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國小組推薦書單

序號 書名 作者 譯者 繪者 出版商 ISBN

1
如何帶一隻恐龍搭電梯：21個有趣的

科學思考
張文亮 無  陳玉嵐 國語日報 9789577516350

2

巴第市系列2 間諜竊密事件簿：人體

城市的營運中心——口腔‧消化‧排

泄

施賢琴, 張馨文, 羅

國盛, 徐明洸, 林伯

儒, 蘇大成, 吳明

修, 何子昌, 陳羿

貞, 王莉芳, 蔡宜蓉

無 蔡兆倫, 黃美玉 親子天下 9789862419779

3 神奇酷科學 5 地球的生態危機
 尼克．阿諾Nick

Arnold
陳偉民

東尼．德．索羅斯 Tony

De Saulles
小天下 9789862168486

4 帶不走的小蝸牛：福爾摩莎自然繪本 凌拂 無 黃崑謀 遠流 9573256517

5 月球旅行指南：小兔子的月球之旅 縣秀彥 林劭貞 服部美法 小熊出版 9789578640177

6 我做得到！小科學家艾達 安德麗雅．碧蒂  李紫蓉  大衛．羅伯茲 小天下出版 9789864793730

7 是誰躲在草叢裡 鄭潔文 無 無 聯經出版 9789570850628

8 神奇樹屋小百科13：龍捲風與颶風
瑪麗．波．奧斯本 ,

威廉．奧斯本
劉藍玉

薩爾．莫多卡（Sal

Murdocca）, 吳健豐
小天下 9789864794669

9 糞金龜的成長日記 林秀穗 無 廖健宏 信誼 9789861615158

10 探訪地球中心 林泰勳 陳麗如 金淵貞 上人文化 9789862121412

11 我家有科學 任淑英 陳麗如 金志雅 上人文化 9789862121443

12 都是從太陽來的 鄭昌勳 邱敏瑤 盧仁慶 上人文化 9789862121447

13 銅絲彎繞橡膠彈性好 曹旭 郭淑慧 李智恩 上人文化 9789862121446

14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2：麵包鼠的隨

身杯
瑪麗露 安德魯 無 小天下 9789864174669

15
天生建築家：鈴木守的109種動物巢

穴大發現
鈴木守 許嘉祥 無 遠流 9789573278962

16 伊布奶奶的神奇豆子 乜寇．索克魯曼  依法兒 瑪琳奇那 青林 978986274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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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南遊 孫心愉 無 無 小魯 9789862116661

18 曹操掉下去了 王文華 無 無 巴巴文化 9789868993914

19 市場街最後一站  馬特．德拉佩尼亞  宋珮  克里斯汀．羅賓遜 小天下 9789863209812

20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II】1 咚咚戰

鼓闖戰國
王文華 無 L&W studio 親子天下 9789869211796

21 不要打翻牛奶  史戴芬‧戴維斯  馬筱鳳  克里斯多福‧柯爾 小典藏出版  9789866049583

22
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

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

齊米雷絲卡 （Iwona

chmielewska）
林蔚昀 無

讀書共和國

（字畝文

化）

9789869677813

23
世界不是方盒子：普立茲建築獎得主

札哈‧哈蒂的故事
貞娜‧溫特 馬筱鳳  貞娜‧溫特 小典藏出版 97898695354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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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特‧拉莫斯  彭欣喬  麥特‧拉莫斯 小天下 9789864793495

