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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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 Bunun！布農青春 乜寇‧索克魯曼著；Barkley圖 也是文創/巴巴文化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8827479

2 小說 翻譯 艾瑪的大麻煩 卡蘿‧布瑞克著；許書寧譯.繪 國語日報社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577516886

3 散文 創作 永遠的孩子 林良著；子敏圖 國語日報社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577516961

4 小說 翻譯 重回柳林 賈桂琳‧凱利作；柯林特‧楊繪；陳毅心譯 國語日報社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80 9789577517012

5 小說 翻譯 圖書館的小奇蹟 綠川聖司文；王華懋譯 青林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9 9789862741085

6 散文 編著 人間愉快 陳幸蕙主編 幼獅文化 102.11 國中 250 9789575749316

7 散文 編著 海洋的心聲──海洋散文集 廖鴻基主編 幼獅文化 102.11 國中 230 9789575749330

8 小說 翻譯 喬治安娜街33號 珍妮‧瓦倫堤著；李紫蓉譯 幼獅文化 102.10 國中 250 9789575749248

9 小說 創作 喂，穿裙子的！ 張友漁文；朵兒普拉司圖 幼獅文化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5749217

10 小說 翻譯 飄浮男孩 約翰‧波恩著；奧利佛‧傑法繪；陳佳琳譯 遠見天下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2158

11 小說 翻譯 夢的顏色 大村敦志著；黃立佩繪；車成利，周姚萍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3202769

12 小說 翻譯 保重，搖滾大兵！ 賽維爾-勞倫‧佩提著；孫智綺譯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3209

13 散文 翻譯 父親的帽子 森茉莉著；吳季倫譯 野人 102.08 國中 340 9789865830168

14 小說 翻譯 倒數計分 蘿倫‧麥可勞夫林著；許妍飛譯 天下雜誌 102.08 國中 300 9789862417508

15 小說 翻譯 歐赫貝的祕密1：科內流士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著；陳太乙譯 天下雜誌 102.11 國中 300 9789862417744

16 小說 翻譯 歐赫貝的祕密2：席雅拉的旅行 法蘭斯瓦‧普拉斯著；陳太乙譯 天下雜誌 102.11 國中 280 9789862417751

17 散文 編著 打破的古董(增訂新版) 杏林子著 九歌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574449149

18 小說 翻譯 柯林費雪：非典型少年社交筆記 艾許利‧愛德華‧米勒，柴克‧史坦茲著；陳枻樵譯 麥田 102.06 國中 280 9789861739281

19 小說 翻譯 鬼騎士 柯奈莉亞‧馮克著；鄭納無譯 大田 102.10 國中 280 9789861793061

1.文學讀物A組（單冊）：入選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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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讀物A組（單冊）：入選30冊。

20 散文 創作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 齊柏林著 圓神 102.11 國中 290 9789861334691

21 小說 創作 錦囊 呂政達著；貓。果然如是圖 小魯 102.10 國中 280 9789862113905

22 散文 創作 快樂綠背包（新版） 劉克襄著 晨星 102.06 國中 280 9789861777146

23 小說 翻譯 森林送信人 露薏絲•勞瑞著；朱恩伶譯 東方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5709914

24 小說 翻譯 我兒佳比 露薏絲•勞瑞著；朱恩伶譯 東方 102.10 國中 480 9789863380030

25 小說 創作 天使向光飛翔
 李堯著 INK印刻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823290

26 散文 創作 你怎能不愛上辯論
 賴亦恩，林照真著 INK印刻 102.10 國中 350 9789865823412

27 小說 翻譯 老虎的眼睛 茱蒂．布倫/文；王心瑩/譯 遠流 102.10 國中 260 9789573272823

28 散文 創作 夢紅樓 蔣勳 著 遠流 102.10 國中 300 9789573272847

29 小說 翻譯 末日寂境 羅伯．歐布黎恩(Robert C. O’Brien)作；韓良憶譯 博識 102.09 國中 260 9789866104336

30 小說 翻譯 八號出口的猩猩 凱瑟琳‧艾波蓋特著；派翠夏‧卡思特勞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320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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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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 創作 中學生好享讀：臺灣青少年短篇小說選 王文華等著；張子樟選編.賞析；顏寧儀，右耳繪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40 9789863203100

