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第三十九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  推介總清冊

項次 次別 類別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適讀年齡 ISBN 規格 內容摘要

1 第39次 圖畫書類 海的另一頭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五味太郎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6215476
21X24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海的另一頭，還是海嗎？會不會有很多、很多的船？還是一望無際的田地？或是有高

樓大廈的城市？應該也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動物吧！海的另一頭，充滿著許多未知的

事物……這是五味太郎獻給孩子的成長禮物，希望每個人面對未來，都能保有好奇、

想像和探索的勇氣！

2 第39次 圖畫書類 薩琪不想當空中小姐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提利‧勒南 Thierry Lenai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6215483
15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00

老師決定要將童書作家寫的故事改編成一齣戲，她要薩琪扮演空中小姐，馬克思則是

扮演挖土機司機，不過薩琪不想當空中小姐，也不想假裝昏倒！她會怎麼做呢？ 看似

搞笑的情節實則反諷「公主和王子」的童話模式，童話裡的公主是被動的，只能等待

王子解救，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然而，薩琪是個有獨立思考力的女生，她對性

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有話要說！《薩琪系列》除了探討性別，還有許多延伸議題：認識

自我、性別角色、生涯發展等等…

3 第39次 圖畫書類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布蘭登．溫佐(Brendan 
Wenzel)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001194
28X22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當你見到一隻貓，你會怎麼看呢？ 在這本書裡，布蘭登．溫佐用不同的觀察角度、好

奇心和想像力，展示出一隻貓的多重生命，也讓我們明白：觀點如何影響著看法。 ※
2016凱迪克榮譽獎 Caldecott Honor Book

4 第39次 圖畫書類 菲菲真的很受傷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莫莉‧卞 Molly Bang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5664237
22X25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莫瑞老師指定同學們，仔細觀察一棵樹，然後憑記憶將樹畫出來。菲菲心中早有一

顆最愛的樹了，只要她生氣或難過，爬到樹上心情就會平復下來。菲菲用獨特的配色

呈現自己對大椈樹的喜愛，但同學卻說樹的顏色不對，大家對菲菲畫的樹指指點點…
…菲菲畫的那麼用心，這讓她真的很受傷！菲菲受傷的心，要如何才能化解呢？

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石滬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莊世瑩 繪者：張
振松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0502879
21X29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石滬是非常環保的捕魚方法，也是漁村共存共生的傳統漁業技藝， 澎湖的吉貝，是目

前全世界石滬量最多、密度最高的地方。 晃晃老師從赤崁搭上交通船，要去的小島靜

靜安駐在碧海藍天之間。

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媽咪怎麼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陳盈帆 繪者：陳
又凌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0846676
17X22CM / 48頁 / 
精裝 / NT$ 250

新生命的來臨，對家中原本的成員來說，除了喜悅，也有可能是不安的開始。 陳盈帆

與陳又凌攜手合作，以此書獻給家中原本的大哥哥、大姐姐， 邀請他們和媽媽一起迎

接懷胎過程與新生命。

7 第39次 圖畫書類 Taiwan風之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小林豊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0848168
22X25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小林豊透過他的文字與畫筆，讓我們與風和蝴蝶一起旅行，以新的心情、不同的角度

，重新體會一個讓你豁然開朗的台灣。

8 第39次 圖畫書類 春天的野餐會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崔麗君著 小學中年級 9789570846768
27X21CM / 40頁 / 
精裝 / NT$ 270

天氣漸漸暖和了，綠芽冒出了頭，春天的顏色蹦蹦跳跳跑了出來。 小花在餐桌上吃早

餐，望向窗外霧濛濛的樹林，心也跟著飛到屋外。

9 第39次 圖畫書類 煙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曹文軒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1160
25X27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胖子和瘦子總是互看不順眼，胖子和瘦子告誡自己的孩子，不准跟另一家孩子一起玩

，孩子們則是告誡家裡的狗，不准跟另一家的狗玩。本書告訴讀者，雖然無法弭平差

異，但敞開心胸去瞭解、去分享，就能包容差異。

10 第39次 圖畫書類 哇，有顆蘋果!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Gwendoline Raisson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270484
21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260

當我們擁有了一件非常喜愛的物品時，應該也會捨不得和其他人分享吧！對於蚯蚓喬

喬要割捨最愛的蘋果給不認識的另一隻蚯蚓時，內心感到無限的糾結，獨享蘋果有什

麼不好？但喬喬發現，最後分享蘋果所換到的，卻是更為珍貴的友誼及一段快樂的時

光。當我們也願意將手上的物品分享給他人的時候，你會發現快樂因此加倍喔！

11 第39次 圖畫書類 會說話的畫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林芳萍/許文綺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6049743

20X26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國內首部以油畫修復師為題的繪本。以張捷女士(陳澄波夫人)幾十年來仔細收藏台灣藝

術家陳澄波畫作的故事，所發想的本土自製繪本。冬陽般和煦溫暖的文字是作家林芳

萍無數次親臨修復現場考證取材，所創作出來的「會說話的畫」，用畫作和修復師之

間的對話，在故事裡，呈現出曬畫阿嬤的情意、已逝藝術家作品中對家鄉的熱情，以

及修復師的修復倫理。 這是一本時間浸潤的繪本、記憶的故事、情感的紀錄，也是向

專業與藝術的熱情致敬；說給孩子聽，也給你我心裡的孩子曬曬暖陽。

1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敲打夢想的女孩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馬格麗塔‧因格(margarita 
engle)/拉菲爾‧羅佩茲
(rafael lopez)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343220
26X21CM / 44頁 / 
精裝 / NT$ 280

女生不能打鼓，在充滿音樂和節奏的小島，沒人敢挑戰這項古老傳統，直到追求打鼓

夢的女孩米洛，才打破了這項古老的禁忌。 這篇內文取材自一位中國、非洲和古巴裔

女孩米洛，她的真實童年故事，她打破了古巴針對女性鼓手的傳統禁忌，在1932年10
歲的米洛‧卡斯楚‧札達瑞加，和姊姊們組成安娜‧卡歐娜(加勒比海群島的女性酋長，擅

長創作民謠和敘事詩，也是反抗哥倫布的代表人物)樂團表演。這是古巴的第一個全女

子舞蹈樂團。

13 第39次 圖畫書類 Life幸福小鋪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楠茂宣、松本春野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490608
22X18CM / 44頁 / 
精裝 / NT$ 280

老奶奶將她與天上的老爺爺之間傳達彼此關心的花種子，分裝成一包包小紙袋，在

「Life幸福小鋪」與大家分享箇中的愛與溫暖，同時也揭開了許多段「Life」（人生）

交會其中的故事序幕。「Life幸福小鋪」是一間物物交換、資源再利用的無人小店鋪。

每項有形的物品，在此重新獲得存在的價值，而每任持有者寄託在此物品中的無形心

意與訊息，成為支持下一位使用者前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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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39次 圖畫書類 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薪展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Thierry 
Robberecht；圖／Gré
goire Mabir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9246217
27X22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有一天，一本故事書突然從書櫃上掉到了地上，書裡的一隻大野狼就這麼摔了出來。

在故事裡，大野狼總是令人害怕不已。不過，一隻掉出書裡的大野狼，還能作威作福

嗎？

1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白冷圳的兒女：大遷村的「陽明
山計畫」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陳佩萱；湯雯晴/繪者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0498936
21X29CM / 40頁 / 
精裝 / NT$ 300

阿清與阿爸、阿母住在臺中的清水鎮上，每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有一天，政府為

了擴建「機場」，要阿清一家人和鄰居們離開清水，搬到遙遠的新社去！面對全然陌

生的環境和原本住在新社的新鄰居們，阿清一家人要如何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呢？讓我

們翻開書，回到六十年前「陽明山遷村計畫」的那時候，跟著阿清一起認識新社與白

冷圳的美麗風景。

1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青和小蛙：好想睡、好想睡
啊！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いわむら かずお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742624
24X20CM / 40頁 / 
精裝 / NT$ ---

風明媚的春天，春天一到，植物開始長新芽；連冬眠的蛇也鑽出洞穴了。櫻花被微風

吹得落英繽紛，好漂亮喔！率先醒來的小青想和小蛙一起到外頭看看，可是小蛙卻還

是昏昏欲睡，沿路都在打瞌睡。他們為了躲避天敵蛇，所以爬到了樹上，但是小蛙一

不小心卻掉到水裡了。 這下該怎麼辦呢？小蛙會醒來嗎？

1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大好書屋

內田麟太郎／文　　　
高巢和美／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485958
24X21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爺爺留給最愛孫子充滿希望與勇氣的深情話語……希望所有因失去摯親而悲傷無助的

人，能從這個溫暖動人的故事中，得到撫慰與力量。 這是一個瀰漫濃厚祖孫親情的溫

馨故事，藉由死去爺爺的獨白，道出對孫子的不捨、對往日美好時光的懷念，以及對

孫子未來人生的想像與期待。

1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外公的大衣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文：吉姆‧艾利斯沃斯
(Jim Aylesworth) 圖：芭
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730673
21X28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我的外公來到美國時做了件大衣。他穿著、穿著，穿到它破了！外公的舊大衣，能做

出多少美好的東西，溫暖整個家族呢？作者透過大衣的再生，象徵家族的愛、時光流

逝與傳承。

19 第39次 圖畫書類 沉睡中的種子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文：黛安娜・哈茨・阿
斯頓（Dianna Hutts 
Aston） 圖：希薇亞・隆 
(Sylvia Long)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730482
23X28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雀斑大的種子能長成世上最高的樹？種子能睡上千年再發芽？種子能飛到160公里外的

地方？獲獎連連的兩大名家激盪出這系列精美又知性的繪本，帶孩子進入種子的世

界。

20 第39次 圖畫書類 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圖文：斐德利克‧芒索(Fr
édérick Mansot)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730338

24X31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喜歡畫樹的法蘭西先生每天都會到森林裡，他有時爬上樹幹，有時坐在青苔上，仔細

描繪每棵樹。每次林間漫步，都為法蘭西帶來驚奇。有一天，這座森林卻將在他眼前

消失……？

21 第39次 圖畫書類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文圖：劉旭恭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730314

21X27CM / 40頁 / 
精裝 / NT$ 420

哎呀！辦公室、廚房、小孩的房間……怎麼到處亂七八糟？還好，只要動手整理，就

可以收乾淨了！但是……煙囪排放黑煙，髒水流進河裡，好多人在抗議，這又該怎麼

辦呢？

2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洞裡頭有什麼東西？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文圖：蕾貝卡‧寇柏
(Rebecca Cobb)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5730260
21X27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誰來吃午餐》作者蕾貝卡‧寇柏充滿無限想像力的歡樂繪本！請你一起來猜猜看，洞

裡頭有什麼東西？這裡是小老鼠的家？青蛙的洞？妖怪的窩？或是……龍的巢穴？

23 第39次 圖畫書類 跟小鳥道別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Margaret Wise Brow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941416

22X27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美國兒童文學先驅作家瑪格麗特‧懷茲‧布朗名作，「紐伯瑞文學獎金獎」、「凱迪克銀

牌獎」繪者克里斯汀‧羅賓遜詮釋。孩子們發現一隻小鳥躺在地上、沒有心跳，孩子們

很難過，想要和小鳥道別……他們會怎麼做呢？

24 第39次 圖畫書類 爺爺的散步道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張美蘭著、王書曼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519135
29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這是爺爺與男孩的散步道，一條好長且長滿老榕樹的綠色隧道。從春天到冬天，從小

寶寶長大成男孩，散步道上總有爺孫倆快樂的身影。然而，有一天，爺爺卻無法一起

去散步了……

25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想成為芭蕾舞女孩 滿天星傳播有限公司
作者：Anna Membrino；
繪者： Smiljana Čoh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6273681
24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

米亞嚮往和姊姊一樣成為芭蕾舞女孩，她擁有了服裝配件，這只是個開始…她還需要

平衡、懂得肢體協調，還有學會優雅。經過不斷練習，她能成為一位真正的芭蕾舞女

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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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39次 圖畫書類 鼴鼠鎮 滿天星傳播有限公司 Torben Kuhlmann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6273728
26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

鼴鼠們從一無所有的草坪開始。隨著時間，慢慢掌握技能，以及科學的知識，創造了

自己的生活空間。但是，美麗的綠色草坪，漸漸消失變成繁榮的城鎮…而這些改變又

會影響到什麼呢？

27 第39次 圖畫書類
海倫．凱勒的心視界──海倫精采
的一生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朵琳‧藍帕波特 Doreen 
Rappaport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4400607
25X28CM / 48頁 / 
精裝 / NT$ 300

朵琳．藍帕波特（Doreen Rappaport）以獨特的散文體，不時穿插著海倫．凱勒激勵人

心的話語，呈現海倫永不放棄的生命故事。廣受歡迎的插畫家麥特．塔伐雷斯（Matt 
Tavares）則捕捉了海倫．凱勒傳奇一生的活力和神韻，讓《海倫．凱勒的心世界》成

為一幅令人難以忘懷的圖畫，讓讀者再次認識這位了不起的女性，用她永不放棄的精

神永遠改變了美國與全世界。

28 第39次 圖畫書類
為什麼不能有女醫生？美國第一
位女醫生的故事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譚亞．李．史東 Tanya 
Lee Stone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4400591
21X28CM / 40頁 / 
精裝 / NT$ 300

1830年代，有一個勇敢又充滿好奇心的女孩名叫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當時，女孩

被期望只能成為妻子與母親。職業的選項很稀少。當然絕對不可能有女醫生。可是伊

麗莎白拒絕接受這些成見，而且不肯放棄。這個關於美國第一位女醫生的故事深具啟

發意義，讓我們看到一位有著堅強意志力的女性如何為所有後來的女醫生開創新局。

2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
女孩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賈斯丁．羅伯茲 Justin 
Robert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4400836
21X26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小莎莉。她是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當然，每天點

名的時候，會叫到她的名字。而且當她背著書包走在學校裡，就跟大家一樣，可是幾

乎沒有人注意到她。不過，莎莉卻非常超級特別注意許多事情。那些惡毒的字眼和冷

酷的眼光出現時，都沒有人注意到莎莉也在那裡。直到有一天，眾人如往常排隊等著

午餐時，莎莉再也受不了…

30 第39次 圖畫書類
遇見維尼――全世界最有名小熊

的真實故事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賽．麥提克 Lindsay 
Mattick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400744
25X25CM / 56頁 / 
精裝 / NT$ 320

西元1914年，歐洲正在發生的大戰，漸漸的把戰爭的影響擴大到全世界，遙遠的北美

洲也無法置身事外。哈利．柯伯恩是來自加拿大維尼伯的青年獸醫，因為大戰爆發而

從軍，他和許多家鄉的士兵一起搭乘火車，火車開了一天一夜，到了一千公里外的白

河才停了下來。在火車站的月台上，哈利遇見了一位獵人正在賣一隻熊寶寶，猶豫許

久，他最後用20英磅買下她──他希望這隻失去母親的小熊，能夠得到真正的關愛和照

顧。

31 第39次 圖畫書類 畫一棵樹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芭芭拉‧雷德 Barbara Reid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400737

25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從光禿禿的樹枝、色彩繽紛的春夏森林，樹不斷的展現多變的樣貌。除了色彩，樹也

可能是一個探險的場所、動物們的棲所、一個可以提供人們躲避夏日的庇護者，也可

以是一個知心的朋友。本書的作者芭芭拉以黏土畫準確的捕捉關於「樹」的各種面貌

，讓讀者感受樹的季節更迭變化、成長，以及和其他生命的互動，讓我們對於一棵樹

的認知、想像得以從「一株植物」開始不斷擴展，不斷延伸。畫一棵樹吧，你會看到

（想到）什麼呢？

32 第39次 圖畫書類 奶奶的城市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蘿倫．凱斯提羅 Lauren 
Castillo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400898
22X22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小男孩來到城市拜訪搬到城裡住的奶奶。男孩好愛好愛奶奶，卻不喜歡城市。因為城

市忙碌、吵雜、充滿看起來很可怕的事物。奶奶住的公寓聽得見地鐵通過的聲音，感

覺得到地鐵通過的震動。小男孩睡不著也不明白，為什麼奶奶覺得城市很棒，這裡一

點也不適合老人居住呀？奶奶卻告訴他，城市是最適合老人生活的地方，明天她將會

帶男孩看看這座城市特別的地方。

33 第39次 圖畫書類 夢想中的陀螺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玉金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401086
28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300

故事從一顆陀螺開始，台灣小男孩武雄渴望得到一顆超級厲害的陀螺。那是顆曾於夢

中出現，卻不曾真實擁有的陀螺；那樣的陀螺，他曾在日本小男孩武雄那裡看過。雖

然他們上不一樣的學校，有不同的社群生活，陀螺就是他們共通的語言；雖然他們不

曾一起玩過。最後，戰爭結束了。武雄得到了夢想中的陀螺，他從來沒想過，從到夢

想中的陀螺這麼容易……

34 第39次 圖畫書類 荷塘月色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朱自清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4400669
28X21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膾炙人口的一篇散文，文中所寫的「荷塘」，正是今日清

華大學（中國）近春園中的荷塘（今池畔建有「荷塘月色亭」以為紀念）。本文層次

分明、景象清麗，由荷塘引發作者心中的感嘆，以景物襯托心境上的寂寞，層層相扣

，再返回現實，與篇首相應。《荷塘月色》的圖畫書，則是希望幫助年輕讀者，藉由

圖像和文字的融合，能感受到經典文學的韻味，除了陶冶性靈，更能提升並且培養文

學與美的敏銳感官。

3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猴子，你要去哪裡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崔永嬿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9371919

23X23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小猴子在樹下拾到一個小東西，小心翼翼的抱在懷裡，沒有抬頭，也沒有說話。他帶

著東西要去哪裡呢？這本書陪我們用理解、同理、關懷三鑰匙，打開特殊兒隱形大門

，共創多元、美好的社群。

36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賴馬 學齡前 9789869261456
26X25CM / 52頁 / 
精裝 / NT$ 360

蚊子波泰最喜歡吸愛生氣人的血，只要被叮就會染上「噴火病」，被叮的阿古力，會

遭遇什麼樣的困難？賴馬重新以父親的角色為作品去蕪存菁，一個以詼諧逗趣訴說情

緒控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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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勇敢小火車—卡爾的特別任務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賴馬 學齡前 9789869319263
25X26CM / 48頁 / 
精裝 / NT$ 360

聖誕老公公來到咕咕鎮的火車貨運站，他準備要送「勇氣禮物」；但貨運火車溫蒂竟

然故障了！小火車卡爾自告奮勇代替媽媽出任務。送貨的路途遙遠，卡爾心裡好害怕

，卡爾能克服害怕，順利將禮物送達小朋友的手中嗎？

38 第39次 圖畫書類 阿墨的故事屋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
基金會

文．盧方方，圖．陳狐
狸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8965911
XCM / 48頁 / 精
裝 / NT$ ---

從一個熱心、好奇與敏感的小鼴鼠－阿墨的視角，來觀看紀州庵自日治時期、戰後、

古蹟保存與成為文學森林的百年歷程，除了有地上世界的變化，也有地底世界的樣貌

，創造了奇幻與真實之間的交錯。

39 第39次 圖畫書類 超級大塞車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オームラ トモコ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116401
22X22CM / 44頁 / 
精裝 / NT$ ---

作者以排隊這常見的生活現象，讓各種意想不到的車，逐一登場，孩子們可以一邊練

習數數，一邊認識各種車子。

40 第39次 圖畫書類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苅田 澄子 文、つちだ の
ぶこ 圖

學齡前 9789862116340
18X18CM / 36頁 / 
精裝 / NT$ ---

學齡前的孩子，最愛觀察自己跟誰一樣。作者藉由主角蜜寶自我觀察的過程，引導孩

童認識的自己，也更熟悉與家人之間的關係。

4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吃掉了什麼？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岸田 衿子 文、長野 博一 
圖

學齡前 9789862116302
21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

本書將水果顏色化為鮮明色彩，使「可口」的意義與「美麗」結合。讀者可以發現，

熟悉顏色原來能這麼有趣。帶孩子用身體去感覺色彩、走進生活玩味色彩之美！

42 第39次 圖畫書類 大猩猩的麵包店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白井 三香子 文、 渡辺 
あきお 圖

學齡前 9789862116289
27X20CM / 32頁 / 
精裝 / NT$ ---

長相恐怖的大猩猩雖然製作的麵包很好吃，動物們卻仍不敢光顧。後來，大猩猩靠著

智慧找到解決的方法。這故事希望告訴孩子，面臨困難時轉念解決問題事很重要的觀

念。

43 第39次 圖畫書類 冒氣的元寶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潘人木 文、 曹俊彥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115954
19X23CM / 36頁 / 
精裝 / NT$ ---

作者以餃子為主題，創作出這篇耐人尋味又蘊含寓意的中國風味美食故事。故事緣起

一名孝順的兒子要找出醫治母親心病的方法，最後因此造就了餃子在中國人心中無可

取代的地位。

44 第39次 圖畫書類 看見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李明足 文、 鄭潔文 圖 小學低年級 9789862116104
19X26CM / 44頁 / 
精裝 / NT$ ---

