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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草魔女15：魔女的幸福飲料  安晝安子 東雨 1 語文 低中年級

2 什麼都行魔女商店19 : 占星魔女的預測 安晝安子 東雨 1 語文 低中年級

3 奇想西遊記1：都是神仙惹的禍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高年級

4 奇想西遊記1：都是神仙惹的禍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高年級

5 奇想西遊記3：妖妖要吃唐僧肉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高年級

6 奇想西遊記4：神奇寶貝大進擊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高年級

7 森林報．冬－雪地出現了神祕符號  （俄）維．比安基 遠足 1 自然文學 高年級

8 森林報‧秋：老鰻魚的最後一次旅行  （俄）維．比安基 遠足 1 自然文學 高年級

9 森林報．夏：神出鬼沒的夜行大盜  （俄）維．比安基 遠足 1 自然文學 高年級

10 森林報．春：禿鼻烏鴉從南方回來了  （俄）維．比安基 遠足 1 自然文學 高年級

11 神奇酷科學14：改變世界的電  尼克‧阿諾 小天下 1 科普 高年級

12 神奇酷科學13：無所不能的能量  尼克‧阿諾 小天下 1 科普 高年級

13 我思我問 喬斯坦賈德 格林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14 成語就是這樣讀和寫：看成語笑話拚字音字形競  呂淑敏 五南 1 語文 中高年級

15 我不是妳想的！  赫爾特．德．柯凱勒 星月書房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16 我在異度空間  李光福 小兵 1 性別平等 中高年級

17 第一個發明的故事Ⅰ 張容瑱、鄭雯娟 康軒 1 科普 中年級

18 第一個發明的故事Ⅱ  張容瑱、鄭雯娟 康軒 1 科普 中年級

19 成語運動會之生肖成語來報到  王家珍 巴巴文化 1 語文 中年級

20 貓大街有事：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胡士托 巴巴文化 1 語文、社會 中高年級

21 知道與不知道  布莉姬‧拉貝 米奇巴克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22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布莉姬‧拉貝 米奇巴克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23 彼得潘：百年經典圖文全譯版  詹姆斯．馬修．貝瑞 國語日報 1 語文 中高年級

24 綠野仙蹤：百年經典原創插畫復刻版  法蘭克．包姆 國語日報 1 語文 中高年級

25 永遠的小太陽：林良  林瑋 小天下 1 傳記 中高年級

26 開心動物園：小馬來貘當哥哥  周姚萍 小熊 1 語文、生活教育 低年級

27 開心動物園：大家都是第一名  周姚萍 小熊 1 語文、生活教育 低年級

28 開心動物園：小象小象不生氣  周姚萍 小熊 1 語文、生活教育 低年級

29 雙鼠記  凱特‧狄卡密歐 台灣東方 1 語文 高年級

30 魔法公主09：神祕鏡之國  成田覺子 東雨 1 語文 中高年級

31 不偷懶小學1：不摸魚老師  林哲璋 小天下 1 語文 中年級

32 不偷懶小學2：不可能奇蹟  林哲璋 小天下 1 語文 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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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的錯都是大人的錯(平裝)  幾米 大塊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34 親愛的壞貓先生  桂文亞 國語日報 1 語文 高年級

35 用點心學校6：神氣白米飯  林哲璋 小天下 1 語文 中年級

36 星座之神話與傳說 荷馬、歐維等詩人 格林 1 語文 中高年級

37 電影院之謎：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4  馬丁‧威德馬克 米奇巴克 1 偵探推理 中年級

38 圖書館之謎：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5  馬丁‧威德馬克 米奇巴克 1 偵探推理 中年級

39 鑽石之謎：雷思瑪雅少年偵探社1  馬丁‧威德馬克 米奇巴克 1 偵探推理 中年級

40 怪傑佐羅力28：怪傑佐羅力之天堂與地獄  原裕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41 怪傑佐羅力29：怪傑佐羅力之地獄旅行  原裕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42 怪傑佐羅力30：怪傑佐羅力之妖怪大聯盟  原裕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43 怪傑佐羅力31：怪傑佐羅力與神祕魔法少女  原裕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44 小四愛作怪之三國亂傳  阿德蝸 小兵 1 語文 中年級

