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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緣的香蕉：

林良爺爺的24種人生滋味
林良著；薛慧瑩繪 國語日報社 2020 9789577518569 散文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 老作家消失之謎 李潼著；吳怡欣繪 國語日報社 2020 9789577518439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 鹿港少女1：一年櫻班 開學了 嶺月著；曹俊彥繪 字畝文化 2020 9789865505189 小說 國小中高年級

4 鹿港少女2：再見了 老三甲 嶺月著；曹俊彥繪 字畝文化 2020 9789865505196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 好小偷 凱瑟琳‧郎德爾著；陳修遠譯 小魯文化 2020 9789865513481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 我哥的名字是潔西卡 約翰‧波恩著；謝孟達譯 三采文化 2020 9789576583148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7 放學後的街口事件
傑森‧雷諾茲著；

黃雅玲繪；謝靜雯譯
未來出版 2020 9789865535780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8 阿曼的希望 艾莎‧薩伊德著；張琇雲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4799299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9 書海情緣 凱絲‧克羅立著；蘇瑩文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2997 小說 國中

10 棄貓 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 村上春樹著；高妍繪；賴明珠譯 時報文化 2020 9789571383583 散文 國中

11 菲姬闖世界
坦姆辛‧雅努著；

顏寧儀繪；鄭榮珍譯
幼獅文化 2020 9789864492077 小說 國小中高年級

12 當我們同在一起
高森美由紀著；

mirocomachiko繪；米雅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3451 小說 國小中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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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萬物盡頭之島：隔離 樂園
基蘭‧米爾伍德‧哈爾葛芙著 ；

張子樟譯
國語日報社 2020 9789577518491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4 暴風雨的夜晚【狼與羊完全版】
木村裕一著；

阿部弘士繪；彭士晃譯
遠流出版 2019 9789573286851 小說 國小中高年級

15 櫃檯沒大人 楊諹著；朱崇旻譯 博識出版 2020 9789869861762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6 魔女宅急便
角野榮子著；

林明子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38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7 魔女宅急便2：琪琪的新魔法
角野榮子著；

廣野多珂子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45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8 魔女宅急便3：遇見另一位魔女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52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19 魔女宅急便4：琪琪的戀愛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69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0 魔女宅急便5：魔法的歇腳樹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76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1 魔女宅急便6：各自的旅程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王蘊潔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83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2
魔女宅急便特別篇1：

與琪琪相遇的人們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涂祐庭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90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3
魔女宅急便特別篇2：

黑貓吉吉的故事

角野榮子著；

 佐竹美保繪；涂祐庭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406 小說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4
成為更好的自己：

未來少年的18堂心理必修課
劉軒著；Hui繪 未來出版 2020 9789865535308

文學

知識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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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君偉的節日報告 王淑芬著；賴馬繪 親子天下 2020 9789575035457 故事 國小中高年級

26 我的石頭心爸爸 秦文君著；林純純繪 聯經出版 2020 9789570855739 故事 國小中高年級

27 我們靠自己 劉墉著；劉倚帆英譯 遠足文化 2020 9789865080754 故事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28 我導讀，你好讀！ 張子樟 稻田出版 2020 9789865949969
文學

知識
國中

29 非洲探險之父：李文斯頓 湯芝萱著；蔡豫寧繪 聯經出版 2020 9789570855296
紀實性

文學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0
旅繪台灣：用畫筆，

記錄這座島嶼最感動的風景
林致維 馬可孛羅文化 2020 9789865509163

紀實性

文學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1 馬丁、瑪莎，還有夏婆婆 王淑芬著；許珮淨繪 幼獅文化 2020 9789864491780 故事 國小低中年級

32 愛如甘霖：賴甘霖神父自傳 賴甘霖神父 大塊文化 2020 9789865549145
紀實性

文學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3
經典傳奇故事：

每天十分鐘，換孩子讀給你聽
馬景賢著；蔡尚儒繪 國語日報社 2020 9789577518460 故事 國小中高年級

34 暴龍時光機 胡妙芬著；達姆繪 親子天下 2020 9789575036928 故事 國小低中年級

35 樹夢奇緣 陳志和著；法蘭克繪 小兵出版社 2020 9789579047692 故事 國小低中年級

36 頭碰頭說說話（精裝版） 幾米 大塊文化 2020 9789865406974
詩與

韻文
國小中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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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半小時漫畫唐詩 陳磊、半小時漫畫團隊 日出出版 2020 9789865515003
文學