25 希望小提琴 幸佳慧 無 蔡達源 小天下 9789862169438

26 我的爸爸是流氓 張友漁 無 吳孟芸 親子天下 789862413937

27 我的興趣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工作
昆汀．葛利本（

Quentin Gréban）
賴潔穎 無 大穎文化 9789579125154

28 亞斯的國王新衣  劉清彥, 姜義村 無  九子 巴巴文化 9789869033404

29 塑膠島
李明愛（Lee Myung-

ae）
蘇懿禎 無

讀書共和國

（字畝文

化）

9789869550864

30 雞蛋花 周見信, 郭乃文 無 周見信 信誼 9789861615714

31 候鳥：季節性移工家庭的故事  梅芯．托提耶  無 伊莎貝爾．阿瑟諾 字畝文化   9789869639835

32
歷史現場繪本1：瓶中的辛德勒名

單：拯救二千五百名孩童的真實故事
 珍妮弗‧羅伊

 韋伯（陳坤

森）
 梅格‧歐文森 韋伯 9789864271986

33 值日追書生 王文華  無  張睿洋 親子天下 9789575035037

34 好麥給你好麵包 楊馥如 無 無 玉山社 978986294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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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線索藏在大便裡！  安迪．塞德   劉岦崱
 克萊爾．阿爾蒙（

Claire Almon）
閣林 9789862928233

36 蔬菜超人
 林世仁、林哲璋、

山鷹
無  廖健宏、陶樂蒂、541 國語日報 9789577516466

37 我是白痴 王淑芬 無 無 親子天下 9789862415382

38 我的弱雞爸爸 王文華 無 25度 巴巴文化 9789869419086

39
少年廚俠1：兩王的心結(與國中10重

複)
鄭宗弦 無 唐唐 親子天下 9789579095464

40 屁屁偵探 噗噗！消失的便當之謎 Troll 張東君 Troll 遠流 9789573277347

41 小魯的池塘  伊芙‧邦婷  劉清彥 無 三之三 9572089676

42 來！煎一鍋大象蛋  寺村輝夫  游珮芸  長新太 小魯文化 9789862116388

43 倒立的老鼠：英國經典動物故事集 珍‧米爾 趙永芬 江長芳 小魯文化 9789862113547

44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雍‧薛斯卡 方素珍  藍‧史密斯 三之三 9578872682

45 柴升找財神 王文華 無 王孟婷 四也 9789866039010

46 獨眼孫悟空  張嘉驊 無 南君 巴巴文化 9789869300766

47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艾力克斯‧拉提蒙  謝蕙心  艾力克斯‧拉提蒙 米奇巴克 9789866215377

48 神奇的噴火龍  陳景聰 無  陳炫諭 小兵 9789865641313

49 追逐夢想的男孩:查爾斯.狄更斯 黛博拉．霍金森 劉清彥
 約翰．亨德里克斯

(John Hendrix)
維京國際 9789865811341

50 丁小飛校園日記1：時光膠囊的祕密  郭瀞婷  無  水腦 親子天下 9789869443333

51 奇想西遊記1：都是神仙惹的禍 王文華  無 托比 親子天下 9789862419472

52 巧克力戰爭 大石真 陳珊珊 北田卓史 小魯文化 9789862113202

53 我不是弱者 李光福 李長駿 無 小兵出版社 9789867107466

54 甜甜圈池塘 阿部夏丸 郭淑娟 村上康成 和融出版社 9789868663831

55 誰是大作家？ 王文華 無 黃祈嘉 小天下出版 9789864793983

56 星星碼頭  張曼娟  無  陳狐狸 親子天下 978957503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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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麒麟湯  張維中 無 南君 親子天下 9789575030407

58 心靈學校1：我很棒！只是有點害羞  Neonb 李佩諭 Dodo 三采 9789863422129

59 黑貓魯道夫1：魯道夫與可多樂  齊藤洋 無  杉浦範茂 親子天下  9789862415009

60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馬瑞琳‧伯恩斯 吳梅瑛 麗莎．伍卓芙 遠流 9789573274018

