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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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院有兩棵蘋果樹 喻麗清著；薛慧瑩繪 大塊文化 104.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2136157

2 散文 創作 寫在課本留白處 徐國能 九歌出版社 104.02 國中 280 9789574449842

3 散文 創作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侯文詠 皇冠文化 104.01 國中 280 9789573331278

4 小說 創作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張友漁著；儲嘉慧繪 四也出版 104.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90 9789866039638

5 小說 翻譯 少爺：夏目漱石半自傳小說，日本國民必讀經典 夏目漱石著；吳季倫譯 野人文化 104.04 國中 280 9789863840626

6 小說 翻譯 我的足球爸爸 尤金．葉爾欽著；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4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3207047

7 小說 翻譯 波麗安娜：神奇的開心遊戲 愛蓮娜．霍奇曼．波特著；劉芳玉、蔡欣芝譯 好人出版 104.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9155779

8 小說 翻譯 枴杖男孩 艾倫‧馬歇爾著；柯清心譯 幼獅文化 104.09 國中 280 9789864490097

9 小說 翻譯 送走霉運那一年 辛西亞‧角畑著；陳小奇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104.07 國中 280 9789863380818

10 小說 翻譯 第59街的畫家 特莉絲．馬蒂著；TaiPera繪；林敏雅譯 遠見天下 104.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3208310

11 小說 翻譯 第十四條金魚 珍妮佛．霍姆著；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8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863207832

12 小說 翻譯 尋找阿嘉莎 艾米．汀柏蕾著；黃聿君譯 遠見天下 104.03 國小中高年級 350 9789863206989

13 小說 翻譯 晴空下與你一起狂奔 瀨尾麻衣子著；陳嫻若譯 天培文化 104.02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40 9789866385667

14 小說 翻譯 賈斯汀．摩根有匹小馬 瑪格莉特．亨利著；朱恩伶譯 維京國際 104.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0 9789864400218

2015年度 1.文學讀物A組（單冊）：入選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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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說 翻譯 窗邊的小荳荳 黑柳徹子著；岩崎知弘繪；林真美譯 親子天下 104.07 國小中年級 750 9789869201377

1-1 小說 翻譯 窗邊的小荳荳1 黑柳徹子著；岩崎知弘繪；林真美譯 親子天下 104.07 國小中年級

1-2 小說 翻譯 窗邊的小荳荳2 黑柳徹子著；岩崎知弘繪；林真美譯 親子天下 104.07 國小中年級

20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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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創作 TozaToza跟自己說說話 鄭鈴 張老師文化 104.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576938665

2 故事 創作 YES！也算是小超人 哲也著；右耳繪   遠見天下 104.09 國小低中年級 250 9789863207993

3 故事 創作 一幅畫和他的冒險 兩色風景著；江泓童畫繪 風車圖書 104.03 國小中高年級 180 9789862233702

4 故事 創作 大番薯的小綠芽：台灣月曆的故事 鄭宗弦著；陳維霖繪 聯經出版 104.01 國小中高年級 290 9789570845112

5 故事 創作 小火龍6：小火龍上學記 哲也著；水腦繪 親子天下 104.08 國小低年級 250 9789869201391

6 故事 創作 方中街99號 花格子著；蘇力卡繪 九歌出版社 104.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4500079

7 紀實性文學 創作 艾雪：空間魔幻師 李寬宏著；黃中妤繪 三民書局 104.07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571460246

8 故事 創作 忘記親一下 幾米 大塊文化 104.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80 9789862136034

9 故事 創作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幾米 大塊文化 104.05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50 9789862136072

10 詩與韻文 創作 星空動物園 山鷹文；黃郁嵐圖 小魯文化 104.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2115374

11 紀實性文學 創作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金哲毅著 平安文化 104.11 國中 280 9789578039919

12 故事 創作 晴空小侍郎 哲也著；唐唐繪 親子天下 104.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9191036

13 故事 創作 漢室江山興衰史 魏得勝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104.03 國中 350 9789865716509

