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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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 創作 夏日鷺鷥林 李潼文 小魯文化 99.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2111666

2 小說 創作 浴簾後 林滿秋著 小魯文化 99.02 國中 280 9789862111352

3 小說 創作
超級阿伯：和大自然對話的現代農

夫
詹武龍著 台灣東方 99.10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5709570

4 小說 創作 城南舊事Ⅰ惠安館的小桂子 林海音文；關維興圖 格林文化 99.01 國小中年級 180 9789861891927

5 小說 創作 城南舊事Ⅱ我們看海去 林海音文；關維興圖 格林文化 99.02 國小中年級 180 9789861891958

6 小說 創作 城南舊事Ⅲ爸爸的花兒落了 林海音文；關維興圖 格林文化 99.03 國小中年級 180 9789861891972

7 小說 創作 哨兵天鵝 沈石溪著 國語日報 99.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577515810

8 小說 翻譯 實驗鼠的祕密基地 羅伯特‧歐布萊恩著；齊若蘭譯 小魯文化 99.08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862111734

9 小說 翻譯 達爾文女孩 賈桂琳‧凱利著；鄒嘉容譯 天下遠見 99.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2165386

10 小說 翻譯 月夜仙蹤 林珮思著.繪；張子樟譯 天下遠見 99.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2166079

11 小說 翻譯 媽媽睡大頭覺 海倫‧薇娜勒文；克萊兒‧法蘭克圖；尉遲秀譯 天下雜誌 99.08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2411766

12 小說 翻譯 金線與白靴子
伊漢娜‧寇恩-瓊卡文；康蒂絲‧海雅圖；殷麗君

譯
天下雜誌 99.08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2411759

13 小說 翻譯 米歐王子 阿思緹‧林格倫文；伊蓉‧威克蘭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98.12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2410936

14 小說 翻譯 關於我和那些沒人回答的問題 莎莉‧妮柯絲文；汪芃譯 木馬文化 99.11 國中 260 9789861203904

15 小說 翻譯 銀娜的旅程 洪素珊著；賀艮得畫；馬佑真譯 左岸文化 99.04 國中 320 9789866723339

16 小說 翻譯 消失的安德魯1：在小狗身上
茱蒂絲‧西‧葛林柏文；黛比‧帕蓮圖；崔容圃

譯
東雨文化 99.06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90418

17 小說 翻譯 風吹來的瑪麗‧包萍 P.L.崔弗絲著；許書寧圖；吳宜潔譯 國語日報 99.07 國小高年級 240 9789577515872

18 小說 翻譯 柳林中的風聲 葛拉罕作；英格‧莫爾繪；張劍鳴譯 國語日報 99.07 國小高年級 380 9789577515858

19 小說 翻譯 電影女孩 艾爾南‧里維拉‧雷德利耶著；葉淑吟譯
漫遊者文

化
99.06 國中 240 9789866272158

20 小說 翻譯 飛行少年 艾歐因‧寇弗著；方祖芳譯 遠流 99.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9 9789573266570

21 小說 翻譯 發癢的天賦 莫里斯‧葛萊茲曼文；蔡青恩譯 遠流 99.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3245742

22 小說 翻譯 我的阿富汗筆友 安德魯‧克萊門斯文；唐唐圖；周怡伶譯 遠流 99.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3266112

23 小說 翻譯 難民足球隊 Warren St. John作；鄒佩蘅，洪慧真譯 鳴嵐國際 99.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6483769

24 故事 創作 男孩的狐狸 沈習武著；吳嘉鴻圖 九歌 99.09 國小中高年級 240 9789574447152

25 故事 創作 小河彎彎：馬景賢精選集 馬景賢著；林文寶主編 九歌 99.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574447206

26 故事 創作 柿子色的街燈 陳素宜文；孫心瑜圖 天下遠見 99.10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66222

27 故事 創作 金魚路燈的邀請 侯維玲文；王書曼圖 天下雜誌 99.03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411124