61 噢！披薩 馬瑞琳‧伯恩斯 吳梅瑛 傑琪.史耐德 遠流 9789573254256

62 「無限多」到底有多少呀？
凱特・霍斯福德（

Kate Hosford）
林珊如

嘉比・斯維特柯斯卡（

Gabi Swiatkowska）
大穎文化 9789579125147

63 我在博物館迷路了，因為…… 大衛・卡利 蔬菜小姐 班傑明・蕭 小魯文化 9789862117644

64 寫給兒童的臺灣美術奇幻之旅  黃啟倫  無 無 雄獅美術  9789574741366

65 博物館一日遊  弗倫斯．德卡特  劉孟穎
 香緹．皮坦 Chantal

Peten
韋伯  9789864270637

66 小火龍棒球隊 哲也 無 水腦 親子天下 9789869549189

67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新版)(與幼

兒96重複)
 賴馬 無  賴馬 親子天下 9789869261456

68 命運書 艾希克．班提    徐素霞    瑪汀．布何   三之三 9789867295682

69 一個愛建築的男孩 安德麗雅．碧蒂 林良  大衛．羅柏茲 三之三 9789867295583

70 媽媽真的不知道嗎？ 李春英 張琪惠 尹智會 三之三 9789867295781

71 動物奧運會  文鍾勳   林玗潔  文鍾勳 小魯文化  9789862115244

72 一隻有教養的狼(與幼兒22重複)  貝琪‧布魯姆 余治瑩 帕斯卡‧畢爾特 三之三 9572089749

73 曾曾祖父106歲  松田素子 林文茜 菅野由貴子 小魯文化 9867188004

74
敲打夢想的女孩：一個女孩的勇氣改

變了音樂
馬格麗塔‧因格  馬筱鳳  拉菲爾‧羅佩茲 小典藏 9789869343220

75 用點心學校1：用點心學校 林哲璋 無  BO2 小天下 9789864796397

76 我也想說實話啊  提姆‧霍普古德 吳其鴻  大衛‧特茲曼 三采 978986342572

77 一顆橡實
蘿拉．薛弗, 亞當．

薛弗
凌拂  弗蘭．布萊斯登 佳農 小天下 9789864793839

78 下雪日的約定 理察‧柯提斯  劉握瑜 蕾貝卡．寇柏 水滴文化 97898657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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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印度豹大拍賣 高畠那生 林真美 高畠那生 米奇巴克 9789866215711

80 我也會！小學生的物品使用圖鑑
 WILL兒童智育研究

所
陳瀅如 住本奈奈海 小魯文化 9789862118085

81
我才不要捲捲頭！  蘿拉．艾倫．安德

森
黃筱茵  蘿拉‧艾倫‧安德森  青林 9789862743737

82 我吃拉麵的時候...... 長谷川義史 林真美 無 遠流 9789573265795

83 我有理由 吉竹伸介 黃惠綺 吉竹伸介 親子天下 9789869292092

84 我的老師是怪獸！（不，我不是！） 彼得．布朗 劉清彥  彼得．布朗 小天下 9789863206125

85 野狼的肚子我的家 麥克‧巴奈特 劉清彥
雍‧卡拉森（Jon

Klassen）
維京 9789864401864

86 菲力的17種情緒(與幼兒26重複) 迪迪耶‧李維 高郁茗 法畢斯‧杜立爾 米奇巴克 9789866215308

87
超人兄弟--不跟別人比，當個出色的

自己！
Matt Robertson； 黃懷萱 Matt Robertson 五南 9789571197326

88 頑固的鱷魚奶奶 松山圓香 陳采瑛 松山圓香 遠流 9789573274544

89 西雅圖酋長的宣言  西雅圖酋長  柯倩華  蘇珊．傑佛斯 維京 9789864402472

90 來畫一棵神奇的樹  張友漁 無  張友漁 幼獅文化 9789575749989

91 老婆婆的種子  貝果   無  貝果   信誼 9789861614533

92 好心的小糞金龜  弗萊德．巴洛尼基  徐素霞  安德蕾．普里桑 三之三 9789865664176

93 和平樹：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事 貞娜‧溫特 沙永玲 貞娜‧溫特 小魯文化 9789862117668

