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類別

1 江湖，還有人嗎？ 張友漁著；林一先繪 遠流 2019 9789573285861 小說

2 小偵探愛彌兒
耶里希‧凱斯特納著；華特‧特里爾

繪；姬健梅譯
小麥田 2019 9789578544154 小說

3 地窖裡的男孩 凱薩琳‧馬歇著；劉清彥譯 小天下(未來) 2019 9789864797677 小說

4 我只想好好說話 椎野直彌著；黃薇嬪譯 博識圖書 2019 9789869773041 小說

5 我和櫻桃樹之間的距離
寶拉‧白勒泰著；卡羅琳娜‧瑞比繪；

郭恩惠譯
東方出版社 2019 9789863382676 小說

6 來不及閃耀的星星 大衛・巴克雷・摩爾著；卓妙容譯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4979 小說

7 兒子的謊言 艾爾凡‧馬斯特著；柯清心譯 幼獅文化 2019 9789864491735 小說

8
被蜜蜂拯救的女孩：

失落、勇氣，以及外公家的蜂蜜巴士
梅若蒂‧梅依著；謝佩妏譯 大塊文化 2019 9789862139905 小說

9 許願樹
凱瑟琳‧阿波里蓋著；

查理斯‧聖多索繪；黃筱茵譯
小麥田 2019 9789578544208 小說

10 漢娜的旅行箱 凱文‧勒梵著；周惠玲譯 木馬文化 2019 9789863596356 散文

11
一個旅人，在西拉雅：

遇見台式生活美感
褚士瑩著；黃仁益攝影 大田出版 2019 9789861795706 紀實性文學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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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山海經裡的故事1：南山先生的藥鋪子 鄒敦怜著；羅方君繪 聯經出版 2019 9789570853513 故事

13 山櫻樹下的新家 張哲銘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9 9789861615332 故事

14 可以開始了嗎
林世仁、王文華等著； 盧貞穎、魏

羽桐等繪
國語日報社 2018 9789577518255 故事

15 在想像中遇見詩 : 林世仁童詩精選 林世仁著；右耳繪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6502 詩與韻文

16 和林良爺爺散步去 林良著；李憶婷繪 國語日報社 2019 9789577518385 故事

17 金雕獵狼 王軍著；王祖民繪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9 9789861615974 故事

18 Toku。度咕：台灣囝仔的童年往事 秋榮大 太雅出版 2019 9789863363439 故事

19 故事學：學校沒教，你也要會的表達力
歐陽立中著；J.HO(胖古人)封面繪

圖
國語日報社 2019 9789577518392 文學知識

20 為詩人蓋一個家 徐國能著；周見信繪 步步出版 2019 9789579380393 故事

21 班長下台 桂文亞著；曹俊彥、詹迪薾繪 巴巴文化 2019 9789869629393 故事

22
迸裂土地而出的力量 : 走過二十年，十二個九

二一災後堅持至今的故事
謝志誠、陳鳳麗 蔚藍文化 2019 9789869809009 紀實性文學

展示日期: 2020/9/1-2020/9/30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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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童年原來是喜劇 王淑芬著；蔡元婷繪 字畝文化 2019 9789869803991 故事

24
愛，使生命動聽 :

喬安娜讓4000個孩子走出寂靜
謝其濬、鄭雅文 遠見天下 2019 9789864796885 紀實性文學

25 萬有解答貓公司的故事 徐國能著；林廉恩繪 步步出版 2019 9789579380430 故事

26 算盤法拉利 陳昇群著；傅馨逸繪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6830 故事

27 說學逗唱，認識二十四節氣 王家珍著；洪福田繪 字畝文化 2019 9789869803922 故事

28
歐洲獵書80天 : 插畫家X古繪本X繪本書店X兒

童圖書館,童書尋訪之旅
蘇懿禎、謝依玲著；李憶婷繪 青林國際 2019 9789862744291 文學知識

29 稻草人想說的話：林芳萍散文詩集 林芳萍著；恩佐繪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5697 詩與韻文

30 貓巧可救了小紅帽 王淑芬著；尤淑瑜繪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3835 故事

31 母親
海倫娜‧德爾福格著；昆汀‧葛利本

繪；王美秀譯
尖端出版 2019 9789571085258 詩與韻文

32 白鯨莫查迪克
路易斯‧賽普維達著；徐存瑩繪；馮

丞云譯
晨星出版 2019 9789864431816 故事

33 我在太空的340天 史考特‧凱利著；高霈芬譯 三采文化 2019 9789576581557 紀實性文學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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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離開之後
蘇西‧霍普金斯著；哈莉‧貝特曼繪；

吳愉萱譯
三采文化 2019 9789576581502 故事

35 紀和奶奶的雞蛋
宇佐美牧子著； 藤原宏子繪；陳瀅

如譯
幼獅文化 2019 9789864491612 故事

36 帶來幸福的錢天堂 廣嶋玲子著；jyajya繪；王蘊潔譯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3552 故事

