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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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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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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冊

定價
ISBN

1 散文 編著 沒有返程票的旅行 吳鈞堯策劃；陳幸蕙賞析 幼獅 101.05 國中 220 9789575748685

2 小說 創作 修煉I  動物精的祕密 陳郁如著；蔡兆倫圖 小兵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60 9789865988111

3 小說 創作 鬼竹林 李潼著；徐建國圖；陳肇宜賞析 小兵 100.12 國小高年級 220 9789866544835

4 小說 翻譯 小龜的天堂 珍妮佛‧霍姆著；林靜華譯 小魯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862113035

5 小說 翻譯 金魚眼叔叔 安‧范恩著；趙永芬譯 小魯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12694

6 小說 翻譯 頑皮魔法 安娜‧戴爾著；崔容圃譯 東雨 101.05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5995065

7 散文 創作 極境光年 耿婕容作 大塊 101.01 國中 300 9789862133170

8 散文 編著 山黃麻家書 劉克襄著 晨星 101.06 國中 250 9789861775845

9 小說 翻譯 超時空規劃局1 臭蟲入侵 約翰‧霍米，麥克‧韋斯勒著；王寶翔譯 晨星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1775982

10 散文 創作 母親的金手錶 琦君著 九歌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4448227

11 散文 創作
少年，要胸懷大志：從後山花蓮飛向

國際村飆夢
閻華著 商周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2720974

12 小說 創作 玉山的召喚 陳景聰文；賴彥成圖 四也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6039157

13 小說 創作 月光三部曲I  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 張嘉驊文；賴彥成圖 四也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9 9789866039133

14 小說 翻譯 聽見顏色的女孩 莎倫‧德蕾珀著；趙映雪譯 博識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104138

15 小說 翻譯 祕密點心 林真理子著；詹慕如譯 博識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190 9789866104114

16 小說 翻譯 淘氣瑪蒂1  屋頂上的野餐
阿思緹‧林格倫文；伊蓉‧威克蘭圖；陳靜

芳譯
天下雜誌 101.03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414781

17 小說 翻譯 淘氣瑪蒂2  天使的禮物
阿思緹‧林格倫文；伊蓉‧威克蘭圖；陳靜

芳譯
天下雜誌 101.03 國小中高年級 320 9789862414798

18 小說 翻譯 少年鱷魚幫 麥斯‧范德葛林著；洪清怡譯 天下雜誌 101.06 國中 250 9789862415344

19 小說 翻譯 奇光下的祕密 布萊恩‧賽茲尼克著.繪；宋珮譯 未來 101.01 國中 599 9789862168691

20 散文 創作 我愛藍影子：桂文亞故事集 桂文亞作；孫心瑜繪 天下遠見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68981

21 小說 翻譯 陰陽師 天鼓卷 夢枕獏著；茂呂美耶譯 繆思 101.05 國中 220 9789866026218

22 散文 創作 追尋角落的微光 程敏淑著 木馬 101.05 國中 300 9789866200311

23 散文 翻譯 菊次郎與佐紀 北野武著；陳寶蓮譯 無限 101.06 國中 250 9789868826519

24 小說 翻譯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熊本少年一個人

的東京修業旅行
喜多川泰作；陳嫻若譯 野人 101.06 國中 280 9789866158988

25 散文 翻譯
動物園的生死告白：畫家飼育員說的

生命故事
阿部弘士文.圖；孫智齡譯 無限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8826502

26 小說 翻譯 歷史守護者1 紫色警戒 戴米恩‧迪本著；周怡伶譯 遠流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9 9789573269199

27 小說 翻譯 沒有影子的凱特 艾琳‧鮑著；朋萱譯 遠流 100.12 國中 260 9789573268925

1.文學讀物A組（單冊）：3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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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散文 編著 從閱讀到寫作：現代名家散文十五講 吳宏一著 遠流 101.04 國中 300 9789573269427

29 小說 創作 番薯勳章 李潼著 國語日報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577516275

30 小說 創作 我的媽媽是精靈 陳丹燕著 國語日報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7516381

31 小說 創作 第七條獵犬 沈石溪著 國語日報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7516305

32 小說 創作 喜馬拉雅野犬 沈石溪著 國語日報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577516336

33 小說 翻譯 祕密花園
法蘭西絲‧霍森‧柏內特著；英格‧莫爾

繪；黃筱茵譯
國語日報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0 9789577516404

34 小說 創作 保母蟒 沈石溪著 國語日報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7516312

