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故事、講講故事資源
以下是整合了不同有心人分享故事的連結，可讓小朋友在停課期間亦有故事的
滋潤，只是轉載連結，精選了一些故事人及其錄像！
分享文章
https://hac.org.hk/tag/經濟日報/
雄仔叔叔
《大俠紅衫魚》講故事說貧與富
https://youtu.be/cLLJ2IKTAA0
安徒生會故事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QK4p0___QM5lbo68Zxfw
安徒生會故事時間：我不是英雄(飯姐姐)
https://youtu.be/q4LyZDKeMc8
安徒生會故事時間：媽媽變魔術(雲姐姐)
https://youtu.be/QaI2OVWacYo
兒童公民教育《大熊抱抱》(雲姐姐)
https://youtu.be/12utgqsLYBU
【兒童公民教育課】《小黑魚》(娜姐姐)
https://youtu.be/9ajvAwhII4g
繪本故事頻道- 圖書館獅子(基愛小學關老師)
https://youtu.be/cFOpfYflc0U
繪本故事頻道-南瓜湯
https://youtu.be/-pMOWsfkBi0(基愛小學關老師)
繪本故事頻道-故障鳥
https://youtu.be/Y-CE6MPQgQk(基愛小學關老師)
繪本故事頻道-搬過來搬過去
https://youtu.be/g1ipI7j7Es8(基愛小學關老師)

繪本故事頻道 -Gujiguji
https://youtu.be/8AHIgZ2DvFo(基愛小學關老師)
公主怎麼挖鼻屎？：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Finko)

https://youtu.be/wYXdNYfBz9M
生氣王子：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CORAL+YANKI)

https://youtu.be/kjCIavznwhg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阿昶)

https://youtu.be/0Am3bPfeDBg
菜園的秘密：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Fonnie)

https://youtu.be/n7J-ubz3-uA
奶奶來了：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CHESTER+EVE)

https://youtu.be/ps_Jg55qyow
小企鵝釣大魚：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雲姐姐)

https://youtu.be/hoZyfdzy2ro
很慢很慢的蝸牛：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ANGUS+GRACE)

https://youtu.be/xa3nkTigMYo
美麗的家園：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孔雞蛋哥哥)

https://youtu.be/ipYnmlkFMFs
動物絕對不應該穿衣服：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YAN)

https://youtu.be/7rwbrKoI_J4
阿松爺爺的杮子樹：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ESTHER+KATIE)

https://youtu.be/ptN6LXcNzyY
過…過…過馬路：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雪糕姐姐)

https://youtu.be/OsYe7TfyQRg
圖書館老鼠：睇繪本．講故事
https://youtu.be/U3KnYZWO4mQ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CORAL+YANKI)

菲菲生氣了：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阿昶)

https://youtu.be/dMIXaNTvvyE
爺爺的枴杖：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Fonnie)

https://youtu.be/s9N8Cl5JTTg
莉莉愛問為甚麼：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雲姐姐)

https://youtu.be/XRvHLygsUMg
爺爺的生日禮物：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ANGUS)

https://youtu.be/bVlkedHy3fs
小雞到外婆家：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GRACE)

https://youtu.be/SKinDIEFBw8
海星在哪裏？：睇繪本．講故事

黃巴士 x 安徒生會(YAN)

https://youtu.be/s9Mx2iaymzY
Man Seng - 欣欣生病了
https://youtu.be/VKfAFKPTKmM
Miss Carol 木子老師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oYU7Da5q8p3rzqaNl2YAA/videos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白熊的內褲
https://youtu.be/-rBHnx0ZGiA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鱷魚阿本的動物園
https://youtu.be/ZHRzSlZX778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跑跑鎮
https://youtu.be/Roit39tM6dI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公主怎麼挖鼻屎？
https://youtu.be/aWb1JMW_-zI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超神奇蠟筆

