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單 

 

第一階段︰1歲-2歲 

 

         書名                       主題                                         

1 阿文的小毯子 取捨、尊重、變通 

2 好寶貝 善良、體貼、樂觀、知足 

3 巫婆與黑貓 同情心、幽默感。細膩的構圖，觀察力的最佳素材。 

4 小灰狼 責任感、同情心、幽默 

5 我不知道我是誰 認識自己、幽默 

6 哈利海邊歷險記 勇氣、幽默 

7 哈利的花毛衣 解決問題、關懷、幽默 

8 好髒的哈利 機智、幽默 

9 手套 分享 

10 我愛玩 介紹各種傳統童年遊戲、以韻文的方式表現 

11 小荳荳 家庭生活、父愛 

12 做得好、小小熊 自信心 

13 和鬼玩捉迷藏 正面的態度來看待「鬼」，內容和繪圖一點也不可怕。 

14 張開大嘴打哈欠 韻文，連繪圖都有邏輯性。 

15 棒棒天使 韻文，認識相反詞。 

16 蜘蛛先生要搬家 搬家 

17 蛇偷吃了我的蛋 推理、幽默 

18 兔子先生去散步 認識標誌、幽默 

19 小金魚逃走了 找找書 

20 好想見到你 祖孫情、大幽默 

21 我要牛奶 愛的力量大 

22 老鼠找新家 冒險、幽默、找找書、邏輯推理 

23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歷險、合作。很有戲劇效果的故事。 

24 猜猜我有多愛你 愛的保證 

25 魔法親親 父母的愛，就是孩子安全感的來源。 

26 窗外送來的禮物 找找書、邏輯推理 

27 逃家小兔 以幽默感和創意來表達母親的愛意。 

28 踢踢踢踢天寶 最適合大聲唸給小孩聽的一本書。 

29 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分享 

  

第二階段︰兩歲-三歲   (六、七歲) 

      書名             主題 

1 媽媽的紅沙發 勤儉、努力、關懷、單親 

2 讓路給小鴨子 愛、冒險 

3 做媽媽的都是這樣 大哉問︰媽媽為甚麼愛孩子 

4 爺爺一定有辦法 機智、勤儉 



5 穿過隧道 手足之情 

6 7號夢工廠 字書、奇幻 

7 討厭黑夜的席奶奶 幽默、想像力 

8 162隻螳螂 生命循環、數字概念 

9 100隻飢餓的螞蟻 數字概念 

10 菲菲生氣了 情緒處理 

11 小羊睡不着 數數書、觀察力 

12 露西兒 做自己 

13 小豬離家記 追求理想、關懷、幽默 

14 鱷魚怕怕牙醫伯伯 看牙醫的心理建設、大幽默 

15 傻鵝皮杜妮 把書買回家是不夠的，還得裝進腦袋裏才行。 

16 你看起來好好吃 同理心和同情心。令人意外的故事鋪陳。 

17 大家一起拔蘿蔔 最傳統的故事卻配上最有創意的想像力。 

18 小真的長頭髮 最有創意的吹牛故事。 

19 神奇畫具箱 小動物、幽默 

20 森林裏的迷藏王 最具幽默感的找找書，還帶有冒險色彩。 

21 下雨天接爸爸 關懷、親情 

22 給森林的信 友誼 

23 草莓園裏的拇指婆婆 認真、努力 

24 小貓去散步 探險、親情 

25 雁鴨和野狐 機智 

26 旋風起、小蟲急 團隊合作、友情 

27 你變我也變 機智 

28 好一個餿主意 知足常樂 

29 小阿力的大學校 第一次上學的心理建設 

30 家 文字非常多﹑有深度，但孩子還是愛聽。唸快些有催眠效果。

細膩的構圖，是訓練觀察力的最佳素材。 

31 哈利的家 家的概念 

32 小菲菲和新弟弟 迎接新生兒時，對哥哥姊姊的心理建設。 

建議從懷孕時就開始讀給姊姊或哥哥聽。 

33 安娜想養一隻狗 責任﹑同理心 

34 勇敢的沙沙 勇氣﹑手足之情 

35 莉莉的紫色小皮包 守規矩﹑勇於認錯 

36 我好擔心 認識恐懼﹑樂觀面對 

 

 

第三階段︰三歲~四歲   (一、二年級) 

 