94 看地圖認識全世界
WILL兒童知育研究所

 
宋碧華 鈴木麻子 維京 9789866310744

95 鞋子裡的鹽： 麥可．喬登
 荻洛絲．喬登、蘿

絲琳．M．喬登
柯倩華 卡狄爾．尼爾森 維京 978986631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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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世界中的孩子系列1-4：一起認識影

響全球的關鍵議題

 路易絲‧史比爾斯

布里, 凱里‧羅伯茲
 郭恩惠  漢娜尼．凱Hanane Kai 親子天下 4717211023891

97 爺爺的花園  艾莉絲．方特內 周伶芝
 維奧萊塔．羅培茲（

Violeta Lópiz）
字畝文化  9789869674430

98

嗯嗯太郎──便便觀察繪本集：《嗯

嗯太郎》和《嗯嗯太郎──便便小偷

的祕密》

 山脇恭  劉握瑜  秦好史郎 小魯文化  9789862115558

99 你很特別  陸可鐸
 丘慧文、郭恩

惠
 馬第尼斯 道聲出版社 9789570368246

100 屁屁超人(新版) 林哲璋 無 BO2 親子天下 9789579095082

101
小熊寬寬與魔法提琴1：顛倒巫婆大

作戰
陳沛慈 無  金角銀角 親子天下 9789575034399

102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平裝) 戶田和代 周姚萍 高巢和美 小天下出版 9789864794447

103 雲上的阿里(與幼兒候補12重複) 城井文 陳瀅如 城井文 親子天下 9789869421522

104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童嘉 無 童嘉 親子天下 9789869526753

105 怪傑佐羅力之命運倒數計時 原裕 王蘊潔 原裕 親子天下 9789862417041

106 世界上最棒的葬禮  烏爾夫．尼爾森  李紫蓉
 艾娃．艾瑞克森（Eva

Eriksson）
小天下 9789864797882

107 短耳兔考0分  達文茜 無 唐唐 親子天下 9789862413630

108 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史蒂芬．柯洛   孔繁璐 文生．阮 大穎文化 9789866407659

109 家有生氣小恐龍 提利‧羅伯埃克特 簡伊婕 菲力浦‧古森斯 大穎文化 9572958976

110 不讓媽媽親親  湯米．溫格爾  廖于婷 湯米．溫格爾 韋伯 9789864271801

111 聽說，月亮有一個書房  張友漁 無 無 幼獅文化  9789575749903

112 獅子補習班  強‧艾吉  柯倩華  強‧艾吉 米奇巴克 9789866215667

113 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 信實 蘇懿禎 無 小熊 978986938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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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城市裡的提琴手 David Litchfield 吳其鴻 David Litchfield 維京國際 9789864402526

115 壞種子
喬里約翰（Jory

John）
蘇麗娟

皮特奧瓦德（Pete

Oswald）
格林文化 9789861898513

116 信小弟的大冒險 加藤晶子 蘇懿禛 加藤晶子 台灣東方 9789863382362

117 名偵探6：快要成為偉大名偵探 衫山亮 周姚萍 中川大輔 天下雜誌 9789862411506

118 我的媽媽真麻煩  芭蓓蒂．柯爾  陳質采  芭蓓蒂‧柯爾  遠流 9789573278573

119 大鬼小鬼圖書館（二版）  幸佳慧 無  楊宛靜 小魯文化  9789862115398

120 森林深處的茶會 宮越曉子 張東君  宮越曉子 遠流 9789573271321

121 媽媽爸爸不住一起了  Kathy Stinson 林真美 南西.路.雷諾茲 遠流 9573236664

122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宮西達也 鄭明進 宮西達也 小魯文化 9789862117934