35 散文 創作 聽阿三哥講古  咱ㄟ囝仔時 劉興欽繪圖.口述；林少雯文 正中書局 100.12 國小高年級 420 9789570918953

36 散文 創作 聽阿三哥講古  咱ㄟ庄仔內 劉興欽繪圖.口述；林少雯文 正中書局 100.12 國小高年級 420 978957091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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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記 翻譯 可可‧香奈兒：時尚女王的經典傳奇 安善模著；李秀蓮譯 新苗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574515165

2 故事 翻譯 門裡門外
渋谷愛子文；きむらみほ繪；張琇媛

譯
新苗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574515080

3 故事 翻譯 心底的祕密海洋
長崎夏海著；鈴木びんこ繪；張琇媛

譯
新苗 101.01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574515127

4 故事 翻譯 中箭的天鵝波波
手島悠介著；渡辺あきお繪；張琇媛

譯
新苗 101.03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574515134

5 童話 翻譯 沒有人怪你
宮川比呂文；藤田陽生子圖；朱燕翔

譯
東方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575709648

6 童話 翻譯 不信你去問獅子 竹子文子文；高畠純圖；蘇懿禎譯 東方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575709655

7 故事 創作
水牛悠尾的煩惱：臺灣陸橋動物群的歷

險記
王宇清文；邱千容圖

新北市立十三行

博物館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00 9789860309386

8 故事 創作 天母東路的奇幻少女 溫小平作；恩佐繪圖 幼獅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5748616

9 故事 改寫 虹從那裡來 蘇樺作；洪義男繪圖 幼獅 101.01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575748524

10 童詩 編著
蝴蝶‧豌豆花：中國經典童詩

金波詩歌主編；蔡皋繪畫主編 維京 101.03 國小中年級 280 9789866310676

11 故事 創作 狒狒的面具店 王文華文；尤淑瑜圖 小螢火蟲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180 9789865941062

12 故事 創作 不一樣的寒假作業 鄒敦怜文；王達人圖 螢火蟲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6372759

13 故事 創作 雨耳朵 謝鴻文作；吉娜兒繪 聯經 101.03 國小中年級 240 9789570839678

14 故事 創作 快樂豬學校(上) 丁勤政文；九子圖 小兵 101.01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6544972

15 故事 創作 快樂豬學校(下) 丁勤政文；九子圖 小兵 101.01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6544989

16 童話 創作 月亮情人 陳碏文；徐至宏圖 小兵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6544873

2.文學讀物B組（單冊）：69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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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學讀物B組（單冊）：69冊

17 故事 創作 廁所幫少年偵探7《芒果冰棒日報》事件 林佑儒著；姬淑賢繪圖 小魯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112816

18 故事 翻譯 明天是豬日 矢玉四郎作.繪；周姚萍譯 小魯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13011　

19 故事 翻譯 友情慕斯的魔力 安晝安子作；蕘合譯 東雨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865995041

20 故事 翻譯 出怪招的斯莫爾老師
丹‧古特曼文；吉姆‧佩洛特圖；梁

桂銀譯
東雨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5995003

21 故事 翻譯 IQ名偵探1  尋找不在場證明 深澤美潮文；山田J太圖；蕘合譯 東雨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390838

22 故事 翻譯 魔力體育1 游泳的魔力 次良丸忍文；胡慧文譯 東雨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200 9789865995034

23 故事 翻譯 魔女的魔法僕貓 安晝安子文.繪；蕘合譯 東雨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6390951

24 故事 翻譯 童話森林2 美味的床邊故事(上)
賈克琳‧波維等文；弗朗索瓦‧盧葉

圖；王惠萱譯
東雨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499 9789865995096

25 故事 翻譯 童話森林2 美味的床邊故事(下)
賈克琳‧波維等文；弗朗索瓦‧盧葉

圖；王惠萱譯
東雨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499 9789865995102

26 傳記 翻譯 生命的第二個機會 馬武寶著；鍾尚熹譯 時報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1354774

27 故事 創作 大寶巨人倒楣鳥 林哲璋著；宗大筠繪 玉山社 100.12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2940068

28 童詩 翻譯 每一種料都加 謝爾．希爾弗斯坦文.圖；鄭小芸翻譯 玉山社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9 9789862940167

29 故事 創作 誰是天使？ 張曉風著；Kai圖 九歌 101.04 國小高年級 260 9789574448234

30 故事 創作
美少年之夢

管家琪著；劉彤渲圖 九歌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4448128

31 故事 創作 來自司馬家的求救信 張友漁文；查理宛豬圖 四也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6039188