37 黃色水桶 森山京著；土田義晴繪；陳珊珊譯 東方出版社 2019 9789863382768 故事

38 余光中美麗島詩選 余光中著；陳幸蕙主編 九歌出版社 2018 9789864502226 詩與韻文

39 我的匠作時代：二十組職人的感動歷程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編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遠景出版
2018 9789860580495 紀實性文學

40 人體大遊歷. 3, 腸病毒大進擊 陳月文, 方恩真文 ; 黃志民, 張瓊瑤圖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9600 醫學

41 怪咖動物偵探：城市野住客事件簿 黃一峯 三采文化 2019 9789576582134 生物

42 青銅兄弟的故事 瞿海良著；劉彤渲繪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2019 9789860598322 歷史

43 音樂，不只是音樂 彭廣林 未來出版 2019 9789864796229 音樂

44 淡蘭古道 : 北路 臺灣千里步道協會, 古庭維等合著 晨星發行 2019 9789864438389 地理

展示日期: 2020/9/1-2020/9/30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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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福爾摩沙拾遺：

歐美的台灣初體驗1622-1895
藍柏著；林金源、劉怡彣譯 慈濟傳播 2019 9789869716994 歷史

46
與十九世紀傑出女性科學探險家相遇 :

因為她們, 世界變得更好
張文亮著 ; 蔡兆倫繪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770 科學

47 篳路台灣 : 島嶼歷史行道 經典雜誌編著 經典雜誌 2019 9789869716918 史地

48 人類這個不良品 納森‧蘭特著；陸維濃譯 遠見天下 2018 9789864795987 生物

49 月球之書 大衛‧翁弗拉許著；林柏宏譯 時報文化 2019 9789571379333 科普

50 我們的星球
艾雷斯泰‧法瑟吉爾、基思‧肖利著；

王潔譯
麥浩斯 2019 9789864084890 科學

51 科學不思議3：好想去月球 松岡徹著；李佳霖譯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3941 科學

52
美麗的地球:

圖解生態系,了解我們生存的自然環境
瑞秋‧伊格諾托夫斯基著；林大利譯 創意市集 2019 9789579199636 生態

53 當我睡著之後，世界還醒著
蘿拉‧柯奧恩著；彭康兒繪；周怡伶

譯
小熊出版 2019 9789578640771 百科

54 聖母峰
桑格瑪‧法蘭西絲著；豐風繪；鄒嘉

容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7875 百科

55 撼動世界歷史的14種植物 稻垣榮洋著；劉愛夌譯 平安文化 2019 9789579314381 植物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展示日期: 2020/9/1-2020/9/30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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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方寸乾坤：探索海洋的蔚藍史詩 李孟陽
國立臺灣博物館、財團法人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2019 9789860596090 百科

57
世界大局‧地圖全解讀

Mapping the World

亞歷克西斯‧鮑茲曼、蘿拉‧瑪格麗特

著；嚴慧瑩、陳郁雯譯
野人文化 2019 9789863843344 百科

58 台灣蛙類與蝌蚪圖鑑 楊懿如、李鵬翔著 貓頭鷹出版社 2019 9789862623770 動物

59 我的食物地圖 張蕙芬著；林麗瓊繪 遠見天下 2018 9789864795895 百科

60 晨讀10分鐘：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李鐘旻等著 ; 泛科學選編；林韋達繪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4337 科學

61 進礦山找科學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策劃；江逸傑

等編輯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2018 9789860572698 百科

62 好玩的密度：能漂浮和不能漂浮的物體
大衛‧阿德勒著；安娜‧瑞夫繪；

張東君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978 物理

63 好玩的光波：折射和反射
大衛‧阿德勒著；安娜‧瑞夫繪；

張東君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985 物理

64 好玩的磁性：相吸或相斥
大衛‧阿德勒著；安娜‧瑞夫繪；

張東君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869803908 物理

65 好玩的機器原理：輪子、槓桿、滑輪
大衛‧阿德勒著；安娜‧瑞夫繪；

張東君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992 物理

66 潛進深海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著；

友永太呂繪；張東君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697 海洋學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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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家都沒骨頭？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著；

友永太呂繪；張東君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482 海洋學

68 大海的習題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著；

友永太呂繪；張東君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680 海洋學

69 爸爸的祕密基地 劉清彥著；王書曼繪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7714 創作

70 哇！公園有鷹 何華仁(年度繪者) 青林國際 2019 9789862744345 創作

71 腳踏車輪子 陳志賢 水滴文化 2019 9789579529150 創作

72 三球毛線，編織自由
亨利克塔‧克里斯蒂娜著；

河野雅拉繪；沙永玲譯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8931 翻譯

73 千千萬萬個聖誕老公公
母袋裕子著；瑪麗卡‧邁亞拉繪；

羅凡怡譯
野人文化 2019 9789863843931 翻譯

74 大海和天空相遇的地方 范揚華、范揚夏著；范光棣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8131 翻譯

