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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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縣長 陳若曦著 九歌 100.10 國中 280 9789574447893

2 小說 創作 癡人 蔡宜容作；蔡宜芳繪 小魯 100.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2112304

3 故事 創作 小火龍便利商店 哲也文；水腦圖 天下雜誌 100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2412565

4 故事 創作 給史努比的信 林良著；錢茵繪 麥田 100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1206943

5 故事 創作 小小猴找朋友 賴曉珍文；王書曼圖 天下遠見 100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7045

6 故事 創作 尋找中央山脈的弟兄 李潼著 小魯 10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112014

7 故事 創作 抽屜裡的祕密 張曉風作；貝果圖 國語日報 #####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7516190

8 故事 創作 蝸牛先生的名言 林良，席慕蓉等著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7516060

9 故事 創作 流星沒有耳朵 林世仁文；王書曼圖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8035

10 故事 創作 不家村傳奇：不家大戰盜垃圾船長 林哲璋文；T-Bone圖 小熊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8746640

11 故事 創作 一張紙的奇幻旅程 游乾桂著；吳嘉鴻圖 九歌 100.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4447909

12 故事 創作 琴 周銳著 龍圖騰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866100277

13 童話 創作 中國神話故事2 幫雷公巡邏 向陽著；蔡嘉驊圖 九歌 100.02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574447220

14 童話 創作 小巴掌童話：飄過窗口的大蘋果 張秋生著；張化瑋圖 聯經 100 國小低年級 260 9789570837841

15 童話 創作 林海音童話故事 林海音作；孫心瑜繪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8547

16 小說 翻譯 漢娜的抉擇 漢娜‧瓊斯，柯絲蒂‧瓊斯著；黃妉俐譯 麥田 100 國中 299 9789861207131

17 小說 翻譯 中學生晨讀10分鐘 文學大師短篇名作選 張子樟主編；潘昀珈繪圖 天下雜誌 99.12 國中 280 9789862412442

18 小說 翻譯 戰馬喬伊 麥克‧莫波格著；蔡青恩譯 遠流 100.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3267829

19 小說 翻譯 西奧律師事務所：不存在的證人 約翰‧葛里遜著；蔡忠琦譯 遠流 100.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3267690

20 小說 翻譯 百萬小富翁 法蘭克‧考崔爾‧波伊斯著；江宗諭譯 哈佛人 10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7045928

21 小說 翻譯 轉機：勒瑰恩15篇跨次元旅行記 娥蘇拉‧勒瑰恩著；嚴韻譯 繆思 100.1 國中 300 9789866665912

22 小說 翻譯 消失的相對論
亞歷士‧羅維拉，法蘭西斯科‧米拉雷斯

著；葉淑吟譯
野人 100 國中 300 9789866158285

23 小說 翻譯 我的學生亞歷山大 安娜貝爾‧里昂著；李淑珺譯 野人 100 國中 300 9789866158179

24 小說 翻譯 紙牌的秘密 喬斯坦‧賈德作；林曉芳譯 木馬 100.1 國中 280 9789861207988

25 小說 翻譯 光草 羅貝托‧皮烏米尼著；徐至宏繪；倪安宇譯 天下遠見 99.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166468

26 小說 翻譯 小艾多的世界 佛朗沙‧勒羅著；蔡雅琪譯 先覺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341743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單冊）44冊，（套書）1套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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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單冊）44冊，（套書）1套4冊。

27 小說 翻譯 神奇收費亭
諾頓‧傑斯特著；吉爾斯‧菲佛繪；吳宜潔

譯
圓神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1333724

28 小說 翻譯 救贖清單 理查‧保羅‧伊凡斯著；呂玉嬋譯 圓神 100.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861333823

29 小說 翻譯 陪我走過1793 羅莉‧華爾茲‧安德森原著；林靜華翻譯 小魯 100.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862112342

30 小說 翻譯 鯨武士 瑪姬‧佩魯絲著；黃聿君譯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2168431