45 小四愛作怪之老子來了  阿德蝸 小兵 1 語文 中年級

46 科學實驗王28：昆蟲與蜘蛛  Story a 三采 2 科普 中高年級

47
巴第市系列：奇妙的人體城市-怪客入侵大作戰 :

人體城市的交通中心-心臟.神經.肌肉
 何子昌等 天下雜誌 1 科普 中高年級

48
巴第市系列：超級城市選拔賽 -人體城市的調節中

心 : 大腦.五官.皮膚
 何子昌等 天下雜誌 1 科普 中高年級

49
巴第市系列：間諜竊密事件簿 -人體城市的營運中

心 : 口腔.消化.排泄
 何子昌等 天下雜誌 1 科普 中高年級

50 激流三勇士  李潼 小熊 1 語文 高年級

51 戲在不言中：用歡笑點亮黑暗的卓別林  伊莎貝拉 格林 1 傳記 中高年級

52 唐詩樂遊園( 套書共2冊)  張曼娟, 黃羿瓅 天下文化 1 語文 高年級

53 達爾文在路上看到了什麼  達爾文 五南 1 科普 高年級

54 台灣地圖館‧山脈  遠足地理百科編輯組 遠足 1 社會 高年級

55 台灣的山脈  楊建夫、林文智 遠足 1 社會 高年級

56 台灣的溼地 莊玉珍、王惠芳 遠足 1 社會 高年級

57 台灣的海岸 李素芳 遠足 1 社會 高年級

58 台灣的古城 張志遠 遠足 1 社會 高年級

59 中國神話 賴惠鳳主編 台灣東方 1 社會 高年級

60 星期天的保健室 村上詩子 小天下 1 語文 低中年級

61 星期天的體育館 村上詩子 小天下 1 語文 低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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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 周婉窈 玉山社 1 社會 高年級

63 小火龍大賽車  哲也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64 小東西 2  哲也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65 小東西  哲也 天下雜誌 1 語文 中年級

66 歷史FUN輕鬆：大才子的成績單  譚海芳主編 小天下 1 語文、社會 中高年級

67 歷史FUN輕鬆：皇帝陛下的成績單  譚海芳主編 小天下 1 語文、社會 中高年級

68 歷史FUN輕鬆：丞相大人的成績單  譚海芳主編 小天下 1 語文、社會 中高年級

69 歷史FUN輕鬆：大將軍的成績單  譚海芳主編 小天下 1 語文、社會 中高年級

70 吃點子的人-劉興欽傳  劉興欽口述、張夢瑞撰述 聯經 1 傳記、藝術與人文 高年級

71 橘子咖啡  林惠珍 小兵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72 狗毛滿天飛  佩特莉霞‧麥拉克倫 台灣東方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73 安東尼‧聖修伯里：飛起來的小王子  白丁 三民 1 生命教育 中高年級

74 約翰‧藍儂：用搖滾撼動世界  李寬宏 三民 1 傳記 中高年級

75 柴契爾夫人：永不妥協的鐵娘子  李民安 三民 1 傳記 中高年級

76 馬可尼：無線無限  唐念祖 三民 1 傳記 中高年級

77 貝比．魯斯：擊出魔幻時刻 成彥邦、陳紫薇 三民 1 傳記 中高年級

78 阿姆斯壯：登月巨星 陳景聰 三民 1 傳記 中高年級

79 古靈精怪：花魂  陳碏 小兵 1 語文 中高年級

80 神奇樹屋小百科14：地震與海嘯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

莉．波．博以斯
小天下 1 科普 中高年級

81 神奇樹屋小百科15：達文西
 娜塔莉∙波∙博以斯、瑪

麗∙波∙奧斯本
小天下 1 科普 中高年級

82 神奇樹屋小百科16：大海怪
 娜塔莉∙波∙博以斯、瑪

麗∙波∙奧斯本
小天下 1 科普 中高年級

83 神奇樹屋小百科17：企鵝與南極
 娜塔莉．波．博以斯、瑪

麗．波．奧斯本
小天下 1 科普 中高年級

84 檸檬水犯罪事件  賈桂林‧戴維斯 天下雜誌 1 社會 中高年級

85 可能小學的愛台灣任務 4 : 大人山下跌倒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社會 中年級