75 大樹，你給我記住 佐野洋子文、圖；林真美譯 步步出版 2019 9789579380287 翻譯

76 小捲毛的壞心情
雷蒙尼‧史尼奇著；

馬修‧佛賽繪；黃聿君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6588 翻譯

77 之後  樓弘・莫侯文、圖；尉遲秀譯 步步出版 2019 9789579380461 翻譯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展示日期: 2020/9/1-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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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天外飛來的訪客 安緹耶‧達姆文、圖；鄒人郁譯 韋伯文化 2019 9789864273157 翻譯

79 天鵝：安娜‧帕芙洛娃的舞蹈人生
蘿拉・史奈德著；

朱莉・莫斯黛繪；宋珮譯
維京國際 2018 9789864401727 翻譯

80 巴黎的獅子 阿雷馬娜文、圖；陳研如譯 米奇巴克 2019 9789866215865 翻譯

81 手套 : 烏克蘭民間童話
羅馬娜‧洛瑪尼新、安德瑞‧雷西夫

文、圖；蔡季佐譯
布克文化 2019 9789579699594 翻譯

82 白鯨記 亞歷山卓‧桑納文、圖；吳文君譯 大塊文化 2019 9789862139837 翻譯

83 在爺爺背後
內弗‧席夫著；沙哈‧柯伯繪；

黃筱茵譯
青林國際 2019 9789862744222 翻譯

84 你們吵吧，我只想靜靜的欣賞 李智賢著；陳怡妡譯 奧林文化 2019 9789869768221 翻譯

85 我的美術館 廖倍恩 拾光工作室 2019 9789869685139 翻譯

86 我的海盜父親
大衛‧卡利著；莫里左‧葛雷羅繪；

柯倩華譯
大塊文化 2019 9789865406004 翻譯

87 我家在海邊
瓊安‧史瓦茲著；席尼‧史密斯繪；

劉清彥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6632 翻譯

88 每一件善良的事情
賈桂琳‧伍德生著；E‧B‧路易斯繪；

柯倩華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1772 翻譯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展示日期: 2020/9/1-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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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每一刻，造就了獨特的我 黃聖惠作者；陳怡妡譯者 奧林文化 2019 9789869768214 翻譯

90 呼喚我的貓
蜜雪兒‧羅賓森著；李瑾倫繪；

柯倩華譯
上誼文化 2019 9789577626424 翻譯

91 明天會是好天氣
蘿希‧伊芙文、圖；

許雅雯、許秀娟譯
水滴文化 2019 9789579529129 翻譯

92 河流
莫妮卡‧法斯那維奇涅文、圖；

吳其鴻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2939 翻譯

93 狐狸的神仙
阿萬紀美子著；酒井駒子繪；

陳珊珊譯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9662 翻譯

94 阿里不達戰爭
海茲‧雅尼許著；阿優莎‧布勞繪；

劉孟穎譯
韋伯文化 2019 9789864272501 翻譯

95 哈洛史尼普波特前所未有最好的災難 碧翠絲‧阿雷馬娜著；郭妙芳譯 阿布拉教育文化 2019 9789865876708 翻譯

96 城市裡的小訪客 席尼・史密斯著；宋珮譯 拾光工作室 2019 9789869685146 翻譯

97 是誰搶走了我的名字？ 塔西亞文、圖；吉光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6571 翻譯

98 寂靜的聲音
卡崔娜‧金齊藤著；郭香宜繪；游珮

芸譯
玉山社 2018 9789862942185 翻譯

99 荷蘭─ 每個角落都有故事 夏洛特‧迪瑪頓斯 上誼文化 2019 9789577626592 翻譯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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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蛋頭先生不怕了！ 丹‧桑塔著；柯倩華譯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7967 翻譯

101
喋喋不休的調色盤 :

康定斯基畫裡的色彩與聲音

芭茀‧羅森斯多克著；瑪莉‧葛蘭培

繪；宋珮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2663 翻譯

102
愛達的小提琴：

巴拉圭再生管弦樂團的故事

蘇珊‧胡德文；莎莉‧沃恩‧康伯特圖；

柯倩華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749 翻譯

103 夢境 伊莎貝拉‧西穆勒著；林幸萩譯 字畝文化 2019 9789578423909 翻譯

104 樹林裡的房子
茱莉‧福萊諾著；藍‧史密斯繪；劉清

彥譯
拾光工作室 2019 9789869685115 翻譯

105 隱形男孩
 裘蒂‧路德維希著；帕提斯‧巴頓繪；

李貞慧譯
小熊出版 2019 9789578640931 翻譯

106 蟬 陳志勇文、圖；張政婷譯 格林文化 2019 9789861899190 翻譯

107 獻給月亮先生的音樂
菲立普‧史戴著；艾琳‧史戴繪；

林美琴譯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9365 翻譯

108 獾的禮物─大手牽小手 蘇珊‧巴蕾文、圖；林真美譯 遠流出版 2019 9789573284307 翻譯

109 魔法糖果 白希那文、圖；蘇懿禎譯 維京國際 2019 9789864403011 翻譯

110 歡樂過新年立體操作書 七色王國著；禾流編輯團隊譯 禾流文創 2019 9789578930261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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