31 小說 翻譯 留下來的孩子 凱瑟琳‧厄斯金著；鄒嘉容譯 天下遠見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168349

32 小說 翻譯 愛的教育 愛德蒙多．得．亞米契斯著；王干卿譯 木馬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1208343

33 小說 翻譯 直到花豆煮熟 安房直子文；味戶桂子圖；彭懿譯 信誼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1614250

34 故事 翻譯 新來的轉學生 高山栄子文；土田義晴圖；陳珊珊翻譯 維京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200 9789866310362

35 故事 翻譯 一隻叫派丁頓的熊 麥可‧龐德著；幸佳慧譯；派姬‧佛萳圖 國語日報 100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577515957

36 故事 翻譯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 戸田和代文；高巢和美圖；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0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6970

37 故事 翻譯
沙金特的秘密花園：康乃馨，百合，百合，玫

瑰

雨果‧布萊司特文；約翰‧沙金特畫；鄭榮

珍譯

典藏藝術家

庭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320 9789866833946

38 故事 翻譯 我愛派丁頓 麥可‧龐德著；幸佳慧譯；派姬‧佛萳圖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577516206

39 故事 翻譯 北極狐之歌 厄尼斯特‧湯‧西頓原著；孫淇，王選翻譯 明天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751398

40 故事 翻譯 王者之眼 厄尼斯特‧湯‧西頓原著；孫淇，王選翻譯 明天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751404

41 故事 翻譯 世界冠軍丹尼 羅德‧達爾著；昆丁‧布雷克繪；劉清彥譯 天下遠見 100.10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862168325

42 故事 翻譯 花木村和盜賊們 新美南吉文；曹俊彥圖；周龍梅，彭懿譯 信誼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1614243

43 童話 翻譯 瑪麗•包萍的奇幻公園 P. L. 崔弗絲著；許書寧圖；吳宜潔譯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高年級 280 9789577516022

44 寓言 改寫 林海音奶奶80個伊索寓言 林海音編寫；貝果繪圖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57751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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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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定價
ISBN

1 故事 翻譯 小小自然探險隊 第一輯（全4冊） 尚馬力．德佛謝文；法比恩．蒙斯圖；吳愉萱翻譯 維京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800

1-1 故事 翻譯 小小自然探險隊1 大熊貓有危險 尚馬力．德佛謝文；法比恩．蒙斯圖；吳愉萱翻譯 維京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10577

1-2 故事 翻譯 小小自然探險隊2 海龜寶寶的危險 尚馬力．德佛謝文；法比恩．蒙斯圖；吳愉萱翻譯 維京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10584

1-3 故事 翻譯 小小自然探險隊3 被囚禁的海豚 尚馬力．德佛謝文；法比恩．蒙斯圖；吳愉萱翻譯 維京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10591

1-4 故事 翻譯 小小自然探險隊4 飛翔的兀鷲 尚馬力．德佛謝文；法比恩．蒙斯圖；吳愉萱翻譯 維京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10607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故事文學組評選圖書（套書）1套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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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 創作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娟作 本事 ##### 國中 280 9789866118159

2 散文 創作 林煥彰話童年：來來來，來上學 林煥彰文；林鴻堯繪圖 幼獅 100.1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575748371

3 傳記 創作 影響世界的人：拿破崙 潘錫鳳著；張倍菁繪圖 聯經 99.12 國小中高年級 199 9789570837360

4 傳記 創作 大家說孔子 岑澎維著；林鴻堯圖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577516176

5
報導

文學
創作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黃明正著 遠流 100.1 國中 360 9789573268000

6 傳記 翻譯 父親的手：一個男孩，他的失聰父母，以及愛的語言 麥倫‧尤伯格著；謝維玲譯 大家 100.1 國中 280 9789866179143

7 遊記 翻譯 高角羚的清晨：跨越歐亞非大陸684天紀行 中村安希著；張雅梅譯 健行 100.1 國中 320 9789866798351

8
報導

文學
翻譯 心願奇蹟：平凡孩子的不平凡力量 嘉斯‧桑頓著；吳宜潔譯 國語日報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7516251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非故事文學組得獎圖書（單冊）8冊，套書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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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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 創作 動物媽媽 何佳芬作；達志影像圖；張麗真插圖 親親 10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693