32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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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2414743

33 故事 創作 動物狂想曲4  祕密小兔 張友漁文；陳盈帆圖 天下雜誌 101.01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241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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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故事 創作 動物狂想曲5  龍弟下凡 張友漁文；陳沛珛圖 天下雜誌 101.01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2414590

35 故事 創作 機器人大逃亡 鄭丞鈞文；游智光圖 天下雜誌 101.06 國小高年級 300 9789862415399

36 故事 改寫 南柯一夢 謝武彰文；葉祐嘉圖 天下雜誌 101.01 國小中年級 220 9789862414569

37 故事 改寫 狐狸金杯 謝武彰文；葉其典圖 天下雜誌 101.01 國小中年級 200 9789862414545

38 故事 翻譯 魯道夫和可多樂 齊藤洋文；杉浦範茂圖；王蘊潔譯 天下雜誌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415009

39 故事 翻譯 魯道夫‧一個人的旅行 齊藤洋文；杉浦範茂圖；王蘊潔譯 天下雜誌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415030

40 故事 翻譯 星期天的自然教室
村上詩子文；田中六大圖；張桂娥譯

天下遠見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9568

41 故事 翻譯 星期天的音樂教室
村上詩子文；田中六大圖；張桂娥譯

天下遠見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9544

42 故事 翻譯 吹夢巨人
羅德‧達爾著；昆丁‧布雷克繪；劉

清彥譯
天下遠見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169391

43 故事 翻譯
小野狼與大紅帽

瓦萊莉•哲納堤著；九子繪；孫智綺

譯
天下遠見

101.04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2169179

44 故事 翻譯 火車頭1414大冒險
弗利德里希•費爾德著；羅爾夫•雷

堤希繪；李紫蓉譯
天下遠見 101.04 國小中年級 200 9789862169186

45 故事 翻譯
請祝福這隻老鼠 露薏絲•勞瑞著；艾瑞克•羅曼繪

天下遠見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2168875

46 故事 創作
青蛙探長和小狗探員 哲也文；阿尼默圖

天下遠見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9513

47 傳記 翻譯 閃亮的籃球新星：林書豪
詹姆斯•巴克利文；陳威達圖；區國

強譯
天下遠見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2169704

48 傳記 編著
台灣的驕傲：12個把台灣推向世界的精

采人物
中國時報編輯部製作團隊作 天下遠見 100.12 國中 360 9789862168677

49 故事 翻譯
我的小猴子 烏爾文‧尼爾森文

天下遠見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6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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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故事 翻譯 聖獸戰士4  旋風半人馬太古斯 亞當‧布萊德作；許恬寧譯 木馬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200281

51 童話 創作 溼巴答王國：萬夫莫敵鳥 岑澎維文；張倩華圖 小熊 101.03 國小低中年級 200 9789868794238

52 故事 翻譯 偵探男孩 唐納‧索伯著；蔡文雄譯；T-Bone繪 小熊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 210 9789868794283

53 傳記 翻譯 甘地與我 威廉•夏伊勒著；高紫文譯 左岸 101.06 國中 350 9789866723698

54 故事 翻譯 星光照亮我的心
亞歷士•羅維拉，法蘭西斯科•米拉

雷斯著；顏湘如譯
遠流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573269656

55 傳記 翻譯 小狗星期二
路易斯•卡洛斯•蒙塔望，布雷•威

特著；張茂芸譯
遠流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3269809

56 傳記 翻譯 上場！林書豪的躍起 提摩西•戴倫波著；江坤山等譯 遠流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573269731

57 故事 翻譯
爸爸與綠油油龍 

王奎燮作；李元宇插畫；劉芸譯 我的 101.05 國小高年級 200
9789868697195

58 故事 翻譯
石器時代的孩子們

全多蓮作；李雄煥插畫；廖珮如譯 我的 101.05 國小高年級 200
9789868819641

59 故事 翻譯
彎月池塘的水獺 

韓萬榮作；李柱祿插畫；徐鳳擎譯 我的 101.05 國小高年級 200
9789868819610

60 童話 創作 高樓上的小捕手
林世仁，陳素宜，方素珍，王淑芬，

麥莉，陳昇群著；查理宛豬等圖
國語日報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7516398

61 童話 創作 小海貝的彩虹船
周銳，陳素宜，劉燕琍，杜紫楓，呂

玫芳，林淑芬著；徐建國等繪
國語日報 101.03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7516367

