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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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晴天就去圖書館吧！ 綠川聖司文；王華懋譯 青林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862741061

2 小說 翻譯 黃昏堂便利商店 村山早紀著；涂祐庭譯 健行 102.02 國中 260 9789866798603

3 小說 翻譯 少年CEO
石惠媛著；韓相言繪；張琪

惠譯
天培 102.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385346

4 散文 創作 夢中的餅乾屋（增訂新版） 琦君著 九歌 102.04 國中 280 9789574448753

5 小說 創作 流淚的白楊樹 余雷著；李月玲圖 九歌 101.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4448562

6 散文 編著 地球的心跳 廖鴻基主編 幼獅文化 102.06 國中 230 9789575749088

7 散文 創作 林良爺爺憶兒時 林良文；鄭明進繪圖 幼獅文化 102.05 國小高年級 260 9789575749040

8 小說 創作 金波小綠人1：追蹤小綠人 金波著 龍圖騰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160 9789865981723

9 散文 創作 油條報紙‧文字夢 李潼著 國語日報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7516800

10 小說 創作 一個女孩 陳丹燕著 國語日報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7516879

11 小說 創作 雙面獵犬 沈石溪著 國語日報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7516930

12 散文 創作 拉拉的自然筆記 嚴淑女文；郭惠芳圖 天下雜誌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2416693

13 小說 翻譯 龍的矮桌
朝比奈蓉子文；金沢毬子

圖；黃碧君譯
天下雜誌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6655

14 小說 創作 家在萬重星外 山鷹文；簡嘉誠圖 天下雜誌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7119

15 小說 創作 悶蛋小鎮 張友漁著 天下雜誌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417201

16 小說 翻譯 迷走遊戲
薇薇安．凡德．維爾德著；

小瓶仔圖；呂奕欣譯
博識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6104299

1.文學讀物A組（單冊）：入選30冊，套書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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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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讀物A組（單冊）：入選30冊，套書從缺。

17 小說 翻譯 諾貝爾大師短篇小說選
泰戈爾等著；張子樟編譯；

江長芳繪
天下遠見 102.01 國中 300 9789863201113

18 小說 翻譯 媽媽向前跑
賽維爾-勞倫‧佩提文；陳狐

狸圖；孫智綺譯
天下遠見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3201328

19 小說 翻譯 追鷹的孩子 吉兒．露薏絲著；黃聿君譯 天下遠見 102.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3201717

20 小說 翻譯 西岸三部曲II：沉默之聲
娥蘇拉‧勒瑰恩著；蔡美玲

譯
繆思 102.01 國中 300 9789866026362

21 小說 創作 四時迴轉歌 許芳慈著；陳狐狸繪 繆思 102.04 國中 280 9789866026423

22 小說 翻譯 就算爺爺忘記了
大塚篤子文；心美保子圖；

李美惠譯
遠流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3271888

23 小說 翻譯 熊行者首部曲1：熊族出任務 艾琳．杭特著；周怡伶譯 遠流 102.02 國中 260 9789573271345

24 小說 創作
大龍燈vs.小星燈：我和我家

的外籍看護
鄭宗弦著；林純純繪 東方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5709839

25 小說 翻譯 阿柑的才藝表演
莎拉‧潘尼培克作；瑪拉‧

弗拉季繪；黃琪瑩譯
東方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5709785

26 小說 翻譯 夏日之傘 麗莎‧葛瑞芙作；何修宜譯 東方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5709891

27 小說 翻譯 記憶傳承人 露薏絲‧勞瑞著；鄭榮珍譯 東方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5709853

28 小說 翻譯 歷史刺繡人 露薏絲‧勞瑞著；朱恩伶譯 東方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5709907

29 小說 翻譯 草間彌生×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羅作；草間彌生

繪；王欣欣譯
麥田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700 9789861739151

30 小說 翻譯 老人與海 海明威著；楊照譯 麥田 102.04 國中 250 978986173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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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類別 類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適讀年級

每冊

定價
ISBN

1 故事 創作 青蛙青蛙呱呱呱 王文華文；麻三斤圖 小螢火蟲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5941383

2 故事 創作 從前從前有個胖臉兒 王文華文；麻三斤圖 小螢火蟲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5941536

3 故事 創作 心中有晴天 林麗麗文；陳慧縝圖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41628

4 故事 創作 轉學生亞美 鄒敦怜文；翁紹宜圖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41659

5 故事 翻譯 璀燦愛心禮服 安晝安子著.繪；蕘合譯 東雨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5995232

6 故事 翻譯 露露菈菈的禮貌鬆餅 安晝安子文.圖；蕘合譯 東雨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865995294

7 故事 翻譯 女王的紫色魔法 安晝安子作；胡慧文譯 東雨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5995379

8 故事 翻譯 露露菈菈的湯圓甜點 安晝安子文.圖；蕘合譯 東雨 102.06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865995423

9 故事 翻譯 魔力體育. 2, 馬拉松大賽
次良丸忍作；琴月綾圖；胡

慧文譯
東雨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5995362

10 故事 編著 藝術大師來敲門 游文瑾文；李昱町圖 慈濟人文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644849

11 紀實性文學 創作 翠巒微風 周翠微口述；葉文鶯執筆 慈濟人文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0 9789868815971