作者巧妙地將臺灣淺山常見的動植物一一入鏡，詮釋淺山保育的理念，更開啟了讀者

高層次的思考空間――看見了環境的變遷與更迭，看見了朋友間深刻的友情。

4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地面地下──四季昆蟲微觀圖記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邱承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2116272
21X29CM / 50頁 / 
精裝 / NT$ ---

書中以獨角仙為主軸帶入近百種不同的生物。雖然各生物壽命不同，生命存在的價值

與領悟，也許不在時間長短，而在於如何活出「自己璀璨的一生」。

46 第39次 圖畫書類 探黑-Adventure at Night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廖書荻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116029

13X30CM / 30頁 / 
精裝 / NT$ ---

主角是一位夜間探險家，雖然他探險的過程看似一無所獲，但隨他腳步的讀者卻以不

同視角兒有許多收穫。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以不同角度去看待周遭事物

，或許就有不同感受。。

4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到烏龜國去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劉旭恭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115947

23X21CM / 44頁 / 
精裝 / NT$ ---

進入慢活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就從生活習慣微小的改變開始。嘗試進到烏龜國慢

速看世界，說不定，就在慢慢咀嚼平凡的小細節時，能發現生活中處處有驚喜和趣味

喔！

48 第39次 圖畫書類 跟著動物消防員過一天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Sharon Rentta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115770
25X27CM / 40頁 / 
精裝 / NT$ ---

本書以主角的經歷帶領孩子認識要為一名專業的消防員，過程中所必須接受的基礎訓

練。這樣英勇的工作不僅需要常識應變突發狀況，還要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是適合

孩童認識消防工作艱辛的基礎讀物。

4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希望牧場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森 絵都 文、吉田 尚令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115978
21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

本書以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為背景以養牛人的角色切入，雖然呈現核災的恐怖，但更希

望傳遞修復的盼望，溫暖的生命議題，是值得我們去深思人與環境、人與生命如何平

衡和諧。

50 第39次 圖畫書類 一家三口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Justin Richardson 文、
Peter Parnell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116067
21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

紐約中央公園的動物園裡，住著許多動物家庭。其中，企鵝園裡有對企鵝伴侶有一點

不同，但是，牠們也如其他企鵝想擁有自己的家庭。最後，在保育員古先生的協助下

，牠們有機會迎接「自己」的企鵝寶寶。延伸出「愛」的包容與偉大是有無限可能

性。

51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是獨特的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森 絵都 文、 スギヤマ 
カナヨ 圖

小學低年級 9789862116425
24X24CM / 44頁 / 
精裝 / NT$ ---

大頭弟透過自己的眼睛觀察，旁人也從各自的角度發表看法；從小群體到大群體，大

頭弟認識了自己的與眾不同，同時引導孩子去挖掘自己更多獨特之處。

52 第39次 圖畫書類 隔壁的貍貓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せな けいこ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116432
27X19CM / 32頁 / 
精裝 / NT$ ---

教導孩子如何面對「討厭的人」，以及消除「討厭的人」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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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第39次 圖畫書類 鴨子騎車記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David Shanno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113882

22X27CM / 38頁 / 
精裝 / NT$ ---

鴨子騎腳踏車？從綿羊、馬、雞……到山羊，穀倉空地的每種動物都對鴨子的突發奇

想，有自己的看法。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美麗的畫面明亮

有如陽光，這個完美的故事最適合朗讀給孩子們聽，孩子會對「鴨子騎腳踏車」這件

事興致盎然，在讀完之後，他們還會要求：「再讀一遍！」

54 第39次 圖畫書類 100隻豬與100隻大野狼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5641467
29X21CM / 48頁 / 
精裝 / NT$ 320

很久以前，河邊住著100隻豬，這100隻豬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有一天，來了100隻飢

餓的大野狼，他們盯著100個白白嫩嫩的豬屁股瞧……這個故事的結局顛覆傳統，打破

刻板印象。

5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火燒厝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237116
21X29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本書以傳統民俗「紙紮」為主題，透過故事讓孩子認識：紙紮並不只用於祭拜祖先，

在道教信仰中，不管是靈厝、天公座、水燈等，都屬於紙紮工藝的一部分。希望讀者

在閱讀中可以感受傳統文化的洗禮，並讓因為城市空間的限制以及環保意識的抬頭而

漸漸消失的傳統技藝，重新被記得其歷史意義及人文中溫潤的風土民情。

56 第39次 圖畫書類 獨眼孫悟空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300766
21X29CM / 56頁 / 
精裝 / NT$ 300

故事以李天祿大師及平等國小巧宛然布袋戲團為創作動機，透過一個被偷走的布袋戲

偶孫悟空的故事，讓讀者隨著孫悟空高潮迭起的遭遇，及絕處逢生的轉機，一起學會

正向面對人生的困難境遇，並跟著孫悟空走一遭布袋戲的歷史與現況。

5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南方小島的故事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9300735
21X25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作者林鍾隆先生為早期兒童文學家，這部作品最先以日文在日本發行，本書以繪本形

式發行中文版，讓台灣的孩子有機會接觸到四十年前，只在日本傳播且滿溢著趣味和

愛的故事。

5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航向自由
的希娃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麗茲．洛夫豪斯（Liz 
Lofthouse）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904
24X24CM / 36頁 / 
精裝 / NT$ 350

阿富汗的小女孩希娃因為戰爭而跟著媽媽逃離家園，在大海中載沉載浮的老舊漁船上

，希娃回想起一幕幕昔日故鄉的歡樂與恐懼；在媽媽堅定而又溫暖的懷抱中，夢想著

即將航抵的自由國度，重拾昔日的歡樂。

5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彼得的生
日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維吉尼亞．艾倫．詹森
（Virginia Allen Jense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6215
18X21CM / 28頁 / 
精裝 / NT$ 350

星期一，媽媽騎著腳踏車載彼得和妹妹麗莎一起去購物。彼得看到街上各式各樣的腳

踏車，媽媽說要等到星期日他生日滿六歲時才能騎。接下來的每一天，彼得都期待自

己快快長大，一直問著：「媽媽，星期日什麼時候才會到啊？」終於到了星期日，彼

得會得到什麼禮物呢？

60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顛倒國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安野光雅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925867

19X26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撲克牌上的人物分兩邊，都說顛倒的是對方，連國王都無法確定顛倒的是哪一邊。只

好繼續找人評評理，結果繞了地球一圈。到底哪一邊才是顛倒的呢？

6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獵狗雨果
和野兔哈利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羅特勞特．蘇珊娜．貝
爾納（Rotraut Susanne 
Berner）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6116
16X24CM / 78頁 / 
精裝 / NT$ 350

獵狗和野兔家族多年來互看不順眼，除了會在對方的家門前叫囂外，完全不交談。獵

狗雨果和野兔哈立偷偷地參加了跑步大賽，一場暴風雨打亂了比賽的節奏，同時也讓

兩個家族的關係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62 第39次 圖畫書類 今天萬歲！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布萊恩萬；圖／布
萊恩萬；譯／張政婷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761897363
22X26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美國《科克斯書評》、《學校圖書館雜誌》強力推薦 貓頭鷹不想睡，出門找朋友

玩。但是大象、斑馬、烏龜都說好想睡，不想玩。陪伴孩子入眠的最佳床前故事，我

們希望孩子乖乖睡覺，卻忽略孩子對陪伴的渴望，一則故事、一段時光就能滿足孩子

的需求，也讓孩子在愛中安穩入睡。

63 第39次 圖畫書類 麗池的異想世界 龍蝦治百瞎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麗池克萊姆 ；圖／
麗池克萊姆 ；譯／賴云
倩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1896601
16X22CM / 112頁 
/ 精裝 / NT$ 350

橫掃網路世界、引發瘋狂轉貼的《麗池的異想世界》又來了！想知道怎麼安慰身陷藍

色憂鬱的變色龍嗎？鱷魚自拍要用哪種濾鏡？會游泳的鴨子拿游泳圈要幹麼？傘蜥蜴

又要怎麼幫助煩惱的兔子？想看動物們互相吐槽、說冷笑話，用肢體搞笑嗎？麗池克

萊姆用無厘頭的幽默圖文，描寫好朋友間的逗趣互動，不僅讓你笑到岔氣，還從心裡

升起一股暖意！

64 第39次 圖畫書類 路邊的小花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強亞諾羅森 ；圖／
席尼史密斯

小學低年級 9789861896755
22X22CM / 32頁 / 
精裝 / NT$ 260

在這本無字繪本中，小女孩跟爸爸上街去，在灰暗的街景中，爸爸漫不經心講著電話

，而小女孩處處留心，在許多看似不起眼的角落，發現了隱藏的美──許多美麗的小

花。小女孩在回家的路上，把這些花一朵朵的送給死去的麻雀、午睡的路人、偶遇的

小狗……不管收到的人是否發現了這份禮物，他們的生活都因此變得更多彩而幸福。 
大獎詩人強亞諾羅森不用一個字，就「寫」成這個充滿詩意的故事，畫家席尼史密斯

則用淡雅的圖畫賦予故事生命。《路邊的小花》歌詠那些生命中重要的小事、小人物

和微不足道的小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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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繪本音樂童話2
《杜蘭朵公主》

《唐璜》

《三橘愛》

《費加洛婚禮》

《動物狂歡節》

《波西米亞人》

《吉賽爾》

《茶花女》

《浮士德》

《弄臣》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卡洛戈齊、達朋
特、聖桑、亨利米爾
傑、歌提耶、小仲馬、
歌德、雨果 ；圖／克莉
絲汀娜、安潔蕾蒂、高
達辛絲嘉、莎特拉、瓦
倫提尼、貝諾許、佛米
娜、瑪拉賽芮、伯特、
亞莉珊卓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4713269120469
24X29CM / 48頁 / 
精裝 / NT$ 3500

翻開繪本音樂童話，一齣齣經典音樂劇在紙上舞台熱鬧開演！本套書集結《杜蘭朵公

主》、《唐璜》、《三橘愛》、《費加洛婚禮》、《動物狂歡節》、《波西米亞

人》、《吉賽爾》、《茶花女》、《浮士德》和《弄臣》 ★獻給喜愛音樂與文學的孩

子，十部最動人心弦的音樂童話！ ★十位國際知名插畫家聯手詮釋，獻上豐富絢麗的

文學、藝術與音樂的三重饗宴！

6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松鼠與老榕樹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尖端出版

周見信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1065151
19X29CM / 56頁 / 
精裝 / NT$ ---

一隻孤獨的松鼠在一棵溫柔有智慧的榕樹下找到避難所。小松鼠向老榕樹說出心裡關

於愛和依戀等生命重要問題。

6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一條大魚
向東游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曹文軒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6000
25X24CM / 44頁 / 
精裝 / NT$ 350

一根橋樁孤零零地站立在大河中央。它日復一日地羨慕著天上的星星、空中的大雁和

地上的白楊。橋樁覺得自己又孤單又沒用。這一天忽然來了一個放羊的男孩，他們的

生活將發生什麼樣的連結呢？

68 第39次 圖畫書類 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公
司

Beatrice Alemagna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5876265
31X23CM / 36頁 / 
精裝 / NT$ 320

艾迪今年五歲半，她覺得自己是家裡唯一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所以，當她聽到姐姐

要送媽媽一個胖胖-蓬蓬-小小當作生日禮物時，她也想要送媽媽這樣的一個禮物。雖然

艾迪的年紀小，但還好她有很多朋友，每個人都給她一些建議，最後艾迪終於找到了

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實在是太棒了!!

69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在礦山的童年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步步出版）

石川惠理子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343848
22X27CM / 48頁 / 
精裝 / NT$ ---

這是一個溫馨、美好又帶著一股淡淡哀傷的故事。但隨著礦災的發生，這段友誼被迫

畫下句點，也讓人留下深深的遺憾和感傷。大膽又出色的構圖和筆觸，也勾勒出這個

故事的況味。

70 第39次 圖畫書類 愛，無所不在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字畝文化）

作者/ 皮姆．凡赫斯特
(Pimm van Hest) 繪者/ 莎
莎弗拉斯‧德‧布魯茵
(Sassafras De Bruy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369312
26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荷蘭知名童書作家凡赫斯特擅長以兒童的視角探討死亡，讓心愛的親人不會因為時間

而淡忘，而是隨時隨地圍繞在孩子身邊，溫暖他們哀傷的小心靈。本書的繪圖極富感

染力，隨著故事發展，原本陰沉的色調會慢慢變得溫暖而色彩豐富，暗示女孩心境的

轉變；是既動人又溫馨的佳作。

7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威利和一朵雲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Anthony Brown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3278283
25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一個溫暖晴朗的日子，威利決定要去公園散步。當他出門時，天空沒有半朵雲。（嗯

，好吧！只有一小朵啦！）他覺得有點討厭，因為那朵雲好像跟著他……就在他以為

那朵雲走遠了，鬆了一口氣時，沒想到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公園裡每個人看起來都

很開心，只有威利獨自在發抖……

72 第39次 圖畫書類 菜園裡的小世界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Kate Messner 小學低年級 9789864790388
20XCM / 49頁 / 
精裝 / NT$ 320

菜園四季的生命之歌，一本富有情感的自然生態繪本。你知道嗎？菜園裡有個小世界

，充滿生機，又暗藏危機。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動物園丁忙碌著，和人類一起幫助

植物成長茁壯！翻開這本書，細細觀察菜園裡的生態，體會栽種的樂趣與驚喜！

73 第39次 圖畫書類 動物和我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林良/繪者趙國宗 小學低年級 9789864790906
23X23CM / 44頁 / 
精裝 / NT$ 300

兩位兒童文學大師攜手合作，一句句澄淨透明的話語，一幅幅反璞歸真的圖畫，帶孩

子從小輕鬆親近文學和美學 以極簡藝術、純淨視角描繪動物，純真細膩的生活感受盡

在淺語的藝術裡。

74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紅鉛筆的作文冒險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Joan Holub/繪者Melissa 
Sweet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647
24X27CM / 36頁 / 
精裝 / NT$ 300

勇敢的小紅鉛筆在尋找寫作素材的過程哩，意外發現校長婆婆竟是野狼3000：史上脾

氣最壞、聲音最大、咬勁最強的電動削鉛筆機！紅鉛筆要如何阻止野狼3000的橫行暴

衝？她可以成功拯救學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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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皮可大冒險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Dan Santat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241
22X28CM / 44頁 / 
精裝 / NT$ 320

一個想像不到的朋友、一場尋找友誼的冒險、鼓勵孩子勇敢去尋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定

位。皮可，一個最忠實的朋友，陪孩子一起召喚勇氣、召喚友情、召喚一段意想不到

的旅程。在現實與想像之間尋找夢想，讓我們鼓起勇氣、抓緊時機，跟著皮可出去闖

一闖！

76 第39次 圖畫書類
《步步蛙很愛跳》
《步步和小蛙》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步步出版）

林小杯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8667106505703
21X26CM / 52頁 / 
精裝 / NT$ ---

《步步蛙很愛跳》以十個特別的「那一天」來串連故事。透過步步與小蛙兩個直率、

天真的角色，提點孩子去發掘生活中的小趣味，讓每一天都變成值得紀念的那一天。

《步步和小蛙》小書，收錄兄妹的可愛互動，以及兩人之間充滿創意的對話。令人捧

腹大笑，又充滿哲思與親情的溫暖。

7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妮妮不見了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步步出版）

安妮塔‧羅北兒 (Anita 
Lobel)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343879
20X26CM / 44頁 / 
精裝 / NT$ ---

圖畫書大師安妮塔．羅北兒運用色調、光影表現出主角妮妮一整天所遭遇的歷險，讓

讀者像是看了一齣精美的紙上電影。搭配富有節奏感的文字，讓本書讀來更具豐富的

層次，讀者也能從中體會到「圖畫書」圖文共奏的完美詮釋。

78 第39次 圖畫書類 活著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步步出版）

谷川俊太郎/文；岡本義
朗/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343831
19X25CM / 44頁 / 
精裝 / NT$ ---

日本文學大師谷川俊太郎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化身為精采的圖畫書，喚醒我們對生命

的感受力，真切體會平凡生活中每一個「活著」的感動！這同時也是生命教育中的重

要課題。

7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屋頂上的貓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步步出版）

羅傑‧梅德（C.Roger 
Mader）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343800
21X26CM / 44頁 / 
精裝 / NT$ ---

一隻好奇的貓咪，因為一個意外的失敗，帶來了退縮與害怕，正是這樣經歷過這些挫

折之後，不斷嘗試再嘗試的勇氣，才帶領我們看見不同的世界；而這些沉澱與再次出

發的勇氣正是孩子成長的養分。

80 第39次 圖畫書類 母雞蘿絲去散步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佩特‧哈群斯（Pat 
Hutchins）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5939
26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母雞蘿絲出門散步，背後有隻狐狸偷偷跟著她。看似精明的狐狸，卻老是笨手笨腳，

讓狀況外的母雞逃過一劫，生動的圖畫與情節，編織出了這個高潮迭起，笑聲不斷的

經典故事！

82 第39次 圖畫書類 孤獨的巨人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蘇菲‧安柏絲（Sophie 
Ambros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5915
25X29CM / 32頁 / 
精裝 / NT$ 300

巨人每天將樹連根拔起，又砸毀一座座的山，結果森林消失了，動物也不見了，孤單

又後悔的巨人，該怎麼辦呢？一則「和大自然說對不起」的環保寓言，在心中種下愛

護環境的種子。

83 第39次 圖畫書類 艾瑞卡爾好朋友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艾瑞卡爾（Eric Carl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5991
22X30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從前，有兩個好朋友總是在一起，可是有天女孩搬去好遠的地方，想念朋友的男孩勇

敢踏上了尋找朋友的旅程。幾頁抽象的圖畫呈現出自然的美，也表現男孩的心情和最

純真的友情。

84 第39次 圖畫書類 爺爺一定有辦法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菲比‧吉爾曼（Phoebe 
Gilman）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6042
21X27CM / 40頁 / 
精裝 / NT$ 250

一條毯子變成外套、再變成背心、最後變成一顆鈕扣，愛物惜物的猶太爺爺不斷為舊

物找出新價值，也在男孩的成長過程中送上一個又一個溫暖的禮物。圖中還藏有老鼠

家的雙線故事。

85 第39次 圖畫書類 來問我呀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作者／伯納．韋伯（
Bernard Waber）　繪者
／蘇西‧李（Suzy Le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6059
22X27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秋天的午後，穿上最喜歡的紅外套，跟爸爸一起出門散步囉。女孩一直要爸爸問她：

「你喜歡什麼？」在一來一往的對話中，親子之間分享了喜歡的事有這麼多，好像永

遠也說不完。

86 第39次 圖畫書類 豆丁要回家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黃麗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1615363
25X25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小巢鼠豆丁的尋家之旅，旅途中，經歷了自我追尋、大自然環境的種種考驗，在離家

冒險一圈後，發現愛的人在哪裡，「家」就在那裡的真義，是一本充滿勇氣、智慧與

愛的圖畫書。

8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番茄的滋味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劉清彥/繪者鍾易真 小學低年級 9789864790913
25X21CM / 44頁 / 
精裝 / NT$ 320

貧瘠鹽地孕育出甜美的「玫瑰番茄」；回鄉浪子蛻變成「百大黃金農夫」；在最貧窮

的村子，發現最珍貴的價值！ 當世界暗淡無光、屋外風雨不歇，記得翩飛的蝴蝶、甜

美的果子、溫暖的土地與黑暗中的光。奇蹟會在想不到的瞬間，翩翩降臨……

8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加法超人與算術星人：宮西達也
的數學繪本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圖：宮西達也　翻
譯：米雅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5863838
21X26CM / 44頁 / 
精裝 / NT$ 280

幼兒園、小一新生必讀！日本知名數學教育家坪田耕三監修、台北市立大學數學系教

授楊瑞智推薦！ 三個小朋友在沙坑玩耍時，「算術星人」突然搶走大家的小鏟子！想

拿回小鏟子，必須回答算術星人提出的數學問題，幸好，喜歡加來加去的「加法超

人」及時出現！一場刺激又好玩的數學冒險即將展開…… 親子共讀這本書，透過故事

練習「數的合成與分解」，啟發孩子數的概念與算術的興趣，歡樂邁出「數學的第一

步」，長大後更有解決數學題目的能力。 ★還有給家長使用本書的教學解說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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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第39次 圖畫書類 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湯姆牛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340

20X28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一則富有禪意的故事，透著人生智慧的光。「分享」，原來可以如此快樂又自然。 林
桃奶奶的童話，美好得像桃花源，也像國王的新衣裡的小男孩，一派輕鬆自在的突破

盲點、打破迷思，為「有限資源」與「無限欲望」之間看似永恆的衝突，畫上美好的

休止符。

90 第39次 圖畫書類
如果你給老鼠吃餅乾 (30週年出
版紀念版) 附贈棋盤遊戲

小天下
Laura Joffe Numeroff and 
Felicia Bond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208730

20X23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如果你請一隻老鼠吃餅乾，他就會跟你要杯牛奶。你給他牛奶，他一定會跟你要吸

管。喝過牛奶，他就會要手巾。抹過了嘴，他就要照鏡子，看看嘴上有沒有留下牛奶

鬍子。一照鏡子，他就會說頭髮也該剪了。

9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市場街最後一站 小天下 Matt de la Peña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209812
22X27CM / 40頁 / 
平裝 / NT$ 300

