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故事文學組單冊入選75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ISBN
定價

1

故事文學組 故事 改寫 古靈精怪：變身

陳碏文；葉懿瑩圖

小兵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20 9789866544156

2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十二生肖同樂會

周姚萍著；曹俊彥繪

小魯文化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260 9789862110836

3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小火龍棒球隊

哲也文；水腦圖

天下雜誌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200 9789866582653

4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小四愛作怪之瘋狂動物園

阿德蝸文；任華斌圖

小兵

98.02 國小中年級

200 9789866544149

5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天才不老媽

陳素宜著

九歌

98.04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00 9789574445837

6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司馬爺爺說鄉野傳奇

司馬中原著；李月玲圖

九歌

98.01 國小中高年級

300 9789574445691

7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皮諾Q1號

郝廣才文；歐尼可夫圖

格林文化 98.06 國小低中年級

180 9789861891583

8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危雞總動員

王文華文；徐建國圖

小兵

140 9789866544118

9

故事文學組 寓言 創作

老鼠和長頸鹿賽跑：有趣的科學
王坤仁作；林傳宗繪
寓言故事

幼獅文化 98.06 國小中高年級

250 9789575747312

10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我的小寶貝：一個越南媽媽的心
賴佳慧文；謝文瑰圖
情故事

康軒文教 98.06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1516615

11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我是狠角色：大野狼罷工週記

劉思源文；唐唐圖

遠流

260 9789573264255

12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童嘉文.圖

天下雜誌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200 9789866582646

13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秀巒山上的金交椅

陳素宜著

九歌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00 9789574445950

14

故事文學組 小說 創作 邪小刀的綠色眼淚

廖大魚文；大尉圖

小兵

98.02 國小中高年級

220 9789866544132

1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創作 到底是誰的錯？

桂文亞著；劉宗慧圖

聯合報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40 9789868480254

16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招風耳巫婆

陳景聰文；馬培容圖

小兵

98.05 國小低年級

140 9789866544170

17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招牌張的七十歲生日

林玫伶著；陳維霖圖

康軒文教 98.06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1516646

18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披著狼皮的羊

劉思源文；唐唐圖

遠流

260 9789573264248

19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易開罐夏天

亞平，周姚萍等著

國語日報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60 #############

20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河馬先生搬新家

黃文輝文；張倩華圖

小兵

98.06 國小低年級

140 9789866544194

21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爸爸的超級任務

鄭丞鈞著；劉淑儀圖

九歌

98.05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30 9789574445943

22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阿咪撿到一本書

亞平著；貝果圖

聯合報

98.03 國小低中年級

220 9789868480230

23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孩子們的水蜜桃約定

布莉奇著；陳盈帆繪

新苗文化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40 9789574514052

24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睏得不得了的熊

林滿秋文；陳盈帆圖

美林傳播 98.04 國小中年級

250 9789866554100

1

98.01 國小低年級

98.02 國小中年級

98.02 國小中年級

1.故事文學組單冊入選75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童話印刷機：14個你不可錯過的
管家琪等作
名家故事

25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26

故事文學組 小說 創作 筆靈壹：生事如轉蓬

27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ISBN
定價

國語日報 98.02 國小中高年級

280 9789577515612

馬伯庸著

奇幻基地 98.04 國中

199 9789866712623

故事文學組 小說 創作 筆靈貳：萬事皆波瀾

馬伯庸著

奇幻基地 98.06 國中

240 9789866712630

28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菲利的幸運符咒

約翰‧保利斯原著；蔡嘉驊圖；琦君譯

九歌

98.03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20 9789574445769

29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媽祖回娘家

鄭宗弦著；陳祥元圖

九歌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30 9789574445899

30

故事文學組 童話 創作 當龍與龜相遇

孫藝玨(子魚)作；林倩如圖

慈濟傳播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200 9789868502826

31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聖嚴法師的頑皮童年

聖嚴法師著；菊子繪

法鼓文化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20 9789575984649

32

故事文學組 故事 創作 翻滾吧！筊兄弟

詹瑞璟著；嚴凱信圖

康軒文教 98.06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1516639

33

故事文學組 小說 創作 讓我作你的耳朵

許世勳著

文房文化 98.02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00 9789866982781

34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編著 看故事，學成語

陳思婷編著

小魯文化 98.01 國小中高年級

210 9789862110706

3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35公斤的希望

250 9789866701207

36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3個小公主故事書

安娜．戈華達著；邱瑞鑾譯
飛寶國際 98.03 國小高年級
喬姬‧亞當斯撰文；愛蜜莉‧包蘭繪圖；周思
天下遠見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芸翻譯