https://youtu.be/zNFW3lQ1Bwk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誰偷了大王的皇冠
https://youtu.be/3zzBZt-N5qU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小蛇肚子咕嚕嚕
https://youtu.be/GUec9-AkYeE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阿摩的聰明藥
https://youtu.be/dvVPJAjQgyg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超神奇糖果鋪
https://youtu.be/ZIjQH-0uyNw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小蠶豆的床
https://youtu.be/WMWne302n90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野貓軍團開火車
https://youtu.be/RfysiDzH8Q8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分享傘
https://youtu.be/RRv8TdJs2DQ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好多顏色的巴士
https://youtu.be/3Lsjjli1UMc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兩個給我 一個給你
https://youtu.be/CktgjIABLvs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超級理髮師
https://youtu.be/_DIzPAUPrf4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https://youtu.be/41ffmP5dmfA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小雞逛超市
https://youtu.be/B5EDY_4nv-U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動物溫泉
https://youtu.be/wtfHRDTjqjQ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鼠小弟的小背心
https://youtu.be/X331Bu2ctz0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彩色溫泉
https://youtu.be/YagNUJy-568
Miss Carol 廣東話故事 – 蠟筆小黑
https://youtu.be/PE8Mnun7gv8
[CanCanMa 故事時間] 停課不停學#Day 1 巿場街最後一站
https://youtu.be/ZL5XQwAEpQ4
[CanCanMa 故事時間] 停課不停學 #DAY 3《猩猩爹地》
https://youtu.be/KON6kUd0odg
[CanCanMa 故事時間] 停課不停學 #Day 4《米飯的香甜滋味》
https://youtu.be/csTQvX8MzQM
[CanCanMa 故事時間] 停課不停學 #Day 6《衝衝衝超人》
https://youtu.be/kpYWiZjlfp4
CanCanMa 故事時間—「停課不停學」#Day 13《聚寶盆》
https://youtu.be/ltwCDWkafpc
CanCanMa 故事時間一一大熱天！
https://youtu.be/o0MJukdn3YA
我們這一班 (2016.2.11) 說書人小天地－－CanCanMa 分享繪本故事 團圓
https://youtu.be/d_-UVfPUOuQ
我們這一班 (2014.9.11) 說書人小天地_[當代童話]Candice 分享繪本故事
你很特別

https://youtu.be/uUdVqGxXJA4
我們這一班 (2014.9.4) 說書人小天地_[當代童話]Alice 分享繪本故事

《豬的種子》

https://youtu.be/_3mEQhbw0bQ
Storybea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nHDt9QChi__oWOS9toD_w
【晚安，熊貓先生】| 兒童故事粵語 | 睡前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aS1bcNf0lGM
【孤獨的巨人】| 兒童故事粵語 | 粵語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e1RgTMj3nuQ
【跟屁蟲孤猴】| 兒童故事粵語 | 粵語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PE5nRmkpWH8
【山洞裏的小不點】| 兒童故事粵語 | 粵語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DtfHlE30Rds
【鯨魚芭芭離家記】| 兒童故事粵語 | 粵語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Kw2zQ9OW1GM
【讀書給狗兒波妮聽】| 兒童故事粵語 | 粵語故事系列
https://youtu.be/1e3V5FvnYfc
Old Tree Funn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7olJ2Rf4nMGOBaDPzfNqzA/videos
怪老樹劇團繪本閱讀_月亮是什麼味道(Uncle Ku)
https://youtu.be/2OAnfs0MbG4
怪老樹劇團繪本閱讀_蛋寶寶 (GIGI)
https://youtu.be/kVxFhJ2-TAc
怪老樹劇團繪本閱讀_明天天氣怎麼樣(GIGI)
https://youtu.be/wSzFW5qS2MI
怪老樹劇團繪本閱讀_我的動物家族(Baby 哥哥同 Gugumelo)
https://youtu.be/ENlIVupBhSQ