2
食品

科學
創作 豆腐好好吃 孫婉玲作；郭世埈等攝影；張振松插圖 親親 10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686

3 醫學 創作 醫23事 張耀懋著 時報 100.1 國中 250 9789571353548

4 生物 創作 到紅樹林去玩 陳麗雅文.圖 青林 100.04 國小中高年級 299 9789862740194

5
文化

史
創作 台灣鐵道文化志 洪致文著 遠足 100.1 國中 580 9789866731709

6 生物 創作 啊！蜻蜓 邱承宗攝影.文字；葉文琪審訂 小熊 100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8687301

7 遊記 創作 棄業日記 買買氏作 天下雜誌 100.02 國中 320 9789862412626

8 植物 創作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 鍾明哲著 晨星 100 國中 650 9789861774787

9 勞作 創作 動手做自然：果實×種子創作DIY 鄭一帆著 晨星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399 9789861774855

10 地理 創作 走看野柳：漁人‧漁具‧漁法
臺北縣萬里鄉瑪鋉漁村文化生活協會作；

謝曉佩繪圖
新空間 99.12 國中 450 9789868500587

11
歷史

傳說
創作 臺灣平埔族生活圖誌

國家圖書館，小魯文化合作出版；六十七

繪編
國家圖書館/小魯 100.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576785337

12 生物 創作 賞蟲365天（春夏篇） 楊維晟著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2168448

13 生物 創作 兩棲特攻隊 施信鋒著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2167755

14 生物 創作 爸媽必修的100堂自然課 張蕙芬撰文；黃一峰攝影.繪圖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9 9789862168189

15 疾病 翻譯 孩子，我要你活下去！ 姬塔‧阿南德著；張琰譯 馬可孛羅 100.1 國中 350 9789861208190

16 動物 翻譯 你見過章魚用掃把嗎？ 耶塔‧坎兒文；傑夫‧楚克圖；李欣穎譯 神燈 100.1
學齡前跨國小低中年

級
250 9789868614796

17 百科 翻譯
生活科技大透視 250種現代機器運轉的祕

密

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博姆作；戴

迪耶‧巴力賽維克等；黃能堂審訂；蔡心

儀譯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720 9789862167489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32冊，（套書）3套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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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32冊，（套書）3套12冊。

18 健康 翻譯 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 村上八千世文；瀨邊雅之圖；周姚萍譯 小魯 10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2112076

19 植物 翻譯 花為什麼會香？ 田中修著；盧宛瑜譯 晨星 99.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774428

20 生物 翻譯 身邊常見的地衣 柏谷博之著；郭寶雯譯 晨星 10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774626

21 百科 翻譯 自然界大變化：大氾濫‧大饗宴‧大遷徙 英國廣播公司自然歷史團隊作；李宗遠譯 好讀 100 國中 390 9789861781839

22 百科 翻譯 自然界大變化：大融化‧大洄游‧大潮流 英國廣播公司自然歷史團隊作；達娃譯 好讀 100.1 國中 390 9789861781884

23 歷史 翻譯 千萬不要住在龐貝城
約翰‧馬拉姆文；大衛‧安契姆圖；柯政

楷譯
明山書局 100.1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6384004

24 美術 翻譯 問出世界名畫大祕密 法蘭絲瓦‧芭柏－嘉勒著；黃友玫譯 漫遊者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6272691

25 生物 翻譯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家 凱薩琳‧休斯作；林潔盈翻譯 大石 10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499 9789868737402

26
應用

科學
翻譯 科學教你挑好魚 成瀨宇平著；簡佩珊譯 晨星 100.11 國中 290 9789861775418

27 美術 翻譯 小小創意大師 公主童話動手做
費歐娜‧瓦特等作；安東妮雅‧米勒等設

計暨插圖；張毓如譯
天下遠見 100.1 國小低中年級 380 9789862167625

28 生物 編著 海洋臺灣：生態保育特輯 鄭明修，黃淑芳，林昕佑作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0287448

