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1 我的阿公阿嬤同學 鄭博真文 ; 吳嘉鴻圖 大好文化出版 2020 9789869725781

2 送餐阿嬤 鄭博真文 ; 陳雨潔圖 大好文化出版 2020 9789869725798

3 陪爺爺空中釣魚
紀狄恩.斯德爾作 ;

波力.伯納丁繪 ; 吳其鴻譯
臺灣東方 2020 9789863383086

4 大海和天空相遇的地方 范揚華, 范揚夏文.圖 ; 范光棣譯 遠見天下文化 2019 9789864798131

5
不管輸贏都愛你：

小野與四個孫子的生活陪伴日記
小野著 麥田出版 2019 9789863446828

6 奶奶家的小鳥 班傑.戴維斯文.圖 ; 郭妙芳譯 阿布拉教育文化出版 2019 9789865876609

7 奶奶最棒！爺爺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文 ; 琳恩.孟辛兒圖 ;

 沙永玲譯
小魯文化 2019 9789862119709

8 在爺爺背後 內弗.席夫作 ; 沙哈.柯伯繪 ; 黃筱茵譯 青林國際出版 2019 9789862744222

9 你最喜歡的三個奶奶
溫蒂.麥德爾文 ; 丹尼.艾紐斯圖 ;

張政婷譯
格林文化 2019 9789861899350

10 我的奶奶是超級英雄 瑪露絲.范倫文圖 ; 林敏雅翻譯 青林國際 2019 9789862744352

資料來源：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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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作者/繪者/譯者 出版者 出版年 ISBN

11 小男孩長大後：爺爺和我續集 魯瓦克著 ; 冷彬, 林芳儀譯 如果出版 2018 9789869689618

12 外公, 回憶要怎麼製造?
尚.德維利文 ; 艾娃夏特蘭圖 ;

吳宣恩譯
大穎文化 2018 9789579125024

13 幼兒閱讀起步4：尋找昨天，擁抱今日 艾莉森.傑伊圖文 ; 陳如翎譯 韋伯文化 2018 9789864272181

14 如何當奶奶的保母 琴.里根文 ; 李.威迪胥圖 ; 謝靜雯譯 維京國際 2018 9789864402441

15 如何當爺爺的保母 琴.里根文 ; 李.威迪胥圖 ; 謝靜雯譯 維京國際 2018 9789864402434

16 和爺爺一起去捉鰻 宮脇正雄文.圖 ; 黃碧珊譯 阿爾發國際文化 2018 9789869413121

17 看不見的記憶：我的月亮，你的太陽
安德里亞斯.史坦哈弗(Andreas Steinhöfel)文 ;

尼爾.潘塔格(Nele Palmtag)圖 ; 楊珺涵譯
韋伯文化 2018 9789864272297

18 香蕉爺爺香蕉奶奶 野志明加文圖 ; 米雅譯 三民書局 2018 9789571464879

19 陪奶奶慢慢散步 朴寶濫文 ; 尹貞美圖 ; 陳怡妡譯 大穎文化出版 2018 9789579125208

20 媽祖回娘家 鄭宗弦著 ; 陳祥元圖 九歌 2018 9789864501878

展示日期: 2020/8/1-20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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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爺爺和我 魯瓦克著 ; 謝斌譯 如果出版 2018 9789869689625

22 爺爺的花園
艾莉絲.方特內文 ; 維奧萊塔.羅培茲圖 ;

周伶芝譯
字畝文化出版 2018 9789869674430

23 小雞到外婆家 工藤紀子文.圖 ; 劉康儀譯 小魯文化 2017 9789862117200

24 奶奶臉上的皺紋 西蒙娜.希洛羅文圖 ; 黃筱茵譯 三民書局 2017 9789571462899

25 回奶奶家的那條路
內田麟太郎文 ; 高巢和美圖 ;

思謐嘉譯
日月文化出版 2017 9789862486382

26 我是孫子
板橋雅弘文字 ; 西村敏雄繪圖 ;

蘇懿禎譯
小熊出版 2017 9789869494656

27 阿茲海默先生 陳怡潓文 ; 薛慧瑩圖 日月文化出版 2017 9789862486214

28 祖孫小品 張輝誠著 INK印刻文學 2017 9789863871163

29 最喜歡奶奶了! 嚴淑女文 ; 陳盈帆圖 小魯文化 2017 9789862117446

30 爺爺的玩具王國 郝廣才文 ; 莫妮卡貝瑞圖 格林文化 2017 978986189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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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寫信給奶奶 新川智子文 ; 市居美佳繪 ; 陳瀅如譯 小光點出版 2017 9789869520720

32 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內田麟太郎文 ; 高巢和美繪 ;

思謐嘉譯
日月文化出版 2016 9789862485958

33 奶奶的城市 蘿倫.凱斯提羅文圖 ; 劉清彥譯 維京國際 2016 9789864400898

34 市場街最後一站
馬特.德拉佩尼亞文 ;

克里斯汀.羅賓遜圖 ; 宋珮譯
遠見天下文化 2016 9789863209812

35 阿嬤成為阿嬤的一天 長野英子文.圖 玉山社 2016 9789862941294

36 阿嬤的碗公 吳在媖文 ; 黃祈嘉圖 玉山社 2016 9789862941256

37 爺爺一定有辦法 菲比.吉爾曼文.圖 ; 宋珮譯 上誼文化 2016 9789577626042

38 爺爺的天堂島 班傑.戴維斯文.圖 ; 李貞慧譯 采實 2016 9789869354998

39 外公的大衣
吉姆.艾莉斯沃斯文 ;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圖
水滴文化 2016 9789865730673

40 奶奶只是想睡覺 梅蘭尼.佛羅瑞安作.繪 ; 陳怡潔譯 臺灣東方 2015 9789863380580

我的阿公阿嬤最棒!—祖孫共讀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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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麥洛眼中的世界
維吉妮亞.麥葛瑞格著;

楊惠菁,林雨蒨譯
商周 2015 9789862727331

42 爺爺的玻璃店 張秀毓文.圖 小魯文化 2015 9789862115497

43 爺爺奶奶的彩色回憶
阿里安娜.邵永尼作 ; 阿爾巴.瑪利安.

里耶拉繪 ; 黃翠玲譯
三之三文化 2014 9789865664008

44 我的新奶奶
伊莉莎白.史坦肯納文 ; 米歇爾.羅爾圖 ;

李紫蓉譯
遠見天下文化 2013 9789863203216

45 爺爺我愛你 瑪塔.艾德絲文.圖 ; 徐意筑譯 格林文化 2013 9789861893839

46 無敵奶奶向前衝 朱迪絲.克爾文.圖 ; 林真美譯 遠流 2012 9789573270201

47 奶奶最棒!
蘿拉.紐玫若芙著 ; 琳恩.孟辛兒圖 ;

 沙永玲譯
小魯文化 2010 9789862111369

48 阿公的紅龜店 鄭宗弦著 ; 曹俊彥圖 聯經 2010 9789570835328

49 奶奶來了 李惠欗文.圖 ; 米雅譯 道聲 2008 9789866735141

50 雷公糕 派翠西亞.波拉蔻文.圖 ; 簡媜譯 遠流 2000 9789573281764

資料來源：臺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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