62 故事 創作 小女生Everyday 王文華文；曲敬蘊圖 國語日報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40 9789577516138

63 故事 創作 十二歲的魔法
張淑慧，林芳妃，吳洲星，丁勤政，

黃振寰，劉玉玲著；九子等圖
國語日報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7516268

64 故事 創作 手絹上的花田 安房直子文；許文綺圖；彭懿譯 信誼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1614359

65 故事 創作 我把爸爸養在魚缸裡 彭懿文；阿咧圖 信誼 101.06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161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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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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學讀物B組（單冊）：69冊

66 故事 翻譯 蛇和蜥蜴：不吵不相識
喬伊•考莉文；蓋文•畢夏普圖；黃

聿君譯
青林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862740712

67 童話 創作 願望小郵差 王宇清文；吳雨蓁圖 小熊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190 9789868794207

68 散文 創作
生命的出口：殘障之父謝樂廷神父的修

道人生
陳彩美著 新銳 101.05 國中 250 9789866094644

69 童話 翻譯 愛麗絲漫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原著；海貝卡．朵特

梅繪畫；林則良譯
繆思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00 978986602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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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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美術 翻譯 我看見了色彩：亞伯斯的故事
娜塔莎‧溫作；朱莉亞‧布雷肯雷德繪；

馬筱鳳譯
典藏藝術家庭 101.03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6049064

2 衛教 編著 哈啾！哈啾！過敏村 周正成文；吳怡蒨故事腳本.繪圖 原水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6379734

3 作文 創作 作文好好玩：讀寫結合[高級] 管家琪，房科劍作；吳嘉鴻繪圖 幼獅 101.04 國小高年級 280 9789575748678

4 科學 創作 大家來破案Ⅲ 陳偉民作；米糕貴繪 幼獅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575748630

5 歷史 翻譯 千萬不要上街爭取婦女投票權
費歐娜‧麥當諾文；大衛‧安契姆圖；張

毅瑄譯
明山書局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6384189

6 歷史 翻譯 千萬不要搭乘史上第一艘潛艇
伊恩‧葛拉翰文；大衛‧安契姆圖；黃意

翔譯
明山書局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6384127

7 百科 翻譯 幾點鐘去看牙比較不會痛？ 郎伽‧優哥希瓦著；姬健梅譯 先覺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341859

8 百科 翻譯 激盪創意、啟發思考的99個問答 郎伽‧優哥希瓦著；姬健梅譯 先覺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341897

9 數學 翻譯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23堂數學課
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利士成，太田

文著；韓雅若譯
世茂 101.03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6097447

10 美術 翻譯 一個人的城市散步素描 山田雅夫著；黃郁婷譯 世茂 101.06 國中 260 9789866097430

11 動物 翻譯 與實物等大 動物園1
小宮輝之審定；福田豐文照片；柏原晃夫

圖；高岡昌江文；宋碧華翻譯
臺灣麥克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699 9789862034200

12 社會 翻譯 城堡：中世紀家園保衛戰 Olivia Brookes文；Inklink，Firenze圖 啟思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58  9789861822327

套書共10

冊，668

元/套，

不分售

13 昆蟲 編著 蟲學與蟲藝：昆蟲文物特展專輯 歐陽盛芝，楊平世，李子寧著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0.12 國中 500 9789860312256

14 美術 編著 鄭明進爺爺珍藏的世界兒童畫 鄭明進著 雄獅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380 9789574741311

15 百科 創作 長大後，你想做什麼？ 劉宗銘作 聯經 101.06 國小中年級 380 9789570840131

16 數學 翻譯 雙胎胞兄弟 劉瑛素作；朴英美繪；楊曉惠譯 聯經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570839074

17 數學 翻譯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崔云靜作；申嫻靖繪；唐忠勤譯 聯經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570839081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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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88冊

18 數學 翻譯 小健的蔬菜 金盛恩作；朴志勳繪；唐忠勤譯 聯經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570839036

19 數學 翻譯 時間的故事 申惠恩作；趙藝貞繪；唐忠勤譯 聯經 101.01 國小低年級 299 9789570839043

20 數學 翻譯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申智云作；白勝任繪；甄珠莉譯 聯經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570839012

21 哲學 編著 小四愛作怪之 挑戰孔夫子 阿德蝸文；任華斌圖 小兵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88043

22 健康 創作 愛喝飲料的拉拉薩國 欣欣文；嚕嚕圖 小兵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140 9789866544941

