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顏色 建議年級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本館館藏網址

1 小雞逛超市
作者/繪者：工藤紀子

譯者：周佩穎
小魯文化 2016 978986211662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58833

2 有些時候，我特別喜歡爸爸

作者： 阿諾．阿梅哈

繪者：侯邦

譯者：尉遲秀

上誼 2013 978957762539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14391

3 呼嚕呼嚕獸
作者： 莎拉．卡森

譯者：李紫蓉
上人 2009 978986212129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558309

4 跌倒了，沒關係
作者/繪者：陶德．帕爾

譯者：張杏如
上誼 2015 978957762579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6014

5  無敵鐵媽媽

作者：大衛卡里

繪者：安娜蘿拉

譯者：黃聿君

格林文化 2017 97898618901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39800

6 慌張先生 作者/繪者： 賴馬 親子天下 2016 978986935453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2679

7 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作者：五味太郎(Taro Gomi)

譯者：上誼編輯部
上誼 1998 957762138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5979

8 我的感覺系列-我好生氣

作者：康娜莉雅．史貝蔓

繪者：凱西．帕金森

譯者：蔡忠琦等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756199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43314

9 猜猜我有多愛你

作者：山姆．麥克布雷尼

繪者：安妮塔．婕朗

譯者：陳淑惠

上誼 1996 957762068X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8203

10 蠟筆小黑
作者：中屋美和

譯者：米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882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811

11 完美的正方形
作者/繪者：麥可・荷爾

譯者：宋珮
三之三 2015 978986566413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74920

12 最喜歡媽媽了
作者/繪者：宮西達也

譯者：劉康儀
小魯文化 2016 978986211651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50381

13 紅公雞
作者：王蘭

繪者：張哲銘
信誼 1993 957642156X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889紅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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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愛哭公主 作者/繪者：賴馬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894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66067

15 媽媽，買綠豆
作者：曾陽晴

譯者：萬華國
信誼 2008 978986161260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2538

16 亞比的第一句話：亞伯特‧愛因斯坦的童年故事 

作者：賈桂琳．圖維爾

繪者：懷寧．伊凡斯

譯者：劉清彥

道聲 2015 978986400027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2343

17 糞金龜的成長日記
作者：林秀穗

繪者：廖健宏
信誼 2016 97898616151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0605

18 爺爺的玻璃店 作者/繪者：張秀毓 小魯文化 2015 978986211549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6310

19 菜園裡的小世界

作者：凱特‧梅斯納

繪者：克里斯多夫‧賽拉斯‧尼爾

譯者：黃靜雅

小天下 2016 978986479038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8287

20 鱷魚愛上長頸鹿１：鱷魚愛上長頸鹿
作者：達妮拉‧庫洛特

譯者：林硯芬
采實文化 2016 978986931817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52390

21 毛公鼎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陳玉金

繪者：孫心瑜
小典藏 2015 978986922593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8638

22 一顆種子的旅行
作者/繪者：安妮．默勒

譯者：賴雅靜
青林 2014 978986274149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27764

23 神秘圖書館套書1：芽門、彩花籽與小小巫婆
作者：林佑儒

繪者：25度
親子天下 2016 978986933396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1518

24 媽祖不見了
作者：李儀婷

繪者：吉娜兒
四也 2011 978986603902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78599

25 好心的小糞金龜

作者：弗萊德．巴洛尼基

繪者：安德蕾．普里桑

譯者：徐素霞

三之三 2015 978986566417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3489

26 愛畫畫的吳道子

作者：陸麗娜

繪者：蘇美璐

譯者：宋珮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685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2099

27 屎來糞多學院
作者：張東君

繪者：黃麗珍
幼獅文化 2015 978957574981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0070

28 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
作者：婕爾達‧繆勒

譯者：徐麗松
水滴文化 2015 978986573009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8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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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狐狸爸爸萬歲（羅德達爾百年誕辰紀念版）

作者：羅德．達爾

繪者：昆丁．布雷克

譯者：劉清彥

小天下 2016 978986479009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80937

30 森林裡最特別的三兄弟
作者：糖朝栗子

繪者：黃靜芳
金蘋果圖書 2016 978986935530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1024