37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一分為二的童年

希沙姆‧馬塔爾著；楊惠君譯

天培文化 98.02 國中

240 9789867759955

38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一個印第安少年的超真實日記

薛曼‧亞歷斯著；雅倫‧傅妮插畫；盧秋瑩譯 木馬文化 98.03 國中

300 9789866488078

39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大黃貓的祕密

克利斯‧瑞德文.圖；劉清彥譯

天下遠見 98.04 國小中年級

230 9789862163238

40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川之光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不上補習班的第一名

松浦壽輝作；辛如意譯

聯經

韓令熙作；秋德英繪；徐若英譯

三采文化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60 978986229096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不可思議的學校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不能放棄的養狗計畫

克利斯‧瑞德文.圖；劉清彥譯

天下遠見 98.06 國小中年級

230 9789862163313

金俓旼作；秋德英繪；徐若英譯

三采文化 98.01 國小中高年級

260 9789862290484

羅伯‧歐姆斯德著；林家瑄譯

木馬文化 98.01 國中

280 9789866488023

4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少年羅比的異境之旅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日行一善的搗蛋鬼

梁泰錫作；崔貞仁繪；徐若英譯

三采文化 98.03 國小中高年級

260 9789862290705

46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卡娣的幸福

珍．維查奇瓦著；王聖棻，魏婉琪譯

野人文化 98.02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20 9789866807374

47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石狐

約翰．萊諾．嘉迪納作；蜜蠍兒譯

哈佛人

98.05 國小高年級

250 9789867045751

48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冰色黑暗

潔若汀．麥考琳著；聞若婷譯

哈佛人

98.01 國中

300 9789867045713

41
42
43
44

2

350 9789862162538

98.03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320 9789570833867

1.故事文學組單冊入選75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ISBN
定價

49

故事文學組 童話 翻譯 灰狼有用商店

中島和子文；秋里信子圖；小路譯

台灣東方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50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作弊

安德魯‧克萊門斯文；唐唐圖；周怡伶譯

遠流

51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別的國家都沒有

陳志勇文.圖；郭恩惠譯

格林文化 98.02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380 9789861891361

52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我的家在蜜糖灣

海倫．庫伯著；余佑蘭譯

馬可孛羅 98.05 國中

53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我相信我能飛

大衛盧卡斯文.圖；鍾怡雯譯

格林文化 98.06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80 9789861891576

54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夜影微光

肯尼斯．歐珀著；聞若婷譯

哈佛人

98.06 國中

5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波西傑克森：神火之賊

雷克‧萊爾頓著；吳梅瑛譯

遠流

98.03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99 9789573264354

56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波斯菊魔法

田村理江著；朝倉惠繪圖；曹姮譯

時報文化 98.02 國小中高年級

57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狗狗旅館

露意絲‧鄧肯著；錢基蓮譯

天下遠見 98.04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30 9789862163207

58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阿南西之子

尼爾．蓋曼著；林嘉倫譯

繆思文化 98.03 國中

59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阿嬤，我要打棒球！

島田洋七作；羊恩媺譯

平安文化 98.03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20 9789578037267

60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星期三戰爭

蓋瑞‧施密特著；吳宜潔譯

台灣東方 98.03 國中

300 9789575709273

61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時代精神捕手：遇見歐姬芙

凱瑟琳．庫德林斯基著；朱恩伶譯

維京國際 98.01 國中

250 9789867428936

62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海島人的贖金

愛蜜麗．戴曼著；吳宜潔譯

小魯文化 98.02 國中

290 9789862110843

63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神奇的畫筆

土田義晴文.圖；周姚萍翻譯

小魯文化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260 9789862110904

64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荒島上的間諜

阿思緹．林格倫文；BO2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98.01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50 9789866582721

65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送你一顆蘋果

三枝寬子文；石井勉圖；張桂娥譯

台灣東方 98.04 國小低中年級

66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野性的呼喚

傑克倫敦文；唐唐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98.05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50 9789862410028