23 環保 創作 玉山的新外套 鄭宗弦文；劉旭恭圖 小兵 100.12 國小低中年級 140 9789866544842

24 動物 創作 水鴨南渡大隊 陳正恩文；葉懿瑩圖 小兵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190 9789865988050

25 文藝 創作
帶著童書去旅行：日本繪本美術館、

圖書館之旅
謝依玲著 天衛 101.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574903481

26 動物 翻譯 動物的顏色 貝絲‧費汀文；張東君譯 小魯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2892

27 美術 翻譯 阿丹的天使：美術館偵探記
亞歷山卓‧斯特吉斯文；蘿倫‧柴爾德

圖；郭建華譯
小魯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2112861

28 作文 創作 作文怪獸我最愛 林滿秋文；劉鎮豪圖 小魯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12847

29 健康 翻譯 健康飲食的101個問題
克勞斯‧萊茲曼著；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

系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101.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0526776

30 工藝 翻譯 玩具醫院 笠野裕一文.圖；吳枝美譯 阿爾發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868726338

31 美術 創作
好樣！前刀糸氏：剪出食衣住行新風

格
前刀糸氏文.圖 究竟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1371481 附光碟

32 數學 翻譯
啟發每個人的數學小書：愛因斯坦愉

悅推薦，經典長銷70年

莉莉安‧李伯著；休‧李伯繪；洪萬生，

英家銘譯
究竟 101.06 國中 250 9789861371559

33 美術 翻譯 拿起剪刀就會剪！超豐富剪紙圖案296小崎珠美作；侯詠馨譯 瑞昇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185793 附光碟

34 建築 翻譯 超高層大樓建築奧秘 尾島俊雄，小林昌一，小林紳也作；呂丹芸瑞昇 101.06 國中 280 9789865957032

35 地理 翻譯 神秘極地！南極‧北極大探究 神沼克伊作；蘇聖翔譯 瑞昇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6185809

36 哲學 翻譯 自由，是什麼呢？ 奧斯卡‧柏尼菲文；菲德烈‧雷貝納圖 米奇巴克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621512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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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88冊

37 哲學 翻譯 幸福，是什麼呢？ 奧斯卡‧柏尼菲文；凱薩琳‧莫里絲圖 米奇巴克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6215131

38 繪畫 翻譯 野村重存「水彩寫生」教科書 野村重存著；楊鴻儒譯 三悅 101.01 國中 320 9789866180842

39 地理 創作
地理課沒教的事：用Google Earth大

開眼界
廖振順著 時報 101.03 國中 300 9789571355191

40 地理 創作
零下任務：臺灣科學界第一次南極長

征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著 時報 101.03 國中 300 9789571355504

41
學習

法
翻譯 記憶人人hold得住 喬許‧佛爾著；謝佩妏譯 橡樹林 101.03 國中 360 9789866409332

42 植物 編著 種子盆栽：隨手撿、輕鬆種 綠摩豆，黃照陽著 晨星 101.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1775517

43 植物 編著 台灣民族植物圖鑑 鍾明哲，楊智凱著 晨星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90 9789861775906

44 動物 編著 台灣淡水及河口魚圖鑑 周銘泰，高瑞卿著 晨星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90 9789861775449

45 動物 翻譯 你今天睡飽了沒？ 福田幸廣文字.攝影；張東君譯 大田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1792408

46 交通 創作 世界高速鐵路百科 蘇昭旭著 人人 101.01 國中 600 9789866435812

47 禮儀 翻譯 喂！你懂不懂禮貌？：禮貌的重要
伊莉莎白‧佛迪克，潘蜜拉‧艾斯佩藍

作；史堤夫‧馬克繪；江加文譯
飛寶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6701726

48 禮儀 翻譯 喂！你到底好了沒？：今日事今日畢
伊莉莎白‧佛迪克，潘蜜拉‧艾斯佩藍

作；史堤夫‧馬克繪；江加文譯
飛寶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6701719

49 禮儀 翻譯 喂！不要再吵啦！：學習和家人相處
伊莉莎白‧佛迪克，詹姆士‧克里斯作；

史堤夫‧馬克繪；江加文譯
飛寶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6701702

50 禮儀 翻譯
喂！注意你的行為！：別生活得像個

山頂洞人

伊莉莎白‧佛迪克作；史堤夫‧馬克繪；

江加文譯
飛寶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6701740

51
科學

創作 科學好好玩 王元容作；郭世埈攝影；張振松插圖 親親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907