86 可能小學的愛台灣任務 3：快跑，騰雲妖馬來了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社會 中年級

87 可能小學的愛台灣任務 2 : 鄭荷大戰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社會 中年級

88 可能小學的愛台灣任務 1 : 真假荷蘭公主  王文華 天下雜誌 1 語文、社會 中年級

89 我的台灣小百科  吳立萍, 小天下編輯部 小天下 1 社會 低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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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我的世界史小百科  拉魯斯出版社編輯群 小天下 1 社會 低中年級

91 不可思議的房子 青山邦彥、鄭明進 小熊 1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92 鐵路腳的孩子們  呂游銘 和英 1 語文、社會 低年級

93 明鑼移山  阿諾．羅北兒 遠流 1 生命教育 低年級

94 大藝術家的故事
 露絲．布洛赫斯特、蘿西

．狄金絲、艾比蓋兒．惠
小天下 1 藝術與人文、傳記 中高年級

95 威洛比先生的神奇樹  羅勃．巴利 天下雜誌 1 生活教育 低年級

96 藝術讓你嚇一跳  伊莉莎白．紐伯瑞 小魯文化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97 藝術讓你笑哈哈  伊莉莎白．紐伯瑞 小魯文化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98 交通工具迷宮：到車子、船隻、飛機的交通王國  香川元太郎 小天下 1 遊戲書 低年級

99 獸醫黑嚕嚕的醫院  陳默默 聯經 1 社會 低中年級

100 造夢築屋的建築師  黃惠鈴 聯經 1 社會 低中年級

101 鐵路列車長的一天  陳啟淦 聯經 1 社會 低中年級

102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童嘉 小熊 1 語文 低年級

103 大巨人約翰  阿諾．羅北兒 遠流 1 語文 低年級

104 LOOK！看！好聰明的藝術 吉麗安．伍爾芙 維京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05 LOOK！觀察畫裡的光  吉麗安．伍爾芙 維京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06 LOOK！看線條怎麼說話  吉麗安．伍爾芙 維京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07 LOOK！看身體怎麼說話  吉麗安．伍爾芙 維京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08
總有一天，想回去我的故鄉：來自福島第一核電

廠二十公里半徑圈內的貓
 大塚敦子 天下雜誌 1 環境保育 中高年級

109 我種了高麗菜  陳麗雅 小天下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低中年級

110 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 婕爾達‧繆勒 水滴文化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低中年級

111 七個好習慣：與成功有約（兒童繪本版）  西恩．柯維 明天國際 1 生活教育 中高年級

112 為什麼地球不會被大便淹沒?  松岡達英 小天下 1 環境保育 低中年級

113 守燈塔的家族：東湧燈塔的故事  陳翠玲 聯經 1 社會 低中年級

114 漫畫版 20個台灣藝術家的故事 劉宗銘 玉山社 1 藝術與人文 中高年級

115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苦苓 時報 1 自然文學 高年級

116 鳥類小百科  詹庚旻 人類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低年級

117 霸王甲蟲小百科  黃仕傑 人類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低年級

118 鞋子告狀：琦君寄小讀者  琦君 九歌 1 語文 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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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澆澆水就大豐收！水耕菜園懶人DIY：乾淨、省

錢、無農藥、微空間，種出47款安心蔬菜
 伊藤龍三 三悅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高年級

120

簡單種、隨手摘，天天吃好菜！在家種菜：不用

一塊地，只要用容器，一個盆栽、一坪小陽台，

也能種出一桌好菜！

 昔東妍 台灣廣廈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高年級

121 陽台變菜園：活用居家閒置空間 新星出版社編輯部 楓書坊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高年級

122 自然野趣DIY 黃一峰 天下文化 1 科普 中高年級

123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04：課堂沒教的生態攝影  施信鋒 天下文化 1 科普 中高年級

