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興小學圖書室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進圖書清單  104.03.30 公告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領域或主題 適讀年級 

1 天上飛來的魚-文化台灣繪本 劉伯樂 東華 語文、社會 低中年級 

2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

懷少年心的國人 
周婉窈作;許書寧繪 玉山社 社會 高年級 

3 臺灣歷史圖說 (增訂本) 周婉窈 聯經 社會 高年級 

4 今天（全二冊） 郝廣才著 格林 語文、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5 原來如此!百看不厭動物小百科(套書) 熊谷聰/圖文 天下雜誌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年級 

6 吃朋友 簡媜、楊茂秀等 印刻 語文 高年級 

7 捷克尋寶記:世界歷史探險系列 35 Gomdori Co 作;姜境孝繪 三采 社會 中年級 

8 科學實驗王 23：月亮的週期 Story a.作；Hong Jong Hyun 繪 三采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9 科學實驗王 24：能量守恆定律 Gomdori Co.文;Hong Jong-Hyun 圖;鄭永銘 審訂 三采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10 科學實驗王 25：齒輪與滑輪 Gomdori Co 文;Hong Jong-Hyun 圖 三采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11 科學實驗王 26：細胞分裂 Story a.作；Hong Jong Hyun 繪 三采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12 科學實驗王 27：經度與緯度 Story a.作；Hong Jong Hyun 繪 三采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13 楓之谷數學神偷 08：直線與拋物線 宋道樹作;徐正銀繪 三采 數學 中高年級 

14 
理財智慧王 06：讓企業家致富的用錢

習慣 
IRUM 作;PAPYRUS 繪 三采 社會、生活教育 中年級 

15 下課花路米：最好奇的 100 個為什麼 公共電視下課花路米製作團隊 三采 綜合領域 中年級 

16 我的故宮欣賞書 林世仁 小天下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7 神奇酷地理 5：翻天覆地的地震 阿妮塔‧加奈利作;麥克‧菲利浦繪 小天下 
自然與生活科

技、社會 
高年級 

18 神奇酷地理 6：不可思議的火山 阿妮塔‧加奈利作;麥克‧菲利浦繪 小天下 
自然與生活科

技、社會 
高年級 



19 神奇酷地理 7：寒冷冰凍的極地 阿妮塔‧加奈利作;麥克‧菲利浦繪 小天下 
自然與生活科

技、社會 
高年級 

20 神奇酷地理 8：驚奇險峻的高山 阿妮塔‧加奈利作;麥克‧菲利浦繪 小天下 
自然與生活科

技、社會 
高年級 

21 一張紙做一本書 王淑芬 天下雜誌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22 怪咖教室 03：心理小學堂 王淑芬著;余麗婷繪 國語日報 科普 中年級 

23 神奇樹屋 49：星光下的戰馬 瑪麗．波．奧斯本作;吳健豐繪 小天下 語文、英語 中年級 

24 神奇樹屋 50：大魔術師胡迪尼 瑪麗．波．奧斯本作;吳健豐繪 小天下 語文、英語 中年級 

25 我家住在大海邊 林世仁文;李瑾倫圖 和英 語文 中年級 

26 11 個小紅帽 林世仁作;劉宗慧繪 聯經 語文 中年級 

27 宇宙．魔法．印刷機 林世仁作;蔡兆倫繪 國語日報 語文 中年級 

28 天神幫幫忙：黑熊爺爺忘記了 子魚作;張惠媛繪 小熊 語文 中年級 

29 
長了韻腳的馬：張嘉驊的經典押韻童

話 
張嘉驊著;賴馬繪 國語日報 語文 中年級 

30 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賴馬 和英 
語文、與作家有

約 
低年級 

31 金太陽銀太陽 賴馬 和英 
語文、與作家有

約 
低年級 

32 慌張先生 賴馬 信誼 
語文、與作家有

約 
低年級 

33 愛哭公主 賴馬 天下雜誌 
語文、與作家有

約 
低年級 

34 100 萬的願望 沈芯菱 圓神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35 我是傑克，天才搞笑王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36 學校是我們的：謎之金幣 01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37 
學校是我們的 02：五聲鐘響(安德魯．

克萊門斯 018)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38 學校是我們的 03：四乘四之後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39 
學校是我們的 04：致命地帶(安德魯．

克萊門斯 20)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40 
學校是我們的 05 最後的盟友－安德

魯．克萊門斯 21 
安德魯．克萊門斯 遠流 語文 高年級 

41 汽車小百科 02 康晏棋/撰文 人類 科普 低中年級 

42 小麻煩 林世仁 小天下 語文 中年級 

43 海底 100 層樓的家 岩井俊雄 小魯 科普 低年級 

44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陳宣儒） 遠流 社會 高年級 

45 我們的安平古堡 蔡明原作;高鶯雪繪 巴巴文化 社會 低中年級 

46 領導者與其他人 布莉姬‧拉貝；杜馮‧布里耶作；傑克. 阿薩 繪 米奇巴克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47 世界的市集！ 依莎貝拉‧佩樂葛妮 小典藏 
社會、藝術與人

文 
低中年級 

48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03：河口野學堂 楊維晟 天下文化 
自然與生活科

技 
中高年級 

49 愛麗絲夢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作;海倫．奧森柏莉繪 國語日報 語文 中高年級 

