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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白1 小老鼠的夢想
作者：劉旭恭

繪者：劉旭恭
水滴文化 2020/8/1 9789579529471 https://reurl.cc/lRXQb9

11002 白2 烏雲先生

作者：安娜・華克(Anna Walker)

譯者：宋珮

繪者：安娜・華克

三之三 2017/3/1 9789865664299 https://reurl.cc/837vMX

11003 白3 城市裡的小紅帽

作者：瑪莉．弗特(Marie Voigt)

譯者：黃筱茵

繪者：瑪莉．弗特

維京 2020/7/1 9789864403028 https://reurl.cc/vqXazN

11004 白4
超人兄弟：不跟別人比，當個出色的

自己！

作者：馬特‧羅伯森(Matt

Robertson)譯者：黃懷萱

繪者：馬特‧羅伯森

五南 2018/6/28 9789571197326 https://reurl.cc/5rav96

11005 白5 我和同學吵架了

作者：朴正燮

譯者：王采圓

繪者：朴正燮

和平國際 2020/7/1 9789863712190 https://reurl.cc/6akKa5

11006 黑1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作者：劉旭恭 水滴文化 2016/1/30 9789865730314 https://reurl.cc/R0DYbn

11007 黑2 歡迎光臨口罩動物村
作者：黃芝瑩

繪者：黃芝瑩
親子天下 2020/5/27 9789575036119 https://reurl.cc/O0DYk9

11008 黑3 再5分鐘

作者：瑪塔．艾德絲(Marta Alté

s）                       譯者：黃筱茵

繪者：瑪塔．艾德絲

東雨文化 2019/7/29 9789575213572 https://reurl.cc/mLXx3Y

11009 黑4 我的寵物大犀牛
作者：強．艾吉( Jon Agee)

譯者：賴嘉綾
木馬文化 2020/4/1 9789863597810 https://reurl.cc/O0DYEA

11010 黑5 勇敢的消防車(新版)

作者：戶田和代

譯者：鄧吉兒

繪者：西川修

小熊出版 2019/3/13 9789578640801 https://reurl.cc/AkDMd8

11011 紅1 讓我加入好嗎？

作者：艾倫‧雷諾茲(Aaron

Reynolds)                   譯者：黃筱茵

繪者：麥特‧戴維斯

東雨文化 2020/6/23 9789575214081 https://reurl.cc/1YzK1Y

11012 紅2 媽媽變成鴨
作者：鄧惠文、小巫愛麗

繪者：傅馨逸
三采 2019/11/29 9789576582523 https://reurl.cc/5raKOM

11013 紅3 你離我太近了，請給我一點空間！

作者：克里絲蒂安．瓊斯

( Christianne Jones )

譯者：黃婷涵

繪者：凱爾．艾金森

大穎文化 2019/5/5 9789579125413 https://reurl.cc/1YzK3X

11014 紅4 想讀書的熊

作者：艾瑪．奇切斯特．克拉克

( Emma Chichester Clark )

譯者：柯倩華

繪者：艾瑪．奇切斯特．克拉克

維京 2016/4/1 9789864400492 https://reurl.cc/W3W0AD

11015 紅5 一隻叫做葉子的北極熊

作者： 珊卓拉・迪克曼

（Sandra Dieckmann）

譯者：宋珮

繪者：珊卓拉・迪克曼

維京 2020/1/1 9789864403080 https://reurl.cc/W3W0OD

11016 橙1 每一件善良的事情

作者：賈桂琳．伍德生

( Jacqueline Woodson )

譯者：柯倩華

繪者：E.B.路易斯

維京國際 2019/2/1 9789864401772 https://reurl.cc/rgXE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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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7 橙2 不！我不喜歡被捉弄

作者：梅麗莎．希金斯

( Melissa Higgins )