他不斷抱怨著，為什麼要在雨中等公車、為什麼他們不像其他人有車……不過，奶奶

每一次都以充滿智慧的話語回應他的問題，引導小杰打開他的視界、用心感受人與人

之間的溫暖，並且體會圍繞在生活周遭的美好。

9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家附近的野花 小天下 陳麗雅 小學低年級 9789863209829
24X26CM / 46頁 / 
精裝 / NT$ 330

以細膩畫風見長的生態繪本作家陳麗雅，近距離、放大鏡的特寫鏡頭，描繪身邊常見

的野花、野草，富有童趣的畫面隱藏了非常多細節與巧思，書裡特殊的大拉頁和筆記

頁設計，可以幫助孩子觀察大自然與周遭環境！

93 第39次 圖畫書類 給森林的信
阿爾發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片山令子/片山健 小學低年級 9789869006194
26X19CM / 40頁 / 
平裝 / NT$ ---

在嚴寒的冬天，寬寬寫信給森林裡的好朋友們，邀請他們等春天紫羅蘭花開的時候，

再在大杉樹下一起唱歌遊玩。本書以精緻的大人畫和純真的仿小孩畫交織出生動的故

事，令人耳目一新。

94 第39次 圖畫書類 杯杯英雄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蔡兆倫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001064
25X27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杯杯王國，有個傳說，誰能爬上廣場中央的高塔，就是杯杯英雄。英雄要有智慧、英

雄要有超人體格、英雄要有領導力、英雄要堅持夢想……到底誰能當上英雄？ 反諷的

寓言故事，令人深省、又不覺莞爾。

95 第39次 圖畫書類

鱷魚愛上長頸鹿【人際情感學習套組】:
《鱷魚愛上長頸鹿1》
《鱷魚愛上長頸鹿2：搬過來搬過去》

《鱷魚愛上長頸鹿3：有你真好》

《鱷魚愛上長頸鹿4：勇敢的一家人》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Daniela Kulot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4712931297577
21X29CM / 128頁 
/ 精裝 / NT$ 1199

學會與「有差異」的人相處是一輩子的功課，一生最重要的愛與表達課題，從小學

起。當鱷魚遇上長頸鹿，從牠們相識、相愛到共組家庭的過程中，教孩子欣賞別人和

自己的不一樣。

9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回家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孫心瑜著
小學高年級、國

中
9789570847048

27X21CM / 40頁 / 
平裝 / NT$ 300

這個城市有一座森林公園，公園裡有老爺爺親手種下的荔枝樹。 種子被種下發了芽，

心被深埋生了根。 曾經他們都想「回家」！而現在這裡就是他們的「家」！

97 第39次 圖畫書類 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李如青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0848212
29X21CM / 40頁 / 
精裝 / NT$ 350

無字勝萬言，每一個畫面都是千言萬語，每一個畫面都暗藏千秋， 一頁一頁細讀，你

看見了遠古到宇宙，你也讀到了自己。

9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夏天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曹文軒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1153
27X25CM / 48頁 / 
精裝 / NT$ 290

故事從一望無際的大荒原開始，一群動物主角瘋狂地奔跑，身旁揚起厚厚一層塵埃，

都是為了尋找一小塊陰影，結果他們卻因此而爭吵。作者讓動物親眼見到，真正的愛

與關心是什麼模樣，也因此，動物們才真正學會了無私地分享。

99 第39次 圖畫書類 烏鴉羅莎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Helga Bansch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271054
21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60

烏鴉窩裡出現一顆與其他烏鴉蛋不同的蛋，她好像明顯與其他烏鴉不太一樣！她開始

意識到自己的不同，想要有所改變。可是無論她多麼努力、嘗試了多少偏方，卻一點

用也沒有，她覺得好沮喪。但是她後來發現，雖然她無法展膀飛行，卻能做很多事情

呢！

100 第39次 圖畫書類 科學啟蒙兒歌集-地震牛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吳文雄(山鷹)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381457

22X25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本書收錄20首生活科學主題的兒歌，幫助幼童一邊唸唱一邊感受大自然的奧妙、體會

生活科學原理的趣味，進而引發他們進一步探索自然科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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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呼～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坂井治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742709

22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

我和爸爸、媽媽、妹妹，還有小狗可樂一起去郊外野餐。 郊外的好空氣，呼吸起來感

覺好「新鮮」喔！要盡量把好空氣吸進去喔！ 不過，為什麼我們會呼吸呢？ 我們是隨

時隨地都在呼吸嗎？ 跑步時、睡覺時、嚇一大跳時，呼吸聲會不一樣嗎？ 小貓、蟲

蟲、魚兒和樹木……所有的動植物都會呼吸嗎？ 大家的呼吸器官又是怎麼運作的呢？ 
如果大家都一直呼吸，有一天地球的氧氣會被用光光嗎？ 啊！好多關於呼吸的疑問喔

，有誰可以給我解答呢？

10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早起的一天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賴馬 學齡前 9789869261470
26X25CM / 44頁 / 
精裝 / NT$ 360

小珍珠起了個大早，他和奶奶一起逛市場、上花店，準備好多好多東西，因為，今天

是個重要的日子…賴馬重新以父親的角色為作品去蕪存菁。一個訴說為了心愛的家人

，以行動付出無限心意的溫馨故事，讓孩子體會親情的美好，並隨著畫面情節的流轉

，觀察生活週遭豐富的環境與人事物。

103 第39次 圖畫書類

甜美生活：幾米短篇作品套書組

《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

《照相本子》

《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

《布瓜的世界》

大塊文化 幾米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991051025030
31X20CM / 752頁 
/ 平裝 / NT$ 2100

「甜美生活：幾米短篇作品套書組」精選幾米作品中屬甜美繽紛的六冊作品，重新設

計封面、增訂內容來組成套裝。幾米以想像力、可愛畫面和慧黠文字，讓讀者跟著會

心一笑。

104 第39次 圖畫書類 一定要帶帽子來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賽門菲利浦；圖／
凱特辛德利；譯／王欣
榆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1897318
26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男孩收到一封派對邀請函，他受邀參加好友奈傑的帽子派對。信上寫著：歡迎帶其他

朋友，越多越好，但是有一個條件——一定要帶帽子來！ 男孩沒有帽子，不過他想到

一個辦法，帶一隻戴帽子的猴子。可是他們被警衛拒絕於門外，原來派對還有其他規

則要遵守，而且規則一條比一條嚴格、一條比一條更奇怪！男孩可以達成警衛的所有

要求，成功的參加派對嗎？

10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圓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林蔚婷 ；圖／林蔚
婷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1896700
25X25CM / 48頁 / 
精裝 / NT$ 280

★想像力開發 × 專注力訓練 × 同理心培養 × 認知學習 × 多元色彩認識，讓孩子在閱讀

中快樂學習！ ★原來「圓」有這麼多變化？提升閱讀趣味打洞設計，給孩子對「圓」

多一層想像。 ★對「圓」的想像，每頁之間都有巧妙連結，一本書彷彿一齣趣味的戲

劇。 ★方便孩子一手拎著走，走到哪讀到哪！

106 第39次 圖畫書類 爸爸的鬍子想我嗎？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郝廣才 ；圖／多明

尼可尼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1896564
25X25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爸爸不在家，小麗塔好想念他。而爸爸也非常想念小麗塔，怎麼想念呢？用鬍子想念

，因為爸爸的鬍子最想扎小麗塔的臉龐；用耳朵想念，因為爸爸最喜歡聽小麗塔唱

歌；而最想念小麗塔的，是爸爸的眼睛，因為爸爸最喜歡看見小麗塔純真的笑容……
義大利畫家多明尼可尼，用細緻而立體的筆觸，以及豐富多彩的色調，傳遞滿滿的思

念，描繪最溫馨甜美的親情故事！

107 第39次 圖畫書類

生肖十二新童話

《鼠牛虎兔》

《龍蛇馬羊》

《猴雞狗豬》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王家珍；圖／王家
珠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4713269120445

21X29CM / 56頁 / 
平裝 / NT$ 699

★金鼎獎最佳圖畫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圖書獎 搞怪創意激發孩子想像力，耍寶笑

料培養孩子幽默力。《生肖12新童話》在王家珍想像力編織之下，展現了不可思議的

趣味，除了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結局，還有令人噗嗤的「笑果」。 加上王家珠豐富

多變的構圖，以及細膩的色彩運用，勾繪12生肖新魅力。

10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品讀I（全10冊＋書盒）

《項鍊》

《誠實的賊》

《聖誕禮物》

《生死之謎》

《小鵪鶉》

《美女還是老虎？》

《多少地才夠》

《看不見的收藏》

《說故事的人》

《兒子的大玩偶》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莫泊桑、杜思妥也
夫斯基、歐亨利、馬克
吐溫、托爾斯泰、屠格
涅夫、史達柯頓、褚威
格、沙奇、黃春明；圖
／蓋瑞凱力、卡思特提
斯、克拉迪奧、梅露
思、雅柏絲諾娃、艾琳
娜、麥克努雪夫、艾達
絲琪、瓦倫提尼、楊翠
玉；譯／小野、林良、
溫小平、郝廣才、何凡
等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4713269120377
12X19CM / 56頁 / 
平裝 / NT$ 1800

★ 內含10本文學繪本，選出東西方文學大家最重要的作品，並選錄作家代表作的精采

段落及名言，讓讀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創作風貌。 ★ 邀請國際優秀畫家創作插畫，並由

國內知名作家翻譯，兼具文學與藝術價值。 ★ 大師作品內容涵蓋社會寓言、人性探

究、奇幻小說、浪漫故事、幽默諷刺、鄉土文學等不同類型，豐富讀者的閱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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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桃妹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江明恭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1615387
19X26CM / 40頁 / 
精裝 / NT$ 250

小桃妹問遍鄰居的「千金粄」是什麼呢？開粄店的阿婆，能否找回記憶中媽媽做粄的

手藝？一段孫女為阿婆尋找做「千金粄」的歷程，反映濃濃在地情味，以及客家做粄

傳承的滋味。

110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賴馬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1615448
23X26CM / 44頁 / 
精裝 / NT$ 300

本書第一人稱的敘述語氣，將孩子對狗又怕又愛的心情表露無遺，也點出了需要社會

關注的流浪狗問題，書末還有「我可以養狗嗎？」問答測驗，帶孩子對養寵物建立正

確觀念。

11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像不像沒關係（新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湯姆牛 小學低年級 9789864790920
20X28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小鎮廣場上，總是空蕩蕩、冷清清的，好像少了什麼……動物們決定請庫西先生做個

雕塑。 動物們期待了好久，終於等到庫西先生完成了作品，但…… 「這是什麼怪東西

啊，什麼都不像！」

11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河馬波波屁股大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迪迪耶．李維 Didier 
Levy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6215469
17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70

河馬波波煩惱自己的屁股很大，動物們熱烈討論著波波的屁股，最後爭論不休，甚至

竟然大打出手，最後還是因為波波想上廁所，坐上自己的小馬桶後，才發現自己的屁

股其實不大也不小，真的是剛剛好呢！ 在故事中，動物們七嘴八舌的評論河馬波波的

屁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說的才對，不斷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想法，最後還大打出手

…我們總是習慣以自己的標準去評量他人，不論是高矮、胖瘦、美醜、輸贏、對錯…
意見不同並不代表雙方是對立的，更不該彼此貼標籤，維護自我發言權時，也應尊重

他人的想法。

113 第39次 圖畫書類 青蛙和河狸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賽門．詹姆斯(Simon 
James)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001293
24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300

住在河邊的青蛙和他的朋友們，一切的生活都很美好──至少在河狸還沒出現之前。河

狸想要蓋一個他們看過最大、最厲害的水壩，卻堵住了整條小河。 「為什麼要蓋這麼

大的水壩？」青蛙問。 小河的生活難道就此改變了嗎？

114 第39次 圖畫書類 綿羊王路易一世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000920
26X30CM / 40頁 / 
精裝 / NT$ 300

有一天，一陣風吹過來，綿羊路易的頭上多了一頂皇冠，搖身一變成了咩咩王路易一

世。 成為國王，一定要有些不一樣，要握有權杖才能統治管理國家，得要坐在寶座上

，才能主持正義、進行審判，需要大床休息，讓百姓隨身可以瞻仰……為了當一位稱

職的好國王，路易一世還會進行什麼樣的改革呢？ 幽默諷刺的寓言故事，討論著權力

的本質和衍生的社會問題。

115 第39次 圖畫書類 重返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艾隆．貝克(Aaron 
Becker)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001200
24X27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小女孩依舊沒有辦法吸引爸爸的注意力，孤單的小女孩又再次回到奇幻的世界繼續她

的冒險。這是她第三次進入令人著迷的世界，有國王和士兵、城堡和運河、異國的生

物和迷人的景觀，不一樣的是，這次的冒險將有新的朋友加入，而且，會成為一股強

而有力的力量帶她回家！

116 第39次 圖畫書類 黃與粉紅
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
義會附設道聲出版社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001477
19X23CM / 32頁 / 
精裝 / NT$ 240

兩個小木偶們躺在舊報紙上曬太陽，天氣很熱，他們開始胡思亂想，討論起自己究竟

是怎麼來的？黃色木偶堅信自己是渾然天成的傑作，但是粉紅色木偶打量了黃色木偶

完美的身形、比例和顏色後，卻認為他們一定是被造出來的……

11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科比．亞瑪達 Kobi 
Yamada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5664220
26X22CM / 48頁 / 
精裝 / NT$ 270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你會怎麼對待它？尤其是與眾不同、或有點冒險、或有點瘋狂

的想法？你會把它藏起來？從它身邊走開？假裝它不是你的？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很

棒的想法，以及把這個想法帶到世界上來的小孩。小孩的自信增加，這個想法也隨著

發展。有一天，奇妙的事發生了……

118 第39次 圖畫書類 爺爺的天堂島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Benji Davies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9354998
27X24CM / 36頁 / 
精裝 / NT$ 320

爺爺帶著席德來到天堂島，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後，爺爺決定留在島上，席德只好

不捨的獨自開船回家。這個故事讓我們練習感受當所愛的人不在了，愛仍然在心裡延

續不止。

119 第39次 圖畫書類 托雅搬家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Ichinnorov 
Ganbaatar 繪者：
Baasansuren Bolormaa

學齡前、小學中
年級、小學高年
級

9789570847574
22X30CM / 40頁 / 
精裝 / NT$ 350

周末，爸爸、媽媽帶著小明去動物園，小明看到了大象、長頸鹿、熊貓等各種動物，

度過了新奇有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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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的小小朋友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Kitty Crowther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570847758
23X16CM / 32頁 / 
精裝 / NT$ 240

敘述故事主角之間的友誼，也一反令人感到畏懼的形象，站在不同的立場，來看待小

女孩無意的闖入，帶來莫大的歡樂與改變，更以溫馨富哲思的結局收尾，重新思考生

命的意義。

121 第39次 圖畫書類 湖畔的安妮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Kitty Crowther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高中

9789570847918
23X16CM / 48頁 / 
精裝 / NT$ 240

凱蒂•克羅瑟帶領我們超越想像的界線，為故事增添更豐足視野的可能性。她的作品沒

有一成不變、陳腔濫調的故事，擁有的卻是跳脫框架，對生命的再次思考，找到再出

發的力量。

122 第39次 圖畫書類 誰是大壞蛋？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Lorenz Pauli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1191
23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270

農場裡的動物吵吵鬧鬧，大家在討論誰才是農場裡最壞的大壞蛋，但是卻沒有人注意

到一旁的小老鼠。小狗嚇了公雞一大跳、山羊踐踏了花園裡的花朵、鴿子在農夫頭上

大便，終於，輪到貓咪了，貓咪發現一旁的小老鼠。大家都好緊張，貓咪到底會不會

把老鼠吃掉，變成最壞的大壞蛋呢？

123 第39次 圖畫書類 艾蜜莉和小魚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Helga Bansch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271108
21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60

本書以艾蜜莉和小魚之間的友情為主軸。艾蜜莉因為捨不得和小魚分開，竟然想把小

魚抓起來。被抓住的小魚一點也不開心，抓住小魚的艾蜜莉也不太快樂。或許，愛一

個人不是將對方占為己有，而是讓他能適得其所，在自己的世界中愉快地優游著。

124 第39次 圖畫書類 宇宙掉一顆牙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郭奕臣/林小杯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9225953
23X23CM / 48頁 / 
平裝 / NT$ 330

這是一本「不能忘記約定」的圖畫書，因為裡頭有大孩子「爸爸」的秘密願望，也有

小孩子與哈雷彗星的新約定！ 而我們自己呢，是否也有許多記憶與約定？ 但是，我們

有辦法讓自己不會忘記嗎？

12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即使如此，這一天也不錯 春光出版 具鏡善 Gu GyungSeon
小學高年級、 

國中、高中
4717702093228

13X19CM / 272頁 
/ 精裝 / NT$ ---

★2015年韓國最大網路書店YES24－讀者票選最感人圖文書之一 不管聽得見聽不見；

不管看得見看不見 我還是喜歡自己，和這個世界 我要每天做一件讓自己想起來都會嘴

角翹翹的小事 把灰灰的每一天，都變成很不錯的一天！

126 第39次 圖畫書類 你有看見嗎？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wawa劉瑞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239776
25X25CM / 42頁 / 
精裝 / NT$ 280

這是一個小女孩尋找母親的故事。有一天媽媽不見了，她到處問她的動物朋友們：

「你有看見我媽媽嗎？」尋找的過程中，她發現，身邊的朋友給了她最溫暖的陪伴和

關心，不管媽媽在那裡，都一直在關心她……

127 第39次 圖畫書類 菠菜在哭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鎌田 實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400461
23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小小菠菜背負著農夫的期待，在細心照顧下長大，可是長大了，卻不能吃！乳牛努力

的吃草，可是生產出來的牛奶卻不能喝！農夫辛苦的插秧，可是收穫的稻米卻不能

吃！所有東西都不能吃，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日本福島核災後，當地居民們經歷

了一段難以想像的艱苦歷程。人們究竟該如何和環境共處呢？醫師鎌田實以充滿情感

的文字，搭配繪本大師長谷川義史樸拙的筆調，共同完成一本值得省思的故事。

12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心裡的音符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彼得•雷諾茲 Peter H. 
Reynold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400539
20X19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家裡的老舊鋼琴擺在客廳的角落多年，偶然之中，小小的羅奇按下琴鍵，從此喜歡上

聽到的每個聲音。對此感到意外的父親，特地為兒子請了一位鋼琴老師教授彈琴的技

巧，儘管羅奇彈得越來越好，卻越來越不快樂，最後還是放棄了…多年後，羅奇長大

了，前往都市工作。是甚麼樣的契機下，讓羅奇再次開啟塵封已久的鋼琴彈奏，重新

找回心中最美妙的音符呢？跟著自由的色彩，一起找回最動人的旋律！

129 第39次 圖畫書類
熱愛數學的男孩：保羅‧艾狄胥不
可思議的生命歷程

三民書局
Deborah Heiligman/文；
LeUyen Pham/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高中

9789571461410
25X20CM / 48頁 / 
精裝 / NT$ 329

從前有個熱愛數學的男孩名叫保羅。 他把每一天都用來算數、數數，思考有關數字的

問題。 他不會自己綁鞋帶，也不知道該怎麼把奶油塗到麵包上──有時候，這個世界真

的不像是為一個整天只會想著數學的男孩而造的。 這個故事講的是保羅如何找到自己

的方式來融入世界：他結交許多朋友，分享自己的想法，並且成為全世界超級有名、

受人愛戴的數學家。

第 11 頁，共 63 頁



文化部第三十九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  推介總清冊

項次 次別 類別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適讀年齡 ISBN 規格 內容摘要

130 第39次 圖畫書類 愛吃書的狐狸先生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Franziska Bierman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425403
15X23CM / 64頁 / 
精裝 / NT$ 320

狐狸先生是一位愛書狂， 他每讀完一本書，就會配上一點鹽巴和胡椒，津津有味地把

整本書吃光光。 即使是圖書館的書籍，他也照吃不誤， 直到某天事情曝光，他被捕入

獄為止……。

13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暴風雪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莎琳娜．柯恩斯（Selina 
Chönz）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737
31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村莊裡即將舉行雪橇大賽，烏利為了裝飾雪橇，要求芙蓉到隔壁村莊找紡紗大嬸。大

雪紛飛、狂風呼嘯，芙蓉一直沒回家，自責的烏利決定去接妹妹回家。一則見證兄妹

之情、自然之愛的動人故事，讓人深切感受冰天雪地的瑞士村莊中溫暖的愛。

132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色彩女王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尤塔．鮑爾（Jutta 
Bauer）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997
21X30CM / 64頁 / 
精裝 / NT$ 350

瑪爾維達女王有三位個性不同的屬下。藍色溫柔又和善；紅色熱情又危險；黃色溫暖

又明亮。這一天，女王與黃色吵了起來，藍色與紅色也沒躲開，於是世界變成令人悲

傷的灰色，瑪爾維達女王要如何收拾善後呢？

133 第39次 圖畫書類 閉上你的雞嘴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公
司

Pierre Delye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5876272
24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300