29 生物 編著 我是貓 何佳芬作；達志影像攝影；張麗真插圖 親親 100.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884

30 體育 編著 運動會 孫婉玲作；達志影像等圖片；黃雄生插圖 親親 100.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877

31 百科 編著 一看就懂台灣博覽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編著 遠足 10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6731723

32 生態 編著 你不知道的森林 錢麗安編撰
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遠足
100.10 國中 480 97898667318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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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定價
ISBN

1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 （全5冊） 珍‧賓漢等文；科林‧金等圖；陳信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999 4717211009109

1-1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1 火車是怎麼來的？ 珍‧賓漢文；科林‧金圖；陳信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3012

1-2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2 汽車是怎麼來的？ 凱蒂‧戴恩斯文；亞當‧拉庫圖；陳信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2992

1-3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3 飛行是怎麼回事？
萊斯利‧席姆斯文；史蒂芬‧卡特萊特圖；陳信

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3029

1-4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4 船是怎麼來的？ 珍‧賓漢文；科林‧金圖；陳信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3036

1-5 科普 翻譯 小小知識家5 電力是怎麼回事？ 安娜‧克雷邦文；凱文‧霍普古德圖；陳信宏譯 天下雜誌 100.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3043

2
安全

教育
翻譯 保護自己有絕招（全3冊） 嶋崎政男監修；住本奈奈海繪；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0.08 國小低中年級 699 9789862168196

2-1
安全

教育
翻譯

保護自己有絕招1 我不跟陌生人走！遠離

誘拐、綁架的危險
嶋崎政男監修；住本奈奈海繪；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0.08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7953

2-2
安全

教育
翻譯

保護自己有絕招2 我不一個人忍耐！不要

被霸凌打敗
嶋崎政男監修；住本奈奈海繪；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0.08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7960

2-3
安全

教育
翻譯

保護自己有絕招3 我要大聲說不！避免性

侵和家暴的傷害
嶋崎政男監修；住本奈奈海繪；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0.08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7946

3 環保 編著 全球暖化系列 地球發燒ing（全4冊） 張子超計畫主持；葉欣誠審訂 銳迅 100.09
國小高年級跨國

中
1520

3-1 環保 編著 暖化中的浩瀚海洋 劉安怡等撰文 銳迅 100.09
國小高年級跨國

中
380 9789868233263

3-2 環保 編著 冰雪世界正融化 劉安怡等撰文 銳迅 100.09
國小高年級跨國

中
380 9789868233270

3-3 環保 編著 加溫中的陸地生態系 莊詠婷等撰文 銳迅 100.09
國小高年級跨國

中
380 9789868233287

3-4 環保 編著 面對暖化的人類世界 劉安怡等撰文 銳迅 100.09
國小高年級跨國

中
380 9789868233294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評選圖書（套書）3套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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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 橘色的馬 劉旭恭作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讀家
100.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0270952

2 創作 我家住在大海邊 林世仁文；李瑾倫圖 和英 100.04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608360

3 創作 禮物 賴馬文.圖 和英 100.02 學齡前 220 9789866608322

4 創作 海少年 李長青文；croter圖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玉山社
100.10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0292015

5 創作 時光電影院 幾米文.圖 大塊 100.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9 9789862132357

6 創作 我們的森林 邱承宗文.圖 小魯 100.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50 9789862112502

7 創作 紋山 李如青圖；嚴淑女文 天下遠見 100.08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167571

8 翻譯 誰來晚餐？ 蒙塔娜文.圖；林冠瑩譯 格林 100.06 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1892900

9 翻譯 藝術大搖滾 大衛威斯納文.圖；黃聿君譯 格林 100.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1892337

10 翻譯 喀嚓喀嚓爺爺的恐龍王國 松岡達英文.圖；周郁寧翻譯 米奇巴克 100.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215056

