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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機構好書獎書單   

 

 

1.香港閱讀城 十本兒童好讀  P.2 

   https://www.hkreadingcity.net 

 

2.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小學書叢榜十本好書 P.7 

  https://www.hkptu.org/drbook/62735 

 

3.豐子愷兒童圖書獎 得獎作品書目 P.11 

  http://fengzikaibookaward.org/hk/winning-books/ 

 

4.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P.13 

 

 

5. The 100 Best Children's Books of All Time 

https://time.com/100-best-childrens-books/ 

  

6.50 Books All Kids Should Read Before They're12 

50 Books All Kids Should Read Before They're 12 (commonsense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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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小學書叢榜十本好書 

  2018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目名稱 作者/編者/譯者 繪者 出版社 

完美小孩 艾可菲 賴羽青譯) 馬修莫德 格林文化 

點亮奇妙大自然 瑞秋．威廉斯  卡洛夫斯基 水滴文化 

狼來了！人來了！ 詹姆斯歐尼爾 羅素艾托 格林文化 

烏賊大王做體操 小木屋工坊 小木屋工坊 小熊出版 

我的弱雞爸爸 王文華 25度 巴巴文化 

微笑警察 劉清彥 呂游銘 小天下 

查理九世 16： 

不死國的生命樹 

雷歐幻像 / 小麥文化 

魔法公主學院 1： 

頑皮曲奇的惡作劇 

一樹 / 小麥文化 

生氣的海豚小黑 飛飛姑娘 阿徐 東華三院 

不偷懶小學 4：忍不住大師 林哲璋 BO2 新雅文化 

 

最受小學生歡迎的英文書籍： 

書名:Dog Man   

作者:Dav Pilkey  

出版社:Graph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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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小學書叢榜十本好書 

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目名稱 作/編/譯者 繪者 出版社 

一隻很多名字的貓 凱蒂．哈奈特  凱蒂．哈奈特 小天下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 

夏商周篇 

肥志 肥志 野人文化 

奔跑吧！燒肉弟弟！ 塚本靖 

 (謝依玲譯) 

塚本靖 青林國際 

大偵探福爾摩斯寫作教室 厲河、兒童的 

學習編輯部 

余遠鍠、鄭江輝、

李少棠 

匯識教育 

外星娜娜大冒險——逃出食

物陷阱 

車厘子姐姐 Dawn Kwok 青森文化 

忍者修習小學堂 山田雄司 (江思

翰、 彭智敏譯) 

/ 人人出版 

小廣的魔法玩具箱 深見春夫 (蘇懿禎

譯) 

深見春夫 小熊出版 

恐怖闖關遊戲 跳舞鯨魚 估依平 文房 

39個解決問題小故事 人類文化編輯部 彼岸工作室 人類文化

(香港) 

偵探實習班 金水主 孫地喜 新雅文化 

 

最受小學生歡迎的英文書籍 

書名: The Bad Seed   

作者: Jory John   

出版社:  Harper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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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目名稱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密室逃脫遊戲(1) 瘋狂黑客 黑米.皮耶 新雅文化 

好煩好煩的小企鵝 喬里.約翰 水滴文化 

你好啊，故宮?皇子與公主 布克布克 小皇冠文化 

給親愛的聖誕老公公 瑪莎．布洛肯布羅 水滴文化 

公主不在城堡裡 潔西.波頓 小麥田 

叉和匙的吵架 佘思宇 Gimmick  

我想養鯨魚 梁雅怡 木棉樹 

小狐仙的超級任務 1: 

 真真假假狀元郎 

王文華 小兵出版 

魔法森林大件事 陳美娟 新雅文化 

怪物可以在人類世界中生存嗎？ 海萊恩.貝卡 新雅文化 

最受小學生歡迎的英文書籍 

書名: I Turned My Mom Into a Unicorn 

作者: Brenda Li 

出版社: 小魚亮光 

小學生最喜愛作家﹕ 耿啟文  KNOA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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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最受小學生歡迎十本好書 

書目名稱 作/編/譯者 出版社 

恐龍Ｘ光 慶惠媛 剛好閱讀 

福爾摩斯偵探遊戲：不可思議的謎 團桑德拉．勒 雲和平圖書 

忍者學校：世界上最重要的東 西宮西達也 小熊出版 

我想要零用 錢高大永 采實文化 

我想變成媽媽的手機 信實 小天下 

爸爸是夜晚暴食龍 駱以軍、王文華 親子天下 

月球旅行指南：小兔子的月球之旅 縣秀彥 小熊出版 

城市小英雄 陳致元 親子天下 

毛茸茸偵探 1：魔法貓大師 唐希文 小魚亮光 

老師喜歡你，因為…… 姜密兒和 平國際文化 

呼叫！地球需要你 菲利浦．邦廷 水滴文化 

 

最受小學生歡迎的英文書籍 

書名:  I can catch a monster 

作者: Bethan Woollvin  出版社: Two Hoots 

 

小學生最喜愛作家：宮西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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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豐子愷兒童圖書獎 得獎作品書目 

 

第一屆 2009 得獎作品  

1. 團圓  (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 作者:余麗瓊/朱成梁 出版社:信誼基金 

2. 躲貓貓大王                作者:張曉玲/潘堅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  