母雞媽媽從來沒有生過那麼多的蛋，一共有九顆蛋。其中有一隻小雞老愛嘰嘰喳喳的

，不但喜歡說話也喜歡問問題，母雞快要受不了，只好叫他「閉上你的雞嘴」，大家

也都跟著這樣說他，直到有一天，小雞難過得離家出走了……究竟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好奇的人繼續問想問的問題，喜歡說話的人也可以好好說話呢？

134 第39次 圖畫書類 打架的藝術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大衛‧卡利(Davide 
Cali)　圖／沙基‧布勒奇
(Serge Bloch)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577625878
24X30CM / 40頁 / 
精裝 / NT$ 300

打架怎麽起頭的？持續多久？女生會不會打架？打架到底可以贏到什麽？原來在遠古

時代就已經有打架了？從多樣又不同的角度，好玩又不說教，引發孩子深度思考打架

這件事。

135 第39次 圖畫書類 365隻企鵝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作者／尚路克．佛羅門
塔（Jean-Luc 
Fromental）　繪者／喬
艾勒．喬莉芙（Joëlle 
Jolivet）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626073
23X30CM / 48頁 / 
精裝 / NT$ 300

新年第一天快遞送來第一隻企鵝，接著每天一隻，到了年底，總共有365隻！餵食、安

置、取名字…還要幫企鵝編隊形，邀請孩子用數學的頭腦幫忙安置企鵝，也認識生態

保育觀念。

13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巴夭人的孩子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彭懿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615417
27X21CM / 48頁 / 
精裝 / NT$ 250

巴夭人的孩子每天奔跑、跳水、打水仗，爬樹，盪鞦韆，快樂得就像大海裡的一群小

魚。這本攝影書彷彿紙上電影般，記錄這群海上遊牧民族的生活，捕捉了巴夭人孩子

的純真神情。

13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圖：のぶみ　翻譯：
蘇懿禎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383417
20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日本超人氣繪本作家 信實 繼超暢銷繪本《媽媽變成鬼了！》最新續作 「媽媽，對不起

，讓你操心了……」「親愛的孩子，就算分開，媽媽也會一直守護你。」 變成鬼了的

媽媽這次回來參加自己的告別式，典禮過程又會發生什麼有趣爆笑的事呢？這次真的

要向媽媽道別了嗎？小康答應媽媽要自己洗澡、自己上廁所的承諾真能做到嗎？

138 第39次 圖畫書類 什麼都要洗乾淨
阿爾發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鐮田步 小學低年級 9789869006156
27X21CM / 36頁 / 
平裝 / NT$ ---

主角小健騎著骯髒的自行車出門，隨著故事的進展，帶出城市裡與交通相關的各種清

潔工作：從道路到電車、飛機的例行清洗和保養等，希望孩子明瞭「洗」這件事的重

要性和趣味性。

13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廚房工具的悄悄話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文/微笑先生(陳翠吟) 圖/
陳佳蕙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4435876
25X24CM / 26頁 / 
精裝 / NT$ 250

自從鎮上開了一家新的餐廳後，小西一家人就很少做菜了，廚房工具們覺得是不是自

己變老了，所以主人不喜歡它們了，廚房工具們該怎麼辦呢？

140 第39次 圖畫書類 爸爸山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曹益欣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0847772
20X20CM / 40頁 / 
精裝 / NT$ 250

一本無國界的繪本，孩童與家長都喜歡，充滿正能量；溫馨、又富創意。 世界上最近

又最遠的一座山，獻給天下的慈父與嚴父。 爸爸節最佳的禮物書、所有孩童與爸爸最

親暱的互動。

141 第39次 圖畫書類 請來我家吃蛋糕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曹益欣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0846881
20X20CM / 48頁 / 
精裝 / NT$ 260

一本突破框架、激盪創意、傳遞祝福的圖畫書 每個人都想過生日，可是只有一塊剛出

爐的蛋糕 該怎麼做才能祝福每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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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海山線電車—神祕畫家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間瀨直方(間瀬なおかた)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381440
21X24CM / 32頁 / 
精裝 / NT$ 300

每年夏天過後，都會有一位爺爺來到深山車站。爺爺的大背包裡裝滿了畫具，看起來

像是一位畫家。凡是爺爺塗過色的地方──那附近就會完全變成一片楓紅。

143 第39次 圖畫書類 白熊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李美靜(이미정)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381280
24X23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這本無字繪本是描述被關在動物園的白熊，回到故鄉北極的過程，可以把這本繪本當

作一部公路電影(Road Movie)來觀賞。這本童書在2009年獲選為CJ童書獎，是一本獲得

關注的作品。

144 第39次 圖畫書類 媽媽永遠都會保護我 薪展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Rury Lee；圖／
Emanuele Bertossi

學齡前 9789869366236
28X23CM / 32頁 / 
精裝 / NT$ 290

北極熊寶寶可達和媽媽正在嬉戲。突然，媽媽用身體緊緊護住可達，祈求著她的寶貝

一定要活下去。原來，狡猾的獵人出現了。母愛永遠都是那麼溫暖、動人。

14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媽媽心媽媽樹 國語日報社 方素珍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7517852
27X27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小蘋果不想上學，於是媽媽做了一顆「心」，讓小蘋果帶到學校掛在樹上，就像媽媽

陪她一起上課一樣。同學們也學小蘋果帶顆「心」來學校，窗外的樹上掛了好多顆

「媽媽心」。

146 第39次 圖畫書類 胡斯的修車廠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Leo Timmer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743089
27X25CM / 30頁 / 
精裝 / NT$ ---

清晨，胡斯才到車庫沒多久，犀牛先生就騎著過小的摩托車向胡斯特求救，他的屁股

快掉出來啦！ 接著，長頸鹿太太開著車，圍著好多條圍巾，對胡斯說著她有多冷； 海
象先生大喊著：「快脫水啦！」；企鵝小姐則是快熱死了…… 但胡斯的修車庫只堆著

破掉的沙發、生鏽的冰箱、廢棄鐵桶和長著植物的浴缸…… 究竟，胡斯要用什麼方法

幫助這些動物們呢？ 而當一天結束，這些廢棄物幾乎都被胡斯特贈與動物們後， 胡斯

自己遇到的困難，還有足夠的零件解決嗎？

147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鳥請唱歌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五味太郎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742945
19X20CM / 24頁 / 
精裝 / NT$ ---

小鳥的歌聲既清澈又好聽，有時很柔美，有時則很有精神。 聽見牠的歌聲，會使人喜

悅、充滿活力、產生勇氣，或懷念往事……， 有的人則會想跳舞，還有人會想一起唱

歌。 連原本想做壞事的人，聽見小鳥的歌聲，就打消了壞念頭。 下次遇見小鳥時，用

心聽聽那奇妙的歌聲吧！ 啊，小鳥也飛到你那裡去了唷！

148 第39次 圖畫書類 出發吧，海洋號！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04
Louis Rigaud & Anouck 
Boisrobert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2742570
16X30CM / 16頁 / 
精裝 / NT$ ---

海洋號準備出發，到世界的各大海洋探險了。不過，為什麼水面上看起來熱鬧滾滾的

港口，海洋底下卻日髒亂一片呢？隨著海洋號穿梭在全球五大洋，我們也能一覽各式

各樣的海洋風光，也能發現大自然的奧妙，以及人類的活動與生活如何深深的影響著

海洋。 到底，我們還想要在風和日麗、充滿各式各樣漂亮的魚類的海邊生活，還是在

髒亂無比的海港悠游呢？這是海洋號給我的一課！

149 第39次 圖畫書類 青蛙樂隊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Satoe Tone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742631
27X20CM / 30頁 / 
精裝 / NT$ ---

又到了煩悶的下雨天，小青蛙這次決定做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他號召了其他的青蛙夥

伴，決定用創作的音樂娛樂大家，帶給大家歡樂和幸福！ 青蛙樂隊們穿過池塘、繡球

花叢、陰暗的森林……，還答應鳥兒的要求，穿過層層厚重的雲，準備喚醒太陽。只

是，好像還需要更多人的幫忙哩。當大家一起唱歌，讓歡樂的歌聲響徹雲霄，雨天有

了不同的意義！而且，快樂好像就加倍了呢。 當雨過天晴，大家一掃陰霾和濕答答的

心情，太陽和彩虹劃過天際，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150 第39次 圖畫書類 阿嬤的碗公(附台語文版)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吳在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941256

21X27CM / 36頁 / 
精裝 / NT$ 280

阿嬤的碗公是維繫家族的力量，溫暖的餵養著一代又一代的未來。愛著嘉義小鎮的叔

叔為什麼不見了？月曆上的日期代表著什麼意義⋯⋯書後並附故事台語文版，讓孩子以

另一種語言咀嚼出饒富台灣味的故事。

151 第39次 圖畫書類 和小黑賽跑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趙筱蓓著、嚴凱信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519012
29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小黑是小男孩的好朋友，無論做什麼事情，他們都在一起。一個舒適的晚上，小黑和

小男孩到公園賽跑。當裁判一喊，動作迅捷的小黑，一馬當先向前衝去。到底這場比

賽的贏家會是小黑，或是小男孩呢？

152 第39次 圖畫書類 撿到一塊錢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謝鴻文著、余首慧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519029
29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棒棒貓撿到了一塊錢，他想還給原來的主人。他一路尋找，都沒有找到誰掉了錢，這

一塊錢該怎麼處理才好呢？

153 第39次 圖畫書類 你不只是白紙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邱易萍著、楊麗玲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519142
29X21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白紙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變得垂頭喪氣。小女孩帶著白紙逐一發現自己的特點，

才慢慢讓白紙看到自己有多樣的面貌，進而重新認識自己與肯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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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第39次 圖畫書類 七隻小蝌蚪穿新衣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佐倉智子（さくら とも
こ）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400478
19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有一天，池塘邊新開了一家裁縫店，村裡好多動物都去做了新衣服，大家都穿得光鮮

亮麗，住在池塘裡的七隻小蝌蚪偶然看見傳單，好渴望自己也能像大家一樣又帥又美

，於是一起拜託裁縫店的兔子叔叔幫他們完成心願。可是，蝌蚪的衣服到底要怎麼做

呢？而且小朋友可以猜猜看，牠們該如何穿上衣服呢？快來看看小青蛙們的童年是多

麼有趣而溫暖吧！

155 第39次 圖畫書類 白熊鞋店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出裕香子（おおで ゆ
かこ）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400409
20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320

白熊鞋店一家人終於在深山裡找到一棟房子，相當適合作為新店面，因為這房子的外

觀看起來就是一隻鞋子！經過他們的巧手改造，終於順利開張新的白熊鞋店。負責製

造生產的奶奶和爸爸，認真地為客人打造好鞋子；媽媽則是帶著三姊弟，迅速為每個

來光顧的客人找到最符合需求的鞋子。很快的，白熊鞋店品質和服務就受到村民的喜

愛和讚譽，日日生意興隆。但是，這棟奇妙的房子到底是誰建造的呢？

156 第39次 圖畫書類
凶巴巴的貝太太，為什麼變和氣
了？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宋雅．布葛耶瓦 Sonja 
Bougaeva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400928
27X23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貝太太，一個讓所有人都害怕的人。小時候，貝太太是個可愛的小女孩。可是，她經

常被其他小朋友欺負…… 等到她長大了，她變得很凶，很討厭小朋友（也討厭大人，

還有都是小孩的公園）。 有一天，貝太太遇見一個小女孩，讓她的生活開始變得不一

樣，脾氣暴躁的貝太太，終於又露出笑臉了……

157 第39次 圖畫書類 不歡迎大象 三民書局
Lisa Mantchev/文；
Taeeun Yoo/圖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571461670
25X22CM / 36頁 / 
精裝 / NT$ 329

今天是寵物同樂日。 所有的小貓、小狗及小魚都會去，但是寵物俱樂部的人不歡迎大

象參加。 他們不了解世界上可以有各式各樣的寵物，就像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朋友一

樣。 現在，一個小男孩和他的寵物小象要來告訴他們，什麼才是真正的朋友。 這是一

個具有想像力也充滿詩意的溫馨故事，它描繪了友誼的奇妙及飼養寵物的喜悅。

158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不想坐在椅子上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Delphine Perret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425571
21X27CM / 32頁 / 
精裝 / NT$ 280

巴布羅是個坐不住的孩子。 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收到一張椅子。 經過一天的摸索，他

突然領悟到，誰說椅子只能坐著？我偏偏不要坐在椅子上！ 於是他帶著這張椅子，展

開了冒險……。

159 第39次 圖畫書類 小企鵝搭火車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工藤 ノリコ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116531
19X21CM / 40頁 / 
精裝 / NT$ ---

本書講述小企鵝們在沒有大人的陪伴下，獨自搭火車旅行。內容引導孩童認識不同交

通工具以及搭乘時的注意事項，旅程中一定也會發生各種狀況，父母在共讀時可趁機

和孩子討論應變方式。

160 第39次 圖畫書類 牙齒掉了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中川ひろたか 文、はた
こうしろう 圖

小學低年級 9789862116159
19X25CM / 32頁 / 
精裝 / NT$ ---

牙齒掉了該怎麼處理呢？丟掉它？還是……一段任何人都有過的經驗，幽默的想像與

對話，讓大人、孩子都會產生共鳴，更可開啟孩子對自己身體變化的好奇與重視！

161 第39次 圖畫書類 我有兩個家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Marian De Smet 文、
Nynke Mare Talsma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114995
21X25CM / 36頁 / 
精裝 / NT$ ---

在這本可愛的繪本中，作家以簡潔的文字，說出孩子面對父母離異的心情，畫家以溫

暖的畫風，呼應故事帶給孩子正向思考的態度。

162 第39次 圖畫書類 大排長龍的螞蟻蛋糕店
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福澤由美子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420926
21X26CM / 32頁 / 
精裝 / NT$ 149

一群螞蟻們東撿西撿搬一些掉在地上或盤子上的甜點碎片，原來他們在一間甜點店，

看到櫥窗裡許多漂亮的甜點後，他們有個想法……是什麼樣的店會讓人想要大排長龍

呢？ 本書後面附贈教你動手做「30分鐘完成超簡單食譜」，美味健康又營養！

163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熊園的老
人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約克．史坦納（Jörg 
Steiner）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829
21X29CM / 38頁 / 
精裝 / NT$ 350

一座以熊為市徽的城市，一間從無到有、從簡陋到略有規模的熊園，一名與熊同樣孤

獨、在熊園裡找到生活重心的老人，勾勒出老城的今昔發展與不斷變化的社會面貌。

看約克．史坦納與約克．米勒兩位藝術家夥伴合力，闡述一則現今社會極需重視的人

文關懷故事。

164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樅樹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928
21X26CM / 38頁 / 
精裝 / NT$ 350

小樅樹不喜歡陽光的照射，也不喜歡清新的微風，只希望自己快點長高，跟其他成年

樅樹一樣被人類帶離森林，變成船、變成聖誕樹。幾年後它長高了，被砍下來成為一

棵聖誕樹。小樅樹會從此過著快樂的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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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第39次 圖畫書類
國際安徒生插畫大獎：怪獸發電
廠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馬克思．維特惠思（Max 
Valthuij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925706
21X28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寧靜安樂的小鎮上，闖進一隻偷玉米的噴火怪獸。居民恐慌地想攻擊他，將軍器重他

想訓練成士兵，鎮長關住他想供人觀賞……怪獸通通不願意！直到專家設計了一座需

要他噴火運作的發電廠，小鎮與怪獸的生活從此變得不一樣！

166 第39次 圖畫書類 森林裡的起司村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貝果 小學低年級 9789864790845
25X25CM / 44頁 / 
精裝 / NT$ 320

森林裡的起司村，住著一群愛吃起司的老鼠。小老鼠阿奇，每天都跟著媽媽到起司奶

奶的店買起司。連著幾天，起司奶奶店裡都發生怪事。一天晚上，阿奇看到窗外閃過

一個大黑影，大黑影停在起司奶奶的店門口……阿奇會順利偵破神祕事件，抓住大黑

影嗎？

167 第39次 圖畫書類 蠟筆小紅的煩惱 小天下 Michael Hall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209515
21X29CM / 40頁 / 
精裝 / NT$ 300

他是小紅。可是，他不會畫紅色。媽媽：天啊！老師覺得小紅要多多練習。 老師：我

先畫一顆紅色的草莓，你再畫一顆紅色的草莓。你一定可以做到！可是，他怎麼也做

不到。

168 第39次 圖畫書類 貓頭鷹媽媽 小天下 Edith Thacher Hurd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3209966
22X22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書中描寫貓頭鷹生兒育女的生命歷程，貓頭鷹媽媽在老蘋果樹的樹洞中築巢、孵蛋、

育雛，直到將小貓頭鷹撫養成能獨當一面的貓頭鷹為止。

169 第39次 圖畫書類 海鷗與脆脆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田旻杰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5664275
26X22CM / 48頁 / 
精裝 / NT$ 270

　海鷗偶然吃到了人類從郵輪上丟出的脆脆，從此念念不忘脆脆的美好滋味。為了想

吃到更多的脆脆，他們跟著郵輪飛上岸，開始尋覓脆脆，甚至當起了小偷。 　　當他

如願找到脆脆，享受這美好滋味時，卻也驚訝地發現自己快不能飛了……，從貓口逃

生的他開始凝望著大海，若有所思……

170 第39次 圖畫書類

ㄅㄆㄇ唱學兒歌：
愛唱歌‧學注音‧會認字
（全新創作珍藏版：2書+2CD）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字：林芳萍　圖畫：
蕭秝緁　主唱：王晴　
作曲：酷米音樂有限公
司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9354165
21X21CM / 80頁 / 
平裝 / NT$ 800

金鼎獎兒童文學作家 林芳萍 全新創作×廣播金鐘獎主持人 王晴 美聲演唱×知名音樂工

作室 酷米音樂 專業編曲 堅強陣容聯手打造最符合現代幼兒學習模式的37首ㄅㄆㄇ唱學

兒歌 ★2 本圖畫書：37首兒歌全新創作，題材豐富，取自孩子的生活經驗，蘊含詩意

美感！ ★2 片CD演唱版&伴奏版：37首兒歌全新編曲，好聽又好唱，反覆聆聽、練唱

不厭倦！ ★可愛精美圖畫，穿線裝訂，能攤平翻閱、欣賞，方便親子一同唱遊、朗

讀、學習！

171 第39次 科學類
探險人體小宇宙：聽阿源醫生說
27個身體妙故事

國語日報社 黃昭源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7517517
17X22CM / 144頁 
/ 平裝 / NT$ 280

解開人體防護罩─皮膚的奧祕！ 血液為什麼是紅色的？嘻嘻─心臟也會偷偷休息！ 肝臟

如何用十八般武藝，守護人生的色彩？ 來，跟著阿源醫生探險人體小宇宙，發現身體

的奇妙！

172 第39次 科學類

生物課好好玩：48堂課╳12篇生
物先修班，一年四季輕鬆學生物
的超強課表！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李曼韻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62361
16X23CM / 304頁 
/ 平裝 / NT$ 360

圖文並茂，表列清楚，以日常經驗或生活化的說明，試圖傳達較抽象概念，適合家

長、老師與孩子共讀，一起在生活中印證所學，提高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與人的互動，

以及對生活經驗的敏銳感受。

173 第39次 科學類 有誰聽到座頭鯨在唱歌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字畝文化）

作者/ 張文亮 繪者/ 蔡兆
倫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369336
17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300

最會說故事的科普作家張文亮教授最新作品，用故事介紹全世界在海洋生態方面最了

不起的九位保育先鋒，包括： 1第一個保育海龜的人 2.第一個保護潮間帶的科學家 3.保
護阿拉斯加海豹的第一人 4.率先分類全世界螃蟹的專家 5.近代海洋安全魚獲量的提出

者 6.第一個潮間帶的戲劇家 7.保護藍鯨的先鋒 8.第一個發現河蜆警訊的人 9.保護座頭

鯨的第一人

174 第39次 科學類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南台
灣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遠足文化）

王鑫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869392136
17X23CM / 192頁 
/ 平裝 / NT$ ---

台灣的地景多變且具高度多樣性，使台灣宛如一間奇特的地球科學博物館。台灣的自

然地質地形景觀，乃千百萬年自然界作用所孕育成的自然瑰寶，也是保育之重要對

象。 台灣豐富的地形景觀不僅世界知名，更是彌足珍貴的自然資產，本書提供國人地

景保育教育與認識地景資源的圖文資料，對於中小學生、教師、民間保育團體，及一

般大眾都是認識地景必備的基礎工具書。 本書由地質學家王鑫老師，介紹東海岸、泥

火山、恆春半島、澎湖等特殊的地景。篇末從感性的「賞景」美感經驗，引導讀者走

入知性的「讀景」環境美學 。

175 第39次 科學類
福爾摩沙的故事 獨特的容顏-北台
灣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遠足文化）

王鑫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869366380
17X23CM / 192頁 
/ 平裝 / NT$ ---

百年難得一見 很稀奇嗎？ 花了六百萬年的時間 精心雕琢的容顏 你想看嗎？ 面對台灣

，這個地球的小孩，王鑫老師將其對台灣地質景觀的專業研究與熱愛，以精彩鮮明的

圖片、簡潔的生活用語，細細介紹我們身邊這些特有且瑰麗的景致風貌，明瞭台灣豐

富、多變且獨有的特殊地景。

176 第39次 科學類 我愛讀衛星的故事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范賢娟, 陳靜芬, 小天下
編輯群, 國家太空中心專
家群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中
9789864790180

