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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會上學校的廁所嗎？

作者：村上八千世

譯者：周姚萍

繪者：瀨邊雅之

小魯文化 2011 978986211207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63663

2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作者： 史帝夫・安東尼

譯者：柯倩華
親子天下 2015 978986398058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80914

3 大熊抱抱
作者/繪者： 尼可拉斯．歐德藍

譯者：余治瑩
維京 2010 978986631023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55264

4 馬鈴薯家族
作者/繪者： 長谷川義史

譯者：林真美
維京 2013 978986631096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3058

5 我的衣裳
作者： 西卷茅子

譯者：林真美
遠流 1997 957323274X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6327

6 永遠愛你

作者：羅伯特．曼斯基

繪者：陳致元

譯者：林芳萍

和英 2014 978986660835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56793

7 修馬路！小心喔 

作者：竹下文子

繪者：鈴木守

譯者：朱燕翔

台灣東方 2011 978957570960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76246

8 鱷魚先生在百貨公司上班
作者/繪者：植垣步子

譯者：蘇懿禎
上誼 2013 97895776254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01658

9 我的幸運日
作者/繪者：慶子．凱薩茲

譯者：李坤珊
三之三 2009 978986729548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52404

10 奶奶的記憶森林 作者/繪者：崔永嬿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967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75697

11 冬冬的第一次飛行
作者：周逸芬

繪者：黃進龍
和英文化 2012 978986660819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74660

12 大家來蓋房子！

作者： 竹下文子

繪者：鈴木守

譯者：朱燕翔

台灣東方 2012 978957570970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89686

13 一個完美的地方

作者： 蕾拉．羅奇

繪者：蕾拉．羅奇

譯者：李貞慧

阿布拉 2015 978986587623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98702

14 你很快就會長高

作者： 安琪雅．薛維克

繪者：羅素．艾圖

譯者：余治瑩

三之三 2001 957887293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7899

15 百步蛇娶新娘
作者：吳燈山

繪者：劉伯樂
世一 2010 978986193242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04687

16 最棒的鞋

作者：瑪莉白．波茲

繪者：諾亞．瓊斯

譯者：黃筱茵

台灣東方 2013 978957570987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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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魔奇魔奇樹

作者：齋藤隆介/文

繪者：潼平二郎

譯者：林真美

和英 2001 957304836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905

18 叔公的理髮店

作者：瑪格麗．金．米契爾/文

繪者：詹姆斯．瑞森

譯者：柯倩華

三之三 2001 957208902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9133

19 我的願望：天天不挨罵

作者：楠　茂宣

繪者：石井聖岳

譯者：張桂娥

小魯文化 2014 978986211437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43920

20 大鯨魚瑪莉蓮

作者：大衛．卡利

繪者：桑妮亞．波瓦

譯者：李毓真

米奇巴克 2010 978986621502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43822

21 我種了高麗菜
作者：陳麗雅

繪者：陳麗雅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624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82395

22 啄木鳥女孩
作者：劉清彥, 姜義村

繪者：海蒂朵兒
巴巴文化 2015 978986914853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4923

23 最後的魔法

作者： 中島和子

繪者：秋里信子

譯者：林文茜

台灣東方 2005 957570782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44194

24 旗魚王 作者： 李如青 聯經 2012 978957083939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7854

25 丹福先生
作者/繪者：大衛．麥基

譯者：劉清彥
道聲 2013 978986620589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7189

26 千歲爺出任務－燒王船
作者：管家琪/著

繪者：詹雅茵
四也 2013 978986603935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04059

27 時光小學：爸爸，不住在我家
作者：王文華

繪者：王秋香
國語日報 2014 978957751739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94520

28 到紅樹林去玩
作者/繪者：陳麗雅

編者：楊琇珊
青林 2011 978986274019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78624

29 蟲來沒看過 作者：楊維晟 親子天下 2008 978986658203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50489

30 最後一名土地公(二版)
作者：許榮哲

繪者：葉懿瑩
四也 2015 978986603970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8291

31 可能小學的愛地球任務：拯救黑熊大作戰
作者：王文華

繪者：賴馬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23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83402