52
植物

創作 瓜瓜樂
何佳芬作；達志影像圖片提供；林傳宗插

圖
親親 101.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801921

53 昆蟲 創作
觀螢．賞蝶．覓蟲：台灣旅遊景點賞

蟲趣
楊平世著；何健鎔攝影 健行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60 9789866798450

54 動物 翻譯 狗狗學問大
德斯蒙德‧莫里斯著；王竹君攝影；黃建

仁譯
商周 101.06 國中 300 978986272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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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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88冊

55 健康 翻譯
別讓房子毒害你：簡單方法遠離居家

健康隱形殺手

麥倫‧汶茲，戴夫‧汶茲，唐娜‧K‧華

勒斯合著；陳志民譯
商周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2721650

56 昆蟲 翻譯 昆蟲森林1  相撲大賽 多田智文.圖；張東君譯 天下雜誌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415283

57 昆蟲 翻譯 昆蟲森林2  游泳比賽 多田智文.圖；張東君譯 天下雜誌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415290

58 氣象 翻譯 神奇樹屋小百科13  龍捲風與颶風
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文；薩

爾‧莫多卡，吳健豐圖；劉藍玉譯
天下遠見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2169353

59 動物 翻譯 公的還是母的？ 動物比較圖鑑
今泉忠明監修；高岡昌江文；友永太郎

圖；張東君譯
天下遠見 100.12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2168684

60 生物 翻譯 上山種下一棵樹 杉山佳奈代文.圖；蘇楓雅譯 天下遠見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169490

61 昆蟲 創作 昆蟲臉書 黃仕傑著 天下遠見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2168868

62 昆蟲 創作 台灣昆蟲教室 朱耀沂文.繪圖；林韋宏攝影 天下遠見 100.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00

9789862168622

63 史地 翻譯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安娜‧克雷邦著；伊恩‧麥克尼繪；區國

強譯
天下遠見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2169162

64 昆蟲 創作 昆蟲記中記 楊維晟著 天下遠見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2169582

65 昆蟲 創作 跟著節氣賞蝶去 施信鋒著 天下遠見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2169155

66 英文 翻譯
聚焦英語演說：遇見偉大的聲音／感

動世界的聲音【合輯】
Cosmos Language Workshop編著 寂天 101.01 國中 399 9789861849577 附MP3

67 人際 翻譯 請你聽我這樣說：完美的傾聽與表達 Mortimer J. Adler著；林喬濱譯 寂天 101.05 國中 320 9789861849973

68  歷史 翻譯 革命的年代：風雲變色的晚清七十年 雷頤著 遠足 101.03 國中 360 9789866731976

69  地理 創作
新聞地理：完全看懂時事的20堂地理

課

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團隊教

師群著
遠足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5967185

70 環保 翻譯
環保一年不會死！ 不用衛生紙的紐

約客減碳生活日記
柯林‧貝文著；謝維玲譯 野人 101.01 國中 330 9789866158766

71
人類

學
翻譯 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露絲‧潘乃德著；陸徵譯 遠足 101.05 國中 360 9789865967086

72 文字 編著 常見錯別字辨正辭典 蔡榮圳著 商周 101.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99 978986628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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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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88冊

73 飲食 編著
福氣菜香滿客庄：第一屆全國客家福

菜節
鍾萬梅企劃

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
100.12 國中 350 9789860312416

74
人文

地理
編著 凝視頭份：張阿祥 張阿祥攝影；黎振君撰文

客家委員會客家

文化發展中心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80 9789860304848

全套2,280

元共6冊

75 健康 翻譯 我是刷牙高手 李允正文；李芝殷圖；邱敏瑤譯 上人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2122006

76 環保 翻譯 魔法校車12 氣候大變遷
喬安娜‧柯爾文；布魯斯‧迪根圖；陳采

瑛譯
遠流 101.04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3269526

77 醫學 翻譯 法醫才看得到的人體奧祕 上野正彥著；陳嫺若譯 如果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006098

78 百科 編著 讀報看天下2011 吳啟綜等撰寫 國語日報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00 9789577516329

79 文字 創作 有趣的中國文字 陳正治著；洪義男圖 國語日報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7516244

80 社會 編著 遇見鈔票  歐洲館 莊銘國著 書泉 101.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1215600

81 理財 翻譯 學校沒教的用錢百科 艾文‧霍爾作；余欲弟譯 青林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00 9789862740767

82 動物 翻譯 黑熊 米田一彥文；田中豐美圖；黃郁文譯 青林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651

83 百科 翻譯 全世界都是洞 克萊爾‧迪迪埃著；羅蘭‧拉里格繪 風車 101.0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232187