123 公園裡有一首詩 米夏‧亞齊 吳其鴻 米夏‧亞齊 米奇巴克 9789866215728

124 爺爺的天堂島 班傑‧戴維斯 李貞慧 班傑‧戴維斯 采實文化 9789869354998

125 圖畫在說悄悄話 潘蜜拉‧札格倫斯基 宋珮 潘蜜拉‧札格倫斯基 小天下 9789864792832

126 林良爺爺的700字故事 林良 無 達姆 國語日報 9789577515797

127 鼠小弟的鬆餅派對 中江嘉男 劉握瑜  上野紀子 小魯文化 9789862114438

128 語言圖鑑1：各式各樣的名字 五味太郎

游珮芸, 高明

美, 黃雅妮, 鄭

明進

無 上誼文化 1068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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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爺爺一定有辦法(與幼兒21重複)  菲比‧吉爾曼 宋珮  菲比‧吉爾曼 上誼文化 9789577626042

130 動物眼中的世界  紀堯姆‧杜帕 梅苃仁  紀堯姆‧杜帕 上誼文化 9789577625731

131 團圓  余麗瓊 無 朱成梁 信誼 9789861612478

132 啊！別進我房間 馬瑞琳‧伯恩斯 王書涵 馬瑞琳．伯恩斯 遠流 9789573254263

133 來幫動物量體重  說書人．慶太郎 黃惠綺 高畠純 維京 9789864401192

134 歡迎光臨我的展覽 史考特．曼金 宋珮 哈利．布里斯 小天下 9789864793358

135 隨光轉動：亨利・馬諦斯的虹彩之舞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  宋珮
 海德莉・胡柏Hedley

Hooper
維京  9789864402427

136 神奇酷科學13：無所不能的能量 Nick Arnold 陳偉民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
小天下 4711225311852

137 神奇酷科學14：改變世界的電 Nick Arnold 陳偉民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
小天下 4711225311852

138 神奇酷科學15：點石成金的化學 Nick Arnold 陳偉民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
小天下 4711225311852

139 神奇酷科學16：穿越萬物的時間 Nick Arnold 陳偉民
東尼．德．索羅斯Tony

De Saulles
小天下 4711225311852

140
不向命運屈服的科學巨星:霍金(與國

中81重複)
林滿秋 無 無 小天下 9789863205463

141 手斧男孩首部曲(與國中3重複) 蓋瑞．伯森 蔡美玲、達娃 無 野人 9789865947125

142 地球的朋友們 溫小平 無 無 幼獅文化 97895757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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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達克比辦案1：誰是仿冒大王？動物

的保護色與擬態
 胡妙芬 無 彭永成 親子天下 9789869201384

144
昆蟲老師上課了！吳沁婕的超級生物

課(與國中99重複)
吳沁婕 無 無

策馬入林文

化
9789868834156

145 神奇樹屋小百科14：地震與海嘯  瑪麗．波．奧斯本  劉藍玉 薩爾．莫多卡 小天下 9789864794676

146
11歲男孩的祈禱：一起種樹救地球！

(與國中候補24重複)
菲利斯．芬克拜納 王琇瑩 無 大田 9789861792804

147 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全套２冊）  奧本大三郎 葉韋利 山下浩平 小天下 4713510947838

148 香草金魚窩 賴曉珍 無 克萊兒 國語日報 9789577516817

149 電學之父：法拉第的故事 張文亮 無 無 文經社 9789576637636

150 銀狐多米諾
厄尼斯特．湯普森．

西頓 
劉格安 木馬文化 9789863571285

151 有誰聽到座頭鯨在唱歌 張文亮 無 蔡兆倫 字畝文化 9789869369336

152 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  張友漁 無  儲嘉慧
四也出版公

司
9789866039638

153 少年小樹之歌(與國中90重複) 佛瑞斯特‧卡特  姚宏昌 無 小知堂 9570349506

154
可能小學的愛台灣任務 1 真假荷蘭

公主
王文華 無  徐至宏 親子天下 9789862413708

155
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三版)(與國中5

重複)
 廖炳焜 無  吳善琪, 葉至偉

四也出版公

司
9789866039591

156 勇敢向世界發聲：馬拉拉  林滿秋 無  陳佳蕙 小天下 9789864794164

157 砲來了，金門快跑！  張友漁 無  陳一帆
四也出版公

司
9789866039607

158 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 張蓓瑜 無 張蓓瑜 三民 9789571463285