28 故事 創作 怪博士與妙博士 林世仁文；薛慧瑩圖 天下雜誌 99.0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0950

29 故事 編著 林良爺爺的700字故事 林良編寫 國語日報 99.03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577515797

2010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單冊)38冊，(套書)1套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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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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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單冊)38冊，(套書)1套2冊

30 故事 翻譯 爸爸會飛 大衛‧艾蒙著；波麗‧鄧芭繪；高詠微譯 大於創意 99.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8 9789868502055

31 故事 翻譯 約翰醫生的動物醫院 伊東久子文；高畠純圖；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99.04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4587

32 故事 翻譯 列車魅影 史考特文；馬利諾尼圖；施梅琪譯 格林文化 99.10 國小中高年級 299 9789861892351

33 故事 翻譯 一隻名叫小狼的老鼠 狄克‧金史密斯著；陳盈帆繪；曾明鈺譯 晨星 99.07 國小中年級 199 9789861773933

34 故事 翻譯 小貓的寵物鼠 狄克‧金史密斯著；陳盈帆繪；曾明鈺譯 晨星 99.10 國小中年級 220 9789861773940

35 故事 翻譯 小熊維尼 米恩作；謝培德繪；張艾茜譯 聯經 99.03 國小中高年級 290 9789570835557

36 童話 創作 我要金手指 子魚文；蔡兆倫圖 小兵 99.09 國小低中年級 140 9789866544446

37 童話 創作 宇宙‧魔法‧印刷機 林世仁著；蔡兆倫圖 國語日報 99.03 國小中高年級 240 9789577515803

38 童話 創作 小耳 林玫伶著；王淑慧圖 聯經 99.05 國小低年級 240 97895708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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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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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小說 翻譯 蘇菲的世界I 喬斯坦‧賈德著；伍豐珍譯 木馬文化 99.08 國中 300 9789866488856

1-2 小說 翻譯 蘇菲的世界II 喬斯坦‧賈德著；伍豐珍譯 木馬文化 99.08 國中 300 9789866488863

2010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套書)1套2冊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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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 創作 十五顆小行星：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 劉克襄著 遠流 99.06 國中 350 9789573266518

2 散文 創作 林良爺爺你請說 林良著；曹俊彥圖 幼獅文化 99.06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575747756

3 傳記 創作 零下40度的勇氣 陳彥博著 健行 99.12 國中 320 9789866798320

4 戲曲 創作 說唱玩國 葉怡均，台北曲藝團策畫 幼獅文化 99.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69 9789575747749

5 散文 創作 鄭明進與20個插畫家的祕密通訊 鄭明進著；佐渡守文字撰述 積木文化 99.01 國中 350 9789866595363

6 傳記 編著 安藤忠雄：永不放棄的建築大師 周姚萍編寫；鄭慧荷繪 天下遠見 99.0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64730

7 童詩 編著 晨讀10分鐘：樹先生跑哪去了？童詩精選集 林世仁主編 天下雜誌 99.1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412183

8
報導

文學
翻譯 希望真的存在：一隻拉布拉多犬如何創造奇蹟 黎恩‧克利德著；姬健梅譯 先覺 99.02 國中 300 9789861341477

9 散文 翻譯
為什麼要一直旅行：與狼犬威爾菲的閃閃發光之

旅
田中千惠著；賴庭筠譯 野人文化 99.09 國中 280 9789866807947

10 傳記 翻譯
站在學生前面：妥瑞氏症教我成為我夢寐以求的

好老師
Brad Cohen，Lisa Wysocky著；洪蘭譯 遠流 99.02 國中 300 9789573265832

11 傳記 翻譯 達文西和畫出未來的筆 盧卡‧諾維利著；倪安宇譯 臉譜 99.10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1203256

2010年度好書大家讀非故事文學組得獎圖書（單冊）11冊，套書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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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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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 下雨了！ 湯姆牛文.圖 天下遠見 99.11 學齡前 260 9789862166321

2 創作 午後 孫心瑜作 信誼基金 99.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20 9789861613222