怪老樹劇團_洞裡頭有什麽東西(GIGI)
https://youtu.be/pl32GDIJBFs
和美生活學園－繪本共讀_洗澡大作戰 & 洗澡歌_抓抓抓
https://youtu.be/NvTX9d30eHk
繪本裡的生命教育 Holly 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5xZZ7dygFqzhHUMVVs08Bg
繪本分享：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https://youtu.be/aRoOxT9TBzA
繪本分享：凶巴巴的貝太太，為什麼變和氣了？
https://youtu.be/Rx5oJONwl0o
媽媽變成鱷魚了
https://youtu.be/rsV5UkyDUA4
小傷疤
https://youtu.be/vcPjve0Xu9E
兩株蕃茄
https://youtu.be/4oWt_tVdX54
生氣湯
https://youtu.be/gt-QbsGjw5Y
豬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https://youtu.be/2CfwyyCJQlo
好書推介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閱讀好時光》
https://youtu.be/vuZ9_4jej0A
繪本分享：《脫不下來啊！》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https://youtu.be/OMpEO7Yz1po
繪本分享：我想要愛(循道衛理中心—學校支援服務)

https://youtu.be/OSFtgl4mVsY
繪本故事分享 (顏色妖怪) Counsel BGCA
https://youtu.be/gTCTLQ3ticE
廣東話繪本故事 不睡覺世界冠軍（試錄版）
https://youtu.be/ylYf_b1jQFc
新雅姐姐故事時間──《文具大逃亡》
https://youtu.be/4xLbFmusJAo
粵語兒童故事 神奇糖果店 廣東話
https://youtu.be/HirR0lWzir4
Nana 姐姐講故事：農曆新年的故事 (廣東話/粵語)
https://youtu.be/kqTtiKOB1uU
Ba 叔講故仔：狼來了 (廣東話/粵語)
https://youtu.be/-PqUlG9PnDI
Nana 姐姐講故事：醜小鴨 (廣東話/粵語)
https://youtu.be/iAGzS_ekv5A
粵語兒童故事 十二生肖的由來 長篇故事廣東話
https://youtu.be/FydeRWuABSQ
[廣東話/粵語故事分享]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梅老師)
https://youtu.be/92NBotZMpuM
[廣東話/粵語故事分享] 小象散步(梅老師)
https://youtu.be/Dj9Dz8DEOqA
[廣東話/粵語故事分享]大猩猩的麵包店(梅老師)
https://youtu.be/0Hk5ZMwQ_pI
兒童睡前故事〔粵／廣東話〕：心靈教育《我撒了一個謊》
https://youtu.be/LKx8rZRQbto

品德情意故事｜中文床頭故事 Cantonese story for kids－狐狸孵蛋（粵）
https://youtu.be/ny4XhMMlO7Y
廣東話兒童聖經故事之心靈糸列母親的糖果
https://youtu.be/51LGGYAkKck
廣東話兒童聖經故事之心靈糸列海邊散步的父親
https://youtu.be/xCo_KRa4F5o
《了不起！了不起》廣東話講故事 - 欣賞和讚美別人
https://youtu.be/OxrCj1HrCS4
《魔法郵票》- 奇幻兒童文學，廣東話講故事
https://youtu.be/oq3M1tPjUVo
《恐怖紅蘿蔔》creepy carrots -驚慄兒童繪本
https://youtu.be/ZOTupp9s72c
《子兒，吐吐》廣東話講故事 - 小孩眼光看世界
https://youtu.be/foRoMRco3K4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廣東話講故事，原著＂The Incredible Book Eating Boy＂
- 關於閲讀的習慣和意義
https://youtu.be/IfVnD5E41jI
新加：
瞳心 Eunic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Je2wgE4NFsqVnAotHSsWsw