84 美術 翻譯 玩具總動員3的動漫藝術 查爾斯‧索羅門著；葉佳怡譯 稻田 101.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980 9789866749889

85 行銷 翻譯 日本長銷商品的發想力 齋藤孝著；吳欣璇譯 稻田 101.04 國中 240 9789866749957

86 動畫 翻譯 迪士尼的劇本魔法 傑森‧瑟瑞爾著；林欣怡譯 稻田 100.12 國中 250 9789866749919

87 動物 創作 尋熊記：我與台灣黑熊的故事 黃美秀著 遠流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30 9789573269977

88 昆蟲 翻譯 昆蟲迷宮
香川元太郎文.圖；監修小野展嗣；朱耀沂

審訂；蕭照芳譯
天下遠見 101.03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86216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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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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翻譯 風中的梵谷
齊亞拉‧洛薩尼文；歐塔維雅‧莫納可圖；

倪安宇譯
典藏藝術家庭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049156

2 翻譯 找回我的帽子 雍‧卡拉森文.圖；柯倩華翻譯 三之三 101.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7295859

3 翻譯 書是什麼東西？ 柯蘿愛•勒支埃文.圖；徐素霞翻譯 三之三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7295873

4 翻譯 殼斗村的帽子店 中屋美和文.圖；林真美翻譯 維京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310737

5 翻譯 叩叩叩，請問可以借住一晚嗎？ 小出淡文；小出保子圖；林家羽譯 大穎 100.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6407796

6 翻譯 花媽媽的大紅布
名取之津文圖；米雅翻譯

道聲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6205545

7 翻譯 凱茲太太和小屁屁
派翠西亞‧波拉蔻文.圖；劉清彥譯

道聲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866205538

8 翻譯 大棕熊的冬眠小屋
約翰‧尤曼文；昆丁‧布雷克圖；劉清彥譯

道聲 101.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6205460

9 翻譯 那邊阿嬤和這邊阿嬤
須藤麻江文；前田真由美圖；米雅譯

道聲 100.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6205422

10 創作 蘋果甜蜜蜜 陳盈帆圖.文 聯經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570839425

11 創作 旗魚王 李如青圖.文 聯經 101.01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570839395

12 創作 看不見 蔡兆倫文.圖 小兵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544934

13 創作 鮭魚大王 施政廷文.圖 小兵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544927

14 翻譯
噓！

何敏楓文；荷莉•米德圖；嚴淑女譯 小魯 101.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12991

15 翻譯 和平樹 貞娜‧溫特文.圖；沙永玲譯 小魯 101.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2687

16 翻譯 青蛙與男孩 蕭袤文；陳偉，黃小敏圖 小魯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12960

17 翻譯 狐狸忘記了 馬丁‧巴茲賽特文.圖；林美琪譯 小魯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2724

18 創作 誕生樹 陶樂蒂文.圖 小魯 101.03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2112779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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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63冊

19 翻譯 動物外套捉迷藏 石川浩二文.圖；劉握瑜譯 小魯 101.01 學齡前 249 9789862112595

20 翻譯 小小國王 三浦太郎作；鄭明進譯 小魯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12649

21 翻譯 聰明的變色龍
默威‧哈迪希文；艾德利恩‧坎納威圖；張

劍鳴譯
阿爾發 101.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30 9789868726345

22 翻譯 提姆和大個兒 艾德華‧阿迪卓恩文.圖；林真美翻譯 米奇巴克 101.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215117

23 創作 喔？有個東西掉了 高木海鼠文；田中宇佐圖；艾宇譯 讀家 101.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8762640

24 翻譯 我和我的影子
彼德‧馮奧德賀斯登作；伊莎貝拉‧馮德阿

貝拉繪；林敏雅譯
讀家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8762657

25 創作 擁抱 幾米作 大塊 101.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133408

26 創作 安靜也可以美麗 黃立佩文.圖 和英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6608445

27 創作 很慢很慢的蝸牛 陳致元作 和英 100.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20 9789866608391 附光碟

28 創作 紅蘋果 謝明芳文；林小杯圖 愛智 100.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95 9789576083785

29 翻譯 不要叫我秀子 於保誠圖.文；艾宇譯 玉山社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298 9789862940235

30 翻譯 愛遲到的布穀鳥 路易斯‧斯洛巴德金文.圖；林真美譯 阿布拉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8750357

31 翻譯 東88街上的那棟房子 伯納‧韋柏文.圖；黃又青譯 阿布拉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8750340