20X28CM / 80頁 / 
精裝 / NT$ 450

用淺顯的文字、精彩的圖照、說明性的插畫，還有驚奇有趣的「福爾摩沙衛星報」，

讓孩子輕鬆閱讀、開心長知識！本書以臺灣所研發的福爾摩沙系列衛星為範例，介紹

人造衛星從製造、測試到升空執行各項任務的概況，以及人造衛星如何影響甚至改變

我們的生活，開啟我們探查未知世界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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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第39次 科學類
你不問，還真不知道的為什麼：
生活科學500問

紅樹林出版社 《BBC知識》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7885838
17X23CM / 288頁 
/ 平裝 / NT$ 360

專家坐鎮解答，滿足你求知若渴的好奇心。 Q&A是《BBC知識》國際中文版廣受歡迎

的專欄。本書精選日常生活中的500個「為什麼」，歸類為八大主題，從生命科學到人

腦、居家生活到太空科技，讓專家來解開我們滿腹疑問。

178 第39次 科學類
科學築夢大現場1：一起離開地球
上太空！ARRC自製火箭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劉珈均、魏世昕、
ARRC前瞻火箭研究中
心。漫畫創作：好面、
資訊圖表：RE-Lab、繪
圖：陳宛昀

小學高年級、 
國中、高中

9789869354554
21X29CM / 96頁 / 
精裝 / NT$ 420

臺灣一群穿著閃亮太空橘工作服的師生，正為了飛上太空的夢想邁進，成立ARRC前瞻

火箭研究中心，期望有天能打造出太空火箭，不但要發射自製衛星、甚至還能載人上

太空。

179 第39次 科學類
科學築夢大現場2：歡迎光臨機器
人時代！-百變智慧機器人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周彥彤。漫畫創
作：好面、資訊圖表：
RE-Lab、繪圖：陳宛昀

小學高年級、 
國中、高中

9789869354561
21X29CM / 96頁 / 
精裝 / NT$ 420

來自臺灣的各個機器人研究團隊，用跟你說哈囉的陪伴機器人、飛天鑽地的仿生機器

人、還有靠著一隻手臂就足以扭轉世界的工業機器人，全面翻轉孩子們對於機器人的

想像。

180 第39次 科學類
科學築夢大現場3：蛙做的夢是什
麼顏色？古溼地復育記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張文亮。漫畫創
作：好面、繪圖：洪千
凡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54578
21X29CM / 96頁 / 
精裝 / NT$ 420

張文亮老師以青蛙當做橋梁，用蛙的角度還給溼地原始的面貌，用蛙的故事教導學生

珍惜人與自然的關係。這溼地復育之旅不僅治癒了大地，也撫慰了孩子人生課業上的

不安與焦躁。

181 第39次 科學類 太空的故事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Martin Jenkin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426790
25X29CM / 64頁 / 
精裝 / NT$ 650

太空有多大，人類的夢想就有多大 「斷面圖大師」最新作品，中文版全球搶先出版！ 
8個有趣的天文主題 + 13張詳細斷面圖 文科腦也能輕鬆看懂宇宙科學！

182 第39次 科學類
昆蟲真不可思議：比人類世界還
精采的蟲兒日常生活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丸山宗利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038
16X22CM / 224頁 
/ 平裝 / NT$ 350

地球上最多樣化的生物──昆蟲，千奇百樣的行為&精彩的日常生活全公開！日本2015
年最具話題性的昆蟲書，戀愛、戰爭、奴隸、共生……，小小昆蟲的生存策略超乎你

想像。

183 第39次 科學類 玩出創意4：55個玩悅科學實驗 書泉出版社 許良榮 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4510450
20X20CM / 252頁 
/ 平裝 / NT$ 330

本書網羅國內外書籍、網路的最新資料，整理出具趣味性及蘊含科學原理、科學概念

的科學實驗，而且大多能以簡易的器材自行製作。每一項實驗都有實驗影片QRC，提

供下載觀賞。

184 第39次 科學類 小種子的旅行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孫婉玲‧何佳芬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247429
26X21CM / 25頁 / 
精裝 / NT$ 320

到處都有植物，植物要怎麼移動到新地方生長呢？跟著小種子來一趟神奇的旅行吧！

看看這些五花八門的小種子，如何用跳遠、飛翔、自由落體等方式，找到一個新的

家。

185 第39次 科學類 鷺鷥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黎芳玲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9247405
26X21CM / 25頁 / 
精裝 / NT$ 320

鷺鷥是常見鳥類，即便是高度發展的都市，也能偶爾在臨水處看見牠們的身影，是很

好的觀察對象。本書介紹鷺鷥的外貌、覓食、求偶、築巢與鳥寶寶的生長過程，一窺

鷺鷥的日常。

186 第39次 科學類 都會賞樹秘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張蕙芬 著、林松霖 繪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4790494
14X21CM / 192頁 
/ 精裝 / NT$ 550

『都會賞樹秘笈』以植物插畫為主體，透過精緻細密的植物繪圖，許多攝影難以記錄

的微小特徵，一一展現在書頁上，圖像記憶法在每一張樹木的局部特徵繪畫當中，得

以落實展現。 透過全年可賞以及春夏秋冬不同季節的焦點樹木，認樹、賞樹、愛樹可

以是全年無休的自然活動，而且最好的是無論生活在何處，處處可接觸樹木，因為它

們原本就是我們最親密的生活夥伴之一。

187 第39次 科學類 台灣牽牛花
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
有限公司--博客思出版
社

潘樵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5789824
14X21CM / 210頁 
/ 平裝 / NT$ 360

《台灣牽牛花》一書，由獲得35屆金鼎獎、出版數種台灣自然百科作者潘樵著作，本

書除檢索學術資料外，作者更親赴全台實地尋訪，逐一踏查，對於牽牛花屬生長土地

及人文做深度探訪。

188 第39次 科學類 奇特鳥嘴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國松俊英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4138678
21X30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1.認識鳥兒，從鳥嘴開始，作者透過鳥嘴的外型特徵，帶你認識鳥兒的生活與習性。 2.
精緻插畫，栩栩如生，細緻的描繪技巧，準確的呈現每隻鳥兒的樣貌與動態感，用看

的就能感受到鳥兒羽毛的濃密與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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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第39次 科學類 世界鳥巢奇觀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鈴木守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4138555
21X30CM / 72頁 / 
精裝 / NT$ 430

1.認識鳥兒的家:你以為鳥巢只會在樹上嗎？你以為鳥巢都是小小的嗎？這本書蒐集各

種類型的鳥巢，絕對讓你感到不可思議。 2.精緻插畫，栩栩如生:細緻的描繪技巧，準

確呈現每隻鳥兒的樣貌與動態感，用看的就能感受到鳥兒羽毛的濃密與柔軟。

190 第39次 科學類
25種關鍵化石看生命的故事：化
石獵人與35億年的演化奇蹟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唐納‧波瑟羅Donald R. 
Prothero

國中、高中 9789862355442
14X21CM / 464頁 
/ 平裝 / NT$ 460

知名古生物學家、科普作家──唐納‧波瑟羅，針對演化史上最關鍵的二十五種化石，從

樣貌、年代、地理位置、演化歷程，到在世界各地的珍藏處，透過化石，看盡地球生

命演化重要里程碑。

191 第39次 科學類

花，如何改變世界？穿越科學、
商業、歷史與文化，探索花與人
類的不思議共生史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史蒂芬・巴克曼Stephen 
Buchmann

國中、高中 9789862355503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450

作者以引人入勝的說書方式，帶領我們了解花與人如何彼此依賴：從古代葬禮、現代

花道、主廚與花朵料理、莫內的紫藤與花園、古代香水中的茉莉與玫瑰、莎士比亞的

十四行詩與滾石樂團的歌詞，都少不了花。本書是以花朵為靈感所編織而成的集錦。

192 第39次 科學類

親子FUN科學：46個刺激五感、
鍛鍊思考、發揮創意的科學遊戲
（隨書附贈浮球大冒險紙卡）

商周出版 許兆芳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4770922
16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350

本書作者許兆芳具專業背景與實作經驗，更常在第一線面對家長與小朋友，最懂得以

簡單的方式，做出有趣吸睛且寓教於樂的科學手作。翻開本書，你會發現以下內容： 
☆廚房裡的科學家：好吃又好玩的科學活動，還不動手做嗎？☆用科學創造驚奇表

演：學校才藝表演做啥好？何不運用科學原理，讓觀眾們大吃一驚！☆科學園遊會的

經典關卡：孩子園遊會活動沒個譜？看這裡就對了！☆動起來的小玩意：只用一張

紙、一個紙杯，就能做出自己動起來的神奇小物？☆科學與藝術的跨界創作：以為科

193 第39次 科學類 野花散步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林麗琪 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

級、 國中、 高
中

9789863209140
14X21CM / 224頁 
/ 精裝 / NT$ 550

自然繪圖就像一把鑰匙，邀讀者一起體驗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命脈動 自然風情畫家林

麗琪每天持之以恆的山林散步，以繪畫仔細描繪自然，將巧遇的花草、昆蟲以及生活

裡的蔬菜水果一一入畫。近年更將觸角延伸至台灣各地的海邊、高山、野地，完成了

無可取代的野花散步。

194 第39次 科學類
替未來尋找一顆星：來自科展的
故事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李屏瑤、李翠卿、
呂育修、諶淑婷。繪：
陳彥文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9371926
17X20CM / 176頁 
/ 平裝 / NT$ 300

這是國內第一本關心與追尋臺灣科展學生心路歷程的書，本書不是科展百戰百勝的獨

家祕笈，而是從這16位科展故事當中找到那個最珍惜的初心，讓學生成為能成為的人

195 第39次 科學類

科學玩具自造王：20種培養創造
力、思考力與設計力的超有趣玩
具自製提案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金克杰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71940
14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380

本書介紹20件小朋友在家或在校就能自己動手做的科學玩具，每種玩具皆對應一種科

學原理，含蓋力學、電學、機械原理、光學、電磁力等，很適合讓小學階段的孩子，

一邊學習一邊自己動手做玩具，為最佳的輔助性課外讀物。 除手工科學玩具，本書更

引介目前最夯的3D列印技術。作者金克杰推廣3D列印技術多年，定期舉辦工作坊，分

享老師如何在課程中運用3D列印。目前各級中小學內擁有3D列印機的比例逐年增加，

能讓孩子體驗最新技術，從小培養設計思考的概念。本書提供3D列印檔案供讀者下載

，小朋友與老師只要將檔案輸入3D列印機中，即能輕鬆印出套件，完美組裝。

196 第39次 科學類 甲蟲之書 遠流出版
圖‧文／史提夫‧詹金斯（ 
Steve Jenkins）；譯／張
東君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573278382
25X25CM / 40頁 / 
精裝 / NT$ 320

神乎其技的拼貼藝術，帶你進入昆蟲界最龐大家族！在地球上的無數生物中，每四種

就會有一種是甲蟲。 甲蟲是怎麼成長的呢？牠們如何感應周遭環境的變化？為了獲得

雌蟲芳心，雄蟲會如何打敗情敵？知名自然繪本作家詹金斯以其精湛的拼貼技術，栩

栩如生的展現甲蟲最奇妙的生態，既是一本富含科學知識的甲蟲圖鑑，更是讓人愛不

釋手、讚歎不已的藝術傑作。翻開本書，你會看到不一樣的甲蟲世界！

197 第39次 科學類 魚類觀察入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邵廣昭、陳麗淑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573279075
16X23CM / 264頁 
/ 平裝 / NT$ 550

本書從「認識篇」開始帶你全面透視魚類，約60幅跨頁手繪彩圖，近100張生動圖解，

500多張珍貴海洋生態攝影。循序介紹魚類的構造特徵、感覺世界、呼吸、運動、攝食

和生殖等；「環境篇」則掌握魚類的棲地與分布，一一探訪魚兒藏身的家；「觀察

篇」一次傳授五十六科魚類的辨識要訣，並探討演化的祕密與有趣的生態習性；「附

錄」則提供到魚市場、水族館，或下海潛水等實際又適用的魚類觀察行動指南，以及

如何製作與保存魚類標本。

198 第39次 科學類

丈量宇宙：INFOGRAPHIC！一
眼秒懂全宇宙！100幅視覺資訊圖
表，穿梭140億年星際太空

漫遊者文化 Stuart Lowe,Chris North 高中 9789869310451
19X25CM / 224頁 
/ 精裝 / NT$ 699

「視覺資訊」新顯學，帶你飛越銀河、丈量宇宙。想了解複雜的宇宙和太空，至少要

讀過100本書？有了「視覺資訊圖表」（infographic）這個新工具，艱澀如宇宙的知識

，只要看一本就能完全吸收！

199 第39次 科學類 看懂臺灣的野花──北‧中部篇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葉子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571365473
17X23CM / 208頁 
/ 平裝 / NT$ 350

這些不起眼的小花小草，或許你曾經遇過、看過； 但之中所藏的自然奧妙，你要認識

它才看得懂！ 您得比植物更小一些，才能一窺她的大千世界──葉子 你知道嗎？花也有

男女之別， 肉食性的小毛氈苔，是蟲子最害怕的死亡陷阱； 高山藤繡球為了招蜂引蝶

，甚至發展出假花來裝飾自己； 而疏花魚藤天然的毒性，在原住民的慶典中，至今仍

是迷昏游魚的好工具。 「一個人與花草的生活」部落格主葉子， 帶領我們從城市近郊

出發、依循四季腳步， 認識臺灣北中部野花的自然生態與土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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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第39次 科學類 營養家族《食物與營養元素》 幼福
編者：鐵皮人美術、幼
福編輯部；繪者：呂勇
建、羅曦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435588
17X23CM / 96頁 / 
平裝 / NT$ 250

跟著營養家族去旅行囉！將營養元素擬人化，內容以故事形態敘述手法，配合卡通風

格精采插圖，還有真實圖片輔助，學習科學知識也能輕鬆有趣！

201 第39次 科學類 達克比辦案4：尋找海洋怪聲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2614-4-9
17X23CM / 132頁 
/ 平裝 / NT$ 299

家長、老師、孩子都喜愛的兒童科普漫畫【達克比辦案】系列第4集。這次主角人物動

物警察達克比，將帶領讀者一起去認識棕背伯勞、蝙蝠、槍蝦、海豚、大翅鯨等「用

聲音幫助捕食的動物」。全書以有趣的辦案情節貫穿，運用幽默又生動的漫畫介紹陸

生和水生動物的行為與生態；深奧知識則以融入漫畫的「小檔案」和「辦案筆記」單

元解說，讓孩子輕鬆學習無負擔，極具啟發性和教育意義，是最具圖像式學習效果的

「生物科普橋梁書」。

202 第39次 科學類

孩子的問題都該認真回答！家庭
必備的科學小百科【食衣住行育
樂】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卡洛琳‧昆澤爾 Karolin K
üntze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548
21X28CM / 80頁 / 
精裝 / NT$ 320

孩子到了一定年紀，開始不停地問「為什麼」，「飛機為什麼不會在空中相撞？」、

「警察怎麼知道車子超速了？」「自動門怎麼知道自動開門？」、「衣服為什麼能保

暖？」4大生活主題：交通工具的運輸原理、街上的生活科技應用、超市裡食物的小祕

密、日常用品的製作妙知識。情境式插圖解說＋動動腦筋Q&A＝完整解答孩子問不完

的問題。讓我們一起跟著孩子們去發掘祕密，在不經意間開啟科學的迷人世界！

203 第39次 科學類

孩子的問題都該認真回答！家庭
必備的科學小百科【自然與生活
科技】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卡洛琳‧昆澤爾 Karolin K
üntze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494
21X28CM / 80頁 / 
精裝 / NT$ 320

孩子到了一定年紀，開始不停地問「為什麼」，「水是怎樣流進水龍頭的？」、「電

視裡為什麼會有人？」、「提款卡為什麼能取出錢？」、「候鳥怎樣找到回家的路」

這些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現象，隱藏著許多科學原理，情境式插圖解說＋動動腦筋

Q&A＝完整解答孩子問不完的問題。讓我們一起跟著孩子們去發掘祕密，在不經意間

開啟科學的迷人世界！

204 第39次 科學類 怕輻射，不如先補腦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廖彥朋
小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571365732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80

輻射好可怕？關鍵是「劑量」 一次搞懂手機、Ｘ光、微波爐、基地台、電視、核電廠

的輻射真相 以醫學影像及放射科專業，破解與輻射相關的科學謠言。 本書以輕鬆有趣

的方式講述有關輻射與放射線的基本知識，各篇均輔以幽默插圖和清晰易懂圖表，讓

讀者對日常生活中與輻射相關的事物能有正確的認識，並能因了解真相而得以安心。

205 第39次 科學類

科學革命：他們知道了什麼、怎
麼知道的，他們用知識做什麼（
新版）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左岸文化）

Steven Shapin 國中、 高中 9789865727383
15X21CM / 304頁 
/ 平裝 / NT$ 320

本書從啟蒙時代講起，第一章處理了一般談論科學革命時會提及的標準議題，包括當

時對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挑戰、以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取代地球中心論，以及利用

機械比喻自然的說法。第二章把討論焦點轉向那個時代的人是如何更積極、更務實地

「製造」知識這回事。第三章將自然知識所服務的一系列目的，置於十七世紀具體的

歷史時空之中。自然知識並不只是信念，某個程度它也是資源。

206 第39次 科學類

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
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
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
變史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馬克．傑克森 Mark 
Jackson

高中 9789862355367
14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350

結合東西方醫學發展和社會變遷史，從醫療觀念與專科技術、公眾互動出發，以編年

史爬梳三千年醫學史觀念的變遷，當今社會所關注的醫學問題，社會如何參與？跟著

這位醫學史家的探索之路，將得到進一步的啟發。

207 第39次 科學類 超能力動物百科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Derek Harvey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34399
25X30CM / 256頁 
/ 精裝 / NT$ 800

以不同視角的3D照片、微距攝影和統計圖表介紹100種地球上最敏捷、最強壯、最結

實、最纖細、最臭和最吵的動物，剖析牠們超強的的生存本領、身體構造和獨特的生

活方式。

208 第39次 科學類
超能力人體百科：全方位剖析人
體奧祕，探索人類潛能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Steve Parker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45842
25X30CM / 208頁 
/ 精裝 / NT$ 800

從骨骼揭密到大腦與感官，透過高度準確的3D特寫照片、統計圖表，用全新角度呈現

超強的人體，並介紹真實世界的「超人」，透過分析圖表、心跳速率等，探討人體的

極限和奧秘。

209 第39次 科學類

國家地理生命時間大百科：地球
上的生物可以活多久－－幾分
鐘、幾個月，還是幾千年？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Graham L Banes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268431
22X28CM / 160頁 
/ 精裝 / NT$ 600

按壽命把物種分成5大類：微生物、植物與真菌、無脊椎與脊椎動物。介紹230個物種

的生命週期，內容涵蓋科學、生物學、地理以及自然史，並剖析人類演化的秘密及未

來科學技術。

210 第39次 科學類 數學也可以這樣學 商周出版 John Blackwood 國中、 高中 9789862729519
17X23CM / 240頁 
/ 平裝 / NT$ 380

華德福式自然學習法，超過200幅彩色圖表 本書是一位任教於華德福教育體系的教師，

針對七、八年級學生所發展的教程，廣獲推介引用。藉由大量圖片與作品，引導學生

認識大自然、空間以及時間裡的數學。主題包括：幾何學、畢達哥拉斯及數目、柏拉

圖多面體、節奏與循環。 　　終日徜徉在綠色世界的渥雷本，用優美恬靜的筆觸與自

身的實際經驗，描繪出三十六篇森林裡不可思議的精采故事，細細詮釋樹木生命的華

麗與蒼涼，夏浴日光、冬飲霜雪，字裡行間洋溢著發自樹木靈魂深處的寧靜與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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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第39次 科學類
重新認識醫學法則 ：病房裡的意
外發現（TED Books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SIDDHARTHA 
MUKHERJEE

 國中、 高中 9789863981787
12X18CM / 144頁 
/ 平裝 / NT$ 290

「沒想到，醫學竟然是一個難有定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 「醫學法則」，其實是

不確定、不精確和不完備的法則，同樣也適用於其他面對不確定、 不精確和不完備的

知識領域。 醫學法則，是接受不完美的法則。 本書作者是普立茲獎得主辛達塔．穆克

吉，作品還有暢銷書《萬病之王》。十年前，穆克吉還是年輕而精疲力竭的住院醫師

時，他發現醫學中每個困難的診斷，就像是機率遊戲，他讀到一本永遠改變他了解醫

學專業的書——《最年輕的科學》，迫使他提出一個重要而且基礎的問題：醫學，算

是「科學」嗎？

212 第39次 科學類
微生物的巨大衝擊（TED Books
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Rob Knight with Brendan 
Buhler

 國中、 高中 9789863981497
12X18CM / 216頁 
/ 平裝 / NT$ 300

微生物全面包圍你身體內外的每一個層面 保持好情緒，健康不生病，從認識微生物開

始 你知道嗎？人有十兆個細胞，但全身內外更充滿高達百兆的微生物細胞，在這世界

上，成為你不可或缺的夥伴。懂得與微生物相處，就能擁有健康自在的人生

213 第39次 科學類
如何在火星上生活（TED Books
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Stephen L. Petranek  國中、 高中 9789863981282
12X18CM / 176頁 
/ 平裝 / NT$ 249