14 紀實性文學 創作 蘋果樹下的牛頓 王一梅 龍圖騰文化 104.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0 9789865690557

15 紀實性文學 創作 鐵道．旅人繪 吳昭明 遠足文化 104.02 國中 320 9789865787752

16 故事 翻譯 人依靠什麼而活：托爾斯泰短篇哲理故事 托爾斯泰著；61chi繪；王敏雯譯 木馬文化 104.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50 9789863591634

17 紀實性文學 翻譯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黑柳徹子著；田沼武能攝影；王蘊潔譯 親子天下 104.10 國中 320 9789869226134

18 故事 翻譯 念故事給我們聽好嗎？ 原京子著；高橋和枝繪；周姚萍譯 維京國際 104.03 國小中高年級 200 9789865811815

19 故事 翻譯 波拉農廣場 宮澤賢治著；龔婉如譯 自由之丘 104.09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9204521

2015年度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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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  2.文學讀物B組（單冊）：入選28冊。

20 故事 翻譯 格林童話 菲力普‧普曼著；古國萱剪紙；柯惠琮譯 漫遊者文化 104.07 國小中高年級 499 9789865671525

21 故事 翻譯 動物物語系列2：黑猩猩奇奇的冒險旅行 神戶俊平著；井上貴子繪；林冠汾譯 晨星出版 104.04 國小低中年級 199 9789861779812

22 故事 翻譯 第一百號海龜  伊尼戈‧哈瓦洛耶斯著；特莎‧岡薩雷斯繪；張蕊譯 風車圖書 104.05 國小高年級 200 9789862233788

23 故事 翻譯 愛的教育：一個小四學生的成長日記 愛德蒙多．得．亞米契斯著；王干卿譯 木馬文化 104.07 國小中高年級 320 9789863591306

24 故事 翻譯 愛麗絲鏡中奇遇 路易斯．卡洛爾著；海倫．奧森柏莉繪；賴慈芸譯 國語日報社 104.07 國小中高年級 380 9789577517593

25 故事 翻譯 種樹的男人 讓．紀沃諾著；麥克爾．馬可帝繪；邱瑞鑾譯 漫遊者文化 104.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80 9789869141505

26 故事 翻譯 霧中的腳步 瑪格麗特．瑪希著；蓋文．畢夏普繪；黃筱茵譯 聯經出版 103.12 國小中高年級 240 9789570845051

27 文學知識 編著 孔子紀行 蔡志忠 大塊文化 104.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60 9789862136324

28 紀實性文學 編著 噍吧哖一九一五 蕭景文文；邱若龍圖 玉山社 104.08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0 978986045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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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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 創作 小小蒙娜麗莎 洪金禪著；達姆插畫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4.04 國小高年級 550 9789860443929

2 生物 創作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5：螳螂的私密生活 黃仕傑 遠見天下 104.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3206552

3 生物 創作 我的水中夥伴:生物學家談台灣溪流魚類和環境故事 方力行 八旗文化 104.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60 9789865842642

4 生物 創作 為什麼腸胃不會把自己給消化了？：揭開人體生理的奧祕 潘震澤 貓頭鷹出版社 104.06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2622490

5 生物 創作 都會種樹圖鑑（下） 張蕙芬 遠見天下 104.10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0 9789863208419

6 生物 創作 嘎嘎老師的昆蟲觀察記 林義祥 晨星出版 104.11 國小中高年級 450 9789864430246

7 生物 創作 與虎頭蜂共舞：安奎的虎頭蜂研究手札 安奎 獨立作家 104.1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30 9789869212786

8 文化 創作 蔬菜的島 黃惠鈴著；郭金昇繪 聯經出版；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03.12 國小中高年級 280 9789860428308

9 數學 翻譯 小翻頁大發現5：我的數學遊戲大發現 米娜．蕾西、艾力斯．弗瑞斯著；柯林．金恩繪 水滴文化 104.05 國小低中年級 780 9789865730130

