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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顏色妖怪
作者：Anna Llenas

譯者：華碩文化
華碩文化 2018 978986956167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5840

2 梅伊第一天上學
作者：凱特．貝魯比

譯者：鄭如瑤
小熊出版 2019 97898697916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5976

3 迷路的小犀牛

作者：中村仁

譯者：蘇懿禎

繪者：秦好史郎

小熊出版 2018 978957864061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0980

4 我有好多話要「說」！

作者：克里絲蒂安‧瓊斯

譯者：吳羽涵

繪者：查理華生

東雨文化 2018 978986959320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9289

5 長大後想變成什麼呢？

作者：寮美千子

譯者：張桂娥

繪者：秦好史郎

小魯文化 2017 978986211727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8397

6 時間長或短?

作者：莉亞‧杜凡妮

譯者：陳咻咻

繪者：亞莉安娜‧妲布里妮

幼獅文化 2017 978986449092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4508

7 是誰嗯嗯在我的頭上

作者：維爾納．雪爾茨瓦爾斯

譯者：方素珍

繪者：沃爾夫．埃爾布魯赫

三之三 1998 957841604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602770

8 月亮是什麼味道？
作者：麥克‧格雷涅茨

譯者：鄭如瑤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88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260

9 被貼標籤的鱷魚

作者：提姆‧沃恩斯

譯者：黃筱茵

繪者：提姆‧沃恩斯

東雨文化 2019 978957521368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175

10 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
作者：蘿倫．柴爾德

譯者：賴慈芸
上誼文化 2007 978957762435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36333

11 小紅母雞

作者：皮耶.德里

譯者：尉遲秀

繪者：瑟西兒‧羽德希吉耶

親子天下 2018 978957909507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6478

12 市場街最後一站

作者：馬特．德拉佩尼亞

譯者：宋珮

繪者：克里斯汀．羅賓遜

小天下 2016 978986320981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9098

13 好忙的除夕 作者：翁藝珊 信誼基金 2019 978986161592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9048

14 帶來幸福的白熊郵差
作者：木島誠悟

譯者：黃惠綺
維京 2018 978986440204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80268

15 通緝！偷書賊兔子洛菲
作者：愛蜜莉.麥肯錫

譯者：黃筱茵
阿布拉 2019 978986587662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5919

16 小故事繪本:不會騎掃把的小巫婆 作者：郭桂玲 國語日報 2018 978957751814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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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不會游泳的青蛙
作者：阿德蝸

繪者：陳又凌
小兵 2008 978986654405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45138

18 超神奇糖果鋪
作者：宮西達也

譯者：周佩穎
小魯文化 2017 978986211719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3272

19 大排長龍的巫婆湯店
作者：福澤由美子

譯者：黃立忻
球球館 2016 978986442093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52777

20 無敵懶惰蟲
作者：李維明

繪者：大尉
小兵 2007 978986710770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45569

21 侯鳥：季節性移工家庭的故事

作者：梅芯．托提耶

譯者：幸佳慧

繪者：伊莎貝爾．阿瑟

字畝文化 2018 978986963983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9475

22 檸檬的滋味
作者：派翠西亞．波拉蔻

譯者：劉清彥
道聲出版社 2009 978986673580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667772

23 祕密的心情銀行1：大佑的心情存摺

作者：藤本美鄉

譯者：陳珊珊

繪者：田中六大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415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007

24 我不亂生氣

作者：苿莉．帕特

譯者：黃筱茵

繪者：莎拉．詹寧斯

小光點 2017 978986952074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6594

25 阿嬤，不要忘記我

作者：楠章子

譯者：陳瀅如

繪者：石井勉

木馬文化 2019 978986359682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019

26 愛吹風的洋蔥
作者：何奕佳

繪者：張哲銘
信誼基金出版 2019 978986161593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9046

27 屁屁偵探讀本 7：好景莊有妖怪
作者：Troll

譯者：張東君
遠流 2019 978957328636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2784

28 瘋狂的一天：JUNE 29, 1999
作者：大衛威斯納

譯者：黃鈞荻
格林文化 2018 978986189863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00047

29 阿嬤的碗公

作者：吳在媖

譯者：王昭華

繪者：黃祈嘉

星月書房 2016 97898629412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6127

30 麗雲老師的故事專賣店：小苔蘚的夢想(中年級篇)
作者：陳麗雲／編

繪者：陳志鴻
康軒 2018 978986151998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988