知識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38 小米、小麥與小墨
路易斯‧賽普維達著；

徐存瑩繪；馮丞云譯
晨星出版 2019 9789864439416 故事 國小中高年級

39 吊橋搖呀搖
森山京著；土田義晴繪；

陳珊珊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2904 故事 國小低中年級

40 成為用故事表現自己的高手
克里斯多夫‧埃奇著；

帕多瑞克‧穆赫蘭繪；嚴淑女譯
小熊出版 2020 9789865503468

文學

知識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1 朵貝‧楊笙 ×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著；

朵貝‧楊笙繪；王欣欣譯
小麥田 2020 9789578544321 故事 國小低中年級

42 米米和莎莎1：不怕黑的好朋友
卡科萊娜、莫拉科娃、莎曼拉著；

卡科萊娜、波適馬、伊白絲繪；梁晨譯
四也文化 2020 9789869914925 故事 國小中高年級

43 走入戰火邊界，我所見的一切 鄭雨盛著；胡椒筒譯 時報文化 2020 9789571381701
紀實性

文學
國中

44 金色的小鳥（二版）
阿萬紀美子著；

荒井良二繪；小路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3437 翻譯 國小低中年級

45 柳林風聲
肯尼思‧葛拉罕著；

羅伯英潘繪；李靜宜譯
字畝文化 2020 9789865505202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46 國家地理聖經故事
唐娜‧喬‧納波里著；

克莉絲汀娜‧巴利特繪；鄭淳怡譯
大石國際文化 2020 9789869956369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47
莎士比亞經典劇作：

12篇成長必讀文學啟蒙

安潔拉‧麥克艾里斯特著；

愛麗絲‧林茲特隆繪；謝靜雯譯
小熊出版 2019 9789865503086 翻譯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48
葛莉塔的故事：

一個人也能改變世界

瓦倫提娜‧卡美利尼著；

薇諾尼卡‧卡拉蒂繪；吳愉萱譯
三采文化 2020 9789576582745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好書大家讀-2020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展示日期: 2021/10/1-2021/10/31



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適讀年齡

49
化學有多重要，

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
陳瑋駿著；楊章君繪 商周出版 2020 9789864778942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0 只是開玩笑，竟然變被告？ 吉靜如著；茜Cian繪 三采文化 2020 9789576583896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1 哲學很有事：二十世紀 Cibala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9126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2 海洋台灣：大藍國土紀實 黃佳琳 經典雜誌 2020 9789869868327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3
超級工程MIT02：

跨越高屏溪的斜張橋
黃健琪著；吳子平繪 木馬文化 2020 9789863598008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4 黑色金奇之旅 吳立萍著；Angela Huang繪
苗栗縣政府、

遠見天下
2020 9789865535278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5 福爾摩沙地形誌：北臺灣 楊貴三、葉志杰 晨星出版 2020 9789864439836 創作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6 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
胡哲明、王錦堯、

向麗容、郭昭翎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9 9789865320041 百科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7 地震100問 潘昌志著；陳彥伶繪 親子天下 2020 9789575035723
地球

科學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8 藝術，在這裡 洪金禪撰文；CROTER美編 高雄市立美術館 2020 9789865416492 美術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59 人類大歷史 哈拉瑞著；林俊宏、顏志翔譯 遠見天下 2020 9789865535810 人類學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0 十八個地理座標看世界史 艾華德‧弗利著；莊仲黎譯 臉譜 2020 9789862358542 歷史 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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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Vol.2
亞歷克西斯‧鮑茲曼編；蘿拉‧瑪格麗特繪

；林佑軒、雪克、陳郁雯譯
野人文化 2020 9789863844389 地理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2 我的第一本量子物理
沙達德‧凱德─薩拉‧費隆著；愛德華‧

阿爾塔里巴繪；三民自然編輯小組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8464 物理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3
破解動物忍術：如何水上行走和飛簷

走壁？動物運動和未來的機器人
胡立德著；羅亞琪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7832 生物 國中

64 動物園的放飯時間
並木美砂子著；

植木七瀨繪；張東君譯
麥浩斯出版 2020 9789864085668 動物 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65 HOME 林廉恩
也是文創

巴巴文化
2020 9789869743709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66 一個像海的地方 林柏廷 遠流出版 2020 9789573288480 創作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67 水鬼 劉漢初著；陳美燕繪 小魯文化 2020 9789865513412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68 出大甲城 Ballboss 步步出版 2020 9789579380577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69 我的獵人爺爺：達駭黑熊 乜寇‧索克魯曼著；儲嘉慧繪
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四也文化
2019 9789865416317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70 狐狸孵蛋 孫晴峰著；南君繪 步步出版 2019 9789579380485 創作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71
哈囉！你好！：

濕地裡的野鳥新樂園
劉伯樂 步步出版 2020 9789579380553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72 黑白村莊 劉伯樂 愛智圖書 2020 9789576085505 創作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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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夢遊 顏志豪著；薛慧瑩繪
也是文創