67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惡作劇婆婆

高樓方子文；千葉史子圖；詹慕如譯

天下雜誌 98.06 國小中年級

220 9789862410165

68

故事文學組 故事 翻譯 聖經的故事

Grupo Oceano編著；黃彥禎譯

幼福文化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450 9789577479747

69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夢書之城

瓦爾特‧莫爾斯著.插畫；賴雅靜譯

圓神

98.05 國中

399 9789861332833

70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夢象成真

水野敬也著；張智淵譯

時報文化 98.01 國中

280 9789571349725

71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精靈的贖金：阿特米斯奇幻歷險1 艾歐因‧寇弗著；林說俐譯

天培文化 98.01 國中

260 9789867759917

72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說謊屁股會變大

丹．葛林寶著；白舜安譯

哈佛人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199 9789867045775

73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龍騎士三部曲：降魔火劍

克里斯多夫‧鮑里尼著；張子樟等譯

聯經

98.06 國中

590 9789570834215

74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雛菊的人生

吉本芭娜娜著；奈良美智繪；張秋明譯

時報文化 98.03 國中

180 9789571348346

75

故事文學組 小說 翻譯 蘭德理校園報

安德魯‧克萊門斯文；唐唐圖；黃少甫譯

遠流

3

220 9789575709402

98.06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50 9789573264859
300 9789867247896
300 9789867045768
180 9789571349893
320 9789866665196

180 9789575709396

98.04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40 9789573264606

2.非故事文學組：單冊入選12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1

非故事文學組 散文 創作 大家來說相聲

詹瑞璟著；曲曲圖

幼獅文化 98.06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50 9789575747305

2

非故事文學組 傳記 創作 大導演：李安的故事

陳愫儀著；陳學建，張清龍圖

文經社

98.01 國小中高年級

180 9789576635540

3

非故事文學組 傳記 創作 彼得兔之母：波特小姐的故事

凌明玉著；陳學建，張清龍圖

文經社

97.12 國小中高年級

180 9789576635526

4

非故事文學組 兒歌 創作 看圖說話：月球火車

林良作；余麗婷等繪

國語日報 98.06 國小低年級

230 9789577514660

5

非故事文學組 兒歌 創作 看圖說話：青蛙歌團

林良作；林鴻堯等繪

國語日報 98.06 國小低年級

230 9789577514653

6

非故事文學組 散文 創作 愛呆人生連加恩：複製幸福DNA

連加恩著

圓神

98.01 國中

250 9789861332710

7

非故事文學組 散文 創作 閱讀新視野：文學與電影的對話

許建崑作；陳又凌繪

幼獅文化 98.05 國中

250 9789575747299

8

非故事文學組 傳記 編著 阿公阿媽奮鬥記

林瑋編；蔡嘉驊繪

康軒文教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50 9789861516608

9

非故事文學組 散文 編著 夢想起飛

歐銀釧主編

幼獅文化 98.04 國中

180 9789575747268

拜爾德‧貝勒文；彼得‧帕諾圖；丁
凡翻譯
小和田哲男著；任鈞華譯

典藏藝術
98.05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家庭
遠流
98.04 國中

10

非故事文學組

詩

翻譯 人人都需要一顆石頭

11

非故事文學組 傳記 翻譯 完全圖解日本戰國武將54人

12

非故事文學組

愛與幸福的動物園：來看旭山動物園
報導
翻譯
原子禅著；亀畑清隆攝影；黃友玫譯
文學
奇蹟

4

漫遊者文
98.04 國中
化

260 9789866833502
250 9789573264583
300 9789866858710

3.圖畫書及幼兒讀物組：單冊入選36冊，套書1部7冊。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86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改寫 鬥年獸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劉嘉路改寫；歐尼可夫繪圖

格林文化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280 9789861890746

69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創作 到烏龜國去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劉旭恭文.圖

和平國際 98.04 國小低年級

250 9789866452062

40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創作 勇12：戰鴿的故事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李如青，嚴淑女文；李如青圖

天下遠見 97.12 國小中高年級

300 9789862162415

104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創作 葉子鳥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張晉霖文；張鎮榮圖

風車圖書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280 9789866476020

46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100層樓的家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岩井俊雄文.圖；周佩穎譯

小魯文化 98.03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280 9789862110850

32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又窄又小的房子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茱莉亞．唐納森文；艾賽爾．薛佛勒
圖；劉清彥翻譯

維京國際 98.01 國小低年級

280 9789867428899

78

大木棉樹：亞馬遜雨林的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故事

林妮．伽利文.圖；劉清彥譯

和英

260 9789867942784

99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小青蛙睡午覺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宮西達也文.圖；詹慕如譯