1-1 小說 創作
中學生好享讀：臺灣青少年短篇小說選

1
王文華等著；張子樟選編.賞析；顏寧儀繪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3203100

1-2 小說 創作
中學生好享讀：臺灣青少年短篇小說選

2
王文華等著；張子樟選編.賞析；右耳繪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3203100

1-1文學讀物A組（套書）：入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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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紀實性文

學
改寫 愛樂讀─18位不朽的西方音樂家 黃健琪著；吳姿蓉圖 康軒文教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9 9789861517889

2 故事 創作 鯨聲月光河 王文華作；黃祈嘉繪 也是文創/巴巴文化 102.10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8993907

3 故事 創作 真的假的小時候

王家珍，李光福，林世仁，林哲

璋，馬景賢，孫心瑜，鄒敦怜，

鄭明進，鄭淑芬，鄭宗弦，劉旭

恭，嚴淑女文；Barkley圖

也是文創/巴巴文化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8993921

4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菜鳥，快飛：臺灣聽障女籃的故事 臺灣聽障女子籃球隊著 啟動文化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8998322

5 故事 創作 我愛黑桃7 亞平著；楊麗玲繪 國語日報社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577516916

6 故事 創作 當鱷魚遇到貓熊 方素珍著；吳嘉鴻繪 國語日報社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230 9789577516855

7 故事 創作 香草金魚窩 賴曉珍著；克萊兒圖 國語日報社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577516817

8 故事 編著 鯊幫海盜古董店 王文華，林世仁等著 國語日報社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60 9789577516978

9 故事 翻譯 蘿拉來了！
伊莎貝爾‧阿貝迪文；達格瑪‧

亨策圖；唐陳譯
漢湘文化 102.12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251997

10 故事 翻譯 好熱、好熱、好熱啊 垂石真子作；蘇懿禎譯 青林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2741122

11 故事 創作 黑西裝叔叔 林秀穗文；廖健宏圖 幼獅文化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8782775749262

12 故事 翻譯 神奇魔指
羅爾德‧達爾文；昆丁‧布雷克

圖；顏銘新譯
幼獅文化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575749231

13 故事 翻譯 大大大大的鱷魚
羅爾德‧達爾著；昆丁‧布雷克

繪；顏銘新譯
幼獅文化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575749095

14 故事 翻譯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吉野源三郎著；脇田和繪；陳昭蓉譯 先覺出版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861342184

15 故事 翻譯 生動科學童話3：土壤精靈找新家 李美愛作；李昇圭繪；熊懿樺譯 東雨文化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5995461

16 故事 翻譯 香草魔女12：溫暖人心的冬季魔法飲料 安晝安子作；胡慧文譯 東雨文化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5995485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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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75冊。

17 故事 翻譯
什麼都行魔女商店18：傳說中的

什麼都能魔女商店
安晝安子著.繪；蕘合譯 東雨文化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5995447

18 故事 翻譯 什麼都行魔女商店19：占星魔女的預測 安晝安子著.繪；蕘合譯 東雨文化 102.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5995522

19 文學知識 編著 少年讀史記2：霸主的崛起 張嘉驊編著；鄭慧荷，官月淑繪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3202455

20 文學知識 編著 少年讀史記3：辯士縱橫天下 張嘉驊編著；鄭慧荷，官月淑繪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3203131

21 文學知識 編著 少年讀史記4：絕世英才的風範 張嘉驊編著；鄭慧荷，官月淑繪 遠見天下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3203148

22 故事 創作 貓鬚糖 賴曉珍文；楊宛靜圖 遠見天下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3202387

23 故事 創作 狐說八道 劉思源文；九子圖 遠見天下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3202394

24 故事 創作 青蛙探長和小狗探員4：飛行鯨魚和時光機 哲也文；阿尼默圖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3202585

25 故事 創作 魔法豬鼻子 周姚萍文；陳盈帆圖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3384

26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林良 林瑋著；陳沛珛繪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3203377

27 故事 創作 深山偶劇團 鄒敦怜文；法蘭克圖 螢火蟲 102.12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5806248

28 故事 翻譯 最勇敢的格林童話──奇異的旅程 格林兄弟著；川貝母插畫；李建興譯 木馬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829438

29 故事 翻譯 最詭奇的蒲松齡童話──浮生若夢 蒲松齡著；Amily插畫；吳雅蓉白話翻譯 木馬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5829445