3 創作 安的種子 王早早文；黃麗圖 上誼文化 99.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577624826

4 創作 荷花鎮的早市 周翔文.圖 聯經 99.01 國小中年級 300 9789570835441

5 創作 雄獅堡最後的衛兵 李如青文.圖 天下遠見 99.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5485

6 創作 熊爸爸去另一個城市工作 陳致元文.圖 和英 99.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608216

7 翻譯 100萬隻蝴蝶 艾德華‧范登文德爾文；卡爾‧克涅特圖；林敏雅譯 讀家文化 99.05 國小中高年級 299 9789868449978

8 翻譯 一個奇特的蛋 李歐‧李奧尼文.圖；張劍鳴譯 阿爾發 99.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8577527

9 翻譯 大鯨魚瑪莉蓮 大衛‧卡利文；桑妮亞‧波瓦圖 米奇巴克 99.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215025

10 翻譯 不准過來 傑侯姆‧胡里埃文.圖；徐素霞譯 三之三文化 99.06 學齡前 270 9789867295675

11 翻譯 天鵝絨兔子
瑪格利‧威廉斯‧比安可原著；酒井駒子文.圖；陳珊珊

譯
上誼文化 99.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7624765

12 翻譯 文字工廠 愛涅絲‧德‧雷斯塔文；瓦樂麗‧多岡波圖；徐素霞譯 三之三文化 99.04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7295651

13 翻譯 月亮是什麼味道？ 麥克‧格雷涅茨文.圖；鄭如瑤譯 小魯文化 99.07 學齡前 280 9789862111697

14 翻譯 世界上最棒的葬禮 烏爾夫‧尼爾森文；艾娃‧艾瑞克森圖；李紫蓉譯 天下遠見 99.07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2165317

15 翻譯 百年之家 路易斯文；英諾桑提圖；郝廣才譯寫 格林文化 99.05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1892054

16 翻譯 我吃拉麵的時候…… 長谷川義史文.圖；林真美譯 遠流 99.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3265795

17 翻譯 命運書 艾希克‧班提文；瑪汀‧布何圖；徐素霞翻譯 三之三文化 99.07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867295682

18 翻譯 奇妙的花園 彼得‧布朗文.圖；柯倩華譯 天下遠見 99.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4891

19 翻譯 怪婆婆 赫爾特‧德‧柯凱勒文；卡潔‧菲爾麥爾圖；林敏雅譯 讀家文化 99.11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868677708

20 翻譯 怪獸，別吃我！ 卡爾‧諾拉克文；卡爾‧克涅特圖；林敏雅譯 讀家文化 99.04 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8449961

21 翻譯
怎麼辦？怎麼辦？掉進洞裡

啦！
木村裕一文；高畠純圖；林宜和譯 上誼文化 99.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577624758

22 翻譯 盛裝登場 卡拉‧庫絲金文；馬克‧西蒙圖；劉清彥譯 道聲 99.10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6205064

23 翻譯 最重要的東西 彼得‧卡納華斯文.圖；孔繁璐譯 大穎文化 99.05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866407345

24 翻譯 獅子與老鼠 傑瑞．平克尼作；陳雅茜譯 天下遠見 99.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2165300

25 翻譯 路的旅行
穆罕默德‧芮札‧謝姆斯作；妮金‧愛特莎賓繪；何佳

芬譯
飛寶國際 99.04 國小中年級 280 9789866701405

26 翻譯 熊與山貓 湯本香樹實文；酒井駒子圖；米雅譯 天下遠見 99.09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165652

27 翻譯 瑪莉和奶奶的祕密花園 緹娜‧莫華爾文；卡潔‧菲爾麥爾圖；林敏雅譯 讀家文化 99.10 國小中高年級 299 9789868449985

28 翻譯 藝想城市尋寶趣 瓊恩‧史坦娜作；林怡君譯 維京國際 99.0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310058