瞳心粵語故事 1-我不知道我是誰
https://youtu.be/lfjhuoI_JXI
瞳心粵語故事 2 - 當一天玩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I_jmf4zVk
瞳心粵語故事 3 - Fly Guy's Ninja Christmas
https://youtu.be/bZAy_PaMZwo

瞳心粵語故事 4 - Fly Guy's Big Family
https://youtu.be/zpeULOMsp9c
瞳心粵語故事 5 - A Pet For Fly Guy
https://youtu.be/NmYoZCVg-ZE

瞳心粵語故事 6 - 我的弱雞爸爸
https://youtu.be/Xq88EKyqyfM
瞳心粵語故事 7 - 爺爺的玩具王國
https://youtu.be/VxMRJr6LrKk
瞳心粵語故事 8 - 完美小孩
https://youtu.be/r9TY7AdgyQE
瞳心粵語故事 9 - 媽媽變成鱷魚了
https://youtu.be/WFSPNv3KWC4
瞳心粵語故事 10 - 老婆婆的種子
https://youtu.be/l9CYYB73eho
瞳心粵語故事 11 - 湯姆的服裝店
https://youtu.be/pNaj7BEY9EE
瞳心粵語故事 12 - 壞種子
https://youtu.be/OyZvPC9YDCQ
瞳心粵語故事 13 - 你們都要聽我的
https://youtu.be/ZminhASpWuI
瞳心粵語故事 14 - 別讓鴿子開公車
https://youtu.be/BhGIuXVcyd4
瞳心粵語故事 15 - 超人咚咚和超人噓噓
https://youtu.be/QkqQexmmZrQ
瞳心粵語故事 16 - 大家說不行，就真的不行嗎？
https://youtu.be/_Hjz0Lk34d4

瞳心粵語故事 17 - 亨利的地圖
https://youtu.be/tigXsBwT2eM
瞳心粵語故事 18 - 石獅的善良
https://youtu.be/tLMPrVQphv8
瞳心粵語故事 19 - 小蝸牛快下雨啦
https://youtu.be/r1SGl_WnQ4s
瞳心粵語故事 20 - 不會不方便
https://youtu.be/b1c6iLpkiUM
瞳心粵語故事 21 - 超市好節目
https://youtu.be/02ntb8g7j2w
瞳心粵語故事 22 - 愛說話的荷包蛋
https://youtu.be/pR4Zfxy-tO0
瞳心粵語故事 23 - 我要來抓你啦！
https://youtu.be/iQ0Fl0cQYr0
瞳心粵語故事 24 - 爸爸的頭不見了
https://youtu.be/Lt8S-qt0IL0
瞳心粵語故事 25 - 外星人愛小褲褲
https://youtu.be/Dc3p-f9RRjs
瞳心粵語故事 26 - 恐龍愛小褲褲
https://youtu.be/Ll19p5dOmEg
瞳心粵語故事 27 - 海盜愛內褲
https://youtu.be/I8wOB1wuWIQ
瞳心粵語故事 28 - 傑琪洗衣服
https://youtu.be/eulEDi5zAmM
瞳心粵語故事 29 - 當一天文具

https://youtu.be/iAeXVMfuEFY
瞳心粵語故事 30 - 藍弟的翅膀
https://youtu.be/JjnuxHA5Ep0
莫萊茵（Miss May May）一人聲演：12 生肖起源的故事
https://youtu.be/_lOTx9pTOKg
正念學堂～熊貓姨姨故事時間～《石頭公主》
https://youtu.be/tlVaeYywkOs
正念學堂～熊貓姨姨故事時間～《和風做朋友》
https://youtu.be/Ek0nZs7-q7I
抗疫故事
給心心的繪本-可怕的武漢肺炎
https://youtu.be/b8yENuIRZ2U
《抗疫小夥伴》#停課不停學系列)(英文)
https://youtu.be/jlBpkb5d3rM
繪本分享：《病毒小子威利》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https://youtu.be/XvLAkwtbemg
繪本分享《根本不髒嘛》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https://youtu.be/6G7SVjkXJqU
助你健康繪本-《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https://youtu.be/DepRhgT7lp0
助你健康繪本-《感冒救援部隊》
https://youtu.be/4cDey2qpJKE
不速之客：新型冠状病毒 （儿童绘本）
https://youtu.be/zRWjOe5PMVk
寫給孩子的冠狀病毒繪本 修正版
https://youtu.be/-CPI6zq--7c