譯者：謝明珊

繪者：西蒙娜．希恩

和平國際 2019/10/20 9789863711902 https://reurl.cc/mLXxz9

11018 橙3 我的弱雞爸爸
作者：王文華

繪者：25度
巴巴文化 2017/7/26 9789869419086 https://reurl.cc/9ryD0d

11019 橙4 媽媽的一碗湯
作者：郝廣才

繪者：潘麗萍
格林 2017/10/30 9789861898179 https://reurl.cc/O0DYzy

11020 橙5 媽媽，我從哪裡來 作者：袋鼠媽媽童書 幼福 2018/4/1 9789862436547 https://reurl.cc/0jnKnb

11021 黃1 救救我們堆滿塑膠的地球

作者：尼爾．雷登（Neal

Layton）                    譯者：翁菀妤

繪者：尼爾．雷登

大穎文化 2020/6/5 9789579125796 https://reurl.cc/W3W0VL

11022 黃2 害怕沒什麼大不了

作者：柏納．韋伯 ( Bernard

Waber )                    譯者：汪培珽

繪者：柏納．韋伯

愛孩子愛自己 2020/6/10 9789869896924 https://reurl.cc/j8p9On

11023 黃3 我家系列2：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作者：童嘉

繪者：童嘉
親子天下 2017/10/5 9789869526753 https://reurl.cc/xGXN44

11024 黃4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1：點子屋新開張

(新版)

作者：哲也

繪者：水腦
親子天下 2019/7/30 9789575034672 https://reurl.cc/R0DYm9

11025 黃5 打氣粥
作者：邱彩綢

繪者：莊詠婷
小典藏 2018/12/5 9789869690041 https://reurl.cc/6akK45

11026 綠1 小兒子1：爸爸是夜晚暴食龍

改寫：王文華

原著：駱以軍

繪者：李小逸

親子天下 2020/5/22 9789575035914 https://reurl.cc/1YzKap

11027 綠2 愛心樹

作者：謝爾．希爾弗斯坦

( Shel Silverstein )

譯者：劉美欽

繪者：謝爾．希爾弗斯坦

水滴 2016/3/31 9789865730352 https://reurl.cc/1YzKAp

11028 綠3 班上養了一頭牛(新版)
作者：木村節子

譯者：周姚萍

繪者：相澤路得子

小天下 2017/4/7 9789864791798 https://reurl.cc/qgXGR0

11029 綠4 我不想說對不起
作者：鄧惠文

繪者：錢茵
三采 2019/2/15 9789576581267 https://reurl.cc/GmDn2d

11030 綠5 貓卡卡的裁縫店2：河馬夫人的禮服
作者：亞平

繪者：李小逸
小天下 2019/7/16 9789864797622 https://reurl.cc/6akKn6

11031 藍1 我的石頭心爸爸
作者：秦文君

繪者：林純純
聯經 2020/8/5 9789570855739 https://reurl.cc/R0DYMz

11032 藍2 小書蟲生活週記（新版）
作者：岑澎維

繪者：王若齊
親子天下 2011/5/9 9789862413005 https://reurl.cc/xGXNqb

11033 藍3 我的陰陽眼同學(二版)
作者：山鷹

繪者：徐至宏
小兵 2020/12/15 9789579047753 https://reurl.cc/2r3Kd4

11034 藍4 豆腐
作者：郝廣才

繪者：袁樹基
格林文化 2019/1/26 9789861898629 https://reurl.cc/xGXNrb

11035 藍5 不說成語王國
作者：謝鴻文

繪者：鄭潔文
國語日報 2015/6/1 9789577517630 https://reurl.cc/5raKA7

11036 靛1 我和小豬撲滿的存錢日記
作者：邱靖巧

繪者：劉彤渲
九歌 2018/7/30 9789864502035 https://reurl.cc/eEaMrb

11037 靛2 非洲探險之父：李文斯頓
作者：湯芝萱

繪者：蔡豫寧
聯經 2020/5/22 9789570855296 https://reurl.cc/pgXa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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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8 靛3 我們製造的垃圾

作者：蜜雪兒．洛德 (Michelle

Lord )                   譯者：褚士瑩

繪者：茱莉亞‧布拉特曼

小熊出版 2020/4/15 9789865503352 https://reurl.cc/AkDMVj

11039 靛4 藝術，在這裡 編者：洪金禪, CROTER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20/3/1 9789865416492 https://reurl.cc/xGXN5z