2010年度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28冊，(套書)1套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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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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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寶寶的第一次繪本書 山脇恭文；菅原慶子圖；邱瓊慧譯 維京國際 99.05 學齡前 840 9789866310164

1-1 翻譯 尿尿是什麼？ 山脇恭文；菅原慶子圖；邱瓊慧譯 維京國際 99.05 學齡前 280 9789866310157

1-2 翻譯 衣服躲貓貓 山脇恭文；菅原慶子圖；邱瓊慧譯 維京國際 99.05 學齡前 280 9789866310140

1-3 翻譯 大口吃飯的祕密 山脇恭文；菅原慶子圖；邱瓊慧譯 維京國際 99.05 學齡前 280 9789866310133

3-1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套書）：1套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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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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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創作 Look！梵谷爺爺的名畫 黃啟倫著 雄獅圖書 98.12 國小中高年級 380 9789574741229

2 環境 創作 大自然的力量 孫婉玲作；林傳宗圖 親親文化 99.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320 9789866801587

3 語文 創作 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祕密 許榮哲著 國語日報 99.09 國中 230 9789577515902

4 地理 創作 台灣郊山地圖.北部篇(北桃竹苗) 黃育智著 晨星 99.06 國中 590 9789861773025

5 交通 創作 台灣舊鐵道散步地圖 古庭維，鄧志忠著 晨星 99.08 國中 450 9789861774015

6 生物 創作 生物大學問：生物多樣性保育問答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著 遠足文化 99.07 國中 480 9789866731617

7 人文 創作 有趣的繩子 王元容作；郭世埈攝影；鄭雪芳插圖 親親文化 99.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280 9789866801570

8
地球

科學
創作 哇咧~墾丁下雪了！？ 蘇曉慧著；Tony繪圖 凱信 99.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7468499

9 科學 創作 蜘蛛人‧龍貓也不知道的祕密 張文亮著 國語日報 99.06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577515827

10 動物 創作 誰在躲貓貓 徐仁修撰文.攝影 愛智圖書 99.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6083501

11 動物 創作 賞蛛趣味多.上 林瑞崑，沈彩芳作 親親文化 99.02 國小中高年級 150 9789866801600

12 植物 創作 蕨類圖鑑2：進階珍稀篇 郭城孟著 遠流 99.07 國中 650 9789573245735

13 語文 編著 圍攻錯別字 潘麗珠等著 五南圖書 99.09 國小中高年級 520 9789571160405

14 科學 翻譯 39元創意科學實驗 學研科學SOFT開發部編著；林政德譯 天下遠見 99.11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2166376

15 化學 翻譯
元素生活：118個KUSO化學元素，徹底解

構你的生活
寄藤文平著；張東君譯 遠流 99.04 國中 299 9789573266211

16 動物 翻譯 地底下的動物 大野正男文；松岡達英圖；黃郁文譯 阿爾發 99.10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868577541

17 倫理 翻譯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布魯斯‧韋恩斯坦著；哈瑞特‧羅素畫；趙慧芬譯
漫遊者文

化
99.01 國中 250 9789866858970

18 科學 翻譯 空想科學生活讀本 柳田理科雄著；談璞譯 遠流 99.05 國中 260 9789573266129

19 遊藝 翻譯 冒險圖鑑：999招野外探險求生術 里內藍文；松岡達英圖 遠足文化 99.08 國中 350 9789866731624

20 哲學 翻譯 勇氣與恐懼 布莉姬‧拉貝，米歇爾‧布許文；傑克‧阿薩圖 米奇巴克 99.0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8456679

21 生態 翻譯 家門外的自然課 石森愛彥文.圖；宋碧華譯 天下遠見 99.04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2165089

22 環保 翻譯 愛地球百科：讓地球綠起來 讓米歇爾‧比利烏作；比斯泰爾‧博恩等繪；蔡心儀譯 天下遠見 98.12 國小中高年級 480 9789862164488

23 科學 翻譯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1：魔術般的66道科學

實驗遊戲
學研作；鄭涵壬譯 三采文化 99.07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29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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