12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原住民學生，你好棒！ 梁明輝著 布克文化 102.02 國中 250 9789866278723

13 紀實性文學 創作 裡台灣 劉克襄著 玉山社 102.06 國中 399 9789862940549

14 故事 創作 貓村開麥拉 陳榕笙文；周瑞萍圖 四也 102.03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6039294

15 詩與韻文 編著 飛入兒童詩的世界 林加春著 秀威少年 102.06 國小高年級 350 9789868908093

16 故事 翻譯 猴可愛去爬山 伊東寬文.圖；周姚萍譯 推守文化 101.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80 9789865883027

17 故事 創作 童話飛進名畫裡 林世仁作；蘇意傑繪 典藏藝術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6049330

18 故事 編著 九歌101年童話選 許建崑主編 九歌 102.03 國小高年級 320 9789574448722

19 紀實性文學 翻譯
希望之翼：倖存的奇蹟，以及

雨林與我的故事

茱莉安．柯普科著；林資香

譯
橡樹林 102.03 國中 380 9789866409523

20 故事 創作 出走 賴小禾作；徐至宏圖 幼獅文化 102.03 國小高年級 220 9789575748982

21 故事 創作 我家的神鬼老大 鄭宗弦文；大尉圖 小兵 101.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988203

22 故事 改寫 古靈精怪：花魂 陳碏文；葉懿瑩圖 小兵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5988302

23 故事 創作 脫線黑線三條線 謝鴻文文；蔡兆倫圖 小兵 101.12 國小中年級 190 9789865988227

24 故事 創作 蜘蛛老大毒天王 鄭宗弦文；九子圖 小兵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5988289

25 故事 創作 天啊！剃光頭？ 楊寶山文；法蘭克圖 小兵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5988272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8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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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83冊。

26 故事 創作 偷養一隻貓 林淑玟文；鰻魚蛋圖 小兵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865988296

27 故事 翻譯 想飛的母雞
黃善美文；金歡泳圖；曹玉

絢譯
聯經 102.04 國小高年級 290 9789570841480

28 故事 創作 小兔子的奇怪阿嬤 信子文.圖 聯經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180 9789570841275

29 紀實性文學 創作 麵包大師─吳寶春的故事 謝文賢著；張清龍圖 文經社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576636875

30 故事 創作 鸚鵡阿慢 黃文輝著；吳若嫻圖 康軒文教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1517452

31 故事 創作 夸弟的鼻孔 蕭逸清著；陳沛珛圖 康軒文教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1517674

32 紀實性文學 翻譯
迪士尼動畫故事大師：喬．格

蘭特與喬．蘭夫特
約翰．坎麥克著；葉佳怡譯 稻田 102.03 國中 750 9789865949129

33 故事 編著 香蕉星太空船 王文華等作；九子等繪 國語日報 102.01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577516657

34 故事 編著 歡迎光臨我的博物館 劉旭恭等作；劉旭恭等繪 國語日報 102.01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577516640

35 故事 創作 年獸阿儺
陳素宜作；葉慧君，黃淑華

繪
國語日報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577516671

36 故事 創作 目連救母
馬景賢，陳昇群作；張振松

，洪義男繪
國語日報 101.12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577516725

37 故事 創作 火頭僧阿二
管家琪，馬景賢作；梁淑玲

，卓昆峰繪
國語日報 101.12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577516749

38 故事 創作 不乖童話 王淑芬著；賴馬圖 國語日報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7516909

39 故事 創作 蒼蠅螞蟻讀心術 吳俊龍等著；楊麗玲等繪 國語日報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7516664

40 紀實性文學 創作 9個萬分之一的相聚

袁鵬偉，顧潔如，陳道怡，

劉家幗，羅揚，李淑惠，賴

志銘，尤文瀚，蘇瑞臻作

張老師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6938061

41 故事 改寫 中山狼傳 謝武彰文；游智光圖 天下雜誌 102.06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417256

42 故事 改寫 天下第一蟀 謝武彰文；林芷蔚圖 天下雜誌 102.06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2417232

43 故事 翻譯 十四張不可思議的畫
史蒂芬．金等作；克利斯‧

凡‧艾斯伯格繪
天下雜誌 102.03 國中 450 9789862416662

44 詩與韻文 創作 文字森林海 林世仁詩；唐唐圖 天下雜誌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416419

45 詩與韻文 創作 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 林世仁詩；林小杯圖 天下雜誌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416426

46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在海角天涯，相遇 林心雅，李文堯文.攝影 大塊 102.04 國中 350 978986213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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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冊

定價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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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故事 翻譯 我真的是笨蛋嗎？ 水木茂著；王華懋譯 圓神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1334509

48 故事 翻譯 大貓熊救援行動
瑪麗．波．奧斯本文；吳健

豐圖；張毓如譯
天下遠見 102.06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3201892

49 詩與韻文 翻譯 再見木瓜樹 賴曇荷著；劉嘉路譯 天下遠見 101.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3200734