30 故事 翻譯 安徒生經典童話選 安徒生作；莉絲白‧茨威格選錄.插畫 繆思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6026614

31 故事 創作 多多和吉吉：颱風天 安石榴文；林玲遠圖 小熊 102.08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20 9789865863067

32 故事 創作 ㄅㄆㄇ識字童話（上冊）：聲符篇 林芳萍作；Littlestar Cindy繪 小熊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40 9789865863111

33 故事 創作 天神幫幫忙：偶像藍豹俠 子魚作；張惠媛繪 小熊 102.10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865863135

34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案山里100號 鄭同僚著 我們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30 9789868926738

35 故事 創作 誰是最佳小隊長？ 郭瀞婷文；水腦圖 天下雜誌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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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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75冊。

36 故事 翻譯 3個問號偵探團3：唱歌的幽靈
晤爾伏‧布朗克，波里斯‧菲佛

文；阿力圖；洪清怡譯
天下雜誌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7874

37 故事 翻譯 3個問號偵探團4：鯊魚島 波里斯‧菲佛文；阿力圖；洪清怡譯 天下雜誌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417881

38 故事 創作 找不到校長 岑澎維文；林小杯圖 天下雜誌 102.10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2417812

39 故事 翻譯 天空下起帽子雨：三個結尾的故事
強尼‧羅大里文；安娜羅拉‧康

多尼圖；倪安宇譯
天下雜誌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60 9789862417430

40 故事 翻譯 小搗蛋艾米爾1：慶典歷險記
阿思緹‧林格倫文；比約恩‧伯

格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00 9789862417539

41 故事 翻譯 小搗蛋艾米爾2：驚喜市集日
阿思緹‧林格倫文；比約恩‧伯

格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2417546

42 故事 翻譯 小搗蛋艾米爾3：瘋狂拍賣會
阿思緹‧林格倫文；比約恩‧伯

格圖；陳靜芳譯
天下雜誌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417553

43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

趙鍵斌著；吳緯鴻，李伊蟬，李

洋昇，周見信，周聖皓，張宏彬

，曹筱苹，黃濬，楊忠銘插畫

商周出版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724163

44 故事 創作 拯救邏輯大作戰：有問題動物園 林哲璋文；BO2圖 四也出版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220 9789866039447

45 故事 創作 千歲爺出任務：燒王船 管家琪文；詹雅茵圖 四也出版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6039355

46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玫瑰與槍 鄭毓秀著；賴婷婷譯 網路與書 102.09 國中 250 9789866841460

47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克莉絲汀

娜‧拉姆著；翁雅如，朱浩一譯
愛米粒 102.10 國中 360 9789868995000

48 故事 編著 我不是怪咖 姜子安著；陳珮 九歌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4448937

49 故事 編著 在奇萊山上遇見熊 馬景珊著；潔子圖 九歌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444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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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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75冊。

50
紀實性文

學
編著 遇見林徽因──愛‧建築‧文學的一生 張清平著 五南 102.08 國中 480 9789571171975

51
紀實性文

學
編著

茂呂美耶的歷史手帳：十八個你

一定要認識的日本人物
茂呂美耶著 麥田 102.10 國中 360 9789861739922

52 故事 翻譯 神奇魔幻的民間傳說 安‧雪爾比著；吳佩蓁繪；孔繁璐譯 奧林文化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570391954

53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小女子的專長是開膛：我的外科女醫之路 白映俞著 貓頭鷹 102.09 國中 260 9789862621707

54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達文西：科學與藝術的全能天才 陸恩淑著；林美惠譯 新苗文化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574515530

55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那記憶中如神話般的時光 安野光雅著；周姚萍譯 圓神 102.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1334721

56 故事 創作 飛行貓奇幻之旅 心岱作；嚴凱信繪 小魯 102.12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862114025

57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飛向新生 派翠克‧雷根著；江莉芬譯 晨星 102.10 國中 290 9789861777566

58 詩與韻文 創作 我聽見日出的聲音 游珮芸文.攝影 玉山社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940563

59 故事 翻譯 我不是妳想的！
赫爾特‧德‧柯凱勒著；卡拉斯

‧菲爾布朗克繪；林敏雅翻譯
玉山社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2940594

60 故事 創作 阿媽阿公講予囡仔聽的台灣故事 幸佳慧總策劃；盧千惠、許世楷著 玉山社 102.10 國小低中年級(親師伴讀) 900 9789862940600

