲 

飛躍青春系列 愛伴我高飛 利倚恩 

特警部隊 #5 少女的「秘密」 
(新修訂版) 孫慧玲 

特警部隊 #6 男孩的第一滴淚 
(新修訂版) 孫慧玲 

 
兒童文學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女孩米粒的奇幻故事 王一梅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在長長的跑道上 張之路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爸爸狗和兒子貓 張秋生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阿笨貓和外星小販 冰波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閃亮的螢火蟲 秦文君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甜橙樹 曹文軒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會唱歌的畫像 葛翠琳 
中國兒童文學名家精選 踢拖踢拖小紅鞋 金波 

/ 阿濃的有情世界 阿濃 
/ 要你給 Like 的故事 阿濃 
/ 點心集 阿濃 
/ 阿濃兒童文學作品精選集          阿濃 
/ 馬翠蘿兒童文學作品精選集 馬翠蘿 
/ 黃慶雲兒童文學作品精選  黃慶雲 
/ 何紫兒童小說精選集 2 何紫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人生智慧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人生智慧 李焯芬 
現代名家美文品讀 呼蘭河傳－蕭紅作品精選集 蕭紅 
現代名家美文品讀 荷塘月色－朱自清作品精選集 朱自清 
現代名家美文品讀 朝花夕拾－魯迅作品精選集 魯迅 
現代名家美文品讀 駱駝祥子－老舍作品精選集 老舍 

經典書房 日影行-經典書房 小思 
經典書房 何紫散文精選集 何紫 
經典書房 給女兒的信 何紫 
經典書房 十三歲的深秋 黃虹堅 
經典書房 童年的我‧少年的我 何紫 
經典書房 濃情集 阿濃 

想當作家不是夢－22 位兒童

文學作家的故事 
想當作家不是夢－22 位兒童文學作家的

故事 甄艷慈 

 
  



 
 

*由於圖書眾多，未能盡錄，此為推薦書目，參賽者可另選其他圖書參賽。 

名人名著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四大名著．漢語拼音版 三國演義 羅貫中 
四大名著．漢語拼音版 水滸傳 施耐庵 
四大名著．漢語拼音版 西遊記 吳承恩 
四大名著．漢語拼音版 紅樓夢 曹雪芹 

新雅．名人館 發明大王‧愛迪生 甄艷慈 
新雅．名人館 萬世師表‧孔子 饒遠 
新雅．名著館 八十日環遊世界 儒勒・凡爾納 

新雅．名著館 愛的教育 艾德蒙多・狄

・阿米契斯 
 
生命教育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新雅‧成長館 擔心的時候怎麼辦？學習面對焦慮與放

鬆心情 瑞秋‧布萊恩 

/ 成為傑出少年的 10 個方法(增訂版) 孫慧玲 
/ 足以自豪(Stand Tall) 楊小芳 

/ 鬧情緒，怎麼辦？兒童情緒管理小百科 埃利諾‧格林

伍德 
 

知識類圖書及其他 
叢書名 書名 作者 

未來科學拯救隊 #1 血紅番茄爭奪戰 梁添 
未來科學拯救隊 #2 紫月玫瑰盜用案 梁添 

地球最後 1 秒鐘-認識科學能

拯救世界嗎？ 
地球最後 1 秒鐘-認識科學能拯救世界

嗎？ 李逆熵 

奇龍族學園 STEM 能力大提升 馮澤謙 

奇龍族學園 理財能力大升級 馮漢賢、 
黃書熙 

奇龍族學園 經濟知識大探索 陳文強、 
馮漢賢 

奇龍族學園 數碼力大啟動 黃書熙  何俊熹 
奇龍族學園 數學力大爆發 馮澤謙 
科普漫畫系列 病毒攻防戰 金政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