         書名                       主題                                         

1 想生金蛋的母雞 勇敢做自己 

2 害怕沒甚麼大不了 接納孩子的各種情緒。 



3 卡夫卡變蟲記 幽默、關心別人 

4 蝸牛屋 冒險、手足之情 

5 聰明的小烏龜 機智、解決問題 

6 星月 冒險、友誼、親情 

7 綠笛 謙虛、尊重 

8 兔子小白的禮物樹 誠實 

9 巴警官和狗利亞 生活安全守則、合作、幽默 

10 花婆婆 自動自發、分享 

11 艾瑪畫畫 追求理想，不該被年紀和世俗眼光所阻礙 

12 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認識家禽家畜、同理心 

13 親朋自遠方來 擁抱，是表達愛最簡單的方式 

14 是蝸牛開始的 尊重﹑不批評﹑同理心 

15 喂！下車 環境保護﹑關懷生物 

16 藍弟與口琴 自信﹑機智 

17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 顛倒傳統故事的窠臼。強調愛可以化解一切。 

18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兩性﹑學習尊重 

19 紙袋公主 女權意識。特地為女兒買的。 

20 我是大象 大小﹑對比概念 

21 青蛙和蟾蜍 友情﹑關懷﹑幽默 

22 老鼠湯 幽默﹑機智 

23 吃六頓晚餐的猫 關懷。有哲學內涵的故事。 

24 誰最有勇氣 勇氣﹑同儕壓力 

25 小布做木工 認識手工藝的流程，一系列有六本。 

26 小象歐利找弟弟 設身處地﹑同理心 

27 阿倫王子歷險記 追求夢想 

28 我的名字叫國王 愛家﹑勇氣﹑關懷 

29 想看海的小老虎 探險﹑追夢 

30 我是你的好朋友 友誼 

31 陪你一起飛 助人為快樂之本 

32 別怕我在你身邊 同理心 

33 雷公糕 祖孫之情﹑勇敢 

34 蜜蜂樹 驚奇的追尋過程，文字快樂而幽默。 

35 傳家寶被 家庭傳承 

36 三重溪小壩事件 書本之於人生意義 

 

第四階段︰四歲~五歲   (三、四年級) 

 

         書名                       主題                                         

1 珊珊的月光 誠實﹑友誼 

2 永遠的朋友 冒險﹑友誼 

3 明鑼移山 解決問題﹑幽默 



4 弄丟飯團的小婦人 樂觀就是幸福的來源 

5 愛書人黃苿莉 自信 

6 我討厭書 走進一本書，就走進了一個世界。 

7 你很特別 喜歡和欣賞自己 

8 種子戰爭 和平 

9 哈拉老爹說故事 幽默﹑想像力的極限 

10 天才大笨貓 變通﹑關懷 

11 芭芭雅嘎奶奶 面惡心善﹑不以外表評斷人 

12 城市庭園 關心別人﹑自己動手做園藝﹑大自然 

13 大姊姊和小妹妹 手足之情﹑殘缺 

14 膽大小老鼠﹑膽小大巨人 兩面書，從封面和封底看起來各有一故事，並在書本中間處做

有關聯的結合。 

15 阿蓮娜﹑老鼠和巨貓 勇氣﹑友誼。緊張的故事情節。黑白構圖。 

16 寇特尼 同情心﹑關心別人 

17 有什麼毛病 認識男女身體的不同 

18 小恩的秘密花園 分離﹑樂觀﹑關心﹑主動 

19 魔奇的魔奇樹 祖孫之情﹑勇氣﹑相依為命 

20 貝克的紐約 透過書本去旅行。構圖細膩。 

21 叔公的理髮店 歧視﹑貧窮﹑樂觀﹑追求夢想 

22 家族相簿 教孩子保護自己﹑認識隱私權。 

23 傑西卡和大野狼 如何趕走噩夢的心理建設 

24 南瓜湯 情緒處理﹑關懷 

25 小魯的池塘 死亡﹑友誼 

26 沒什麼大不了——亞歷山大

的倒楣事 

以幽默的角度看待孩子的負面情緒。 

一定要買這本書的另一個理由是: 裡面的內容，在國外明明是

獨立三本書，此出版商竟將三本書合輯成一本，但是只訂了一

本的價錢。 

27 大象舅舅 關懷﹑負面情緒的紓解 

28 地底下的動物 觀察地下生態 

29 田鼠阿佛 精神食糧，有時候比麵包還重要。 

30 嘟嘟和巴豆 好朋友可以有各自的喜好，只要能溝通就好。 

31 看誰在搞鬼 同情心﹑關懷﹑點子多多 

32 小貓鬥公雞 嫉妒﹑使壞﹑後悔﹑同理心 

33 先左腳﹑再右腳 老年﹑祖孫之情﹑關懷 

34 美術課 堅持興趣﹑自信心 

35 奧力佛是個娘娘腔 與眾不同﹑嘲笑﹑家人的支持﹑自信心 

36 聽！葛鸝兒的鳥叫聲 大自然﹑同理心﹑勇敢 

37 嘉貝拉的歌 自信 

38 用愛心說實話 說得體的實話 

39 大箱子 以反諷的方式，敘述大人對小孩的種種限制。 

40 外婆萬歲 沒有禮物的生日 



41 沒有東西送給你 最棒的一種禮物 

42 愛心樹 成長﹑人生 

43 大樹，你給我記住 知足常樂 

44 幸福是什麼 活在當下 

 

 

 

 

 好品格 書名 出版社 

1 誠實 珊珊的月光 巨河 

2 勇氣 我的名字叫國王 格林 

3 謙虛 綠笛 和英 

4 尊重 是蝸牛開始的 三之三文化 

5 分享 手套 遠流 

6 友愛 小莫那上山 台灣英文雜誌社 

7 同情心 看誰在搞鬼 格林 

8 同理心 小貓鬥公雞 格林 

9 自信 做的好﹑小小熊 上誼 

10 努力 媽媽的紅沙發 三之三文化 

11 負責任 安娜想養一隻狗 上誼 

12 自動自發 花婆婆 三之三文化 

13 團隊合作 沒有聲音的運動會 信誼 

14 關懷 下雨天表爸爸 台灣英文雜誌社 

15 樂觀 叔公的理髮店 三之三文化 

16 助人 陪你一起飛 格林 

17 知足常樂 好一個餿主意 遠流 

 

*參考來源︰《餵故事長大的孩子》汪培珽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