32 翻譯 有隻鳥在你頭上！ 莫威樂文.圖；王欣榆譯 格林 101.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80 9789861893358

33 翻譯 再見小紅帽 費里奇文；英諾桑提圖；徐意筑譯 格林 101.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1893471

34 翻譯
小豬節快樂！

莫威樂文.圖；王欣榆譯 格林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80 9789861893488

35 翻譯 小熊蜜蜜  小熊蜜蜜的家 相原博之文；足立奈實圖；陳珊珊譯 天下雜誌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2414491
一套3冊，599

元，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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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類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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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翻譯 小熊蜜蜜  小熊蜜蜜要過冬 相原博之文；足立奈實圖；陳珊珊譯 天下雜誌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2414507
一套3冊，599

元，不分售

37 翻譯 小熊蜜蜜  小熊蜜蜜的花園 相原博之文；足立奈實圖；陳珊珊譯 天下雜誌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2414514
一套3冊，599

元，不分售

38 翻譯 沒關係，沒關係 伊東寬文.圖；黃雅妮譯 天下雜誌 101.03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414859

39 創作 希望小提琴 幸佳慧文；蔡達源圖 天下遠見 101.05 國小中高年級 360 9789862169438

40 翻譯
再見，襪子兔！ 班傑明‧修德文.圖；蔡心儀譯

天下遠見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862168707

41 翻譯 四隻腳，兩隻鞋
凱倫‧威廉斯，卡桌拉‧穆罕默德文；道格

‧查伊卡圖；陳雅茜譯
天下遠見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69643

42 翻譯
蠟筆小黑的神奇朋友 中屋美和文.圖；米雅譯

天下遠見
101.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2168837

43 翻譯 加拉巴哥巨龜 海貝卡‧朵特梅文.圖；程俊華譯 繆思 101.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026072

44 翻譯 你在做什麼? 瑪麗-露易絲蓋伊文.圖；賴青萍譯 神燈 101.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6050091

45 翻譯 愛是什麼？
大衛‧卡利文；安娜蘿拉‧坎東圖；楊雯珺

譯
遠流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3269786

46 創作 老樹之歌 劉克襄文；阿桂圖 遠流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299 9789573269670

47 翻譯
好想好想跟你說！

莫威樂文.圖；王欣榆譯 格林 101.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80 9789861893495

48 翻譯
下一站，紅氣球

山田和明文.圖；徐意筑譯
格林

101.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1893327

49 翻譯 抱抱！
麥當諾文.圖；李美妮譯

格林
101.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1893211

50 創作 愛畫畫的詩 林芳萍文；林小杯圖 信誼 101.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1614465

51 翻譯 數字在哪裡 五味太郎文.圖；上誼編輯部譯 上誼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57762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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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翻譯 三頂帽子幾個人 五味太郎文.圖；陳珊珊譯 上誼 101.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757625151

53 翻譯 變色龍捉迷藏 米津祐介文.圖；上誼編輯部譯 上誼 100.12 學齡前 220 9789577625083

54 翻譯 好安靜的書
蒂波拉‧安德伍德文；雷娜塔‧麗斯卡圖；

林良譯
上誼 101.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577625120

55 翻譯 你醒了嗎？ 蘇菲‧布萊克沃文.圖；黃迺毓譯 上誼 101.06 學齡前 220 9789577625236

56 翻譯 森林裡的蛋糕賊 鄭宗瓊作 上誼 101.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577625212

57 翻譯 卡梅拉系列1 想去看海的卡梅拉
克利斯提昂．裘利伯瓦文；克利斯提昂．杭

立克圖；賈翊君譯
上誼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175

本套書5冊不

分售750元

58 翻譯 卡梅拉系列3 我弟弟出生的那一天
克利斯提昂．裘利伯瓦文；克利斯提昂．杭

立克圖；賈翊君譯
上誼 101.04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205

本套書5冊不

分售750元

59 翻譯 卡梅拉系列5 雞舍裡的大騷動
克利斯提昂．裘利伯瓦文；克利斯提昂．杭

立克圖；賈翊君譯
上誼 101.05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168

本套書5冊不

分售750元

60 創作 走，去迪化街買年貨 朱秀芳文; 陳麗雅圖 青林 100.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552

61 創作 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 何雲姿文.圖 青林 101.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740644

62 翻譯 颱風來了 宮越曉子文.圖; 游珮芸翻譯 青林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743

63 創作 荷花池 陳麗雅文.圖 青林 101.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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