天下雜誌 98.03 國小低年級

250 9789866582813

33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小猴子找媽媽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茱莉亞．唐納森文；艾賽爾．薛佛勒
圖；劉清彥翻譯

維京國際 98.02 國小低年級

280 9789867428905

7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小蟲蟲的金牌夢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朵兒佛瑞曼文.圖；黃筱茵翻譯

三之三文
98.03 國小低中年級
化

270 9789867295507

16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小寶寶會是什麼顏色呢？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雅德琳．亞克文；安．克拉海圖；黃秀
大穎文化 98.04 國小低中年級
錦譯

220 9789867235954

49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不可思議的竹筍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松野正子文；瀨川康男圖；鄭明進譯

小魯文化 98.04 國小低中年級

260 9789862110881

11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布萊恩不想再當小孩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強．艾吉文.圖；胡洲賢譯

大穎文化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230 9789867235923

28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永遠在一起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露絲．范德齊文；羅德奈．希姆勒圖；
道聲
劉清彥譯

5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240 9789866735530

3.圖畫書及幼兒讀物組：單冊入選36冊，套書1部7冊。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22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吃掉黑暗的怪獸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55

作者；繪者；譯者
喬依絲．唐巴文；幾米繪；彭倩文譯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大塊文化 97.12 國小低年級

280 9789862130872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好餓的毛毛蟲(立體洞洞書) 艾瑞‧卡爾文.圖；鄭明進譯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上誼文化 97.12 學齡前

800 9789577624581

77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克羅素的神奇作品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強‧亞吉文.圖；賴嘉綾譯

和英

260 9789866608179

35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巫婆的孩子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烏斯拉．瓊斯文；羅素．艾圖圖；方素
維京國際 98.05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珍翻譯

8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如何認識世界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優利．修爾維滋文.圖；柯倩華翻譯

三之三文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化

270 9789867295514

70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和馬蒂爾達的大冒險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克勞迪婭‧魯達文.圖；凌明玉編潤

和平國際 98.04 國小低年級

250 9789866452048

5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的幸運日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慶子．凱薩茲文.圖；李坤珊翻譯

三之三文
98.01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化

250 9789867295484

29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長大了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露絲．克勞斯文；海倫．奧森貝里圖；
道聲
劉清彥譯

98.05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240 9789866735660

103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是植物小保姆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金．紀歐文；瑪格麗特．布羅伊．葛雷
遠流
漢圖；林靜慧譯

98.04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260 9789573264514

42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喜歡你！貓咪雷弟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羅伯‧史卡頓文.圖；陳雅茜譯

96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貝貝穿衣服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安‧居特曼作；喬治‧哈朗斯勒本繪； 滿天星傳
98.06 學齡前
徐硯怡譯
播

250 9868529026

48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狐狸與兔子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尤里‧諾勒斯堅故事構成；佛蘭西斯卡
小魯文化 98.01 國小低中年級
‧亞布索娃繪圖；鄭明進譯

280 9789862110775

31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帝哥的金翅膀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李歐．李奧尼文.圖；劉清彥譯

道聲

260 9789866735691

80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重新飛起來！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巴布‧葛拉漢文.圖；宋珮譯

格林文化 97.12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6

98.02 國小中年級

天下遠見 98.04 國小低年級

98.06 國小中高年級

280 9789867428967

280 9789862162927

280 9789861890982

3.圖畫書及幼兒讀物組：單冊入選36冊，套書1部7冊。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23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神奇畫具箱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林明子作.繪；汪仲譯

102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掉下來，掉下來了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金．紀歐文；瑪格麗特．布羅伊．葛雷
遠流
漢圖；林靜慧譯

34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最甜的無花果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克利斯‧凡‧艾斯柏格文.圖；宋珮翻譯 維京國際 98.03 國小中高年級

280 9789867428943

57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嗨！小貓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艾茲拉．傑克．季茲文.圖；孫晴峰譯

上誼文化 98.03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250 9789577624673

24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跟著線條走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羅拉．朗菲斯特作；章玲譯

典藏藝術
98.01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家庭

280 9789866833397

6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遇見春天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原京子文；秦好史郎圖；米雅翻譯

三之三文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化

270 9789867295491

60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敵人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大衛‧卡利文；沙基‧布勒奇圖