50 故事 翻譯 妖怪藥局大拍賣
伊藤充子文；伊津野果地

圖；周姚萍譯
天下遠見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0895

51 故事 翻譯 吸墨鬼來了

艾力克‧尚瓦桑文；馬丁‧

馬傑，奧利維‧拉迪圖；孫

智綺譯

天下遠見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3201724

52 故事 翻譯 吸墨鬼來了2：錯字飲料店

艾力克‧尚瓦桑文；馬丁‧

馬傑，奧利維‧拉迪圖；孫

智綺譯

天下遠見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3201946

53 故事 創作 用點心學校4：學生真有料 林哲璋文；BO2圖 天下遠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3201212

54 紀實性文學 編著 追求和平的鋼蘭花：翁山蘇姬 林滿秋編寫；鄭慧荷繪圖 天下遠見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3201922

55 故事 翻譯 我的非洲家人
堀米薰文；小泉留美子圖；

賴庭筠譯
天下遠見 102.06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2134

56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郭瑞祥著 天下遠見 102.04 國中 280 9789863201588

57 紀實性文學 翻譯
親吻獅子的男人：我那無與倫

比的馴獸人生

堤利‧勒波堤耶著 ；羅苑韶

採訪撰稿
平安文化 102.03 國中 280 9789578038585

58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初心 江振誠著 平安文化 102.05 國中 320 9789578038646

59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小梅子在山上 亞力文.攝影 無限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8925502

60 故事 翻譯 星星婆婆的雪鞋
威兒瑪．瓦歷斯著；王聖棻

，魏婉琪譯
野人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5947866

61 紀實性文學 翻譯
杜瑞爾的希臘狂想曲1：追逐

陽光之島

傑洛德．杜瑞爾著；唐嘉慧

譯
野人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865947927

62 紀實性文學 翻譯
杜瑞爾的希臘狂想曲2：酒醉

的橄欖樹林

傑洛德．杜瑞爾著；唐嘉慧

譯
野人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5947934

63 故事 翻譯
最真誠的安徒生童話：轉化與

蛻變

安徒生著；川貝母插畫；李

建興譯
木馬 102.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5829025

64 故事 翻譯
昨天，爸爸很晚回家的原因…

…

市川宣子作；秦好史郎繪

圖；蘇懿禎譯
小熊 102.01 國小中年級 220 978986888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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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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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83冊。

65 故事 創作 多多和吉吉：野餐日 安石榴文；林玲遠圖 小熊 102.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20 9789868883680

66 故事 創作 繪本菸樓 鍾理和文；黃淑英圖

高市府客

家事務委

員會

101.12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0342642

67 紀實性文學 創作
來自天堂的微光：我在史瓦濟

蘭行醫
阿布文.攝影 遠流 102.04 國中 340 9789573271628

68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媽媽教我的事 鄭石岩著 遠流 102.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40 9789573271574

69 故事 翻譯 恐怖亨利和恐怖保母
法蘭西斯卡‧賽門文；東尼

‧羅斯圖；余國芳譯
小魯 102.01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2113479

70 故事 翻譯 倒立的老鼠
珍‧米爾選編；江長芳圖；

趙永芬譯
小魯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862113547

71 詩與韻文 創作 大自然的心聲 林煥彰詩作；林純純繪圖 小魯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113684

72 紀實性文學 翻譯 遇見街貓Bob 詹姆斯．伯恩著；沈憶君譯 晨星 101.12 國中 290 9789861776507

73 故事 翻譯 艾摩與小飛龍的奇遇記

露絲‧史提爾斯‧加內特

著；露絲‧克麗斯曼‧加內

特繪；謝靜雯譯

晨星 102.06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1777160

74 故事 翻譯 兩分鐘的冒險
岡田淳著；吉本繪社繪；葉

韋利譯
晨星 102.04 國小高年級 250 9789861777153

75 紀實性文學 翻譯 絕望的身旁就是希望 柳瀨嵩著；黃穎凡譯 臉譜 102.04 國中 280 9789862352427

76 紀實性文學 翻譯
想要開始去爬山：登山2年級

生
鈴木智子著；陳怡君譯 大田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1792767

77 紀實性文學 翻譯

LOVE&FREE：掉落在世界路

上的一些話語(夢想不會逃走，

逃走的往往只是自己)

高橋步文.攝影；張秋明譯 大田 102.04 國中 250 9789861792835

78 故事 編著
廖玉蕙老師的經典文學：悲歡

離合戲曲故事
廖玉蕙總策畫；洪逸柔撰稿 五南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571169736

79 故事 翻譯 暖爐放寒假
村上詩子作；長谷川義史

繪；李小虹譯
東方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575709846

80 故事 改寫 鄭和下西洋 蘇尚耀改寫 東方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5709747

81 紀實性文學 創作 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 苦苓著.攝影 時報 102.04 國中 300 978957135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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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別 類型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適讀年級

每冊

定價
ISBN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83冊。

82 故事 改寫 彼得潘：經典閱讀&寫作引導 J.M.Barrie著；冷沂改寫 寂天 102.05
國小高年級

220 9789863181026

83 故事 改寫
小氣財神：經典閱讀&寫作引

導
Charles Dickens著；冷沂改寫 寂天 102.05 國小高年級 220 9789863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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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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

定價
ISBN

1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系列1-3 上誼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450 4713482009596

1-1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與消失的圖畫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28

1-2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的夜間任務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35