2027年，人類將登陸火星。 這個沒有水、只有1%氧氣、沒有大氣層阻隔輻射的星球，

人類該如何在此生存？ 住在火星不只是人類的夢想，也是人類的命運。 當地球上的生

存已經受到嚴重威脅，許多災難蠢蠢欲動，人類必須成為星際種族才能存活。 登陸火

星讓人類想像力脫離地球的重力範圍，對於科技、哲學、歷史和探險各領域都是非常

關鍵的時刻。 這不是科幻小說。本書作者彼車奈克曾經擔任Discover科學雜誌總編輯，

以大量證據說明人類如何住在火星上勢必需要的備用計畫。

214 第39次 科學類
談死亡：知性的，理性的，感性
的

橡實文化
Richard Béliveau,Denis 
Gingras

國中、 高中 9789865623555
21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650

死亡所引發的恐懼中，最大一部分來自於面對自己死亡的畏懼，我們其實都知道一個

躲不掉的事實：死亡是事物的常態，也是我們每個人最終都要獨自面對的終極試煉。 
當死亡以千百種面貌示人，我們的最佳回應之道，就是直視它、談論它、了解它，然

後跟它和解。 透過本書了解死亡，才能活得健康，死得痛快。

215 第39次 科學類
遇見達爾文——加拉巴哥群島尋
祕記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楊恩生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115916

32X22CM / 14頁 / 
精裝 / NT$ ---

作者在生命低潮期，選擇追隨達爾文的腳步，來到了加拉巴哥群島。他用最擅長的水

彩畫，以驚人的長卷軸，畫下了這次旅程的點滴，呈現加拉巴哥群島的獨特生物，並

走出不同以往的生態藝術之路。另一面拉頁，則介紹達爾文的成長與求學歷程、當達

爾文來到加拉巴哥群島的重大發現、演化論到底是什麼?加拉巴哥群島的獨特生物等等

，讓讀者從古今兩位大師的紙上交流，得到更多的啟發。

216 第39次 科學類
數理化通俗演義（上）【修訂新
版】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梁衡
小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861783925

16X22CM / 264頁 
/ 平裝 / NT$ 320

數理化不盡然都是艱澀難懂！看科普作家梁衡，如何用生動有趣又通俗易懂的文字，

用小說的方式撰寫科學史！用有趣的故事串起數千年的科學發展，最容易勾起閱讀興

趣的科學入門讀物，在閱讀中重新拾起對科學的興趣。

217 第39次 科學類
數理化通俗演義（下）【修訂新

版】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梁衡

小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861783932

16X22CM / 304頁 
/ 平裝 / NT$ 320

數理化不盡然都是艱澀難懂！看科普作家梁衡，如何用生動有趣又通俗易懂的文字，

用小說的方式撰寫科學史！用有趣的故事串起數千年的科學發展，最容易勾起閱讀興

趣的科學入門讀物，在閱讀中重新拾起對科學的興趣。

218 第39次 科學類
天生建築家：鈴木守的 109種動
物巢穴大發現

遠流出版
圖‧文／鈴木守；譯／許
嘉祥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573278962
18X25CM / 160頁 
/ 平裝 / NT$ 399

世界級「鳥巢達人」鈴木守這次將視野拓展到鳥類以外的生物，從巨大鳥類到橫行水

陸的鱷魚、擅長爬樹的浣熊，甚至深海裡的微小生物，透過精緻細膩的圖畫、簡練的

文字及獨特的築巢密技大公開，揭開全世界109種動物巢穴的神祕面紗。此外，每個巢

穴皆附上「建築師的履歷」說明，不僅幫助你認識動物，還能快速掌握牠們的特殊習

性。不論你身在何處，不妨抬頭看看、低頭瞧瞧，也許你會意外發現大自然的建築家

所打造的神祕家園！

219 第39次 科學類

博物學家的自然創世紀：亞歷山
大・馮・洪堡德用旅行與科學丈
量世界，重新定義自然

果力文化 Andrea Wulf 高中 9789869299459
17X23CM / 408頁 
/ 平裝 / NT$ 499

1799年，洪堡德帶著42件儀器，來到少有歐洲人踏足的地方。他進入雨林，冒險探尋

亞馬遜河的源頭；他記錄葉子的形狀、溫度計的讀數與岩石的層次；他像品酒師一樣

，品嚐不同河流的河水；他解剖電鰻、研究活火山的活動，更察覺殖民者削減森林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這是一位博物學家的自然朝聖之旅、一部精采動人的科學發現史

詩。

220 第39次 科學類
圖解 小文具大科學 辦公室的高科

技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涌井 良幸•涌井 貞美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195942
128X188CM / 256
頁 / 平裝 / NT$ 
320

現今，蓬勃發展的文具帶給社會新的刺激與驚喜。例如，可以擦掉重寫的原子筆（魔

擦鋼珠筆）、搖一搖筆芯自動出來的自動筆（搖搖筆）、不需要使用訂書針的訂書機

（無針訂書機）等，許多不同以往的新型文具正陸續研發出來，不勝枚舉。 本書一一

解構這些文房具的科技機關，將其底下複雜的概念簡單明瞭的呈現給讀者，不只是蒐

藏文具，更累積其背後的知識，瞭解文房具的發展歷程，更能讀懂人類的文明史。 本
書列舉各種生活中常見的文具用品，說明其發展演進史和其中好用的原理。

221 第39次 科學類

最後一個知識人：末日之後，擁
有重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
知識原理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路易斯‧達奈爾Lewis 
Dartnell

國中、 高中 9789862355121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80

一本末日版「大人的科學」，得到英國《泰晤士報》、《新科學人》科學類選書，來

自科學家的文明保存計畫，一部全景式科學簡史，一個重建文明社會的技術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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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第39次 科學類
植物比你想的更聰明：植物智能
的探索之旅

商周出版
Stefano Mancuso, 
Alessandra Viola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770526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60

 在《植物比你想的更聰明》中，司特凡諾・曼庫索這位植物神經學領域的頂尖科學家

，提供了我們理解植物世界的全新視角。植物可以探測土壤，並找出他們需要的維生

元素，就像動物找尋食物一樣。他們也能感受到觸覺（想想含羞草就知道了）。他們

聽得到聲音，能夠依據音波的震動，來決定發芽和成長的程度。他們能夠處理資訊，

記憶、睡覺，並且發送訊息給其他的存在，比我們以前所認知的，聰明的太多太多

了。 而植物所擁有的頂尖智慧，有很多值得人類去學習。從網絡的建立，到新型機器

人的發明，以及各種人造物質都包括在內。本書提供了植物學的最新資訊，也是一份

簡潔有力的宣言，幫助人們對於植物世界有更多的理解。

223 第39次 科學類 蟲蟲大書BUGS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烏瓦爾．佐梅爾 Yuval 
Zommer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2037300
23X34CM / 64頁 / 
精裝 / NT$ 680

以色列插畫新起之秀烏瓦爾．佐梅爾的著作《蟲蟲大書BUGS》，聯合昆蟲專家，寫給

所有喜愛蟲、害怕蟲，以及想要了解蟲的讀者。本書蘊含豐富的蟲蟲知識、精美細緻

的插圖，還準備了許多趣味又實用的蟲蟲小祕密。除了閱讀，更得張大眼睛、仔細找

一找，和許多特別的蟲蟲大玩捉迷藏。

224 第39次 科學類 走進大自然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凱‧麥奎爾 Kay Maguire
學齡前、小學中

年級、小學高年

級、 國中

9789862036570
29X29CM / 80頁 / 
精裝 / NT$ 790

你會用什麼樣的文字描述四季呢？本書非常適合作為年輕讀者的第一本自然主題書，

幫助讀者發現、探索自然世界──從季節開始。本書在編排上以四季為主軸，重覆造訪

九個不同的地方（包括農場、花園、樹林……等等），探討不斷變化的風景，還有

動、植物的季節差異。散文般的流暢文字結合細膩的插圖，使得本書成為一本豐富的

自然隨筆，等待讀者感受它的無窮魅力。

225 第39次 科學類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年度特
刊：太空奧祕大探索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
編輯部

國中、 高中 4715838653088
22X28CM / 192頁 
/ 平裝 / NT$ 350

身為太空迷的你，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本好書！太陽系揭密、拓荒之旅、宇宙奇觀、天

文探索等四大單元，以簡單易懂的圖解化呈現，現在，就來一起展開這趟驚喜連連的

太空之旅吧！

226 第39次 科學類
莫斯科謎題359：跟戰鬥民族一起
鍛鍊數學金頭腦

遠流出版 Boris A. Kordemsky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764
17X23CM / 304頁 
/ 平裝 / NT$ 299

俄羅斯成為世界數學強國的關鍵！戰鬥民族怎麼鍛鍊數學金頭腦？本書包括從故事中

發掘解題線索、圖形排列、分數及代數計算、邏輯思考等10幾種問題類型，滿足各種

解謎的愛好。

227 第39次 科學類

大腦簡史：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
演化，大腦是否已經超脫自私基
因的掌控？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貓頭鷹出版

謝伯讓 國中、 高中 9789862623015
14X21CM / 352頁 
/ 平裝 / NT$ 399

第一顆大腦如何誕生？為什麼我們會有大腦？大腦的自由意志是否受限於基因？ 大腦

對抗基因論之推創者謝伯讓，這次將用生動的故事，綜覽最新科學研究，從第一顆細

胞的誕生、大腦之形成到與基因的抗衡，外加演化生物學到倫理學界重要意見領袖大

批判，讓您了解大腦如何形成，以及思考大腦的更多可能。

228 第39次 科學類
案發現場：FBI警探和數學家的天
作之合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齊斯・德福林、蓋瑞・
洛頓(Keith Devlin,Gary 
Lorden)

高中 9789865842901
15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50

解密影集背後的數學，引領百萬人以全新觀點看待數學 這個故事中的兩個英雄人物一

位數學家──查理──使用有力的數學技巧，協助哥哥唐（FBI警探）鎖定並捕捉罪犯

，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本書作者為該影集背後的數學顧問，為了回應廣大聽眾對

於「螢幕上顯示的數學，是否真能解決聳人聽聞的刑案？」的疑問，將影集裡面FBI與
CIA警探所使用的數學推論和技巧，透過本書呈現出來。果然，影集並非虛構，數學真

的可以用數學來破案，甚至影集中的故事就是出自真實案例！一本蘊含豐富又正確物

理與化學知識的優秀科幻小說。

229 第39次 科學類
演算法星球：七天導覽行程，一
次弄懂演算法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賽巴斯提安･史帝樂
(Sebastian Stiller)

國中、 高中 9789869335386
13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360

演算法無所不在，是無法忽視的當今最重要思考方式！然而，沒有一本書能把演算法

說得這麼有趣、清楚！作者以旅遊書的方式為演算法星球做了七天導覽行程規劃。七

天的旅程專門為想要親眼見識演算法星球的人所寫的。到達星球的第一天，您就會經

歷到演算法星球離我們有多近──不論你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還是跟舊式電話簿

糾纏的人。第二天，我們花時間在最樸素的問題上：什麼是演算法？第三天，我們會

經歷，複雜性多麼真實地存在於我們星球上。第四天，我們會學習一些簡單的技術來

獵捕資訊。第五天，預計是經典觀光客行程，包括著名的加州搜尋引擎google。第六天

，我們來探究演算法如何經營人類的共同生活。而在啟程返家那天，我們將認識四位

演算法式思考的古老大師。

230 第39次 科學類

生活科技，原來如此！ 拆解孩子
最好奇的家電、手機、3D列印
機、太陽能、人造衛星……學習
科學知識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作者：John Farndon, Rob 
Beattie　譯者：周怡伶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9330510
22X29CM / 80頁 / 
精裝 / NT$ 550

微波爐如何把食物加熱？冰箱又如何把食物變冷？手機如何感應手指觸碰螢幕？3D列

印機如何做出杯子？太陽能如何將水加熱或產生電力？火箭如何把人造衛星送上太

空？全書收錄28種日常生活中息息相關的科技，親愛的爸爸媽媽和孩子一起翻開書，

打開這些器物窺探內部構造，跟著書中的小人兒，一同解開日常生活中許許多多的為

什麼，發掘科技背後的奧妙之處吧！即將顛覆你的想像，原來科技這麼簡單又有趣！ 
本書特色：收錄最新科技知識，讓孩子跟上世界步伐。精細剖面圖，完整呈現機器內

部零件與運作模式。精美展開拉頁，詳盡解析工作環節。生動圖解科學原理，使抽象

概念具象、易懂。分解機械運作步驟，複雜知識輕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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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第39次 科學類

土壤的救贖：科學家、農人、美
食家如何攜手治療土壤、拯救地
球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克莉斯汀．歐森Kristin 
Ohlson

國中、 高中 9789869296168
15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20

人類數千年來的農耕及畜牧，特別是現代的工業化農業，已經導致八成的土壤碳流失

到大氣中，即使我們今天就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地球仍會繼續暖化。而現在有許多人

，越來越多的人，從科學家到碳農、碳牧人，從碳權交易巿場到環保團體，紛紛放下

宿怨，共同走向同一個目標：把碳種回土壤裡，將大氣中的碳轉換成對土地、對所有

地球生物都有利的土壤碳，而這還有可能扭轉全球暖化。身為農民的孫女、園藝狂的

女兒，作者歐森對土壤議題情有獨鍾。 奧爾森帶我們走上一趟迷人的旅程，去了解自

然世界裡隱藏的生物動力。種種引人入勝的真人真事及分析，激發大家重新思考自己

腳下的土地藏有多大的潛力，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出，面對最棘手的地球問題時，我們

其實也可以有所作為。

232 第39次 科學類
德國一流大學教你數學家的22個
思考工具

漫遊者文化 Christian Hesse 國中、 高中 9789865671907
17X23CM / 272頁 
/ 平裝 / NT$ 350

本書介紹22個容易理解、但極為有效的思考工具，讀者們只需具備基礎數學知識跟一

顆嘗試冒險的心，即可徹底學會數學抽象化思考的技巧，運用邏輯能力將問題化為捷

徑。你將學到數學家如何思考問題以及求解。

233 第39次 科學類 小天才大益智2：七節課探索太空 小天下 Ken Jennings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中
9789863209744

14X20CM / 192頁 
/ 平裝 / NT$ 300

「巴斯光年」為什麼叫巴斯？太空人為什麼要帶「光劍」上太空？ 現在就打開這本書

，你將會經歷一趟超驚奇的太空之旅──到火星去看看紅色的天空、藍色的晚霞

234 第39次 科學類 鍬形蟲日記簿 紅樹林出版社 黃仕傑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

中、 高中

9789867885814
14X21CM / 286頁 
/ 精裝 / NT$ 480

《鍬形蟲日記簿》堪稱目前紀錄台灣鍬形蟲種類最完整的圖鑑， 精彩生動的圖片，在

在顯示了作者上山下海的行動力與爐火純青的攝影功力， 同時，作者更親自撰寫每種

鍬形蟲的觀察與採集的故事， 為有興趣尋找鍬形蟲的讀者提供了實用的參考指南。 而
這些珍貴的觀察經驗，也間接描繪出台灣過去的鍬形蟲尋蟲史輪廓以及自然環境的變

遷。

235 第39次 科學類 森林裡奇妙昆蟲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谷本雄治

學齡前、小學中

年級、小學高年

級

9789863732945
21X30CM / 32頁 / 
精裝 / NT$ 350

1.本書帶你進入物種極多的雜木林，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告訴你這片森林中昆蟲與各生

物間所發生不可思議的事和有趣的事。 2.插圖畫工精緻，將文字內容做了完美詮釋，

從畫面中更能了解生物間的故事，值得你一看再看。

236 第39次 科學類

動物的武器：從糞金龜、劍齒虎
到人類，看物種戰鬥的演化與命
運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道格拉斯．艾姆蘭
Douglas J. Emlen

國中、高中 9789862354858
14X21CM / 328頁 
/ 平裝 / NT$ 380

演化生物學家艾姆蘭深入自然秘境，尋找長有巨大武器的生物，但打造最強武器，將

帶來進化還是滅亡？本書是寫給自然愛好者的生命之書，同時也是人類拜動物為師的

一面鏡子！

237 第39次 科學類 通往海底的奇妙旅程 遠流出版
圖‧文／史提夫‧詹金斯（
Steve Jenkins）；譯／張
東君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573279211
22X27CM / 40頁 / 
平裝 / NT$ 299

這是一趟由上而下的海洋深度旅行，從海面一路下潛、下潛，直通海底。在這趟旅程

中，你會看到閃亮如霓虹燈的水母、牙齒大到無法闔嘴的動物，還有像巴士一般大的

烏賊在與世界級大隻的抹香鯨拚命……這將會是你無法輕易忘記的奇妙旅程！書的最

後還補充了50種海洋生物的有趣知識，讓你對於海底世界的多樣生命，有更加深刻的

認識與體驗。

238 第39次 科學類 家門外的自然課（新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石森愛彥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國中

9789864790678
20X25CM / 68頁 / 
精裝 / NT$ 380

一本可愛的自然觀察圖文書，以在住家附近觀察或飼養的動物為主角。內容大多是昆

蟲，也有蝙蝠、野鴨、蟾蜍等動物。作者以一種樸拙可愛、詳細寫實的畫風，描繪他

眼中的生物世界。

239 第39次 科學類 大自然的獵人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威爾森 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高年
級、 國中、 高
中

9789864790470
14X21CM / 440頁 
/ 精裝 / NT$ 470

威爾森。這位傳奇生物學家，在六十六歲時，回顧自己的一生，寫下了《大自然的獵

人》。從與一隻水母邂逅開始，他帶領讀者進入充滿魅力的大自然中。從小時候被魚

刺瞎眼睛，到高中畢業差點沒有大學可念，再到學術生涯高峰時卻被誤解成種族主義

者，威爾森娓娓道來，我們彷彿參與了他一生中每個重要時刻。《大自然的獵人》充

滿濃郁的散文韻味、自然野趣、機敏和深刻思想。他並以自身經驗鼓勵青年學子，勇

敢追求自我生涯！

24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非普通三國：寫給年輕人看的三
國史

方寸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普通人 國中、 高中 9789869200356
21X14CM / 416頁 
/ 平裝 / NT$ 380

用二十一世紀的人關心的重點，告訴你全新的三國！ 連羅貫中都不知道的三國史！ 超
越傳統史學格局，融合電玩動漫戲劇時事鄉民哏， 告訴你隱藏了千百年的歷史真相。

24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TED 
Books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Zak Ebrahim with Jeff 
Giles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3981305
12X18CM / 164頁 
/ 平裝 / NT$ 249

「我父親迷了路，但這並不會阻礙我找到要走的路。 曾經受害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深刻

了解，這個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受害者。」 這是一個從未被說起的故事。由恐怖分

子父親所養育長大的美國男孩、一個原本被預期會步入父親後麈的男孩，最後選擇了

一條截然不同的路。 扎克七歲時，父親埃爾．塞伊德．諾塞爾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殺人

的伊斯蘭聖戰分子，聯手策畫一九九三年的世貿中心爆炸案。生活在父親的謊言和罪

行的陰影下，他搬家二十多次、在學校被霸凌，切割不了身體裡流著父親的血，又遭

受繼父的虐待。在他奮力逃脫父親影響的過程中，他深刻體認，只有在走不出自己的

世界時，盲從才會有用；挑釁攻擊，不能只有升高攻擊一種方式，同理憐憫的力量絕

對更強大。

24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建築的故事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Patrick Dillon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3424796
25X29CM / 96頁 / 
精裝 / NT$ 750

建築的故事，也是人類的故事 亞馬遜書店讀者★★★★★推薦 16座改寫歷史的建築，

16幅全彩拉頁，16場私人導覽 讓你一窺藏在每一根屋梁、每一塊磚瓦間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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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發現教堂的藝術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Richard Taylor 高中 9789864431632
17X25CM / 272頁 
/ 平裝 / NT$ 499

本書以平實的文字與優美的圖片帶讀者領略耶穌、聖母、十字架乃至花鳥魚獸這些在

教堂裡出現的裝飾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與故事，就算不是教徒也會被這些引人入勝的故

事與精巧的圖片所吸引。

24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

寫作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楊翠 國中、 高中 9789869205078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20

楊逵是作品收入戰後課本的日治台灣作家第一人。國家文藝獎得主宋澤萊說：「作者

楊翠是楊逵的孫女，也是歷史學家。這本書用編年的方法，有條不紊地、近距離地把

他一生的重大事情都寫出來了，甚為完整，是認識楊逵的最好讀本。」

24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大灣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
海日誌、荷西地圖、清日文獻尋
找台灣地名真相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貓頭鷹出版

曹銘宗、翁佳音 高中 9789862622766
17X23CM / 272頁 
/ 平裝 / NT$ 570

從學術史料到鄉野語言的推敲追蹤，拋棄過度想像與望文生義。 以橫跨四百年的大量

地圖與多樣文獻，追蹤漫長的地名源流。 由中研院翁佳音、貓頭鷹暢銷作家曹銘宗攜

手合作，考察台灣地名真相。

24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郵票上的數學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鄭英元 高中 9789571186399
21X14CM / 216頁 
/ 平裝 / NT$ ---