61 詩與韻文 創作 神仙的家 陳俊華文.圖
桃園縣文化局、立

言圖書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540 9789860385984

62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泰雅之音 多馬斯阿漾文；黃鈴馨圖

桃園縣文化局、立

言圖書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540 9789860386035

63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傳唱 馮輝岳文；周明誼圖

桃園縣文化局、立

言圖書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540 9789860385977

64 故事 翻譯 吸塵器去釣魚 村上詩子作；長谷川義史繪；朱燕翔譯 東方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220 9789575709921

65 故事 翻譯 我的名字叫小堇 石井睦美作；黑井健繪；張桂娥譯 東方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57570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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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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75冊。

66 故事 翻譯 小菫開心去上學 石井睦美作；黑井健繪；張桂娥譯 東方 102.09 國小低中年級 240 9789575709976

67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貝里，我最喜歡你─日本第一個

狗醫生貝里的感動物語
岩貞留美子作；緋華璃譯 平安文化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578038707

68
紀實性文

學
翻譯 信心走路：記錄一個美麗的生命 史特琳費洛文；張琰譯 遊目族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1900292

69 故事 創作 為孩子開"醫"道門 陳麗虹著；吳慧芬繪 慈濟傳播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6644948

70
紀實性文

學
編著

TAIWAN368新故鄉動員令：小野

&吳念真帶路，看見最在地的台

灣生命力, 1.離島‧山線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中國時報調

查採訪室著
遠流 102.06 國中 350 9789573271864

71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尋找台灣特有種旅行 邱一新 著 遠流 102.09 國中 380 9789573272649

72
紀實性文

學
編著

台灣的臉孔：11位帶來愛、希望

與勇氣的天使

須文蔚 策劃撰稿 ；廖宏霖、陳啟

民、謝其濬、陳栢青、馬思源 合

著

遠流 102.12 國中 360 9789573273158

73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聽‧見芬蘭：音樂、教育、設

計、生活的交換旅程
陳瀅仙 著 遠流 102.10 國中 340 9789573272854

74 故事 翻譯 越南民間故事：榮聖的故事 蘇懷編寫；梅龍繪；許純華譯 狗狗圖書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230 9789866437717

75
紀實性文

學
創作 拔一條河：甲仙的人情與美味 余宜芳，楊力州著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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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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好享讀：莎士比亞故事選

莎士比亞著；安娜‧克雷邦改

寫；伊蕾娜‧坦普林繪；劉嘉路

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高年

級跨國中
599 9789863202882

1-1 故事 翻譯 中學生好享讀：莎士比亞故事選（上）

莎士比亞著；安娜‧克雷邦改

寫；伊蕾娜‧坦普林繪；劉嘉路

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高年

級跨國中
299 9789863202882

1-2 故事 翻譯 中學生好享讀：莎士比亞故事選（下）

莎士比亞著；安娜‧克雷邦改

寫；伊蕾娜‧坦普林繪；劉嘉路

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高年

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2882

2-1文學讀物B組（套書）：入選1套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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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音樂 編著 Ⅱ蔣爸爸把動畫音樂劇變有趣了！ 夏嵐，潘錫鳯文；林詩涵圖 音樂向上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8553132

2 教育 編著
青春期＝叛逆？！我沒那麼難搞，

只是你不懂
財團法人臺北市友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編寫 正中書局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570919349

3 歷史 翻譯 人面獅身像是怎麼到博物館？ 潔西‧哈特蘭作 典藏藝術家庭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6049460

4 美術 翻譯 小老鼠　大畫家 珍‧布萊絲京‧力爾班作 典藏藝術家庭 102.09 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6049484

5 社會 創作

你，怎麼能不愛台灣棒球：擁抱世

界第一等的夢想，找回單純愛棒球

的初心

林言熹文.攝影 日出出版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8880566

6 教育 翻譯 第一本培養孩子專注想像玩創意

Béatrice Égémar，Nathalie Somers，Sophie de

Mullenheim文；Sébastien Chebret，Céline

Chevrel，Thérèse Bonté，Pascal Vilcollet圖

漢湘文化 102.09 國小低中年級 200 9789866673498

7 物理 創作 生活物理SHOW！ 簡麗賢著 幼獅文化 102.12 國中 250 9789575749361

8 百科 編著 幼幼小百科：動物 甄艷慈，方楚卿編著 風車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0 9789862233313

