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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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我的展覽

作者： 史考特．曼金(Scott Menchin)

繪者： 哈利．布里斯

譯者： 宋珮

小天下 2017 97898647933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5921

2 都是我的
作者：張輝誠

繪者：李小逸
親子天下 2018 978957503013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75

3 誰是第一名
作者：蕭湄羲

繪者：蕭湄羲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5 978986161528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3276

4 小刺蝟愛生氣
作者：張輝誠

繪者：WaHa Huang
親子天下 2018 978957503031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74

5 我的興趣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工作
作者：昆汀．葛利本( Quentin Gréban)

譯者：賴潔穎
大穎文化 2018 978957912515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0051

6 垃圾車來了

作者：凱特．麥克穆蘭 (Kate McMullan)

譯者：陳雅茜

繪者：吉姆‧麥克穆蘭 Jim McMullan

小天下  2017 97898647932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0481

7 騎著恐龍去上學
作者：劉思源

繪者：李小逸
步步 2017 978986943370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1417

8 玩具診所開門了
作者：方素珍

繪者：郝洛玟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344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7139

9 一張鈔票一百元
作者：郝廣才

繪者：朱里安諾（Giuliano Ferri）
格林文化 2018 978986189860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84

10 開學了，學校也好緊張！

作者：亞當．雷克斯( Adam Rex)

譯者：劉清彥

繪者： 克里斯汀．羅賓遜（Christian Robinson）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49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96208

11 朱瑞福的游泳課
作者：賴曉妍, 賴馬

繪者：賴馬
親子天下 2018 97895790959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96176

12 雲上的阿里
作者/繪者： 城井文 (しろい あや)

譯者： 陳瀅如
親子天下 2017 978986942152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1878

13 南瓜湯 作者/繪者： 海倫‧庫柏(Helen Cooper) 和英 2017 978986931809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78

14 小熊包力刷牙記
作者： 思維特拉納．泰瑞娜

譯者： 林芳萍
上人 2001 978957204101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99

15 誰要零鴨蛋
作者： 管家琪

繪者： 林傳宗
信誼基金 2018 978986161585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85499

16 天神幫幫忙：動物馬拉松
作者： 子魚

繪者： 張惠媛
小熊出版 2018 978957864049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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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給老師的一封信
作者： 黛博拉．霍金森( Deborah Hopkinson)

繪者： 南西．卡本特（Nancy Carpenter）
維京國際 2018 978986440256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4521

18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作者/繪者： 吉竹伸介(ヨシタケシンスケ)

譯者： 許婷婷
三采 2016 978986342680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2639

19 年糕去澡堂

作者： 苅田澄子

譯者： 米雅

繪者： 植垣步子

道聲出版社 2016 97898640015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1035

20 小火龍大賽車
作者： 哲也

繪者： 水腦
親子天下 2018 978986954919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8483

21 我家附近的野花 作者/繪者： 陳麗雅 小天下 2016 978986320982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2372

22 森林裡的鋼琴師
作者/繪者： 大衛‧里奇斐德 (David Litchfield)

譯者： 吳其鴻
維京國際 2016 978986440071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9923

23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作者： 郝廣才

繪者： 田中伸介
格林文化 2017 978957745937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3205

24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作者： 吳念真 遠流 2003 957324909X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25436

25 世界不是方盒子：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哈 哈蒂的故事
作者/繪者： 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

譯者： 馬筱鳳
小典藏出版 2017 978986953541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96259

26 黑鮪魚的旅行
作者： 林滿秋

繪者： 孫心瑜
青林 2114 978986274163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65969

27 各種各樣的家：家庭大書

作者： 瑪莉．霍夫曼 (Mary Hoffman)

繪者： 蘿絲．阿思契弗（Ros Asquith）

譯者： 黃筱茵

維京國際 2012 978986631071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588

28 森林裡的怪咖：小徒弟兔寶的創作課
作者： 張友漁

繪者： 蔡嘉驊
遠流 2018 978957328239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3351

29 你可以說不：保護自己遠離傷害的繪本

作者： 貝蒂‧博嘉荷多(Betty Boegehold)

繪者： 河原麻里子

譯者： 林佳慧

小熊出版 2017 978986945183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6155

30 媽媽使用說明書

作者： 伊藤未來

繪者： 佐藤真紀子

譯者： 原木櫻

小天下 2016 978986320963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9205

31 星期天的自然教室

作者： 村上詩子 (村上しいこ)