本書將帶領讀者飽覽世界各地的珍貴郵票、明信片、郵戳等，在欣賞其歷史背景及精

美圖樣的同時，體會內含的數學知識、歷史以及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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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1.368坪的等待：徐自強的無罪之

路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李濠仲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351850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50

一個平凡人爭取無罪的故事 臺灣社會二十年來對於正義的想像拼圖 　　1.368坪是死囚

房間的大小，徐自強花了二十一年的時間才終獲無罪定讞，脫離夢魘。徐自強案可能

是除了蘇建和、劉秉郎與莊林勳案之外，臺灣最知名的冤案，做為一個平凡人，徐自

強遇到無力抵抗的審判，人生二十年倏忽過去，自己的父母已白髮，妻子不得不離異

，當時只能到牢中探望自己的七歲兒子，如今也已長大同為人父。面對自己一無所

有、隨時沒有明天的處境，幸運成為各界救援對象的徐自強熬過死囚的人生，然而漫

長的徐自強案，將使這個故事不僅力圖描繪徐自強的人生，更是臺灣二十年來司法與

人權的變遷紀錄。

24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 遠流出版 Rachel Sussman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498
29X21CM / 304頁 
/ 平裝 / NT$ 599

藝術家瑞秋‧薩斯曼花費10年時光，與生物學家合作，周遊各地拍攝在地球上生存超過

2,000年的生物，她的足跡從南極洲跨至格陵蘭島，從美國的莫哈維沙漠到澳洲內陸，

最後的成品皆收錄於此書，呈現出令人驚艷而獨特的攝影文集。

24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孩子的世界歷史大地圖：從史前
時代到21世紀，人類的大冒險與
大發現(書後附動動腦Q&A)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貝特朗‧菲述, 迪迪耶．巴
力席維 Bertrand 
Fichou,Didier Balicevic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841715
25X30CM / 120頁 
/ 平裝 / NT$ 1000

本書將人類歷史發展的7個重要時代，以230張活潑可愛的細緻手繪插畫，圖解世界歷

史，清楚串聯人類數百萬年的發展。歷史不再是需要死背的枯燥文字！跟著活潑幽默

的趣趣味插圖，體會人類各時代遭遇的大小事，讓世界歷史成為一則最生動有趣的故

事，鮮明地刻印在孩子的腦袋裡。

25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歡迎光臨我的穆斯林生活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字：松原直美　繪
圖：佐竹美保　譯者：
林佳慧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30565
18X24CM / 40頁 / 
精裝 / NT$ 280

世界上任何一個穆斯林孩子，都不該因為我們的無知與偏見，遭受歧視和霸凌！幫助

孩子輕鬆認識、學習不同文化的入門圖畫書。由「魔女宅急便」、「霍爾的移動城

堡」系列原著繪者 佐竹美保 精采插畫詮釋，臺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長 梁紅玉 專業

審訂、專文導讀！ 我是十歲的阿拉伯少年艾哈邁德，我的夢想是成為工程師，發明可

以方便挖石油的機器。我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你們知道什麼是穆斯林和伊斯蘭嗎？為

什麼齋戒月要禁食？為什麼我們要朝同方向禱告呢？快來參觀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做

朋友吧！ 以輕鬆愉快、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伊斯蘭基本教義及習俗。

25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1：政府是人
民的主人還是僕人？──探討政治
的哲學之路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侯貝等人 Blanche Robert 
etc.

高中 9789869274173
19X25CM / 160頁 
/ 平裝 / NT$ 350

關心政治，是政治狂熱？還是正常公民應有的樣貌？ 人民的訴求，是否可用激烈的方

式來達成？或是該以維持社會日常運作為優先？ 「小確幸」的生活，可以脫離政治處

境而存在嗎？當現實處境遭遇問題和衝突，才能無畏地捍衛自己的政治行動！ 本書帶

領你發現問題，提出政治哲學的各種命題；從一般看法開始，陪伴讀者逐步反思。 我
們需要這本書，將這塊土地上簡化、情緒化、挑起對立的政治意見，導入具備思辨和

對話能力的政治素養。這是一套連結哲學思考與現實處境的哲學思想讀本，讓你全面

了解法國人探討政治、道德、主體、文化和真實的哲學之路！

25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2：人能自主
選擇而負擔道德責任嗎？──思考
道德的哲學之路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侯貝等人Blanche Robert 
etc.

高中 9789869368681
19X25CM / 120頁 
/ 平裝 / NT$ 320

人的真實生活充滿複雜的道德抉擇，更得不時面對艱難的處境： 從出門購物──可以

購買對環境不友善的食物或商品嗎？該在壓榨員工的商場購物嗎？ 職場倫理──老闆

要求我欺騙廠商，作為員工我該照做嗎？為了把商品賣到集權國家，我可以做出多少

退讓？ 到生死交關的抉擇──懷了無能力照顧的寶寶，我可以墮胎嗎？國家對人民的

生命可以干涉到哪個程度？ 有些事情雖然發生在遙遠的他方，卻是人類普世關注的問

題──他們該接納無家可歸的外國難民，還是先照顧國民利益？ 事實上，處理道德困

境不只有一種思考方式，也不只有一種判準。 閱讀了歷代哲學家的意見，你會發現，

人類面臨的道德處境一直沒有太多改變，變換的只是外在形式。你更會發現，道德哲

學的思考，不會只是形式上的辯論，而是觸摸到人類最真實的困境，進行有溫度的反

思。

25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1《大英博物館I》、2《大英博物館II》
3《大英博物館III》、4《羅浮宮博物館I》
5《羅浮宮博物館II》、6《國立故宮博物院》

7《柏林國立博物館》、8《東京國立博物館》

9《托普卡匹皇宮博物館》、10《羅馬國立博物館》

11《史密森國立航空與太空博物館》、

12《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

13《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

14《奈良國立博物館》、15《大都會美術館》

16《新德里國立博物館》、17《冬宮博物館》

18《史密森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19《祕魯國立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博物館》

20《伊斯坦堡考古博物館》、21《陜西歷史博物館》

22《倫敦科學博物館》、23《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24《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25《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26《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7《那不勒斯國立考古博物館》

28《德意志博物館》、29《巴基斯坦國立博物館》

30《京都國立博物館》、31《金邊國立博物館》

32《加拿大皇家提勒爾古生物學博物館》

33《開羅埃及博物館》、34《安納托力亞文明博物館》

35《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36《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

37《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38《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

39《曼谷國立博物館》、40《以色列國立博物館》

41《拉斐爾．拉爾科．埃雷拉考古博物館》

42《大英鐵路博物館》、43《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44《衛城博物館》、45《都靈埃及博物館》

46《肯亞國立博物館》、47《九州國立博物館》

48《世界的民族博物館》、49《世界的偉人博物館》

50《世界的天文太空博物館》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エイジャ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5649333、789865649791、
9789865649845、789865649746、
9789865649821、789865649784、
9789865649869、789865649807、
9789865649999、789865649975、
9789865649852、789865649982、
9789869384667、789865649890、
9789869386593、789869386517、
9789865649838、789865649876、
9789869419147、789869386586、
9789869386562、789865649883、
9789865649753、789869386579、
9789865649913、789869419123、
9789869419109、789865649920、
9789869419116、789869386531、
9789869419130、789865649906、
9789869384650、789865649951、
9789869384605、789869384612、
9789865649814、789869384681、
9789865649944、789869384698、
9789869384629、789865649937、
9789869386555、789869386548、
9789869386500、789869384636、
9789869386524、789869384643、
9789865649968、9789869384674

29X23CM / 32頁 / 
平裝 / NT$ ---

「世界の博物館」全套共收藏24個國家、53間非去不可的博物館，一次蒐羅超過2000
件文明與自然瑰寶，以最豐富細膩的生動解說、全方位視野呈現，連實地造訪也無法

如此貼近。

第 23 頁，共 63 頁



文化部第三十九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  推介總清冊

項次 次別 類別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適讀年齡 ISBN 規格 內容摘要

25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我們的歷史 小天下
Christophe Ylla-
Somers/Yvan Pommaux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3209256
29X29CM / 90頁 / 
精裝 / NT$ 650

「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如果「我們」共同源自十五萬年前的非洲祖先，為什麼從

以前到現在，世界上總是有各種理由，將「我們」區分成不同的人群，彼此對立呢？

25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你不可不知道的西洋繪畫中食物
的故事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肯尼士．本迪納 Kenneth 
Bendiner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5767846
16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450

你想瞭解食物及用餐的發展歷史嗎？你想知道畫家筆下的農民吃的是什麼嗎？你想知

道畫家為什麼用橘子花裝飾布里歐麵包嗎？作者獨具匠心，把用餐和藝術這兩件人生

樂事結合起來，展示了一場不可不看的視覺盛宴。不僅彙整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以來，

從食材供應商、加工、交易到烹飪，到靜物食品、狩獵場景、盛水容器、店鋪市場、

寵物、餐廳等等，還闡釋了超現實主義作品中暗示性的食物畫、寓言中的食物的特殊

含義，以及這些作品反映出來的樂觀主義和人本主義精神，突顯人們的富足與成就

感。閱讀本書吧，它會帶給孩子們一方嶄新的藝術天地。

25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男孩？女孩？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6215452
15X21CM / 56頁 / 
精裝 / NT$ 230

當我們對一個女生說她是男人婆的時候，其實是不希望它具備某些特質，例如能力、

勇氣、獨立；然而，如果我們在一個男生身上發現這些特質，我們就會覺得非常適合

…書中不僅是討論性別，更涵蓋：社會價值、複製人、大自然生物的性別、偏見和

愛。

25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世界編年史 明山書局
Peter Chrisp/Joe 
Fullman/Susan Kennedy/ 
DK出版社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6384288
21X27CM / 336頁 
/ 精裝 / NT$ 980

古埃及為什麼會出現高度發展的文明？古羅馬人可能遇到維京人嗎？現今的南美洲人

為什麼大多操持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麼多人要遠渡重洋，

抵達世界的另一端追尋新生活？ 跟隨書中詳細的歷史年表，從650萬年前來到現在，找

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本書描繪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主題、事件，以及歷史上的兒童生

活、來自過去的話語、令人驚異的事實與數據──這些面向集合起來，呈現人類世界的

歷史全貌。

25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城市的36種表情 馬可孛羅文化 楊子葆 國中、 高中 9789865722791
15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40

每座城市，各有各的樣貌與脾氣。從一盞路燈、一片路牌、一塊人行道鋪面、乃至於

紅綠燈、公共座椅、公車候車站等「城市家具」，可透露出這個城市的個性、整體城

市流動的氛圍，是樂觀是拘謹是保守……不需透過言說，帶著旅人的新鮮眼光，發掘

不同城市的獨特臉孔。

25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用一天說歷史：從石器時代到數
位時代，你的一天是人類累積的
百萬年

馬可孛羅文化 Greg Jenner 高中 9789865722968
15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420

環顧我們的生活：一早起床刷牙、洗臉、上廁所、吃早餐，搭交通工具上班、上學，

中午吃午餐、買咖啡，晚上跟朋友吃晚餐、打屁、聊天，然後回家洗澡、睡覺。千百

萬年來，人類重複過著這些習以為常的「生活儀式」，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為什麼

會過這樣的生活？而我們所過的「生活」，與古人所過的「生活」到底有什麼不同？

又有什麼關聯？作者葛瑞格以輕鬆詼諧的筆調，寫下你我都再熟悉不過的日常活動，

藉以探索這些活動的由來與演變。

26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希臘神話故事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海瑟‧亞歷山大(heather 
alexander)/梅瑞迪絲‧哈彌
爾頓(meredith hamilton)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280242
25X25CM / 96頁 / 
精裝 / NT$ 499

什麼樣的經典讓古今讀者一看再看，成為藝文人士的謬思女神？ 運動名牌耐吉，是希

臘女神的名字；有麥達斯的指頭表示可以點石成金；《灰姑娘》和《美女與野獸》和

科幻經典電影《星際大戰》的靈感，都來自希臘神話。有這本書當導遊，遨遊魔幻天

神、英雄歷險、多樣怪物和精靈世界，感受神話的無限魅力。 準備好來和你從沒見過

的魔力最強大的男神和女神、最勇敢的英雄、最恐怖的怪物，以及最迷人的生物見面

吧！

26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聽好了，古巴很重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Tom Hayden著 高中 9789570847901
23X17CM / 352頁 
/ 平裝 / NT$ 352

透過兩位一生追尋社會主義理想境界的資深政治家對談，深入剖析古巴革命的內在理

路與歷史、冷戰架構與美國帝國主義如何合謀、古美55年多次衝突的深層意義、左派

運動與社會主義流變、拉美新模式可以提供世人什麼樣的新啟示。

26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北極驚航：美國探險船的冰國遠
征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Hampton Sides著 高中 9789570846973
23X17CM / 488頁 
/ 平裝 / NT$ 550

追求北極聖杯，駛向未知領地的偉大航程；船難、荒原、掙扎求生，挑戰意志與人

性； 一場集所有冒險小說元素於一身的真實歷險！

26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12個插畫家的台灣風情地圖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吳宜庭、王瀅琇、chichi
夏、許育榮、嘻了先

生、蔡秀敏、羅方君、

一手刀、張瓊文、曹益

欣、詹益忠、林俐、鄭

淑芬等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0848311
25X28CM / 52頁 / 
精裝 / NT$ 420

打開一本地圖書，你就可以知道台灣有多少座燈塔、各地有什麼節慶習俗、從北到南

哪些地方有什麼水果、物產與特色，族群的分布、地形與生態、地標與博物館。

26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博物館一日遊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Florence Ducatteau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0637
25X26CM / 38頁 / 
精裝 / NT$ 300

你知道什麼是博物館嗎？你想知道在博物館可以做什麼事情嗎？這本書可以告訴你，

博物館有什麼工作人員，還有什麼不同種類的博物館。可以碰觸藝術品嗎？什麼是圖

錄？除了看展品之外，還能在博物館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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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俄羅斯一千年（上）：從基輔

羅斯到革命爆發》

《俄羅斯一千年（下）：從人民

民主專制到新沙皇的崛起》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左岸文化）

Martin Sixsmith 高中 8667106505093
15X21CM / ---頁 / 
平裝 / NT$ 900

BBC Radio 4 朗讀選書 【上冊簡介】俄羅斯，地球上最大的國家，擁有八分之一以上的

陸地面積，西至波羅的海，東至太平洋，南至黑海，北至北冰洋，橫跨十一個時區，

上百個民族，一百五十多種語言。但俄羅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度？【下冊簡介】十

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成功奪權後，俄羅斯並沒有得到平靜，人民也沒有得到民主參政

的權利。共產黨從來沒有實現人民專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生命如同蚍蜉，不斷

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勢力掃蕩。即便到了當代，普京仍以新沙皇的形象，掌握大權。

作者曾為BBC駐俄特派員，蘇東波期間正好在現場，目睹歷史性轉變的諸多關鍵時刻

，也採訪了多位當事人，除了延續上冊歷史文獻的爬梳，更加入個人經歷和觀察，讓

讀者更能感受俄羅斯歷史的戲劇性轉變，和帶給人類政治文化的啟示。

26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偏見法國——正解還是誤解? 關
於法國的41個迷思、綺想與真相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琵鄔．瑪麗．伊特薇( 
Piu Marie Eatwell)

高中 9789869335362
16X23CM / 416頁 
/ 平裝 / NT$ 420

偏見法國》從法國的飲食、性愛、禮儀、政治、歷史、生活態度，以及法、英這兩個

「最親密的敵人」的糾葛情仇觀點，破解世人無不熟悉的四十一個「偏見」，細膩呈

現一個讓全世界愛恨交織的文化的真實面貌。伊特薇筆下的觀察結合了淵博史實、大

眾文化、精妙語言和個人第一手記錄，從幽默趣味和廣博知識切入，不見浮濫淺薄的

老梗觀點，而有英式幽默特有的棉裡藏針口吻，深入剖析世人對於法國的各樣偏見和

幻想的對與錯，內容敘述辛辣，妙趣橫生，而且解析細膩獨到，讓讀者能以各種「偏

見」，去理解這個總教人又愛又憎的高盧文化！

26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
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
省思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周軼君 高中 9789869384421
16X23CM / 480頁 
/ 平裝 / NT$ 480

針對阿拉伯之春、烏克蘭革命、尼泊爾民主化等全球重大民主運動的第一手報導採訪

與反省。《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深入險境，以輕快、銳利而深刻的文筆，呈

現最真實的革命面孔。有別於一般國際新聞採取的宏觀報導分析，周軼君大量採訪了

參與革命的各色人物，透過他們親口的述說，呈現出身處歷史潮流當中的人們，究竟

面對了什麼樣的人生與艱難抉擇。

26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黑色的故事：徹底改變人類文明
史的顏色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John Harvey 高中 9789571364926
14X20CM / 352頁 
/ 平裝 / NT$ 380

「黑不是顏色！」──達文西 「黑是種力量。」現代，黑色成為藝術家及時尚設計師

最鍾愛的顏色，經典的代表！ 「黑色」在歷史上甚至曾被認為根本不是一種顏色，卻

對視覺文化有了鋪天蓋地的影響！這本書不只是關於一種顏色的歷史，不僅是一本視

覺文化的專書，也是對整個西方藝術文化發展史的速寫。本書上溯聖經時代、希臘羅

馬古典時期，從宗教文本、神話、文哲作品、藝術品等各角度切入，去探索在世界古

今各文化中和「黑色」撲朔迷離的曖昧關係，探觸領域橫跨：文學、語言學、種族、

藝術、時尚、文化等多元主題。

26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丹麥歷險記 mini漢湘 編著：李浩先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254820
18X26CM / 192頁 
/ 平裝 / NT$ 280

路易叔叔帶著巴布和米娜來到有「童話王國」之稱的丹麥，在阿馬林堡宮前與衛兵合

照，還遇見奧爾堡熱鬧的文化活動──單身派對……快一起跟著路易叔叔三人前進丹麥

吧！

27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臺中美術地圖：走讀臺中美術家
的生命史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路寒袖/主編 國中、 高中 9789860508017
17X23CM / 352頁 
/ 平裝 / NT$ 450

以29位美術家的生命史及在臺中的生活地景為經緯，構築出一幅獨一無二的「臺中美

術地圖」。除了老城區的人文地景，熱門的自然景點亦收錄其中，鼓勵大小朋友以踏

查的方式認識臺中之美。

27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臺中學」套書 

《日月湖心：臺中公園的今昔》

《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林良哲；楊宏祥；吳長
錕及賴萱珮；廖振富；
陳貴凰

高中 9789860504699
17X23CM / 1035
頁 / 平裝 / NT$ 
1500

地方學能完整描繪地區的獨特歷史發展脈絡，傳承及活化運用在地文化智慧，因此，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對「臺中學」書系的策畫，選擇臺中市具代表性的生活面指標為主

題，發掘臺中地區最具本土性、獨特性的特色，運用柔性的筆觸與豐富的圖像，期能

讓本地市民更親近、關注自身的生活脈絡，也提供外地大眾了解在地文化的媒介。

27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台灣時光機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林于昉、蔡碧月 國中、高中 9789862941126
16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398

2014年，《蘋果日報》與秋惠文庫合作，開闢「台灣時光機」專欄，從林于昉醫師蒐

藏的文物出發，講述屬於台灣的時代記憶，不但篇篇精彩，其引用的史料與照片，都

是圖書館、博物館所沒有的珍貴資料。

27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從菜單看全
球飲食文化史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任韶堂Dan Jurafsky 高中 9789863443513
14X21CM / 304頁 
/ 平裝 / NT$ 380

從冰淇淋到番茄醬、從歐洲到亞洲，跨越地理的界線探討食物、語言、文化間的關

係。 美食愛好者必讀的語言學家菜單全球史。 語言學教授、麥克阿瑟獎得主任韶堂， 
帶領讀者探索隱藏在食物中的全球文化歷史。

27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讀錢記──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 獨立作家（秀威資訊） 韓晗 國中、 高中 9789869270458
14X21CM / 260頁 
/ 平裝 / NT$ 350

錢幣不僅是金錢，更是時代的記憶，見證歷史上的發展與變遷。每一枚錢幣，都有屬

於自己的故事，訴說著文明的興盛與衰敗。從秦漢至民國，錢幣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

見證。本書從一枚枚不同的古錢幣出發，著眼於民族史、社會史、科學史等不同學科

的多元角度，結合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件、文獻以及考古重大發現，向普羅大眾呈現

出了一部別具一格的中國歷史。

27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地圖之外：47個被地圖遺忘的地
方，真實世界的另一個面貌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阿拉史泰爾．邦尼特
Alastair Bonnett

高中 9789862354957
14X21CM / 304頁 
/ 平裝 / NT$ 360

德國首席法醫精選生涯最離奇聳動的案件，親述封鎖線後的第一手見聞、報導法醫界

的最新科技、洞悉人性的黑暗深淵！比犯罪影集更曲折離奇、比驚悚小說更駭人聽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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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死亡有百萬張臉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米歇爾‧仇克斯 Michael 
Tsokos