冠狀病毒的崛起 萬年二軍仔如何上一軍刷數據的
https://youtu.be/k7k7iQKhYFg
新加：
我的電子社交故事：甚麼是停課
https://youtu.be/Iyh7g_PRLjw
我的電子社交故事：為什麼要戴口罩
https://youtu.be/iG96ceQIvkU
Michigan Cantonese Storytim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t8cdkfeFpcyQY32MdoQEQ
The story of Nian (Cantonese) - 年獸嘅故事 (廣東話)
https://youtu.be/MiezKkowWzk
故事爸媽 Fun Fun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1iL_L_gFYfZ5GteGv4WIw/videos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粵)
https://youtu.be/749QybS307Y
月亮晚安 (粵)
https://youtu.be/7rN-zx5EtwY
彩色點點
https://youtu.be/iqZPVYmwHIk
大家一起做料理 (粵)
https://youtu.be/v5h7D0LJ884
小老鼠找新家 (粵)
https://youtu.be/Oo3XaJcuGr0
包姆與凱羅的冬日早晨 (粵)
https://youtu.be/_-9b184Bf2M

野貓軍團開火車 (粵)
https://youtu.be/trGosoDuaPk
野貓軍團烤麵包
https://youtu.be/tDrk_u1a7zI
包姆和凱羅購物記 (粵)
https://youtu.be/7jM91WYR2ug
(粵) 包姆和凱羅的星期天
https://youtu.be/oGTgQsJbFCE
(粵) 大家一起搭積木
https://youtu.be/ec4pK7PliBk
(粵) 大家一起鋪鐵軌
https://youtu.be/YugCOvFV2Tc
(粵) 包姆和凱羅的天空之旅
https://youtu.be/NvkVbULsiU0
(粵) 小雞逛超市
https://youtu.be/yNtq-CaeaXk
(粵) 小雞過生日
https://youtu.be/ynDT8XiT-nM
(粵) 小雞逛遊樂園
https://youtu.be/jnLnhPlYV3o
(粵) 小雞去露營
https://youtu.be/6qUJaZRXm4o
(粵) 小雞過耶誕節
https://youtu.be/rssDFPwJnSc
(粵) 小金魚逃走了
https://youtu.be/1-JgUie28Mg

(粵) 小鵪鶉捉迷藏
https://youtu.be/ZBKSyTHmVC8
(粵) 小卡車兜兜風
https://youtu.be/7qUqrUs4vyY
(粵) 紅綠燈真有趣
https://youtu.be/GoJPpg1Iu28
(粵) 好餓的毛毛虫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https://youtu.be/7AOMLP0hVSI
瑪德琳(香港繪本館 LILY 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PlGGHeewI
好想吃榴蓮(香港繪本館 LILY 姐)
https://youtu.be/RSUHBqoxD0s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香港繪本館 LILY 姐)
https://youtu.be/ZY3PzgqVSIs
閱讀推廣
《童讀書》第十八集：《等待》
https://youtu.be/IDAVrA3vZcI
《童讀書》第十九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qczyTAc9M&t=16s
《童讀書》第二十集
https://youtu.be/89rJo6m8EFY
煤氣 Towngas x 菜姨姨「悅」讀之旅 | 第一集：燃點閱讀之火
https://youtu.be/8qQY8gmydUA
菜姨姨好書推介 ─ 牛爬樹真的嗎？
https://youtu.be/SbT3kJKSSrI