31 博物館一日遊

作者：弗倫斯．德卡特

譯者：劉孟穎

繪者：香緹．皮坦

韋伯 2016 978986427063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12574

32 親愛的
作者：幸佳慧

繪者：楊宛靜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607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0493

33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

來自7個國家的7個孩子，食衣住行都不同的一天

作者：麥特‧拉莫斯

譯者：彭欣喬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349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80328

34 遠山：牛鈴叮咚咚？馬鈴叮噹噹 作者：李如青 小魯文化 2018 978986211877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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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超馬童話大冒險1：誰來出任務？
作者：王文華, 王家珍, 王淑芬, 亞平, 林世仁, 劉思源, 賴曉珍, 顏志豪

繪者：許臺育, 陳銘, 李憶婷, 楊念蓁, 尤淑瑜, 陳昕, 黃馨瑩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7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901

36 我是傑克，霸凌終結者

作者：安德魯‧克萊門斯

譯者：黃筱茵

繪者：唐唐

遠流 2013 978957327298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48629

37 山海經裡的故事1：南山先生的藥鋪子
作者：鄒敦怜

繪者：羅方君
聯經出版 2019 978957085351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320

38 希望小提琴
作者：幸佳慧

繪者：蔡達源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3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173959

39 自來水的旅行

作者：鄭恩玲

譯者：郭淑慧

繪者：尹真賢

上人 2010 978986212145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73450

40 神奇柑仔店1：帶來幸福的錢天堂

作者：廣嶋玲子

譯者：王蘊潔

繪者：jyajya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355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6887

41 怪奇動物農場

作者：薇若妮卡．寇桑泰利

譯者：張琇雲

繪者：吳健豐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809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25904

42 阿姆斯壯：小老鼠登月大探險
作者：托本．庫爾曼

譯者：幸佳慧
滿天星 2017 978986627380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47877

43 天啊！我們撿到一把槍
作者：陳榕笙

繪者：那培玄
九歌 2018 9789864501632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6996

44 小J的聰明藥
作者：林滿秋

繪者：王秋香
小魯文化 2017 978986211708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1034

45 獨生子的祕密
作者：亞歷漢德羅．帕洛馬斯

譯者：葉淑吟
台灣東方 2019 9789863382713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40095

46 沒鰭：陳素宜生態童話
作者：陳素宜

繪者：孫心瑜
小天下 2018 9789864795468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2996

47 刺蝟的願望

作者：敦．德勒根

譯者：林敏雅

繪者：祖敷大輔

未來出版 2018 978986479557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3232

48 甲蟲男孩

作者：M.G. 里奧納

譯者：趙丕慧

繪者：茱莉亞‧薩爾達

親子天下 2017 978986950479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5815

49 打怪的暑假
作者：徐磊瑄、高建成

繪者：徐至宏
幼獅文化 2013 97895757491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229000

50 想當人的貓

作者：羅伊德‧亞歷山大

譯者：謝靜雯

繪者：伍迺儀

晨星 2017 97898644323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47878

51 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60：湯姆歷險記

作者：馬克‧吐溫

譯者：王夢梅

繪者：吳欣芷

台灣東方 2018 9789863382089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11012

52 座頭鯨赫連麼麼 作者：劉克襄 遠流 2017 9789573279495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4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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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再見天人菊
作者：李潼

繪者：閒雲野鶴
聯經出版 2010 9789570835687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67366

54 好朋友大對決

作者：安德魯.克萊門斯

譯者：謝雅文, 王心瑩

繪者：唐唐

遠流 2019 978957328565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1303

55 馬克的完美計畫

作者：丹‧哥邁哈特

譯者：黃琪瑩

繪者：黃雅玲

小天下 2017 978986479230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71128

56 江湖，還有人嗎？
作者：張友漁

繪者：林一先
遠流 2019 978957328586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2613

57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作者：保羅l科爾賀

譯者：周惠玲

繪者：恩佐

時報出版 2004 9571341711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216348

58 爬樹的魚
作者：琳達．茉樂莉．杭特

譯者：趙映雪
小天下 2016 9789864790050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29907

59 有人在鹿港搞鬼
作者：鄭宗弦

繪者：賴彥成
四也出版 2015 9789866039614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537451

60 我和櫻桃樹之間的距離

作者：寶拉.柏瑞蒂

譯者：郭恩惠

繪者：卡羅琳娜．瑞比

台灣東方 2019 9789863382676 https://webpacx.ksml.edu.tw/bookDetail/163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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