1-3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與遺失的清單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42

2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系列4-6 上誼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450 4713482009602

2-1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與恐龍郵票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59

2-2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與消失的鑰匙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66

2-3 故事 翻譯 大偵探奈特的雪地奇案
瑪格莉‧沙爾瑪文；馬克‧

西蒙圖；賴慈芸譯
上誼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150 9789577625373

2-1文學讀物B組（套書）：入選2套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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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 創作 海中王者的悲劇 阿德蝸文；康宗仰圖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41505

2 環保 創作 鮭魚還能回家嗎？ 阿德蝸文；法蘭克圖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41512

3 環保 創作 哭泣的海豚灣 阿德蝸文；徐建國圖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941529

4 語文 創作
媽媽的大眼睛：教你不再寫

錯別字的好書
吳貴珠著 螢火蟲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6372971

5 語文 編著 實用量詞用法詞典 賴慶雄編著 小螢火蟲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5941376

6 美術 創作 大耳朵，下聲音
洪金禪撰文.編輯；崔永嬿插

畫
高美館 101.12 國小高年級 500 9789860344585

7 生物 創作 逛逛水族館
何佳芬作；達志影像圖片；

黃雄生插圖
親親 102.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280 9789865964412

8 生物 編著
臺灣「礁」點：東沙環礁特

展專輯
黃淑芳主編 臺博館 101.12 國中 250 9789860352559

9 科學 編著 時空膠囊：琥珀
楊平世、黃憶人、隗振瑜、

蘇憶如作；隗振瑜主編
臺博館 102.04 國中 830 9789860362619

10 百科 編著
全球跑新聞：開拓新視野‧

輕鬆長知識
林采如作；38 two繪 和融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8663886

11 歷史 創作 古早的台灣 杜福安繪著 玉山社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2940433

12 美術 翻譯 手繪城市：畫遍全世界
加百利．坎帕納里奧著；邢

曼雲譯
積木文化 102.01 國中 680 9789866595899

13 社會 翻譯 世界的市集！
依莎貝拉‧佩樂葛妮作；蔡

孟真譯
典藏藝術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6049392

14
百科

飲食
翻譯 世界飲食文化小百科

徐寶泫作；陳維霖，申東根

繪；曹玉絢譯
聯經 102.06 國小高年級 360 9789570841923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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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72冊。

15 哲學 翻譯 領導者與其他人

布莉姬‧拉貝，米歇爾‧布

許文；傑克‧阿薩圖；殷麗

君譯

米奇巴克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30 9789866215209

16 哲學 翻譯 身體與心靈

布莉姬‧拉貝；杜馮布里耶

文；傑克‧阿薩圖；孫智綺

譯

米奇巴克 102.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30 9789866215193

17 繪畫 翻譯
野村重存 水彩寫生戶外體驗

課
野村重存作；楊鴻儒譯 三悅 102.01 國中 320 9789865959401

18 繪畫 翻譯 5堂課學會畫漫畫人物
東京Communication Arts專門

學校監修；高詹燦，劉淳譯
三悅 102.01 國中 280 9789865959449

19 科學 翻譯 用再生能源 打造非核家園
本間琢也，牛山泉，梶川武

信作；高詹燦，黃正由譯
瑞昇 102.05 國中 300 9789865957612

20 科學 創作 貓頭鷹開宴會 楊紅櫻著 龍圖騰 101.12 國小中年級 250 9789868868045

21 建築 創作 裝飾之道 樓慶西著 龍圖騰 102.01 國中 360 9789865981686

22 動物 創作 聶寇妙爵士號的冒險 妙卡卡著 貓頭鷹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621219

23 動物 創作 綠野蛛蹤 楊維晟文.攝影；黃麗珍圖 天下雜誌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417157

24 百科 翻譯
IQ遊戲大百科2：立體移動遊

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秋山仁監修；汪淑玲翻譯 天下雜誌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2416457

25 化學 翻譯
週期表上的魔術師：92個化

學元素變變變

阿德里安‧丁格爾著；艾文

‧夏繪；吳志剛譯
天下雜誌 102.04 國中 420 9789862416914

26 教育 創作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謝其濬文；YINYIN漫畫 天下雜誌 102.05 國中 299 9789862416983

27 教育 創作 給中學生的生涯探索術 謝其濬文；LONLON漫畫 天下雜誌 102.05 國中 299 9789862416976

28 教育 創作 給中學生的口語表達術 游嘉惠文；咖哩東漫畫 天下雜誌 102.05 國中 299 9789862416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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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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72冊。

29 能源 翻譯 綠色能源島 艾倫‧杜蒙文.圖；劉潔如譯 天下雜誌 102.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416600

30 教育 創作 糟糕，我扮鬼臉了！ 張友漁著 天下雜誌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2416174