124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05：螳螂的私密生活  黃仕傑 天下文化 1 科普 中高年級

125 帶著孩子玩自然 黃仕傑 天下文化 1 科普 中高年級

126 兔子的快樂飼養法  町田修 漢欣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年級

127 烏龜的快樂飼養法  富沢直人 漢欣 1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年級

128 超人氣犬種圖鑑 BEST 185  藤原尚太郎 漢欣 1 科普 中年級

129 超人氣貓種圖鑑47  佐草一優 漢欣 1 科普 中年級

130 玩出創意2：48個酷炫科學魔術  許良榮 書泉 1 科普 高年級

131 玩玩具，學科學：玩具背後的科學原理 王德麟 書泉 1 科普 高年級

132 玩出創意3：77個奇趣科學玩具 許良榮 書泉 1 科普 高年級

133 玩出創意：120個創新科學遊戲(二版)  許良榮等 書泉 1 科普 高年級

134 生氣王子 賴馬 天下雜誌 2 與作家有約活動 低年級

135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賴馬 和英 1 與作家有約活動 低年級

136 胖先生和高大個 賴馬 和英 1 與作家有約活動 低年級

137 少年科學偵探CSI 19：誰殺了鼠海豚？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38 少年科學偵探CSI 20：考卷失竊記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39 少年科學偵探CSI 21：尋找CSI第三屆！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40 少年科學偵探CSI 22：無人島生存法則！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41 少年科學偵探CSI 23：波濤洶湧的生存遊戲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42 少年科學偵探CSI 24：CSI聲名大噪！  郭泳稙審定 臺灣麥克 1 偵探推理 中高年級

143 好多好多船 布萊恩．畢格斯 小天下 1 科普 低年級

144 好多好多飛機  布萊恩．畢格斯 小天下 1 科普 低年級

145 世界城市趴趴走  貝雅蒂斯•維隆 上誼 1 社會 中高年級

146 麥先生的帽子魔術  強•亞吉 玉山社 1 語文 低年級

147 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山本敏晴 天下雜誌 1 生命教育、環境保育 中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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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日漸沉沒的樂園-吐瓦魯  山本敏晴 天下雜誌 1 生命教育、環境保育 中高年級

149 最重要的事  伊芙．邦婷 道聲 1 生命教育 低年級

150 照顧我們的地球  蘿倫．柴爾德 上誼 1 環境保育 低中年級

151 都是放屁惹的禍 桑德琳．杜馬斯．羅伊 維京 1 環境保育 低中年級

152 挑戰！在動物園上班：認識動物園裡的7種熱門職  Aristo、朴順榮企劃 三采 1 社會 中高年級

153 生氣湯  貝西．艾芙瑞 上誼 1 生活教育 低年級

154 髒小弟1 : 蟲蟲好朋友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55 髒小弟2 : 我的寵物是跳蚤！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56 髒小弟3：我是內褲大王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57 髒小弟4：搶救午餐大作戰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58 髒小弟5：瘋狂園遊會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59 髒小弟6：好習慣了沒？  艾倫．麥當勞 東雨 1 生活教育 低中年級

160 小翻頁大發現1：我的雄偉建築大發現  羅伯‧羅立‧瓊斯 水滴 1 藝術與人文 低中年級

161 小翻頁大發現2：我的機械原理大發現  康羅德‧梅森 水滴 1 藝術與人文、科普 低中年級

162 小翻頁大發現3：我的身體奧祕大發現  凱蒂‧戴尼斯 水滴 1 藝術與人文、科普 低中年級

163 小翻頁大發現4：我的環遊世界大發現 艾力斯‧弗瑞斯 水滴 1 藝術與人文、社會 低中年級

164 這本書吃了我的狗！  理查伯恩 格林 1 語文 低年級

165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理查伯恩 格林 1 語文 低年級

166 牧羊豹：沈石溪動物小說  沈石溪 國語日報 1 語文 中高年級

167 科學實驗王29：阿基米德原理  Story a. 三采文化 2 自然與生活科技 中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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