肥哥哥繪本頻道第一集 - 「咩咩羊的聰明丸」
https://youtu.be/YjU9De6Qxjo
肥哥哥繪本頻道第二集 - 「兩個給我 一個給你」
https://youtu.be/ex4dIaTDc5U
肥哥哥繪本頻道第三集 - 「大鬼小鬼圖書館」
https://youtu.be/pj1TPRWgd_A
小朋友說故事
[小火車過鐵橋] Fely 姐姐說故事 粵語 廣東話
https://youtu.be/OpojtH9GvpA
故事播放
《「令孩子一生燦爛的秘密」自尊感系列故事書——過馬路的磨菇》
https://youtu.be/Im8ze7G9HSE
《親愛的》台灣創作繪本
https://youtu.be/DDkpIzrs6po
第 14 屆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賞析：《金獎》我不是怪女孩
https://youtu.be/_4yyl81P9jc
繪本-蠟筆小黑
https://youtu.be/_NYm4a_Dclo
花婆婆
https://youtu.be/bnImItuPxJM
家長學故事
“親子閱讀樂家長指引”- 給 0-1 歲幼兒說故事的技巧
https://youtu.be/bXhSSyCkbns
“親子閱讀樂家長指引”- 給 1-2 歲幼兒說故事的技巧
https://youtu.be/cgu-jz5wFWg
“親子閱讀樂家長指引”- 給 2-3 歲幼兒說故事的技巧
https://youtu.be/YW3I9o_Ol9c

“親子閱讀樂家長指引”- 給 0-3 歲幼兒說故事的價值和條件
https://youtu.be/DWaweAkxs0g
講故事技巧: 超神奇系列
https://youtu.be/XI-yVmodH-Q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oWKqJ5O5EKeuKnVDAVWpJw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1：等待一個最美的...心願
https://youtu.be/MySLHiER514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2：朱家故事
https://youtu.be/L-zzbVZOc0A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3：爸爸專賣店
https://youtu.be/8S2S19Dn6GE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4：最初的質問
https://youtu.be/jEzqCaqSKbM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5：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https://youtu.be/XulLvr8PjXo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6：我喜歡媽媽
https://youtu.be/QO7Fl8R-V1U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7：誰才是寶貝
https://youtu.be/7xlpMSVfjrc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8 ：我爸爸超厲害
https://youtu.be/k8aEzWyt2oo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09：走進生命花園
https://youtu.be/z6tegP3Ml3Y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 EP10：我願意