31 歷史 改寫
臺灣通史：開闢臺灣的先民

足跡

趙予彤故事.原典解說；周庭

萱繪圖
大塊 102.05 國小中高年級 299 9789862133897

32 教育 創作
長大後最希望忘卻的記憶：

校園霸凌
羅秋怡作 大塊 102.04 國中 250 9789862134290

33 旅遊 編著 千里步道3：高雄，慢‧漫遊

周聖心，林玉珮，林芸姿，

洪浩唐，張筧，陳朝政，蘇

福男執筆

新自然主

義，幸福

綠光，高

市文化局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30 9789576967436

34 健康 翻譯 眼睛，眼睛，看得清
姜子軒文；金真花圖；李紫

蓉譯
上人文化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22143

35 環保 翻譯 風的力量
鄭昌勳文；安恩珍圖；邱敏

瑤譯
上人文化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122167

36 美術 創作
王者之爭：達文西和米開朗

基羅的世紀對決
謝哲青著 圓神 102.01 國中 450 9789861334356

37 勵志 翻譯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盧‧亞若尼卡

著；廖建容譯
天下遠見 102.05 國中 350 9789863201977

38 益智 翻譯 猜猜看商店
石津千尋文；中澤久美子

圖；張文玉譯
天下遠見 102.06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3201687

39 數學 創作 數學偵探王 徐任宏文；郭莉蓁圖 天下遠見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3201649

40 數學 翻譯
神奇酷數學6：圖形與空間的

變幻世界

查坦‧波斯基文；菲利普‧

李維圖；陳偉民譯
天下遠見 102.03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1458

41 植物 創作 野果遊樂園 黃麗錦著 天下遠見 101.12 國中 500 9789863200949

42 生物 創作
昆蟲博士與宅男的亞馬遜探

險
劉藍玉，林志全著 天下遠見 102.01 國中 400 9789863201236

43 數學 創作 生活數學故事 黃敏晃著 天下遠見 102.05 國中 260 97898632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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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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72冊。

44 農業 編著
稻米達人大挑戰：稻田生態

及稻米知識問答集

楊中介，遠足地理百科編輯

組編撰

農委會農

糧署，遠

足

101.12 國中 480 9789865967697

45 歷史 編著
淡水尋寶記：博物淡水知識

大考驗問答集

錢麗安，遠足地理百科編輯

組編撰

淡水古蹟

博物館，

遠足

101.12 國中 480 9789865967680

46 文字 創作
漢字的魅力：發現妙趣橫生

的文字遊戲
滄浪著 遠足 102.04 國中 340 9789865967826

47 社會 創作
消失與重生：翻轉在地老文

化，創造台灣新價值
中國時報調查採訪團隊著 野人 102.02 國中 350 9789865947729

48 美術 創作 穿越時空的美術課 黃志民，石麗蓉作 小熊 102.05 國小高年級 280 9789865863050

49 健康 翻譯
花樣少女養成筆記１：身體

的變化

李明花，申惠善文；金恩情

圖；葉美珍，張育菁譯
小熊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863012

50 語言 創作
漢字樹2：人體器官所衍生的

漢字地圖
廖文豪著 遠流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60 9789573271451

51 美術 翻譯

教你一次學會禪繞畫：12種

基本圖樣、125個範例統統學

會

凱絲．霍爾著；王亦穹譯 遠流 102.05 國中 280 9789573271697

52 教育 創作 理尚往來 洪蘭著 遠流 102.03 國中 280 9789573271499

53 天文 翻譯 原來星空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文.設計；手塚明美

圖；邱承宗譯
小魯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320 9789862113219

54 美術 翻譯 藝術讓你笑哈哈
伊莉莎白．紐伯瑞文.圖；嚴

淑女譯
小魯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3592

55 生物 翻譯 消失的動物園
富田朋子文；宮川亞樹圖；

張東君譯
小魯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113660

56 生物 翻譯

海洋生物總動員：認識海

豚、鯊魚、企鵝、海龜，以

及大海裡最搶眼的60種奇妙

動物和牠們的水中世界

喬娜．瑞佐作；王誠之譯 大石文化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918231

57 生物 編著
臺灣蝴蝶圖鑑（上）弄蝶‧

鳳蝶‧粉蝶
徐堉峰著 晨星 102.02 國中 690 978986177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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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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72冊。