9 益智 翻譯 故事迷宮 香川元太郎文.圖；周姚萍譯 遠見天下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863202240

10 百科 翻譯 神奇樹屋小百科15：達文西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

文；薩爾‧莫多卡，吳健豐圖；劉藍玉譯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180 9789863203346

11 百科 翻譯 神奇樹屋小百科16：大海怪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

文；薩爾‧莫多卡，吳健豐圖；劉藍玉譯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180 9789863203339

12 美術 翻譯 大藝術家的故事 露絲‧布洛赫斯特等著；張燕風譯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3202516

13 數學 翻譯 觀念數學小學堂 艾力克斯‧弗斯等著；亞當‧拉庫繪；區國強譯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420 9789863202677

14 地理 翻譯 神奇酷地理1：生機勃勃的雨林 阿妮塔‧加奈利文；麥克‧菲利浦圖；蔡若玫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2820

15 地理 翻譯 神奇酷地理2：豐富多樣的島嶼 阿妮塔‧加奈利文；麥克‧菲利浦圖；沈昌鎮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中高年級 250 9789863202851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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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63冊；套書從缺。

16 科學 創作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狐 陳雅茜作；咖哩東漫畫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30 9789863202486

17 生物 創作 菜市場蔬菜圖鑑 張蕙芬文 遠見天下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00 9789863202400

18 物理 翻譯 漫畫　費曼 歐塔凡尼著 遠見天下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00 9789863202684

19 社會 創作 閱讀的力量
吳錦勳，李康莉，李桂芬，林宜諄，彭蕙仙

，謝其濬採訪撰寫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2875

20 生物 創作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3：河口野學堂 楊維晟著 遠見天下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3203155

21 美術 翻譯 動物的創意練習：用各種媒材創意作畫 卡拉‧桑罕著；徐嫚旎，陳宛昀譯 木馬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5829001

22 歷史 創作 圖說台灣地名故事 蔡培慧，陳怡慧，陸傳傑著 遠足 102.11 國中 560 9789865787134

23 鐵路 創作 典藏版鐵道新旅：縱貫線南段

古庭維，蘇棨豪（半島），黃偉嘉，陳威旭

，林韋帆，鄧志忠，片倉佳史，洪仲宜，台

大火車社作

遠足 102.09 國中 380 9789865787073

24 社會 創作
台灣的社區營造（新版）：新社

會、新文化、新人
曾旭正著 遠足 102.09 國中 400 9789865787097

25 文化 創作

台灣節慶百戰指南：100個熱鬧滾

滾的節慶盛會X500幅精采震撼的節

慶之美

黃丁盛著 遠足 102.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80 9789865967932

26 經濟 翻譯 讓零用錢花對地方的16個理財方法 崔東仁文；鄭慧瑛圖；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2299524

27 教育 翻譯 我從哪裡來？告訴你關於出生的一切祕密 彼得‧梅爾文；亞瑟‧羅賓斯圖；黃宛瑜譯 天下雜誌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2417591

28 生命科學 創作 達克比辦案1：誰是仿冒大王？ 胡妙芬文；彭永成圖 天下雜誌 102.09 國小低中年級 360 9789862417706

29 生物 編著 微妙微俏：大自然的奇珍幻影 郭昭翎，林俊聰，徐明光，許毓純，方建能作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2.06 國中 200 9789860371772

30 生物 編著 華萊士：一個科學與人文的先行者 金恆鑣等作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2.10 國中 350 9789860384765

31 醫學 創作 牙周病，真的會要人命 林保瑩作 大塊文化 102.11 國中 280 978986213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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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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冊；套書從缺。

32 生物 編著 鳥類‧昆蟲 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撰文 人類文化 102.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80 9789864137145

33 百科 創作 特殊車小百科 楊克撰文 人類文化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180 9789864137152

34 歷史 翻譯 扭轉近代文明的六種植物 酒井伸雄著；游韻馨譯 馬可孛羅 102.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6319785

35 工具書 編著 不要讓錯別字害了你 蔡有秩編著 五南 102.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80 9789571172002

36 體能 創作

一攀就上手！基礎攀岩一次就學

會：觀念/技巧/繩結/裝備，即使從

零開始入門都很簡單

易思婷 （小Po）著 麥田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3440116

37 天文 創作 星空球 吳昌任，林詩怡著 貓頭鷹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800 9789862621844