32 遇見霸凌，我要裝作沒看見嗎？

作者：艾琳．法蘭科

繪者：寶拉．希菲

譯者：孔繁璐

大穎文化 2014 978986592544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63355

33 地球越來越熱
作者：鄭昌勳

譯者：邱敏瑤
上人 2013 978986212217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88442

34 曹操掉下去了
作者：王文華

繪者：陳狐狸
巴巴文化 2013 97898689939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0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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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巴黎舅舅的餐桌
作者： 魏柔宜

繪者：尤淑瑜
三采 2014 978986342246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90330

36 我做得到！：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以斯帖．墨里斯

作者：琳達．艾姆斯．懷特

繪者：南西．卡本特

譯者：劉清彥

親子天下
2006

2015

9789867158598(一版)

9789869226165(二版)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7928

37 林良爺爺憶兒時
作者：林良

繪者：鄭明進
幼獅文化 2013 978957574904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32027

38 四隻腳，兩隻鞋

作者：凱倫．威廉斯、卡卓拉．穆罕默德

繪者：道格．查伊卡

譯者：陳雅茜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64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9977

39 全世界最窮的總統爺爺來演講！

作者： 艸場 よしみ

繪者：中川 学

譯者：王華懋

如何 2015 978986136436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5404

40 吉貝耍夜祭
作者：邱凡芸

繪者：孔祥旭,李秉祐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5 978986045647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90744

41 刺蝟釣手
作者：陳景聰

繪者：蘇力卡
小魯文化 2011 978986211240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19118

42 隨身聽小孩(二版) 作者： 林滿秋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59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57199

43 巧克力戰爭(二版一刷)

作者：大石真

繪者：北田卓史

譯者：陳珊珊

小魯文化 2012 978986211320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0701

44 少年鱷魚幫

作者： 麥斯．范德葛林

繪者：達姆

譯者：洪清怡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34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9349

45 一樣的媽媽不一樣 作者：梁雅雯 九歌 2004 957444108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79683

46 遇見莫那‧魯道
作者：彭素華

繪者：徐至宏
小兵 2014 978986598874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51055

47 心願奇蹟：平凡孩子的不平凡力量
作者：嘉斯．桑頓

譯者：吳宜潔
國語日報  2011 978957751625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49508

48 我的爸爸上電視了
作者：花格子

繪者：王淑慧
九歌 2014 978957444922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8106

49 我是怪胎
作者：王淑芬

繪者：徐至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273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59220

50 爸爸的六十封情書：60則親子間的真情對話
作者：連德盛

繪者：王子麵
康軒 2008 978986151651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44930

51 十三歲新娘
作者：葛羅莉亞．魏蘭

譯者：鄒嘉容/譯
台灣東方 2001 957570647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8343

52 如何帶一隻恐龍搭電梯：21個有趣的科學思考
作者：張文亮

繪者：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4 978957751635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3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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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作者：凱特．狄卡密歐

繪者：貝格朗．伊巴圖林

譯者：劉清彥

台灣東方 2006 978957570835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5777

54 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
作者：廖炳焜

繪者：吳善琪、葉至偉
四也 2015 9789866039591(三版)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9911

55 歷史FUN輕鬆：大才子的成績單

作者：譚海芳/主編

           崔瑜昕, 林安/編著

繪者：劉偉龍,BO2

小天下 2014 97898632051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58120

56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作者：張友漁

繪者：儲嘉慧
四也 2015 978986603963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1961

57 一個阿富汗女孩的故事之戰火下的小花

作者： 黛伯拉．艾里斯

繪者：吳羚溦

譯者：鄒嘉容

台灣東方 2015 97898633806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0395

58 手斧男孩首部曲（10萬冊紀念版）
作者： 蓋瑞．伯森

譯者：蔡美玲、達娃
野人 2012 978986594712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2719

59 波西傑克森1：神火之賊
作者： 雷克．萊爾頓

譯者：吳梅瑛
遠流 2009 978957326435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60067

60 河馬教授說故事：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作者： 張文亮

繪者：許書寧、李伊甯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62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2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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