58 生物 編著 臺灣蝴蝶圖鑑（中）灰蝶 徐堉峰著 晨星 102.02 國中 590 9789861776705

59 生物 編著 臺灣蝴蝶圖鑑（下）蛺蝶 徐堉峰著 晨星 102.03 國中 690 9789861776682

60 地質 翻譯 一看就懂地球的奧祕 谷合稔著；簡中昊譯 晨星 102.01 國中 380 9789861776668

61 生物 翻譯 認識毒物的7堂課 田中真知著；陳柏傑譯 晨星 102.03 國中 320 9789861776750

62 生物 翻譯 種子的不可思議 田中修著；吳佩俞譯 晨星 102.04 國中 290 9789861776965

63 生物 翻譯 最想知道的貓咪問題行為學 壱岐田鶴子著；黃郁婷譯 晨星 102.04 國中 290 9789861776996

64 生物 翻譯 貓咪你想說什麼？ 野澤延行監修；李毓昭譯 晨星 102.02 國中 290 9789861776729

65 社會 編著 穿越霧風到林家 萬蓓琪等文字
中市新聞

局，晨星
101.12 國中 350 9789860350593

66 數學 翻譯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

子？：一門不教公式，只講

故事的數學課

安‧魯尼著；陳敏皓譯 臉譜 102.02 國中 360 9789862352236

67 宗教 翻譯 基督教的故事
大衛‧班特利‧哈特著；王

聖棻譯
好讀 102.04 國中 550 9789861782713

68 語言 創作
給自己的10堂外語課：這是

突破人生限制的希望之鑰！
褚士瑩著 大田 102.02 國中 290 9789861792774

69 保育 翻譯
11歲男孩的祈禱：一起種樹

救地球！

菲利斯‧芬克拜納著；王琇

瑩譯
大田 102.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1792804

70 地理 創作
用Google Earth穿越古今：地

理課沒教的事2
廖振順著 時報 102.03 國中 330 9789571357454

71 經濟 創作 歷史背後的經濟學 子陽著 信實 102.05 國中 300 9789866620867

72 生物 創作 超震撼甲蟲王 黃仕傑作 人類文化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413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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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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

定價
ISBN

1 數學 翻譯 數學啟蒙繪本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38300

1-1 數學 翻譯 動物上路：10以內的加法
斯圖爾特‧J.‧墨菲作；R.‧

W.‧艾莉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11

1-2 數學 翻譯 怪獸大風吹：10以內的減法
斯圖爾特‧J.‧墨菲作；史考

特‧納西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28

1-3 數學 翻譯 手套不見了：奇數和偶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G.‧

布萊恩‧卡拉斯繪圖；謝維

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35

1-4 數學 翻譯
跳跳蜥蜴：5個一數、10個一

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瓊安

‧安迪諾爾菲繪圖；鄒佳琪

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42

1-5 數學 翻譯
最棒的昆蟲遊行：比較大

小、長短

斯圖爾特‧J.‧墨菲作；荷立

‧凱勒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59

1-6 數學 翻譯 女超人瑪蒂：比較輕重
斯圖爾特‧J.‧墨菲作；貝妮

絲‧盧姆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66

1-7 數學 翻譯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分
斯圖爾特‧J.‧墨菲作；貝妮

絲‧盧姆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73

1-8 數學 翻譯 一雙襪子：配對
斯圖爾特‧J.‧墨菲作；露薏

絲‧艾勒特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80

1-9 數學 翻譯 酷炫100天：1到100的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繪圖；鄒

佳琪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197

1-10 數學 翻譯
一、二、三～YEAH！：數字

排序

斯圖爾特‧J.‧墨菲作；約翰

‧華勒斯繪圖；鄒佳琪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03

1-11 數學 翻譯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斯圖爾特‧J.‧墨菲作；蕾妮

‧安德里亞尼繪圖；張凰蕙

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10

3-1知識性讀物組（套書）：入選2套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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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

定價
ISBN

3-1知識性讀物組（套書）：入選2套42冊。

1-12 數學 翻譯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記

計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辛西

雅‧賈巴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27

1-13 數學 翻譯 時間到了！：整點
斯圖爾特‧J.‧墨菲作；約翰

‧史皮爾斯繪圖；鄒佳琪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34

1-14 數學 翻譯 蟲蟲來跳舞：方位

斯圖爾特‧J.‧墨菲作；克里

斯多夫‧桑托羅繪圖；張凰

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41

1-15 數學 翻譯 最棒的假期：整理資料

斯圖爾特‧J.‧墨菲作；娜丁

‧伯納‧威斯考特繪圖；謝

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58

1-16 數學 翻譯 叭叭，汽車來了！：規律

斯圖爾特‧J.‧墨菲作；克里

斯‧戴瑪瑞斯特繪圖；謝維

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72

1-17 數學 翻譯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斯圖爾特‧J.‧墨菲作；約翰

‧史皮爾斯繪圖；林意虹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89

1-18 數學 翻譯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斯圖爾特‧J.‧墨菲作；藍尼

‧克維斯繪圖；邱瓊慧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296

1-19 數學 翻譯
神氣猴的遊行：2、3、4……

的倍數計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藍尼

‧克維斯繪圖；邱瓊慧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02

1-20 數學 翻譯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算

式

斯圖爾特‧J.‧墨菲作；凱文

‧歐馬利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26

1-21 數學 翻譯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斯圖爾特‧J.‧墨菲作；G.‧

布萊恩‧卡拉斯繪圖；張凰

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33

1-22 數學 翻譯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斯圖爾特‧J.‧墨菲作；史提

夫‧比約克曼繪圖；范光中

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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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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