38 天文 翻譯 仰望夜空：全世界最想知道的362個宇宙奧祕 摩爾，諾斯著 貓頭鷹 102.09 國中 500 9789862621691

39 工程 創作 圖說日治台北城 徐逸鴻文.繪圖 貓頭鷹 102.10 國中 450 9789862621738

40 教育 翻譯 不失敗的青春期：完美少女的教戰手冊 全英信圖.文；張珮婕譯 新苗文化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70 9789574515615

41 海洋生態 創作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張東君文；陳維霖圖 小魯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2113950

42 生物 翻譯 認識毒草藥草事典 船山信次著；林佩蓉譯 晨星 102.07 國中 290 9789861777245

43 生物 編著 椿象圖鑑 林義祥，鄭勝仲著 晨星 102.09 國中 690 9789861777399

44 生物 編著 臺灣珊瑚礁魚圖鑑 邵廣昭，邵奕達，林沛立著 晨星 102.07 國中 650 9789861777207

45 社會 編著 圖解台灣懷舊柑仔店 張信昌著 晨星 102.07 國中 450 9789861777276

46 生物 編著 下課後的昆蟲觀察課 廖智安著 晨星 102.11 國中 350 9789861777580

47 科學 編著 流言滿天飛，我們幫你追!金鐘最佳科學節目 公視流言追追追企劃 捷徑文化 102.1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49 9789866010880

48 科普 翻譯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技 湧井良幸、 湧井貞美著；林鍵鱗譯 瑞昇文化 102.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957988

49 環保 翻譯 核必如此 申英植文.圖；金炫辰翻譯 廣智文化 102.09 國中 260 978986603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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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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冊；套書從缺。

50 藝術 翻譯 知名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Luca Mozzati 著；應倩倩，許琛，曾美禎 譯 閣林國際 102.11 國中 490 9789862921920

51 藝術 翻譯 知名博物館－羅浮宮 Alessandra Fregolent 著；鄭燕沁 譯 閣林國際 102.11 國中 490 9789862921944

52 生物 編著 少女長毛象YUKA的超時空旅行 方平作 閣林國際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2922064

53 美術 編著 剪紙藝師：李煥章 林明德，蕭淑貞撰述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0370355

54 生物 翻譯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搖籃媽媽─捲葉象鼻蟲 小林清之介著；森上義孝繪：張東君譯 遠流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3273127

55 生物 翻譯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躲藏專家─避債蛾 小林清之介著；金尾惠子繪；張東君譯 遠流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3273134

56 生物 翻譯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雙刀獵手─螳螂 小林清之介著；森上義孝繪：張東君譯 遠流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3273110

57 社會 創作 職人誌 黃靖懿，嚴芷婕／著 遠流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99 9789573272878

58 社會 翻譯 生命就當這樣美好 P. M. 傅尼 （P. M. Forni）著；廖綉玉 譯 遠流 102.08 國中 260 9789573272403

59 紀實性文學 編著 這輩子一定要當一次農夫 林黛羚作 自由之丘 102.10 國中 380 9789868954779

60 紀實性文學 編著 單車一日小旅行：跟著節氣騎車、賞花、追蝶 茶花小屋著 晨星 102.08 國中 399 9789861777061

61 故事 翻譯 哈雷：風靡百年的傳奇故事 亞柏.薩拉迪尼，帕斯卡.舒米柴克著；連舒婷譯 稻田出版 102.07 國中 2500 9789865949273

62 生物 創作 透視 ‧ 魚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時報 102.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571358222

63 生物 翻譯 鳥兒為什麼會飛？ 卡洛琳‧阿諾著；派翠西亞‧維妮繪；孔繁璐譯 大穎文化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59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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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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嗝的斑馬 大衛‧麥基文.圖；劉清彥譯 道聲 102.08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5809041

2 翻譯 小護士蕾蕾 賽門‧詹姆斯文.圖； 劉清彥譯 道聲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5809058

3 翻譯 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彼得‧雷諾茲文.圖；宋珮譯 道聲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5809003

4 翻譯 爸爸的頭不見了
安德魯‧布查文；昆丁‧布雷克

繪；劉清彥譯
道聲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5809218

5 翻譯 小真的長頭髮 高樓方子作.繪；汪仲譯 阿爾發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30 9789869006118