31 帥呀！波麗士
作者：廖炳焜

繪者：黃郁軒
小魯文化 2011 978986211235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63144

32 妖怪醫院1：妖怪也會感冒

作者：富安陽子

繪者：小松良佳

譯者：游韻馨

親子天下 2016 978986936682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8290

33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美國第一位女醫生的故事

作者：譚亞．李．史東

繪者：瑪尤莉．普萊斯曼

譯者：柯倩華

維京 2016 978986440059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0258

34 鐵路列車長的一天
作者：陳啟淦

繪者：林耀煌
聯經 2014 978957084466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85105

35 變身吧！太空人

作者：鄭昌勳

繪者：盧仁慶

譯者：張琪惠

維京 2015 978986581186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75012

36 總鋪師上菜！
作者：李光福

繪者：張振松
康軒 2011 978986151710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75117

37 奇想三國2：萬靈神獸護劉備
作者：岑澎維

繪者：托比李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87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9247

38 來自司馬家的求救信
作者： 張友漁

繪者：查理宛豬
四也 2012 978986603918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597

39 搖搖紙扇訪宋朝
作者： 王文華

繪者：L&W studio
親子天下 2015 978986922614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2373

40 三個問號偵探團12：魔法師的陰謀

作者： 晤爾伏．布朗克

繪者：阿力

譯者：姬健梅

親子天下 2015 978986920135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5918

41 小偷
作者：王淑芬

繪者：徐至宏
巴巴文化 2014 978986899398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41840

42 山城之夏(二版) 作者：周姚萍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29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924554

43 砲來了，金門快跑！（三版）
作者：張友漁

繪者：陳一帆
四也 2014 978986603960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9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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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第十四條金魚
作者：珍妮佛．霍姆

譯者：劉清彥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783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485098

45 第59街的畫家

作者： 特莉絲‧馬蒂

繪者：Tai Pera

譯者：林敏雅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831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0085

46 張曼娟成語學堂：高級班-山米和浪花的夏天
作者：張曼娟/策劃、黃羿瓅/撰寫

繪者：錢茵
親子天下 2009 978986241066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610915

47 黑帶傳奇
作者：陳景聰

繪者：蘇力卡
小魯文化 2015 978986211547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4914

48 穿裙子的男孩

作者： 大衛‧威廉斯

繪者：昆丁‧布雷克

譯者：黃瑋琳

聯經 2015 978957084585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1056

49 裝作沒看到(*)
作者：梅田俊作、梅田佳子

譯者：陳系美
日出 2015 978986914442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05211

50 吹口哨的孩子王

作者：重松清

繪者：塚本靖

譯者：賴庭筠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862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3454

51 母親的金手錶(增訂新版) 作者： 琦君 九歌 2012 978957444822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8316

52 誰偷了維梅爾?

作者：布露．巴利葉特

繪者：布萊特．赫奎斯特

譯者：蔡慧菁

小天下 2016 978986479071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47456

53 追光少年
作者：林滿秋

繪者：swawa.com,黃怡姿
小天下 2014 978986320430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54025

54 山豬.飛鼠,撒可努(修訂版) 作者：亞榮隆．撒可努 耶魯 2011 978957832387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867

55 大龍燈vs.小星燈：我和我家的外籍看護
作者：鄭宗弦

繪者：林純純
台灣東方 2013 978957570983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00251

56 明星節度使（十週年重量級紀念版）
作者： 哲也

繪者：唐唐
親子天下 2015 978986919104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2680

57 祕密花園

作者： 法蘭西絲．霍森．柏內特

繪者：英格．莫爾（Inga Moore）

譯者：黃筱茵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40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70351

58 誰來當王妃

作者： 珊寧‧海爾

繪者：火柴工作室

譯者：趙映雪

台灣東方 2016 978986338099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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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超科少年SSJ2:生物怪才達爾文

作者：漫畫科普編輯部/內容製作

好面&彭傑(友善文創) /漫畫製作

繪者：水腦,王佩娟

親子天下 2015 978986924863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2377

60 星星也偷笑：桂文亞散文集
作者： 桂文亞

繪者：王書曼
小天下 2015 97898632075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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