10 藝術 翻譯 地圖藝術實驗室：52個與旅行、地圖、想像力有關的創意練習 吉兒‧貝瑞、琳頓‧邁奈麗著；李佳霖、施玫亞、徐立妍、陳希林譯 遠流出版 104.01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573274568

11 百科 翻譯 好奇孩子的生活大發現：你知道每天用的、吃的、穿的…是怎麼來的嗎？ 艾德倫．華森著；鄭如瑤譯 小熊出版 104.06 國小低中年級 360 9789865863630

12 哲學 翻譯 知道與不知道 布麗姬．拉貝文；傑克．阿薩圖；李毓真譯 米奇巴克 104.03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30 9789866215421

13 家政 翻譯 哪個是哪個？食物比一比 高岡昌江著；菅原啟子繪；周姚萍譯 遠見天下 104.07 國小低中年級 380 9789863207641

14 工程 翻譯 陸海空建築工程大集合 安娜蘇菲．包曼文；迪迪耶．巴力席維圖；陳維真譯 上誼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650 9789577625687

15 交通 翻譯 搭飛機去旅行 皮耶．溫德斯文；坦妮卡．麥林克圖；潘和譯 小魯文化 104.04 國小低中年級 300 9789862115213

16 數學 翻譯 數數看．找找看．比比看：動物在哪裡？ 克絲婷．羅伯森、露絲．羅素著；凱薩琳、盧卡斯，葛瑞絲．盧卡斯繪；方美鈴譯 遠見天下 104.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級
450 9789863206453

17 生物 翻譯 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 婕爾達．繆勒著；徐麗松譯 水滴文化 104.03 國小低中年級 350 9789865730093

18 自然 編著 台灣有機生態家園 施云 晨星出版 104.07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50 9789861779997

19 植物 編著 多肉植物圖鑑 梁群健 晨星出版 104.02 國小中高年級 690 9789861779461

2015年度  3.知識性讀物組（單冊）：入選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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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數學 翻譯 小老鼠愛數學第二輯：應用數學篇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1200 9789863207313

1-1 數學 翻譯 小柏的沙灘計畫／容量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1-2 數學 翻譯 一隻老鼠一個窩／對應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1-3 數學 翻譯 小老鼠大麻煩／分類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1-4 數學 翻譯 黏黏隊長／加法和減法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1-5 數學 翻譯 小柏做蛋糕／序數．從1排到12 愛倫諾．梅、達芬．史奇納、蘿拉．崔斯柯著；黛博拉．梅爾曼繪；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5 國小低年級

2015年度  3-1知識性讀物組（套書）：入選1套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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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蔬菜寶寶 陳麗雅文、圖 小魯文化 104.11 學齡前 280 9789862115855

2 創作 我種了高麗菜 陳麗雅 遠見天下 104.02 低年級 330 9789863206248

3 創作 亞斯的國王新衣 劉清彥、姜義村文；九子圖 巴巴文化 104.11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9033404

4 創作 拐杖狗 李如青 聯經出版 103.12 國小中高年級 300 9789570844962

5 創作 爸爸的摩斯密碼 石麗蓉 小熊出版 104.10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5863777

6 創作 設計是什麼？ 王艾莉文；陳宛昀圖 格林文化 104.06 國小中高年級 550 9789861896304

7 翻譯 100層的巴士 麥克•史密斯文、圖；侯秋玲譯 小魯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0 9789862115336

8 翻譯 22個孤兒 堤吉‧費爾德肯卜著；菲利浦‧赫普曼繪；方素珍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104.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381105

9 翻譯 一直一直往下挖 麥克．巴奈特著；雍．卡拉森繪；林良譯 親子天下 104.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20 9789862419359

10 翻譯 下雪日的約定 理察‧柯提斯著；蕾貝卡‧寇柏繪；劉握瑜譯 水滴文化 104.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 280 9789865730307

11 翻譯 小警長大戰蟾蜍幫 席鮑伯著；藍史密斯繪；賴羽青譯 格林文化 104.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1895802