https://youtu.be/hODgCeL6hRY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1 人生，是甚麼呢？
https://youtu.be/Ep9XH4CV8C4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2 冬冬，等一下
https://youtu.be/bY6zzInxfWc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3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https://youtu.be/nSkgwzd2jzU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4 不要打開這本書
https://youtu.be/eIQMP3stxbM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5 完美小孩
https://youtu.be/VFQdKx4W8e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6 我的願望：天天不挨駡
https://youtu.be/xOfUwh6-I_8
家長必讀旳 50 本繪本故事：EP17 媽咪怎麼了
https://youtu.be/nDypS4t2ndE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8 很慢很慢的蝸牛
https://youtu.be/xOvOVJoEgGk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19 安啦安啦鬼來了
https://youtu.be/HkU5B4SGG70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0 誰是第一名
https://youtu.be/hPc2ly6d9dc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1 我有理由
https://youtu.be/OY1iwhCvqWw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2 我的小雞雞
https://youtu.be/U_9DsKGbmYc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3 阿虎開竅了
https://youtu.be/C1GUOy2TjF4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4 這本書吃了我的狗
https://youtu.be/aStxVw8H_a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5 媽媽真的不知道嗎
https://youtu.be/qAlpHDUxpLQ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6 小威向前衝
https://youtu.be/BuWz5ppYg-4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7 心的房子
https://youtu.be/p42D82qikw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8 奶奶的記憶森林
https://youtu.be/oplXY7e88co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29 怕浪費的奶奶
https://youtu.be/fHM9eOY33go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0 再一遍
https://youtu.be/yT-SyXpNF0g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1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https://youtu.be/iiYW2XJYQb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2 說謊
https://youtu.be/7ShOmtuE-C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3 男子漢阿茶
https://youtu.be/lwktsSUBlRM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4 愛是什麼
https://youtu.be/gCHLD0cWKPU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5 亂七八糟
https://youtu.be/4cijPlbh-5U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6 弟弟的世界
https://youtu.be/exTjhAp39xY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7 我剛出生的時候
https://youtu.be/Zpil6p-jsMw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8 吹牛
https://youtu.be/j_NdcvFuhqw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39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https://youtu.be/iPe9VUE29xg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0 是蝸牛開始的
https://youtu.be/VtyeYxKDRlU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1 慌張先生
https://youtu.be/1ro_xlTo3Wc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2 彩虹花
https://youtu.be/zjdO85j3P5k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3 超神奇糖果舖
https://youtu.be/YMLLYvXav0k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4 最後的告別
https://youtu.be/fscfVBHVDrE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5 月亮是什麼味道
https://youtu.be/ycR9UpITAk0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6 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https://youtu.be/Q78Qnui9JQ8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7 大腳丫跳芭蕾
https://youtu.be/I8or5MMQOUw
家長必讀的 50 本繪本故事：EP48 媽媽的畫像

https://youtu.be/rqqSpHUkP5M
故事爸媽悅讀學堂(文字)
https://50books4parent.wordpress.com/
親閱樂
https://good2readblog.wordpress.com/
鏗鏘集：童書.共讀
https://youtu.be/K_EQS8bObnM
著名繪本閱讀推廣人黃芓程教你講故事技巧
https://www.facebook.com/popachannel/videos/vb.1451092678514883/180095000
3301374/?type=2&theater
「童夢頻道」
「抗疫抗逆」故事系列（不定時更新）
正面抗逆《野狼肚子我的家》
https://youtu.be/d9OOkqQmeso
「好消息 壞消息」
https://youtu.be/vJ_IkaB8WXU
克服恐懼《雷公糕》
https://youtu.be/t9_6FKQiAWk
從年長的得著平安，給年長回饋關愛《沒關係 沒關係》
https://youtu.be/WHr6VaKIAwQ
著眼恩典，放棄抱怨《討厭黑夜的席奶奶》
https://youtu.be/ZEEgWlyyd68
抗逆解難，關注動物權益《小熊奇兵》
https://youtu.be/I3mdO3GfbGQ
家長學講故事
家長課（一連三集）

《我討厭媽媽》從繪本反思親子衝突
https://youtu.be/C9ljd_JTvM8
《逃家小兔》從繪本反思兩代教養模式
https://youtu.be/w8XoCGF6Gnk
《鱷魚愛上長頸鹿 2》從繪本反思夫婦相處之道
https://youtu.be/3XIL1fQtGdw
NameStor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sx9SMyIrQOpL2vBbXx6Og/featured
新加：
莫萊茵口說故事教育（奇妙故事堂）示範：繪本《閉上你的鷄嘴》
https://youtu.be/zdnpiYFKMXI
故事姨姨講故事(小豬不會飛之我的變變變)
https://youtu.be/dtDPxx0YptY
圖書館 姨姨講故事
https://youtu.be/aH_5uLZCZM4
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EyUk4Izrg2kv9tlY6UoWSQ
普通話電台講故事訓練工作坊第三節－－莫鳳儀女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iQdJqQltw
如有新的網址有關故事，請電郵 gtoau@yahoo.com.hk，以作添加！
有興趣可加入講故事群，新的網址也會在此群分享：
https://chat.whatsapp.com/2FAw9DxEMI7CIbwN0fQQ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