6 創作 到阿蜜家玩 陳麗雅文.圖 青林 102.09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1146

7 翻譯 樹木之歌 艾拉‧馬俐作 青林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741160

8 翻譯 棉被國的小矮人
越智典子文；出久根育圖；林真

美譯
青林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2741177

9 翻譯 松鼠先生和藍星來的客人
瑟巴斯帝安‧麥什莫澤文.圖；林

倩葦譯
青林 102.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80 9789862741245

10 翻譯 免費贈送 
羅倫斯‧保利作；米莉亞‧潔德

莉伍絲繪；李紫蓉譯
幼獅文化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5749354

11 創作 晴子的黃色爸爸 王淑慧文.圖 信誼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20 9789861614687

12 翻譯 胡蘿蔔種子
露斯‧克勞斯文；克拉格特‧強

森圖；郭恩惠譯
上誼 102.08 學齡前 200 9789577625434

13 翻譯 小狗查理和爺爺
艾美‧海斯特文；海倫‧奧森柏

莉圖；劉清彥譯
上誼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7625441

14 翻譯 野地上的花園
凱薩琳‧嘉柏拉文；溫蒂‧哈波

琳圖；李紫蓉譯
上誼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50 9789577625403

15 翻譯 鱷魚先生在百貨公司上班 植垣步子文.圖；蘇懿禎譯 上誼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7625458

16 翻譯 晚安，工程車晚安
雪莉‧達斯基‧林克文；湯姆‧

利希騰赫德圖；林良譯
遠見天下 102.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3202035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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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58冊。

17 翻譯 世界上最棒的哥哥
烏爾夫‧尼爾森文；艾娃‧艾瑞

克森圖；李紫蓉譯
遠見天下 102.09 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2479

18 翻譯 笑一笑嘛，小老鼠！ 傑德‧亨利文.圖；林芳萍譯 遠見天下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2943

19 翻譯 這不是我的帽子 雍‧卡拉森文.圖；劉清彥譯 天下雜誌 102.08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2417133

20 改寫 射日‧奔月：中秋的故事 劉思源文；劉宗慧圖 天下雜誌 102.08 國小低中年級 350 9789862417560

21 翻譯 天空掉下來了
阿萬紀美子文；黒井健繪；林家

羽譯
大穎文化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0 9789865925307

22 翻譯 好厲害的蜘蛛絲
金吉兒‧華茲沃斯著； 派翠西亞

‧維妮繪；孔繁璐譯
大穎文化 102.12 國小低中年級 290 9789865925321

23 創作 城堡裡的綠色秘密 馬克思‧杜科著；劉美欽譯 水滴文化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8930681

24 創作 牽牛花尋寶遊戲 馬克思‧杜科著；劉美欽譯 水滴文化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8930674

25 創作 誰來吃午餐 蕾貝卡‧寇柏著；艾可譯 水滴文化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8930698

26 創作 紙娃娃手牽手
茱莉亞‧唐諾森著 ；蕾貝卡‧寇

柏繪；陳慶祐，劉宜欣譯
水滴文化 102.10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8994409

27 翻譯 鼠小弟的小背心
中江嘉男文；上野紀子圖；劉握

瑜譯
小魯 102.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2113776

28 翻譯 掉入古井的驢子
北山耕平改編；oba文.圖；Eagle

Hiro指導；游珮芸譯
小魯 102.09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113899

29 創作 山豬伕如 王清龍文；伊誕 巴瓦瓦隆圖
桃園縣文化

局、立言圖書
102.11 國小中高年級 540 9789860386011

30 翻譯 我的弟弟跟你換
珍．歐梅洛德作；安德魯‧喬尼

爾繪；朱恩伶譯
東方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5709983

31 翻譯 降落傘男孩
丹尼‧派克作；麥特‧歐特利

繪；邱瓊慧譯
東方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380047

32 翻譯 春吹雪
加藤多一作；小林豊繪；蘇懿禎

譯
聯經 102.11 國小中年級 300 978957084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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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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冊。

33 翻譯 我和弟弟繼續走 小林豊作；小林豊繪；游珮芸譯 聯經 102.08 國小中年級 300 9789570842401

34 翻譯 從我家可以看到大海 小林豊作；小林豊繪；游珮芸譯 聯經 102.08 國小中年級 300 9789570842388

35 翻譯 大黑狗 李維.平弗德作；陳佩筠譯 聯經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290 9789570842357