11040 靛5 妖怪新聞社3：最後的壓軸巨星事件
作者：王宇清

繪者：六十九
巴巴文化 2020/7/22 9789869880312 https://reurl.cc/1YzKdX

11041 紫1 親愛的外婆
作者：鄭如晴

繪者：薛慧瑩
小兵 2019/2/21 9789869743426 https://reurl.cc/GmDn9W

11042 紫2 五年五班，三劍客
作者：洪志明

繪者：黃雄生
小魯文化 2007/12/30 9789862110294 https://reurl.cc/rgXEMk

11043 紫3 少年讀西遊記1：齊天大聖孫悟空
作者：張嘉驊

繪者：唐唐
小天下 2016/12/27 9789864791163 https://reurl.cc/EnDVEk

11044 紫4 我想換媽媽

作者：韓英美

譯者：劉小妮

繪者：金多貞

采實文化 2019/1/24 9789578950849 https://reurl.cc/7rlKOd

11045 紫5 妖怪藥局1：我的玉兔店長
作者：許芳慈

繪者：蔡兆倫
小兵 2018/8/20 9789869641722 https://reurl.cc/yMd1RD

11046 銅1 一點點機會
作者：辛西亞．洛德 ( Cynthia

Lord )                   譯者：柯倩華

繪者：阿尼默

小天下 2017/11/28 9789864793167 https://reurl.cc/KAD8yy

11047 銅2 一把蓮：黑水溝傳奇（三版） 作者：林滿秋 天衛文化 2020/6/1 9789574905027 https://reurl.cc/MADz14

11048 銅3 爛泥怪
作者：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            譯者：趙永芬
小魯文化 2015/8/5 9789862115510 https://reurl.cc/qgXYzq

11049 銅4 12月的暑假：健太與小實的冒險日記

作者：川端裕人

譯者：黃碧君

繪者：杉田比呂美

親子天下 2015/03/03 9789863980261 https://reurl.cc/rgXYlx

11050 銅5 湯姆的午夜花園

作者：菲利帕．皮亞斯

( Philippa Pearce )

譯者：張麗雪

繪者：火柴工作室

台灣東方 2017/6/1 9789863381655 https://reurl.cc/mLXYd1

11051 銀1 葛莉塔的故事：一個人也能改變世界

作者：瓦倫提娜．卡美利尼

( Valentina Camerini )

譯者：吳愉萱

繪者：薇諾尼卡．卡拉蒂

三采 2020/01/10 9789576582745 https://reurl.cc/j8pr7D

11052 銀2 給媽媽的深夜日記

作者：薇拉．西蘭達妮

( Veera Hiranandani )

譯者：鄒嘉容

小天下 2020/06/02 9789864799992 https://reurl.cc/VEeW6Z

11053 銀3 愛呆西非連加恩【愛的接力版】 作者：連加恩 圓神 2019/11/01 9789861337029 https://reurl.cc/2r3Qb6

11054 銀4 解碼男孩：神奇的密碼球
作者：巴比．皮爾斯 (Bobbie

Peers)                譯者：朱恩伶
台灣東方 2018/03/01 9789863381938 https://reurl.cc/4a8NyD

11055 銀5 孤女努力記
作者：耶克特．馬洛( Hector

Malot )                    改寫：王夢梅

繪者：蔡豫寧

台灣東方 2018/9/1 9789863382188 https://reurl.cc/VEeWER

11056 金1 畢業那一年：石縫裡的信
作者：蔡宜容

繪者：法蘭克
小兵 2015/02/05 9789865641030 https://reurl.cc/6akqaO

11057 金2 神奇收費亭
作者：諾頓．傑斯特 (Norton

Juster)                   譯者：吳宜潔

繪者：吉爾斯．菲佛

寂寞 2020/01/01 9789869752244 https://reurl.cc/VEeW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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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8 金3 作文裡的奇案
作者：伊夫．葛維 ( Yves Grevet )

譯者：李楹

繪者： Jérôme Meyer-Bisch

小魯文化 2016/2/1 9789862115909 https://reurl.cc/ogXYxj

11059 金4 看不見的敵人

作者：阿部夏丸 ( Natsumaru Abe

)                          譯者：游韻馨

繪者：林小杯

親子天下 2016/3/2 9789869281539 https://reurl.cc/O0Dmpr

11060 金5 尋水之心

作者：琳達‧蘇‧帕克 (Linda Sue

Park)              譯者：方淑惠

繪者：葉長青

博識圖書 2016/04/01 9789866104794 https://reurl.cc/DgD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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