米奇巴克 98.02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320 9789868456655

18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頭上長芽了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史蒂芬．邁克．金文.圖

大穎文化 98.06 國小低中年級

260 9789866407079

7

阿爾發

98.01 國小低年級

210 9789868375253

98.04 學齡前跨國小低年級

260 9789573264507

3-1圖畫書及幼兒讀物組：套書1部7冊(全套7冊不分售，推薦5冊)
序號

1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圖畫書及幼 圖畫書及幼
翻譯 我的小小傷口
兒讀物組
兒讀物組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艾利克．翁格勒貝爾文；克柔德．K．杜柏瓦圖；陳妍如譯 天下雜誌 98.03 國小低中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799 9789866582875
(套) (套)

4.知識性讀物組：單冊入選49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1

知識性讀物組 科學 創作 大家來破案

2

知識性讀物組 語文 創作

3

知識性讀物組 宗教 創作 台灣宗教之美：迎媽祖

4

作者；繪者；譯者
陳偉民著；米糕貴圖

文心：寫給青年的三十二堂中文
夏丏尊，葉聖陶著
課

初版
每冊
適讀年級
ISBN
日期
定價
幼獅文化 98.03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180 9789575747251
出版者

如果/大
雁文化

98.06 國中

曹銘宗文字；劉豐繪圖

聯經

98.04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380 9789570833935

知識性讀物組 生態 創作 台灣的生態系

李培芬著

遠足文化 97.12 國中

400 9789866731167

5

知識性讀物組 建築 創作 台灣建築不思議

李清志作

馬可孛羅 98.04 國中

340 9789867247889

6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創作 台灣珊瑚圖鑑

戴昌鳳，洪聖雯著

貓頭鷹

600 9789866651557

7

林滿秋文；林莉菁圖

小魯文化 98.03 國小中高年級

280 9789862110690

8

知識性讀物組 園藝 創作 好一個瓜啊！
古文
創作 收藏的雅趣
知識性讀物組
物

漢寶德著

九歌

98.05 國中

320 9789574445493

9

知識性讀物組 人文 創作 玩味台北

田麗卿，岳國介作

臺北市文
98.05 國中
化局

300 9789860185355

10

知識性讀物組 交通 創作 阿里山森林鐵路傳奇

蘇昭旭著

人人

400 9789867112972

11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創作 青蛙不簡單

李世榮文；李世榮，楊胤勛等攝影

天下遠見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360 9789862163153

12

知識性讀物組 藝術 創作 故宮名畫：找感動 找創意

張麗華著

臺灣商務 98.02 國中

350 9789570523201

13

知識性讀物組 人文 創作 博物館開門

何佳芬作；麥汀等攝影；張麗真插圖

親親文化 98.03 國小低年級

320 9789866801419

14

知識性讀物組 科學 創作 解開成語中的科學密碼

戴吾三著

臉譜

280 9789862350287

15

知識性讀物組 歷史 創作 臺灣開發故事：東部地區

趙莒玲著

天衛文化 98.06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260 9789574902620

16

知識性讀物組 交通 創作

17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創作 蓋斑鬥魚

詹見平作

親親文化 98.02 國小中高年級

150 9789866801464

18

知識性讀物組 人文 創作 廚房裡好幫手

孫婉玲作；張義文攝影；林傳宗插圖

親親文化 98.04 國小低年級

320 9789866801426

19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創作 蝸牛

阿德蝸作.攝影

親親文化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150 9789866801488

20

知識性讀物組 昆蟲 創作 瓢蟲

李季篤作

親親文化 98.02 國小中高年級

150 9789866801471

21

知識性讀物組 文學 編著 文學地圖館：唐詩

遠足文學館編輯組編著

遠足文化 98.04 國中

250 9789866731266

22

知識性讀物組 地理 編著 台灣地圖館：山脈

遠足地理百科編輯組編著

遠足文化 98.01 國中

280 9789866731211

23

知識性讀物組 歷史 編著 台灣通史

高永謀主編

漢宇國際 98.03 國中

800 9789862280065

24

知識性讀物組 語文 編著 新版別字辨正

李植泉編著

正中

320 9789570918281

25

知識性讀物組 數學 翻譯 40趣味數學推理

馬丁‧李，瑪希亞‧米勒作；游鳳珠繪圖；
天下遠見 98.06 國小高年級跨國中 350 9789862163429
陳昭蓉譯

臺灣鐵路火車百科：台鐵‧高鐵
蘇昭旭著
‧捷運完整版

人人

9

98.03 國中