定價
ISBN

3-1知識性讀物組（套書）：入選2套42冊。

1-23 數學 翻譯
起床上學囉！：用線段計數

時間

斯圖爾特‧J.‧墨菲作；戴安

‧格林席德繪圖；林意虹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57

1-24 數學 翻譯 愛打噴嚏的馬：預測

斯圖爾特‧J.‧墨菲作；史提

夫‧比約克曼繪圖；張凰蕙

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71

1-25 數學 翻譯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斯圖爾特‧J.‧墨菲作；瑞妮

‧安卓亞尼繪圖；邱瓊慧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395

1-26 數學 翻譯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斯圖爾特‧J.‧墨菲作；喬治

‧烏瑞奇繪圖；邱瓊慧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18

1-27 數學 翻譯 猜猜誰會贏？：估算
斯圖爾特‧J.‧墨菲作；S.‧

D.‧辛德樂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25

1-28 數學 翻譯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斯圖爾特‧J.‧墨菲作；瑪莎

‧溫伯恩繪圖；林意虹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49

1-29 數學 翻譯 小胡椒日記：月曆
斯圖爾特‧J.‧墨菲作；瑪莎

‧溫伯恩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56

1-30 數學 翻譯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斯圖爾特‧J.‧墨菲作；雷米

‧斯馬德繪圖；鄒佳琪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63

1-31 數學 翻譯 檸檬汁大拍賣：長條圖
斯圖爾特‧J.‧墨菲作；崔西

亞‧塔薩繪圖；范光中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87

1-32 數學 翻譯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於
斯圖爾特‧J.‧墨菲作；大衛

‧T.‧溫佐繪圖；鄒佳琪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494

1-33 數學 翻譯 裴利的滑板車：負數

斯圖爾特‧J.‧墨菲作；弗蘭

克‧瑞姆凱威克茲繪圖；范

光中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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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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

定價
ISBN

3-1知識性讀物組（套書）：入選2套42冊。

1-34 數學 翻譯 冰淇淋聖代：排列組合
斯圖爾特‧J.‧墨菲作；辛西

雅‧賈巴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24

1-35 數學 翻譯 自行車環行賽：周長
斯圖爾特‧J.‧墨菲作；麥克

‧李德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31

1-36 數學 翻譯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斯圖爾特‧J.‧墨菲作；雷米

‧斯馬德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48

1-37 數學 翻譯 足球大賽：時間的化聚
斯圖爾特‧J.‧墨菲作；辛西

雅‧賈巴繪圖；邱瓊慧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55

1-38 數學 翻譯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斯圖爾特‧J.‧墨菲作；史提

夫‧比約克曼繪圖；邱瓊慧

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62

1-39 數學 翻譯 開心果冰淇淋：機率
斯圖爾特‧J.‧墨菲作；瑪莎

‧溫伯恩繪圖；謝維玲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79

1-40 數學 翻譯 藏寶圖：解讀地圖
斯圖爾特‧J.‧墨菲作；崔西

亞‧塔薩繪圖；張凰蕙譯
臺灣麥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9789862033586

2 百科 翻譯
史上最強數理百科：數學之

書、物理之書
時報 國中 1160 9789571357089

2-1 百科 翻譯 數學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作；陳以

禮譯
時報 102.01 國中 580 9789571356990

2-2 百科 翻譯 物理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作；顏誠

廷譯
時報 102.01 國中 580 978957135698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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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喜鵲和岩石山 劉清彥文；蔡兆倫圖 彩虹愛家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8822467

2 翻譯 好消息壞消息 傑夫．麥可文.圖 三之三 102.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7295934

3 翻譯 大野狼的短褲
史帝芬．塞凡文；拉蒂霞‧

勒叟圖；林雨潔譯
三之三 102.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7295941

4 翻譯 琪拉的願望
角野榮子文；市川里美圖；

米雅譯
道聲 102.01 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6205842

5 翻譯 丹福先生 大衛‧麥基文圖；劉清彥譯 道聲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866205897

6 翻譯 小碧和莎莎
約翰‧尤曼文；昆丁‧布雷

克圖；宋珮譯
道聲 102.02 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6205903

7 翻譯 消失的魔法 大衛‧麥基文圖；宋珮譯 道聲 102.04 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6205965

8 翻譯 豬的種子 佐佐木Maki文圖；米雅譯 道聲 102.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6205996

9 翻譯 瑪莎嘰哩呱啦 蘇珊‧麥朵文.圖；黃筱茵譯 青林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1009

10 翻譯 一起來玩吧 五味太郎文.圖；鄭明進譯 青林 102.05 學齡前 220 9789862741016

11 創作 噴射龜 蔡明原文；黃祈嘉圖
巴巴文化/

也是文創
102.03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8827431

12 創作 草帽飛起來了 鄭宗弦文；九子圖
巴巴文化/

也是文創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8827448

13 創作 鐵路腳的孩子們 呂游銘文.圖 和英 102.04 國小低中年級 320 9789866608704

14 創作 彩鷸奶爸 何華仁文.圖 玉山社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940426

15 翻譯 動物園風波 凱文‧沃川文.圖；陳佩筠譯 聯經 102.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0841398

16 翻譯 小傷疤
夏洛特‧孟莉克文；奧利維

耶‧塔列克圖；李旻諭譯
聯經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0841770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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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60冊，套書從缺。

17 翻譯 我選我自己
馬丁‧巴茲塞特文；馬克‧

布塔方圖；謝蕙心譯
米奇巴克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6215216

18 翻譯 獅子要藏在哪裡？
海倫‧史蒂芬文.圖；黃筱茵

譯
米奇巴克 102.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6215223

19 翻譯 神奇的顏色 帕特里克．喬治作 臺灣麥克 102.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480 9789862032411

20 翻譯 創意的形狀 帕特里克．喬治作 臺灣麥克 102.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480 9789862032213

21 翻譯 馬鈴薯家族 長谷川義史文.圖；林真美譯 維京 102.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310966

22 翻譯 雨蛙自然觀察團：森林空中散步 松岡達英文.圖；唐一寧譯 維京 102.04 國小中年級 280 9789866310942

23 翻譯 媽媽做給你 長谷川義史文.圖；米雅譯 維京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310997