巴巴文化
2019 9789869743785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74 翠鳥 邱承宗 親子天下 2020 9789575036799 創作 國小低中年級

75 鄭和下西洋的祕密 李如青 四也文化 2020 9789869914918 創作 國小中高年級

76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 劉思源著；林小杯繪 步步出版 2020 9789579380591 創作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77 小報亭
安娜德.梅樂希著、繪；

游珮芸譯
三民書局 2019 9789571467443 翻譯 國小低中年級

78 小黑熊形狀遊戲書
柏原晃夫著、繪；

上誼編輯部譯
上誼文化 2020 9789577625779 翻譯 學齡前

79
充滿情感的生命樂章：

鋼琴發明家克里斯多佛里的故事

伊莉莎白‧魯希著；

瑪尤莉‧普萊斯曼繪；朱恩伶譯
維京國際 2020 9789864403127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80 生氣的亞瑟
海文‧歐瑞著；

喜多村惠繪；柯倩華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4799121 翻譯 國小低年級

81 在圓木橋上搖晃（新版）
木村裕一著；

秦好史郎繪；林真美譯
維京國際 2020 9789864403516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82 如同此石：一切戰爭之書
亞歷山卓‧桑納著、繪；

藍劍虹譯
大塊文化 2020 9789865406479 翻譯 國中

83 如果冬天來了，告訴它我不在喔
西蒙娜‧希洛羅著、繪；

黃筱茵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8556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84 百萬好點子 卡特玲娜‧沙德著、繪；宋珮譯 道聲出版社 2020 9789864002832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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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我的阿嬤媽媽 李芝殷著、繪；陳聖薇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8136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86 我說話像河流
喬丹‧史考特著；

席尼‧史密斯繪；劉清彥譯
拾光工作室 2020 9789869873611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87
改變世界的六個點：

15歲的點字發明家

珍‧布萊揚著；

鮑瑞斯‧庫利柯夫繪；劉清彥譯
維京國際 2020 9789864403097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88 奇怪的媽媽 白希那著、繪；林玗潔譯 小魯文化 2020 9789865513191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89 奔跑吧，蘿絲！
瑪麗卡‧邁亞拉著、繪；

凃翠珊譯
步步出版 2020 9789579380522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0 波可是個小鼓手 馬修‧佛賽著、繪；海狗房東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8563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1 阿姆，謝謝妳！ 歐葛‧摩拉著、繪；宋珮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5535056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2 柯爾達的鐵線世界
希伯‧波思圖瑪著、繪；

謝佩霓譯
小典藏 2020 9789579057646 翻譯 國小低中年級

93 海浪 蘇西‧李著、繪；吳文君譯 大塊文化 2020 9789865406462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4 烈日下的對決
馬努葉爾‧馬爾索著、繪；

海狗房東譯
大塊文化 2020 9789865406424 翻譯 國小低中年級

95 神祕的鄰居
艾娜特‧薩法替著、繪；

李紫蓉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3123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6 送花給你 姜景琇著、繪；葉雨純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3024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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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適讀年齡

97 甜點，好滋味！
艾蜜莉‧詹金斯著；

蘇菲‧布雷克爾繪；余治瑩譯
小魯文化 2020 9789865513290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98 許什麼願望好呢？
馬特‧德拉佩尼亞著；

克里斯汀‧羅賓遜繪；柯倩華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4799589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99 創意啟蒙膠片書：拯救動物 帕特里克‧喬治著、繪；麥維譯 臺灣麥克 2020 9789862037645 翻譯 學齡前

100 給森林照相館的信 李時遠著、繪；許延瑜譯 青林國際 2020 9789862745021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1 漢妲的驚喜 艾琳‧布朗著、繪；游珮芸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5535698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2 福斯多的命運 奧立佛‧傑法著、繪；吳其鴻譯 三民書局 2020 9789571467351 翻譯 國小中高年級

103 豬奶奶說再見（二版）
瑪格麗特‧威爾德著；

藍‧布魯克斯繪；柯倩華譯
東方出版社 2020 9789863383574 翻譯 國小低中年級

104 橘色奇蹟
丹尼‧平克華特著、繪；

畢恆達譯
遠流出版 2020 9789573288886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5 燈塔你好
蘇菲‧布雷克爾著、繪；

劉清彥譯
小天下 2020 9789864799732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6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木村裕一著；高畠純繪；

林宜和譯
上誼文化 2019 9789577626653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107 藍色鴨鴨 莉莉亞著、繪；丁海權譯 格林文化 2020 9789861899527 翻譯 學齡前跨國小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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