159

理財小達人系列1─4（共四冊）：一

起學習個人理財、家庭理財、國家經

濟、世界金融

 費莉西亞‧羅, 傑

拉德‧貝利
 顏銘新 無 親子天下 9789869544269

160 一袋彈珠
喬瑟夫．喬佛 (

Joseph Joffo)
范兆廷 無

讀書共和國

（木馬文

化）

9789863595182

161 午夜的槍聲：少年科學偵探CSI 10 高嬉貞 曹玉絢 徐龍男 臺灣麥克 9789862034453

162 出發‧Run for Dream 陳彥博 無 無 圓神 9789861336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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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我的阿富汗筆友(與國中73重複) 安德魯．克萊門斯 周怡伶 無 遠流 9789573266112

164 空畫框奇案 布露．巴利葉特 黃琪瑩 無 小天下 9789864791057

165 麥提國王執政記 雅努什‧柯札克 無 林蔚昀 心靈工坊 9789864795642

166 尋妖誌：島嶼妖怪文化之旅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

室
無 李岱玲 晨星 9789864431915

167 媽媽使用說明書 伊藤未來 原木櫻 佐藤真紀子 小天下 9789863209638

168 築地市場：從圖看魚市場的一天 森永洋 賴庭筠 森永洋 步步 9789869517751

169 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與國中5重複)  廖炳焜 無 吳善琪、葉至偉
四也出版公

司
9789866039164

170
《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

事》

 幸佳慧, 阿朗‧賽

赫
無

陳昱伶, 奧黑莉婭‧馮媞

Aurélia Fronty
字畝文化 8667106507059

171 聖誕男孩  麥特．海格  林力敏  克里斯．摩德 台灣東方  9789863381853

172
青春方程式：27位名家給青少年的私

房話
 王小棣等27人 無 無 台灣東方 9789863381020

173 張曼娟奇幻學堂-我家有個風火輪  張曼娟 無  周瑞萍 親子天下 9789869495929

174 晴空小侍郎 哲也 無 唐唐 親子天下 9789869191036

175 明星節度使 哲也 無 唐唐 親子天下 9789869191043

176
我們叫它粉靈豆－Frindle(與國中70

重複)
安德魯.克萊門斯 王心瑩 無 遠流 9789573263210

177 狼王夢(聯經新版)(與國中105重複) 沈石溪 無 李永平 聯經 9789570835595

178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瑪麗德雷沙 張淑惠 無 新苗文化 9789574512591

179 我的校外教學：印度篇 瑪麗德雷沙 張淑惠 無 新苗文化 9789574512669

180 蝴蝶朵朵 幸佳慧 無 陳潔皓,徐思寧 字畝文化 978957423763

181 六年級怪事多 王淑芬 無 賴馬 親子天下 9789862415771

182
當花豹遇上老鼠：動物園裡二十八則

人生對話
 羅倫斯．保利   張孟珣

 卡特琳．莎樂爾

(Kathrin Schärer)
韋伯 9789864271856

183
改變世界的好設計02 用手走路的發

明王：身障發明家劉大潭
劉大潭, 李翠卿 無 陳佳蕙 親子天下 978986944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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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草莓心事三部曲：芭樂祕密 林佑儒 法蘭克 無 小兵出版社 9789865641962

