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文學讀物組（單冊）：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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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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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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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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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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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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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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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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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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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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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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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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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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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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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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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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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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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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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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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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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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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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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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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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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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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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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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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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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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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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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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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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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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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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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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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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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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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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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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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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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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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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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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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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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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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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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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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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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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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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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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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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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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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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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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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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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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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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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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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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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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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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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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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文學讀物組（單冊）：6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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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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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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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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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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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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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文學讀物組（套書）：2套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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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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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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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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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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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單冊）：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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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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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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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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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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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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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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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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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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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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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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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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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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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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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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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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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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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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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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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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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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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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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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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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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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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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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單冊）：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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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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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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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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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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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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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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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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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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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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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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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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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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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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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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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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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套書）：1套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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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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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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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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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知識性讀物組（套書）：1套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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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套定價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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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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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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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好書大家讀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3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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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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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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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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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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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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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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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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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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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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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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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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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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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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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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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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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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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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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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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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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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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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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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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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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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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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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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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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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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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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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