36 翻譯 藍色棍子．藍色箱子 齊米雷絲卡作；曹玉絢譯 聯經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570842296

37 翻譯 五弦琴 李維.平弗德作；陳佩筠譯 聯經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290 9789570842579

38 翻譯 時間的四個方向 齊米雷絲卡作；曹玉絢譯 聯經 102.10 國小中高年級 380 9789570842722

39 翻譯 小秋與小根 林明子著.圖；蕭英哲、賴惠鳳譯 臺灣麥克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60 9789862034613

40 翻譯 我最喜歡洗澡
松岡享子著；林明子繪；李俊德

譯
臺灣麥克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60 9789862034620

41 翻譯 小鳥的黑色秘密
安妮梅.柏瑞庫斯；安妮梅.伯瑞庫

斯；劉清彥譯
三之三文化 102.07 國小中高年級 270 9789867295958

42 翻譯 有麻煩了
伊波納.荷密艾雷波斯卡著.圖；張

琪惠譯
三之三文化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7295972

43 翻譯 我的城市是什麼顏色？ 墨克文.圖；賴羽青譯 格林 102.1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9 9789861894249

44 翻譯 書的國度 布赫茲文.圖；張莉莉譯 格林 102.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1894232

45 翻譯 鬆餅先生！ 大衛威斯納文.圖；王欣榆譯 格林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1894188

46 翻譯 當你不在的時候 瑪麗亞賀塔文.圖；董家瑋譯 格林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1894201

47 翻譯 眼睛 齊米雷絲卡文.圖；丁海權譯 格林 102.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1894072

48 翻譯 不要吧，小乖！ 克里斯霍頓文.圖；徐意筑譯 格林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1893976

49 翻譯 白熊的內褲 tupera tupera文.圖；梁若洵譯 格林 102.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20 9789861893990

50 翻譯 走路去巴黎
克雷恩文；索爾巴斯圖；曹以琪

譯
格林 102.08 國小中高年級 399 9789861894041

51 翻譯 不行！ 瑪塔艾德絲文.圖；梁若洵譯 格林 102.08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60 978986189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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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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冊。

52 翻譯 小塔的冰山 海倫‧史蒂芬文.圖；黃筱茵譯 米奇巴克 102.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6215247

53 翻譯 大小樹
提姆．布朗著；安迪．蓋佩特

繪；何佳芬譯
飛寶國際文化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6701733

54 翻譯 木口爺爺的壽司 鄭明淑作；曹玉絢譯 聯經 102.07 國小低中年級 320 9789570842111

55 翻譯 我的小馬桶:男生(附CD) 愛羅娜．法蘭蔻著.繪；林芳萍譯 維京國際 102.08 學齡前 250 9789865811068

56 翻譯 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幼兒園 任惠元著.繪；黃筱茵譯 遠流 102.09 學齡前 280 9789573272717

57 翻譯 生日派對 安東尼．布朗著.圖；林真美譯 遠流 102.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3272168

58 翻譯 不可以！ 大衛．麥克菲爾著.繪；林真美譯 遠流 102.11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57327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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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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定

價
ISBN

1 翻譯 猜猜我有多愛你：寶寶書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安妮塔‧婕朗

圖；張杏如譯
上誼 102.08 學齡前 440 4713482010219

1-1 翻譯
猜猜我有多愛你：寶寶書（顏

色）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安妮塔‧婕朗

圖；張杏如譯
上誼 102.08 學齡前 220 9789577625427

1-2 翻譯
猜猜我有多愛你：寶寶書（數一

數）

山姆‧麥克布雷尼文；安妮塔‧婕朗

圖；張杏如譯
上誼 102.08 學齡前 220 9789577625410

2 翻譯 瑪德琳經典繪本 路德威．白蒙文.圖；呂行譯 東方 102.12
學齡前跨國

小低年級
840 4711148251013

2-1 翻譯 瑪德琳經典繪本：瑪德琳 路德威．白蒙文.圖；呂行譯 東方 102.12
學齡前跨國

小低年級
280 9789863380177

2-2 翻譯
瑪德琳經典繪本:瑪德琳的親愛小

狗
路德威．白蒙文.圖；呂行譯 東方 102.12

學齡前跨國

小低年級
280 9789863380153

4-1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套書）：入選2套4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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