12 翻譯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 奧立佛‧傑法文圖；柯倩華譯 三民書局 104.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50 9789571460239

13 翻譯 水藍色的圍巾 楠茂宣著；松成真理子繪；李慧娟譯 維京國際 104.11 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4400263

14 翻譯 世界名家創意繪本：雪花與墨滴 皮爾尼克‧巴拉瑞歐、艾力薩卓‧蓋提著；希莫娜‧慕拉扎尼繪；閣林翻譯小組譯 閣林文創 104.11 國小低中年級 399 9789862924112

15 翻譯 可以說晚安了嗎？
喬里．約翰著；班傑．戴維斯

繪；李紫蓉譯
遠見天下 104.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8167

16 翻譯 亨利．盧梭的奇幻叢林 米榭兒．馬凱文；雅曼達．荷爾圖；宋珮譯 遠流出版 104.08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573276821

17 翻譯 完美的正方形 麥可・荷爾文、圖；宋珮譯 三之三文化 104.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70 9789865664138

18 翻譯 我的老師是怪獸！（不，我不是！） 彼得．布朗文、圖；劉清彥譯 遠見天下 104.02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00 9789863206125

19 翻譯 我的娃娃朋友妲莉雅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著；劉美欽譯 水滴文化 104.09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5730246

20 翻譯 我的寶貝蛋 艾蜜莉．葛拉菲特文、圖；郭恩惠譯 小魯文化 104.06 學齡前 290 9789862114827

2015年度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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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  4.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單冊）：入選34冊。

21 翻譯 男子漢阿茶 青木宏江著；長谷川義史繪；林真美譯 遠流出版 104.05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573276340

22 翻譯 拉拉去溜冰 茉莉．艾德爾 遠見天下 104.04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60 9789863206903

23 翻譯 勇敢的小伶 威廉．史塔克文、圖；宋珮譯 道聲出版社 104.01 國小低中年級 260 9789865809843 

24 翻譯 飛行員與小王子：聖修伯里的一生 彼德席斯文、圖；黃筱茵譯 格林文化 104.04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20 9789861895857

25 翻譯 海底100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文、圖；周佩穎譯 小魯文化 104.0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90 9789862114940

26 翻譯 媽咪在哪裡？ 貝芙莉．唐諾費歐著；芭芭拉•麥克林托克繪 水滴文化 104.03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320 9789865730154

27 翻譯 像大樹一樣的人 伊勢英子文、圖；林真美譯 聯經出版 104.04 國小中高年級 320 9789570845525

28 翻譯 數數看 安野光雅文、圖 遠見天下 104.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7771

29 翻譯 蝴蝶 江國香織文；松田奈那子繪；米雅譯 道聲出版社 104.07 國小低中年級 270 9789864000470

30 翻譯 樹的小寶寶 伊勢英子文、圖；林真美譯 青林國際 104.03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2740385

31 翻譯 樹懶的森林 蘇菲‧史崔蒂著；路易斯‧里戈、阿努克‧博伊斯羅伯特繪；王日清譯 青林國際 104.11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600 9789862742433

32 翻譯 蘋果樹上的死神 莎樂爾文、圖；劉孟穎譯 韋伯文化 104.12 國小低中年級 280 9789864270286

33 翻譯 櫻桃樹 馬克薩莫塞特著；蘿文薩莫塞特繪；賴羽青譯 格林文化 104.05 國小中年級 350 9789861895956

34 翻譯 魔法的夏天 藤原一枝著；秦好史郎繪；櫻菜譯 遠見天下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80 978986320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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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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看世界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90 9789861896151

1-1 翻譯 小熊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2 翻譯 熊爸爸回家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7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3 翻譯 認識新朋友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4 翻譯 爺爺奶奶家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5 翻譯 給小熊的吻 艾爾斯敏納立克文；莫里斯桑達克圖；潘人木譯 格林文化 104.06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2015年度  4-1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套書）：入選1套5冊。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