98.02 國中

98.05 國中

98.02 國中

98.01 國中

280 9789866702372

550 9789867112989

4.知識性讀物組：單冊入選49冊，套書從缺。
序號

組別

類別 類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適讀年級

每冊
定價

ISBN

26

知識性讀物組 數學 翻譯 80基礎數字概念

克勞迪亞‧札斯拉伏斯基作；郭羿廷繪圖；
天下遠見 98.06 國小中高年級
陳昭蓉譯

350 9789862163412

27

知識性讀物組 天文 翻譯 The Sun：你從來沒看過的太陽

希爾，卡洛維茨著；周玉文譯

貓頭鷹

599 9789866651519

28

知識性讀物組 美術 翻譯 一起做書來玩吧！

郭桂炫作；林美惠翻譯

幼福文化 98.05 國小中高年級

250 9789577479952

29

知識性讀物組 人體 翻譯 人體好好玩

大衛．麥考利作；達娃譯

野人文化 98.02 國中

899 9789866807367

30

知識性讀物組 昆蟲 翻譯 大力士獨角仙

安永一正文.圖；張東君翻譯

遠足文化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198 9789866731327

31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大貓熊

增井光子監修；陳昭蓉翻譯

天下遠見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2162668

32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小小的尾巴在哪裡？

蘇珊‧雪佛文；道格․庫希曼圖；孔繁璐譯 大穎文化 97.12 國小低中年級

230 9789867235817

33

知識性讀物組 科學 翻譯 中學生必須認識的科學史

孫英雲著；王慧琳譯

聯經

420 9789570834017

34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北極熊

增井光子監修；陳昭蓉翻譯

天下遠見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2163092

35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企鵝

增井光子監修；陳昭蓉翻譯

天下遠見 98.05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2163085

36

知識性讀物組 百科 翻譯 有很多為什麼的書

瑪丁．拉封，奧棠斯．德．夏朋雷斯作；賈
飛寶國際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克．亞贊繪圖；邱瑞鑾譯

600 9789866701122

37

知識性讀物組 哲學 翻譯

38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你是誰？

39

艾伯特想東想西：所有事情都可
拉妮‧山本文.圖；胡洲賢譯
以停下來嗎？

98.01 國中

98.03 國中

大穎文化 97.12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7235831

松橋利光文字.攝影；張東君翻譯

格林文化 98.06 國小中高年級

220 9789861891538

知識性讀物組 科普 翻譯 便便學問大

蘇珊‧古德曼文；艾爾伍‧史密斯圖 ；
方淑惠，余佳玲譯

天下雜誌 98.03 國小中高年級

250 9789866582868

40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圖鑑

高岡昌江文；友永太郎圖；張東君譯

天下遠見 97.12 國小中高年級

420 9789862162453

41

知識性讀物組 百科 翻譯 恐龍

瑪麗‧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文；薩爾
天下遠見 98.03 國小中高年級
‧莫多卡，吳健豐圖；黃佩俐譯

180 9789862163023

42

知識性讀物組 生物 翻譯 深海奇珍

克萊兒．露芙安著；洪萍凰，李雅媚譯

商周

1500 9789866472176

43

知識性讀物組 教育 翻譯 這樣一點都不公平！

黃相奎文；金榮修圖；曹玉絢翻譯

臺灣麥克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80 9789862031964

44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逛逛水族館

艾麗奇文.圖；莊世瑩翻譯

遠足文化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40 9789866731273

45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逛逛動物園

艾麗奇文.圖；張東君翻譯

遠足文化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40 9789866731280

46

知識性讀物組 動物 翻譯 無尾熊

增井光子監修；陳昭蓉翻譯

天下遠見 98.02 國小低中年級

250 9789862162675

47

知識性讀物組 語言 翻譯 溝通的方法

阿麗奇文.圖；余欲弟譯

青林國際 98.04 國小中高年級

250 9789866830839

48

知識性讀物組 地理 翻譯 跟著達爾文去旅行
盧卡‧諾維利著；倪安宇譯
數學天方夜譚：撒米爾的奇幻之
馬爾巴塔罕著：鄭明萱譯
知識性讀物組 數學 翻譯
旅

臉譜

98.02 國中

399 9789862350041

貓頭鷹

98.03 國中

250 9789866651540

49

10

98.04 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