繪者： 田中六大

譯者： 張桂娥

小天下 2016 978986479061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776

32 爺爺的有機麵包

作者： 申惠恩(Hye-Eun Shin)

繪者： 高林麻里

譯者： 羅吉希

聯經出版 2013 97895708422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38118

33 埃及金字塔遠征記
作者： 王文華

繪者： 貓魚
親子天下 2017 978986948442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1477

34 三個問號偵探團2：勇闖恐龍島

作者： 晤爾伏．布朗克(Ulf Blanc)

繪者： 阿力

譯者： 宋淑明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58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4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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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台灣炒飯王：少年總鋪師2
作者： 鄭宗弦

繪者： 吳嘉鴻
九歌 2018 978986450201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81

36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作者： 張東君

繪者： 陳維霖
小魯文化 2013 978986211395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25508

37 蘭亭序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 陳玉金, 馬筱鳳

繪者： 黃麗珍
小典藏出版 2018 978986963970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96808

38 鄭荷大戰
作者： 王文華

繪者： 徐至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71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090992

39 300字小故事-100則品格力
作者： 國語日報出版中心

繪者： 蔡兆倫
國語日報 2017 978957751803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5307

40 阿茲海默先生
作者： 陳怡潓

繪者： 薛慧瑩
大好書屋 2017 97898624862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59831

41 我的房間保衛戰

作者： 羅勃‧金默‧史密斯 (Robert Kimmel Smith)

繪者： 張蓓瑜

譯者： 趙永芬

小麥田 2018 978986956360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9211

42 我的虎爺好朋友
作者： 海德薇

繪者： 王淑慧
九歌 2018 978986450208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82

43 長腿叔叔（暢銷改版）
作者： 琴．韋伯斯特(Jean Webster)

譯者： 黃意然
商周出版 2018 978986272596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91372

44 我並不孤單：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
作者： 李明足

繪者： 許育榮
四也出版 2018 978986965330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0742

45 勇敢向世界發聲-馬拉拉
作者： 林滿秋

繪者： 陳佳蕙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416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99370

46 玉山的召喚
作者： 陳景聰

編者： 賴彥成
四也出版 2012 978986603915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3526

47 目擊證人：你今天目擊了什麼？ 作者： 張友漁 國語日報 2016 97895775178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4739

48 藍色海豚島

作者： 司卡特‧歐德爾(Scott O’Dell)

繪者： 蔡豫寧

譯者： 傅定邦

台灣東方 2018 978986338205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5859

49 一封沒有字的信
作者： 鄭宗弦

繪者： 李憶婷
文房 2018 978957860236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80

50 魯蛇俱樂部
作者： 安德魯‧克萊門斯

譯者： 謝雅文
遠流 2017 978957328173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4991

51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
作者： 廖大魚

繪者： 徐至宏
小兵 2018 978986953356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183

52 檸檬水戰爭

作者： 賈桂林‧戴維斯 (Jacqueline Davies)

繪者： 薛慧瑩, 陳佳蕙

譯者： 謝靜雯

親子天下 2017 978986241852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35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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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值得認識的38個：細菌好朋友
作者： 陳俊堯

繪者： FOREST
國語日報 2018 978957751818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0454

54 跑道
作者： 陳肇宜

繪者： DEER JAN
小兵 2017 978986953350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444

55 喂.穿裙子的！
作者： 張友漁

繪者： 朵兒普拉司
幼獅文化 2013 978957574921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28999

56 黃洋裝的祕密
作者： 林滿秋

繪者： 黃立佩
小天下 2017 978986479175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60004

57 通心粉男孩
作者： 安德里亞斯．史坦哈弗(Andreas Steinhofel)

譯者： 潘世娟
遠流 2016 978957327790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6857

58 少年廚俠1：兩王的心結
作者： 鄭宗弦

繪者： 唐唐
親子天下 2018 978957909546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9575

59 奇蹟男孩

作者： R. J. 帕拉秋( R. J. Palacio)

繪者： 薛慧瑩

譯者： 吳宜潔

親子天下 2017 978986241555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69336

60 12歲那天，我賠光了老爸的帳戶
作者： 艾莉莎‧布蘭特‧懷絲曼( Elissa Brent Weissman)

譯者： 陳維真
大寫出版 2017 978986569591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8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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