50 一片披薩一塊錢 郝廣才/文，朱里安諾/圖 格林 語文、生命教育 低年級 

51 世界的節慶(附故事音樂 CD) 依莎貝拉．佩樂葛妮 典藏藝術 
社會、藝術與人

文 
低中年級 

52 世界奇景趴趴走 貝雅蒂斯‧維隆 上誼 社會 低中年級 

53 小天使失蹤了：美術館奇遇記 馬克思．杜科/圖文 上誼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54 思想貓的英國學堂手記 桂文亞作;湯舒皮繪 國語日報 語文 高年級 

55 思想貓的私房英國旅記 桂文亞作;湯舒皮繪 國語日報 語文 高年級 

56 美麗眼睛看世界 桂文亞 國語日報 語文 高年級 

57 IQ 名偵探 06：祕密基地大作戰（上） 深澤美潮作;山田 J 太繪 東雨 語文 中高年級 

58 魔法公主 08：冥界的戒指 成田覺子文;千野枝長圖 東雨 語文 中高年級 

59 魔法公主 07：畫中的異世界 成田覺子文;千野枝長圖 東雨 語文 中高年級 

60 
張曼娟奇幻學堂-我家有個風火輪(附

導讀 CD) 
張曼娟 天下雜誌 語文 中高年級 

61 張曼娟奇幻學堂-火裡來,水裡去 張曼娟.高岱君 天下雜誌 語文 中高年級 

62 張曼娟奇幻學堂-花開了 張曼娟.孫梓評 天下雜誌 語文 中高年級 

63 學校沒教的 101 堂人生功課 
何權峰;曾昭旭;王乾任;王溢嘉;周慶華;歐宗智;郝

譽翔;劉軒;張友漁;傅佩榮;曾漢塘 作;巴克利 繪 
國語日報 生命教育 高年級 



64 拉拉的自然筆記 嚴淑女 天下雜誌 語文、科普 中年級 

65 好安靜的書 蒂波拉．安德伍德 作；雷娜塔．麗斯卡 繪 上誼 圖資利用教育 低年級 

66 一直一直往下挖 麥克．巴奈特 作;雍．卡拉森 繪 天下雜誌 語文 低年級 

67 最後一片葉子 歐亨利 格林 語文、生命教育 高年級 

68 最珍貴的禮物 歐亨利、P.J.林區 道聲 語文、生命教育 高年級 

69 魯冰花（附光碟） 鍾肇政 遠景 語文 高年級 

70 愛是什麼樣子 蘇珊．瓦奇喬斯基 道聲 生命教育 低中年級 

71 

蝴蝶 100-台灣常見 100 種蝴蝶野外觀

察及生活史全紀錄(附幼生期野外辨識

摺頁)*增訂新版* 

張永仁 遠流 科普 高年級 

72 臺灣蝴蝶圖鑑【全新增訂版】 李俊延；王效岳 貓頭鷹 科普 高年級 

73 
十五顆小行星：探險、漂泊與自然的

相遇 
劉克襄 遠流 語文、科普 高年級 

74 花紋樣的生命：自然生態散文集 劉克襄 幼獅 語文、科普 高年級 

75 永遠的信天翁 劉克襄 遠流 語文、科普 高年級 

76 野狗之丘 劉克襄 遠流 語文、科普 高年級 

77 鯨豚博物學－海洋中的鯨豚劇場 大隅清治 大樹 科普 高年級 

78 月光三部曲Ⅲ：回家之路 1947 張嘉驊文;葉雨桐圖 四也 語文、社會 高年級 

79 阿里山迷霧精靈 鄭宗弦作;王吉兒繪 四也 語文、社會 高年級 

80 威利在哪裡？4 電影夢工廠 馬丁．韓福特 天下雜誌 遊戲書 低中年級 

81 威利在哪裡？5 驚奇魔法書 馬丁．韓福特 天下雜誌 遊戲書 低中年級 

82 趣味摺紙遊戲：挑戰力與自信養成 主婦之友 小天下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83 男孩女孩都愛玩的可愛摺紙 程怡菁 作;李文斌;顧銘辰 繪 世一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84 男孩女孩都愛玩的趣味摺紙 程怡菁 世一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85 好想吃榴槤 劉旭恭 信誼 語文 低年級 

86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劉旭恭 信誼 語文 低年級 

87 一粒種籽 劉旭恭 玉山社 語文 低年級 

88 
我的權利宣言 My Rights, My Voice 公

益繪本 
台灣世界展望會 

台灣世界

展望會 
社會 高年級 

91 超級跑車小百科 敖啟恩 人類 科普 低中年級 



92 特殊車小百科 楊克 人類 科普 低中年級 

93 台灣野鳥圖鑑：水鳥篇 廖本興 晨星 科普 高年級 

94 台灣野鳥圖鑑：陸鳥篇 廖本興 晨星 科普 高年級 

95 野蜂放大鏡 楊維晟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96 野花 999－大樹經典自然圖鑑系列 黃麗錦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97 野果遊樂園 黃麗錦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98 台灣野果圖鑑 黃麗錦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99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02：100 堂親子自然

課 
張蕙芬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100 
台灣珊瑚礁地圖(上)：台灣本島篇－大

樹文化 
戴昌鳳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101 
台灣珊瑚礁地圖(下)：離島篇－大樹文

化 
戴昌鳳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102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上) 林春吉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103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下) 林春吉 天下文化 科普 高年級 

104 環遊世界八十天 朱勒˙凡爾納著 台灣東方 語文 高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