24 翻譯 男爵的鳥巢箱
金煌文；李勝原圖；張琪惠

譯
維京 102.06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5811020

25 翻譯 魔法畫家何內先生 雷歐．提姆文.圖；謝蕙心譯 維京 102.03 國小中年級 280 9789866310935

26 翻譯 巴士到站了 五味太郎文.圖；朱自強譯 上誼 102.03 學齡前 250 9789577625380

27 創作 尋貓啟事 郭乃文故事；周見信圖 信誼 102.04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1614656

28 創作 煙花 鄧正祺文.圖 信誼 102.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00 9789861614618

29 創作 誰的家到了？ 劉旭恭文.圖 信誼 102.03 學齡前 220 9789861614601

30 翻譯 大野狼和神奇的扁豆湯
法蘭索瓦‧狄耶普文；瑪嘉

莉‧呂什圖；吳愉萱譯
阿布拉 101.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5876005

31 翻譯 我和巧克力野狼
戴爾芬‧佩雷文.圖；郭妙芳

譯
阿布拉 102.01 國小高年級 260 9789865876012

32 翻譯 跟莫克一起環遊世界
馬克‧布塔方文.圖；吳愉萱

譯
阿布拉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399 9789865876036

33 翻譯 勇敢的小錫兵
茱莉亞‧聖‧米格爾編寫；

鄒駿昇圖；范月華譯
天下遠見 101.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3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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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翻譯 神奇飛天書

威廉‧喬伊斯文；威廉‧喬

伊斯，喬‧布盧姆圖；劉清

彥譯

天下遠見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350 9789863200802

35 翻譯 好多好多車
布萊恩‧畢格斯文.圖；江坤

山譯
天下遠見 102.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60 9789863201298

36 翻譯 小母雞幫幫忙
黛博拉‧費德曼文.圖；柯倩

華譯
天下遠見 102.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1465

37 翻譯 想生金蛋的母雞
漢娜約翰森文；凱西班德

圖；汪培珽譯

愛孩子愛

自己
101.12 國小低中年級 288 9789868610255

38 翻譯 其實，他不壞 長谷川香子文.圖；林家羽譯 大穎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5925154

39 翻譯 誰買了誰的雨鞋？ 星野郁美文.圖；黃瓊仙譯 大穎 102.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0 9789865925178

40 翻譯 不再讓爺爺孤單
珍．歐梅洛德文；卡蘿．湯

普森圖：胡洲賢譯
大穎 101.12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5925062

41 翻譯 便便先生
加藤篤作；土井麻希繪；鄧

吉兒譯
小熊 101.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8883659

42 翻譯 微乎其微的小事 安．艾珀著；陳太乙譯 繆思 102.04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6026447

43 翻譯 摩天大戰
傑曼諾文；阿貝婷圖；阮若

缺譯
格林 102.04 國小低中年級 480 9789861893907

44 翻譯 心的房子
金熙靜文；齊米雷絲卡圖；

張琪惠譯
格林 102.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1893846

45 翻譯 惡之書
宮部美幸文；吉田尚令圖；

東雅夫編；張玲玲譯
格林 102.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1893792

46 翻譯 我就是做得到！ 威希特文.圖；洪翠娥譯 格林 102.01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861893808

47 翻譯 翻開這本小小的書
潔西克勞絲文；蘇西李圖；

徐也恬譯
格林 102.03 國小低年級 350 9789861893716

48 翻譯 森林深處的茶會 宮越曉子文.圖；張東君譯 遠流 102.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3271321

49 翻譯 風是什麼顏色？ 安．艾珀文.圖；楊雯珺譯 遠流 102.02 國小低中年級 380 978957327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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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翻譯 大象挖了一個陷阱 高畠純文.圖；張東君譯 遠流 102.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573271963

51 創作 媽媽在哪裡？ 王春子文.圖 遠流 102.04 學齡前 270 9789573271741

52 翻譯 小豬別哭啦！
加藤陽子文；宮西達也圖；

劉握瑜譯
小魯 102.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13509

53 翻譯 鸚鵡的暗號
米娜‧加瓦赫賓文；布魯斯

‧華特列圖；戴淳雅譯
小魯 102.0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3462

54 創作 我們去釣魚 邱承宗文.圖 小魯 102.03 國小中年級 290 9789862113325

55 翻譯 小小人兒來幫忙
中川千尋文；古寄純嗣圖；

劉握瑜譯
小魯 102.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2113622

56 翻譯 鵝太太的好主意
佩塔‧科普倫斯文.圖；許慧

貞譯
小魯 102.05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2113677

57 翻譯 誰在森林裡 保羅‧霍普文.圖；黃筱茵譯 小魯 102.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113714

58 翻譯 最愛的，是我 宮西達也文.圖；周佩穎譯 小魯 102.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2113738

59 翻譯 鉛筆
艾倫‧艾伯瑞作；布魯司‧

印曼繪；呂行譯
東方 102.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5709754

60 翻譯 最棒的鞋
瑪莉白‧波茲文；諾亞‧瓊

斯圖；黃筱茵譯
東方 102.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570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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