11 翻譯 雨蛙自然觀察團：池塘探險之旅 松岡達英文.圖；鄭明進翻譯 維京 100.0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310355

12 翻譯 松鼠先生和月亮 瑟巴斯帝安‧麥什莫澤文.圖；林倩葦翻譯 青林 100.03 國小跨國中 300 9789862740156

13 翻譯 一首救了魚的詩 尚—皮耶‧希邁昂文；奧利維耶‧塔列克圖；李尚遠譯 聯經 100.01 國小中高年級 290 9789570837285

14 翻譯 星期三書店 思樂薇‧尼曼文；奧利維耶‧塔列克圖；李旻諭譯 聯經 100.01 國小中年級 280 9789570837452

15 翻譯 米莉的新帽子 北村悟文.圖；方素珍譯 天下遠見 100.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66581

16 翻譯 這是一本書 藍‧史密斯文.圖；江坤山譯 天下遠見 100.04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2167120

17 翻譯 到底在排什麼呢？ 大村知子文.圖；周佩穎譯 小魯 100.06 學齡前 270 9789862112229

18 翻譯 心裡的房間 郭泳權文；伊波納‧荷密艾雷波思卡圖；呂嘉能翻譯 三之三 100.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867295750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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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36冊，套書從缺。

19 翻譯 媽媽像一座高塔 布麗吉特‧莎爾作；婕琪‧葛萊希繪；黃秀如譯 飛寶 100.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6701689

20 翻譯 紅色在樹梢唱歌：彩色的一年 喬艾絲‧席曼文 ；潘蜜拉‧札格倫斯姬圖；幸佳慧翻譯 滿天星 100.05 國小低中年級 350 9789866273308

21 翻譯 小黃點 赫威‧托雷文.圖；周婉湘譯 上誼 100.05 學齡前 300 9789577625038

22 翻譯 我在森林有個家 英格‧莫爾文.圖；華韻雯翻譯 國語日報 100.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20 9789577516121

23 翻譯 老老先生 雅德琳‧亞克文；伊娃‧奧芙蕾多圖；艾宇譯 讀家 100.07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868677784

24 翻譯 魚會游泳嗎？ 阿雷克思‧古索文；娜塔麗．舒圖；王元芳譯 聯經 100.07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570838275

25 翻譯 菫花奶奶的祕密 植垣步子文.圖；米雅譯 道聲 100.09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6205323

26 翻譯 其實，我想和你玩…… 奧野涼子文.圖；林家羽譯 大穎 100.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0 9789866407741

27 翻譯 城市狗，鄉下蛙 莫‧威廉斯文；強‧穆特圖；沙永玲譯 小魯 100.11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2112564

28 翻譯 下雨天去看朋友 里內藍作；廣野多珂子繪；黃郁文譯 青林 100.07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248

29 翻譯 松鼠先生和第一場雪 瑟巴斯帝安‧麥什莫澤文.圖；林倩葦翻譯 青林 100.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80 9789862740187

30 翻譯 蜂蜜 藤原由美子文；伊勢英子圖；黃郁文譯 青林 100.10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354

31 翻譯 尋找冬天的昆蟲 宮武賴夫文；松岡達英圖；黃郁文譯 青林 100.1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316

32 翻譯 花園都記得 藍史密斯文.圖；梁振瑋譯 格林 100.09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1893099

33 翻譯 鼴鼠公車 佐藤雅彥原案；內野真澄作；張文玉譯 天下遠見 100.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2168158

34 翻譯 在那之前呢？ 阿伯特‧藍伯文；大衛．麥克菲爾圖；嚴淑女譯 小熊 100.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8687387

35 翻譯 我的紅氣球 黃受民文.圖；張琪惠翻譯 三之三 100.07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729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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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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度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評選圖書（單冊）36冊，套書從缺。

36 翻譯 愛取名字的老太太 辛西亞‧勞倫特文；凱瑟琳‧布朗圖；黃迺毓譯 上誼 100.08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5776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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