3. 一園青菜成了精            作者:北方童謠/ 周翔 出版社:信誼 

4. 我和我的腳踏車           作者:葉安德 出版社:和英文化 

5. 安的種子                 作者:王早早/黃麗 出版社:上誼文化 

6.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作者:賴馬 出版社:和英文化 

7. 星期三下午，捉‧蝌‧蚪   作者:安石榴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8. 荷花鎮的早市            作者:周翔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9. 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作者:賴馬 出版社:和英文化 

10. 想要不一樣             作者:童嘉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11. 池上池下               作者:邱承宗 出版社:小魯文化 

12. 西西                  作者:蕭袤/李春苗/ 張彥紅 出版社:聯經  

 

第二屆 2011 得獎作品  

1. 進城 (評審推薦創作獎) 作者:林秀穗/廖建宏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2. 門  (評審推薦創作獎)  作者:陶菊香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3. 下雨了！  (評審推薦創作獎) 作者:湯姆牛 出版社:天下遠見出版 

4. 迷戲 (評審推薦創作獎) 作者:姚紅 出版社:譚林出版社,北京蒲蒲蘭文化  

5. 青蛙與男孩 (評審推薦創作獎) 作者:蕭袤/陳偉、黃小敏 出版社:小魯文化 

 

第三屆 2013 得獎作品 

1. 我看見一隻鳥 (首獎) 作者:劉伯樂 出版社: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很慢很慢的蝸牛 作者: 陳致元  出版社: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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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里愛動物  作者:黃麗凰/黃志民  出版社: 小熊出版社   

4. 看不見 作者: 蔡兆倫  出版社: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5. 最可怕的一天 作者:湯姆牛  出版社:小天下/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 2015 得獎作品  

1. 喀噠喀噠喀噠 (首獎) 作者:林小杯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棉婆婆睡不著    作者:廖小琴/朱成梁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2. 牙齒，牙齒，扔屋頂   作者:劉洵   出版社: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3. 小喜鵲和岩石山   作者:劉清彥/蔡兆倫   出版社: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 

4. 拐杖狗 作者:李如青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 2017豐子愷兒童圖畫書奬 

首獎:盤中餐 作者：于虹呈 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 

佳作獎:杯杯英雄 作者：蔡兆倫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佳作獎:等待 作者：高佩聰 出版社：香港繪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佳作獎: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作者：湯姆牛 出版社：小天下 

佳作獎:烏龜一家去看海  作者：張寧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第六屆 2018豐子愷兒童圖畫書奬 

首獎:外婆家的馬 作者:謝華 出版社: 海燕出版社 

佳作獎:同一個月亮 作者： 幾米 出版社：大塊文化   

佳作獎:車票去哪裡了作者：劉旭恭  出版社：小天下 

佳作獎:一起去動物園 作者： 林柏廷 出版社：遠流 

佳作獎: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作者： 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https://www.openbook.org.tw/tags/1594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9%BE%E7%B1%B3/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locus
https://www.openbook.org.tw/tags/5753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415867&keywords=%E5%8A%89%E6%97%AD%E6%81%AD
https://www.openbook.org.tw/tags/5754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liou
https://www.openbook.org.tw/tags/5755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8E%8B%E5%B0%8F%E6%B3%A2/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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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第七屆 (2001-2002) 

雙年獎作品:貓咪 QQ 的奇遇  作者：黃慶雲  出版社:新雅 

推薦獎：一家人看月亮  作者：阮志雄  出版社:螢火蟲  

 

第八屆 (2003-2004) 

雙年獎作品：明天你就十五歲了  作者：黃虹堅  出版社:青桐社  

推薦獎：你也聽見蝴蝶在說話嗎？ 作者：君比   出版社:螢火蟲  

        貧窮旅程的光影情書 作者：馮志康  出版社:突破  

 

第九屆 (2005-2006) 

雙年獎作品：大牌檔‧當舖‧涼茶舖  作者：周淑屏  出版社:獲益   

           蟑螂王  作者：韋婭  出版社:和平   

推薦獎：獅王密令：666之謎    作者：葉松茂  出版社:基督教文藝  

 

 

第十屆 (2007-2008) 

推薦獎：去中國人的幻想世界玩一趟  作者：阿濃  出版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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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 (2009-2010) 

推薦獎：野地果   作者：胡燕青  出版社:突破  

 

第十二屆 (2011-2012) 

雙年獎作品：Q 版特工 29：暗域狙擊   作者：梁科慶  出版社:突破   

           長翅膀的夜  作者：韋婭  出版社:新雅   

推薦獎：幸福窮日子   作者：阿濃   出版社:突破  年份:2012 

 

第十三屆 (2013-2014) 

推薦獎：那年老師教曉我的事  作者：周淑屏  出版社：突破   

        詩探卡爾維之黑夜‧橋上  作者：徐焯賢   出版社：麥穗出版   

 

第十四屆 (2015-2016) 

雙年獎作品：伊巴謙的一天    作者：彭浩翔  出版社：Kubrick   

推薦獎：陳櫻枝童話選  作者：陳櫻枝  出版社：風雅出版社   

 

第十五屆 (2017-2018) 

雙年獎作品：綠色地獄  作者：演然  出版社：明窗 

推薦獎：大腳趾國王  作者：黃嘉莉  出版社：商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