185 普通不普通 安德魯．克萊門斯 吳梅瑛 唐唐 遠流 9789573270829

186 開心天使 陳肇宜 方采頤 無 小兵出版社 9789867107756

187 暗號偵探社 郭瀞婷 無 鰻魚蛋 小兵出版社 9789869614252

188 獨生子的祕密
亞歷漢德羅．帕洛馬

斯
葉淑吟 無 台灣東方 9789863382713

189 一百件洋裝(與國中100重複)  Eleanor Estes 謝維玲
 路易斯．斯洛巴德金

(Louis Slobodkin)
維京 9789867428745

190 九份地底有條龍 李儀婷 無 洪紹傑 四也 9789866039720

191 晨讀10分鐘 : 我的成功,我決定  葉丙成 無 包大山 親子天下  9789869498364

192
晨讀10分鐘：幽默散文集(與國中31

重複)
林滿秋主編 無  Rae（周瑞萍) 親子天下 9789862411643

193 晨讀10分鐘：成長故事集 張曼娟主編 無 林小杯 親子天下 9789862411636

194 奇蹟男孩(與國中59重複) R. J. 帕拉秋 吳宜潔 無 親子天下 9789862415559

195 巧克力冒險工廠  羅德．達爾  劉清彥  昆丁．布雷克 小天下 9789864790067

196 夏綠蒂的網
 艾爾文‧布魯克斯

‧懷特
 黃可凡 葛斯‧威廉斯 聯經 9789570850383

197  我們一班都是鬼 廖炳焜 無 方采頤 小兵 9789867107954

198
晨讀10分鐘：青春無敵早點詩—中學

生新詩選(與國中47重複)

 洛夫, 席慕蓉,

楊牧, 林婉瑜, 陳黎
無 潘昀珈 親子天下 9789862416006

199 找不到系列1：找不到國小 岑澎維 無 林小杯 親子天下 9789869495981

200 月光三部曲Ⅰ：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  張嘉驊 無  賴彥成, 葉至偉 四也 9789866039560

候補1 生日快樂：生命閃耀的瞬間
 青木和雄, 吉富多

美 
 彭懿  薛慧瑩 小魯文化 9789862119488

候補2
穿越故宮大冒險1：翠玉白菜上的蒙

古女孩
鄭宗弦 無  諾維拉 小天下 9789864790876

候補3 張曼娟奇幻學堂：花開了  張曼娟, 孫梓評  無  川貝母 親子天下 978986949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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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4 妖怪藥局 許芳慈 無 蔡兆倫 小兵 9789869641746

候補5 騎狼女孩  凱瑟琳‧郎德爾 徐海幈 賴孟佳 小魯文化 9789862118290

候補6 壞學姊 張友漁 無 無 遠流 9789573280293

候補7 靈魂裡的火把 幸佳慧 無 蔡元婷 小典藏出版 9789869343251

候補8 那又怎樣的一年(與國中66重複)  蓋瑞．施密特 鄒嘉容 無 小天下 9789864791767

候補9 修煉-動物精的祕密 陳郁如 無 蔡兆倫 小兵 9789865641979

候補10 地圖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

卡
陳致元，蔡菁芳 丹尼爾˙米契林斯基 小天下 9789863206545

候補11 我的故宮欣賞書 林世仁 無 BARKLEY，黃祈嘉 小天下 9789863205487

候補12 青春第二課(與國中93重複)  王溢嘉 無 無 野鵝 9789574342310

候補13 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馬瑞琳‧伯恩斯 吳梅瑛  黛比‧提利 遠流 9789573274025

候補14 數學獵人  李儀婷 無  楊宛靜 國語日報 9789577518026

候補15 檸檬水戰爭  賈桂林‧戴維斯  謝靜雯  薛慧瑩, 陳佳蕙 親子天下 9789862418529

候補16 大頭的再見安打 陳啟淦 無 陳小雅 康軒 9789861519869

候補17 剪紙少女翩翩 鄭若珣 無 張上祐 九歌出版社 9789864502028

候補18 童話飛進名畫裡 林世仁 無 蘇意傑 小典藏出版 9789866049330

候補19 戲臺上的大將軍 王文華 無 陳虹伃 小天下 978986479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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