高中 9789862354889
14X21CM / 368頁 
/ 平裝 / NT$ 380

德國首席法醫精選生涯最離奇聳動的案件，親述封鎖線後的第一手見聞、報導法醫界

的最新科技、洞悉人性的黑暗深淵！揭露死亡的千百萬種面貌，比犯罪影集更曲折離

奇、比驚悚小說更駭人聽聞。

27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第三餐盤 商周出版 Dan Barber 高中 9789864771295
17X23CM / 472頁 
/ 平裝 / NT$ 490

美國廚師丹．巴柏（Dan Barber），因為吃到遵循美洲原始農耕技法所產出的美味玉米

而驚為天人，進而體悟到，真正美味的食物，所涉及的層面遠比食材挑選、烹飪方式

更為複雜，於是他提出「第三餐盤」的革新理論，以此做為未來飲食文化的理想典

範。丹．巴柏花了十年研究世界各地的農業社群，擷取廚師、農漁民、畜牧業者、營

養師和環境科學家的智慧與經驗，循著產業食物鏈一路抽絲剝繭，除了介紹許多順應

自然的好農法外，也告訴讀者，如何透過食材組合和烹調方式來對環境盡一份心力，

同時也能品嘗到風味最原始的美妙食物。本書不僅替二十一世紀重新定義了營養、農

業和食物味道，也帶領讀者進入那些顛覆固有飲食的廚房和農地，替人們指引出一條

康莊大道，鼓勵所有人去思考一個既能永續，也能美味的飲食之道。

27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追蹤開膛手傑克:DNA科學鑑識解
密百年懸案

商周出版
羅素．愛德華茲（
Russell Edwards）

國中、 高中 9789869295604
14X21CM / 352頁 
/ 平裝 / NT$ 360

科學鑑識太給力！ 一條受害者大披肩的血液DNA鑑識， 揭密史上第一懸案兇手「開膛

手傑克」真實身分！ 史上有名的開膛手傑克懸案，自維多利亞時代至二十一世紀仍未

能破案，但在2014年9月，作者以科學鑑識證據，指認真正的凶手是波蘭裔移民Aaron 
Kosminski。

27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傷心農場：從印尼到墨西哥，一
段直擊動物生活實況的震撼之旅

商周出版
索妮亞‧法樂琪（Sonia 
Faruqi）

高中 9789864770380
14X21CM / 416頁 
/ 平裝 / NT$ 450

兩週的農場志工假期， 竟開啟一段直擊全球畜牧業最晦暗角落的探索！一位前華爾街

分析師，從明亮的辦公室踏入陰暗的農場， 從蹬著高跟鞋走過大理石地板，變為穿著

橡膠鞋陷於一地便溺， 從此，她看見了眾多我們不忍卒睹的現實： 遭到電擊限制行動

的乳牛、彼此自殺殘殺的雞、遭到殘忍閹割的小豬…… 諸多荒誕與扭曲的農場處境，

在充滿血淚的文字之間悄然流洩。 於是，她做了一個人生最大膽的決定， 開啟了一段

直探國際畜牧產業最黑暗角落的探索之旅， 深入加拿大的雞蛋倉庫、馬來西亞的養豬

設施，甚至墨西哥的養雞工廠， 試圖從更廣泛的角度，尋求一個改善動物處境的可

能。 幽暗不會獨立永存，只是因為缺少了光。  從你我心底燃起的微小善意，將會是這

些動物短暫生命裡最美好的明光。

28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騙局：為什麼聰明人容易上當？ 商周出版 Maria Konnikova 高中 9789864771257
14X21CM / 416頁 
/ 平裝 / NT$ 450

為何靈媒、算命師總能說到我們心坎裡？ 對方只是和你在電話中短短交談幾句，你就

願意為他做更多的事？ 原本只想買單一產品，最後卻花了大錢買回用不到的東西？ 你
自以為不會上同樣的當，事實卻正好相反？明知高報酬、高風險，你卻依舊捧錢上門

投資？知名作家暨心理學專家柯妮可娃，親身尋訪受害者的真實經驗，重現騙局原

貌。深入詐欺世界，向前人就教：電影《神鬼交鋒》主人翁艾巴內爾、大騙子戴瑪哈

，以及成功轉行的前詐欺犯洛維爾等人，找出騙局的模式，並藉助心理學的分析，以

科學方法揭露讓人眼花撩亂的詐欺手法的運轉機制，一窺騙子與受害者間的惡性食物

鏈：騙子選定目標、布下羅網，受害者渾然不覺地落入陷阱。在這趟關於騙術的驚險

歷程中，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如何看清騙局，避免跌入其中而錯失抽身良機。

28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沸騰的河流 : 亞馬遜叢林的探險
與發現（TED Books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Andrés Ruzos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3981886
12X18CM / 240頁 
/ 平裝 / NT$ 300

叢林是一個充滿傳說和幻象的地方，這條河的確真實存在，然而它為什麼會沸騰？ 國
家地理學會探險家安德魯‧盧梭一直記得爺爺說的傳說故事，在亞馬遜叢林深處有條沸

騰的河流，河水滾燙到可以泡茶、動物跌進河裡就馬上被煮熟。12年後他深入亞馬遜

叢林，尋找傳說中沸騰的河流。然而他卻發現河水流經的土地正面臨開發危機。地方

居民、非法牧農、伐木業者、石油公司、祕魯政府，各方人馬在這片土地上的利益角

力，原始環境逐漸被破壞。 跟隨著年輕探險家的腳步，《沸騰的河流》不只是追溯祖

先足跡的旅遊文學之作，更是反思人與土地間的關係。他必須保護這個神聖的場所不

被破壞。

28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莊子，從心開始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蔡璧名  高中 9789863981824
14X21CM / 420頁 
/ 平裝 / NT$ 480

身心的安定，是面對混亂的時代最有力量的武器 以淺顯的語言，契合現代生活的事例

，解讀莊子的治身心之道 暢銷書《正是時候讀莊子》、《穴道導引》作者蔡璧名最新

著作 懂得莊子之智慧，在逆境中，仍能放鬆身心； 在優勝劣敗的競走中，不會喪氣疲

憊； 在人生的驚濤駭浪間，也能安適無傷。

28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餐桌上的中世紀冷笑話：耶魯歷
史學家破解古典歐洲怪誕生活

大寫出版 Elizabeth P. Archibald 國中、 高中 9789865695552
15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50

專業歷史學家的爆笑考究，百幅古書插畫重現昔日的怪誕與創意耶魯歷史學家伊麗莎

白‧阿奇柏德深入中世紀古籍與手稿，發現19世紀前的歐洲人面對日常各種大小事，

展現出獨特的創意與智慧，從用大象的糞便驅除蚊蟲，到以貓的行為判定出門需不需

要帶把傘，並將這些聰明且怪誕的生活哲學發表在「先人有何妙計？」部落格，吸引

全球無數讀者追隨，成為最受歡迎的歷史部落格。 本書為阿奇柏德博士最新精心收集

，以年代久遠的文字與取自古書的迷人插畫，搭配幽默詼諧的評論，原中世紀、文藝

復興到啟蒙時代歐洲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樣貌更為讀者提供了獨樹一格的人生建議，

保證讓你捧腹大笑、詫異到搖頭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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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改變世界的100份文件：從奠基現
代科學的牛頓手稿到扭轉通訊結
構的第一則推特

大寫出版 Scott Christianson  國中、 高中 9789865695651
19X25CM / 224頁 
/ 平裝 / NT$ 560

雖然我們不需查閱文件的原始手稿，也能了解其意涵，但是手稿本身卻有著濃厚的象

徵意義，讓觀覽原件就像是瞻仰某種聖物，仿若親臨人類史上的重要時刻。 本書蒐羅

歷史長河中意義重大的文件原樣或現存最早的版本，從流傳數世紀之久、現今各國領

袖人物依然引為參考的《孫子兵法》，奠定民主基石的《大憲章》、激起無數革命的

《共產黨宣言》手稿，到達爾文用來簡略解釋「天擇說」的草稿、納粹正式有計畫性

地展開猶太種族滅絕的《萬湖會議議定書》，這些文件在世界歷史的進展扮演戲劇性

的角色，也形塑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及對歷史的追尋。

28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改變世界的100張草圖：從革新醫
學的人體解剖圖到顛覆音樂產業
的iPod原型

大寫出版 Scott Christianson  國中、 高中 9789865695712
19X25CM / 224頁 
/ 平裝 / NT$ 520

一切都從圖開始。一件衣服的製作、一棟大樓的建造、一個科學定理的發想、一場關

鍵戰略的推演，都得從粗略草擬的圖像開始。圖像幫助我們將抽象的思維具體化，是

創意實現的開端，也是梳整精細思路與理解事物的重要幫手。 時空橫跨三萬兩千年，

本書收錄100張改變世界前夕，實驗室、工作檯上那張最珍貴的原始圖像

28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圖解台灣廟宇傳奇故事：聽！郭
老師台灣廟口說故事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郭喜斌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366
17X23CM / 304頁 
/ 平裝 / NT$ 480

本書涵蓋面廣泛，包括神話與神仙故事、封神演義、春秋戰國群雄、唐宋歷史演義、

西遊記、台灣神明傳說等膾炙人口的故事。如果不能親臨台灣各地廟宇，那麼就讓郭

老師的說書，帶你一起紙上閱讀，遨遊歷史典故中的傳奇故事。

28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台灣老屋散策：穿街走巷人文慢
旅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張倫 高中 9789864431441
16X22CM / 272頁 
/ 平裝 / NT$ 450

老屋攝影家張倫以步行和單車的低碳旅行方式，用一年餘踏查全台灣，橫跨台北、桃

竹、中彰、雲嘉南、高屏、宜花東，探訪深具歷史的老屋街巷，挖掘老屋不為人知的

建築、歷史與改造故事。

28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教你讀懂文學的27堂課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湯瑪斯‧佛斯特｜Thomas 
Foster

高中 9789863592167
15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

這是一部關於生命的小說，它會讓你在忙碌的人生步伐中突然駐足，開始滿懷感激地

體會當下生命的美好。 ――《Glen Dumplex文學獎評審團主席Gerard Smyth》。這本書

涵括了文學作品典型的幾個重要主題、敘事技巧及形式，在閱讀的路上指引你，使你

的閱讀經驗更加豐富有趣，同時代來滿足。 讀完書想知道自己有沒有獲得佛斯特教授

的真傳嗎？全文末尾附上一篇短篇故事，讓你馬上應用文學閱讀技巧，並且能夠和佛

斯特及他的學生，針對這篇故事進行想法激盪，想要不學以致用都難！ 書末附上參考

閱讀書單，讓你暢遊浩瀚書海，治療你無可救藥的文學癮頭，在文學閱讀世界中成唯

一等一的專業讀者！

28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裸體抗砲：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
清史讀本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蔣竹山 高中 9789869205047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80

本書透過陰門陣、過癩、身體書寫、五通神、宗教器物與舶來品、性、纏足、瓷器、

茶葉等九篇故事，書寫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明清中國歷史。不僅呈現明清社會的感

官世界，也凸顯全球視野下的中西物質文化交流特色。

29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邁向柏林之路：德國土地與歷史
的迂迴與謎團

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Cees Nooteboom （賽斯‧
諾特博姆）

高中 9789869205092
14X21CM / 496頁 
/ 平裝 / NT$ 420

全書描繪出二戰後德國變換的風景，從柏林圍牆倒塌一直到今日。橫跨數十載的寫作

及修訂，以目擊者的觀點，別具洞察力地描述一九八九年的關鍵事件，及日後頗為艱

鉅的兩德統一之路。

29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看！情緒幹的好事：哈佛精神科
醫師執業40年的良心告白──接受
「人生就是不公平」，自豪「不
完美的我也是最好的自己」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奇光出版）

麥可．班奈特醫師（
Michael I. Bennett, MD）
&莎拉．班奈特（Sarah 
Bennett）

高中 9789869276153
15X21CM / 448頁 
/ 平裝 / NT$ 450

本書點出人們為解決問題常會許下哪些不切實際的願望，說明這些願望無法實現的部

分，並建議切合實際的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有效方法。本書傳授的都是成效最佳的完

備方法，而真正能幫助你妥善管理疾病和問題、與之和平共處的方法，才是你的救

贖！ 本書由哈佛醫學院畢業、執業40年的精神科醫師父親，偕同喜劇作家女兒共同撰

寫而成。作者有感於近年來求助心理醫師的人越來越多，也漸趨年輕化，又有許多非

專業、自稱心理治療大師的名嘴作家誤人不淺，因此決定透過十個人生最難解又最渴

望的面向，分享各種個案分析、快速診斷與解決方案，再加上喜劇作家的幽默見解，

幫助人們擺脫不切實際的期待，不再妄想改變無法改變的事，而是專注於自己能控制

的變數，才是解決人生難題的首要關鍵。

29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讀懂印象派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蘭絲瓦‧芭柏‧嘉勒（
Françoise Barbe-Gall）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584
17X21CM / 312頁 
/ 平裝 / NT$ 450

本書作者透過精選印象派的主要作品，為讀者勾勒出一條重新理解此一派別的脈絡。

對作品細節的放大將這種新穎的畫法極其清晰地展現。而「參考作品」部分則幫助讀

者獨自探索其他畫作。作者在每一章的開頭都先展示那一時期被視為正統的古典主義

和浪漫主義風格，隨後再將其與當時背負著嘲笑和譏諷的印象派作品相比較，相互間

的區別隨即變得不言而喻，發人深省。最後一個章節是專門為那些非印象派畫家繪製

的印象派畫作而設置的。

29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知名博物館：埃及博物館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Silvia Einaudi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676
17X21CM / 164頁 
/ 平裝 / NT$ 490

埃及博物館位於首都開羅，1858年由法國人馬里埃特創建，陳列著古埃及時期至古羅

馬統治時代的遺物。博物館裡收藏了許多從拉美西斯二世、圖特摩斯三世等法老、貴

族與大臣墓中出土的文物。著名的圖坦卡門墓內超過1700件珍品也長期於館內展出。

此外，還收藏了多具木乃伊。館內的展品深受埃及學家和考古學家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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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知名博物館：倫敦國家美術館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Daniela Tarabra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621
17X21CM / 164頁 
/ 平裝 / NT$ 490

倫敦國家美術館成立於1824年。收集了從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多達2,300件的繪畫作

品，包括達文西的《聖母子與聖安妮、施洗者聖約翰》炭筆素描、范‧艾克的《阿爾諾

芬妮夫婦像》、委拉斯開茲的《鏡前的維納斯》等著名畫作。由於其收藏屬於英國公

眾，因此美術館是以免費參觀的方式向大眾開放，但偶爾也有要收費的特展。

29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如何看懂一幅畫II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法蘭絲瓦‧芭柏‧嘉勒（
Françoise Barbe-Gall）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577
17X21CM / 312頁 
/ 平裝 / NT$ 450

作者採用了類似符號學的方法，各選取了10件有象徵意涵的自然物體與人造物品，深

入淺出地向我們解釋畫中物體或物品所象徵的意涵。當你瞭解了這些日常物體的象徵

意涵時，平凡的物品突然顯現出莊嚴的另一面，整幅畫的背景氛圍及人物表情也有了

不同的詮釋，原來畫家並非故弄玄虛。藝術作品裡常常大量使用各種形式和物品來傳

達抽象的意涵：愛、盼望永生、忠誠與背叛，這些在歷代名畫裡都是不斷重複的主

題。

29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知名博物館：普希金博物館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Simonetta Pelusi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652
17X21CM / 164頁 
/ 平裝 / NT$ 490

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是俄羅斯收藏外國美術作品數量僅次於特列季亞科夫畫廊的博物

館，1937年時，為了紀念俄國詩人普希金辭世百週年，改名為普希金博物館。館中收

藏了64萬件以上歐洲著名的雕塑和繪畫，包括林布蘭的《以斯帖的邀宴》、竇加的

《藍色舞群》及畢卡索的《踩在球上的雜技演員》等。

29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知名博物館：梵谷博物館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Paola Rapelli 國中、 高中 9789862925669
17X21CM / 164頁 
/ 平裝 / NT$ 490

梵谷的弟弟西奧收藏了200幅梵谷的畫作和500幅素描，還有梵谷寫給西奧的信850多封

，加上他的友人及當代畫家的精選作品，後來形成了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中出色的

收藏，該館收藏的梵谷作品是世界上最多的。重點展品包括《吃馬鈴薯的人》、《在

亞爾的臥室》及《向日葵》等。

29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臺灣 沒說你不知道：生活在這塊
土地的你可以拿來說嘴的七十則
冷知識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尖端出版

每日一冷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1065519
14X21CM / 200頁 
/ 平裝 / NT$ 280

關於臺灣你還想知道什麼？七十則關於臺灣的日常逸聞、風俗文化、歷史變遷，期待

居住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的你我他，重新關注過往視而不見的趣味美好，臺式生活好

奇心再發現。

29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蚵仔煎的身世：台灣食物名小考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貓頭鷹出版

曹銘宗 高中 9789862623121
17X23CM / 256頁 
/ 平裝 / NT$ 390

全球美食天堂台灣，代表性小吃多不勝數，但你想過這些美食是怎麼來的嗎？它們的

名稱又有什麼特殊意涵？ 本書旁徵博引，透過大量蒐集的資料，加上作者滿滿的好奇

心與聯想力，帶領讀者從《黃帝內經》談到基督宗教聖歌，從網路閒聊說到字典考證

，展開一場精采的百年美食文化考察之旅。

30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台灣史新聞（最新增訂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貓頭鷹出版

曹銘宗 高中 9789862622872
19X26CM / 248頁 
/ 平裝 / NT$ 510

台灣最古老的新聞通訊社，跨越六百萬年的史料首度面市！用新聞形式說歷史，圖文

並茂，希望還原歷史真相，帶領讀者重新來到事件發生的現場，甚至直接感受台灣島

誕生之際的地質衝擊，讓讀者體驗身歷其境的真實。

30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非洲鈔票故事館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莊銘國 國中、 高中 9789571185538
23X17CM / 352頁 
/ 平裝 / NT$ ---

帶您探索神秘非洲的人文藝術殿堂。什麼是非洲五霸？罕見的「霍加皮」是指什麼？

非洲對我們而言，既遙遠又陌生，從非洲鈔票中，我們得以窺見非洲人文史地與政經

科技的縮影。

30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Thomas Darnstädt 高中 9789869351805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80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估算： 德國的刑事判決很可能有四分之一是冤案！為什麼連德

國也有這麼高的冤案比例呢？這本書舉出近幾年許多個不同類型的案子，講述它們匪

夷所思的偵辦與審判過程，指出其中出現哪些關鍵錯誤，也訪問了法官與律師，以及

受司法單位委託諮詢的外部鑑定人。從這樣的仔細檢視當中，可以看到冤案為何發生

，或許也讓我們更加瞭解應該如何改善。本書作者是德國《明鏡週刊》資深記者，擁

有法學博士學位。他長期關心德國的人權法治狀況，這本書就是他對司法失誤問題的

回應，也十分值得做為臺灣的參考。

30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台灣之光：60盞特色路燈大放閃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賴加瑜、潘薏心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979
14X21CM / 146頁 
/ 平裝 / NT$ 280

有趣的路燈「路上觀察學」，開眼界也長知識。你知道除了一般的倒L形路燈，台灣各

地還有以螢火蟲、白鷺鷥、長頸鹿、太陽花、青蔥、自行車、飛機……這些蟲魚鳥獸

花草、交通工具等為主題的造型路燈嗎？兩個年輕女孩實地環走台灣，還跳島至小琉

球、蘭嶼，進行田野調查，精選60盞特色路燈，挖掘設計背後的文化風土小故事，並

以巧手繪製成版畫風格的路燈圖像，不但讓人眼界大開、嘖嘖稱奇，還會讚嘆：原來

，台灣的路燈這麼美！

30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地方：51個
世界上最不尋常的地點

遠流出版 Travis Elborough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252
19X26CM / 224頁 
/ 平裝 / NT$ 380

本書作者四處尋訪，挖掘世界上不為人知的風景，羅列出世界上一些奇特、讓人好

奇、「令人覺得不可能有這種地方存在」的地點。每個地點讓人覺得不大可能存在的

原因，有的是當地的建築，有的是現在或過去存在的狀態。這些因素可能一開始時便

存在，或者是稍晚之後，又或者在近期才產生。

30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活在民國也不錯 野人文化 林懷青 國中、 高中 9789863841630
17X23CM / 336頁 
/ 平裝 / NT$ 380

一本非典型民國百態史！ 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

愛、辦會館...... 一段文藝復興和軍閥混戰同台演出的 民初風範百態史！ ★本書搭配近

百張民初珍貴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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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背離親緣 上》

《背離親緣 下》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高中 8667106505154
17X22CM / 928頁 
/ 平裝 / NT$ 1020

榮獲2015中時開卷年度翻譯類好書獎 作者窮盡十年時間，針對三百個擁有異常孩子的

家庭進行深入且多次的拜訪：聽力正常的父母生出聾人後代、芭蕾舞者生出侏儒女

兒、華爾街精英生出唐氏症寶寶、異性戀父母生出同性戀、平庸的父母生出神童、慈

愛的父母生出殺人犯，以及自閉症、殘障、跨性別、思覺失調（舊譯：精神分製）…
…這本書就是探討這些掉到另一個世界的果實，他們作為與家庭成員及社會大眾都格

格不入的差異分子，如何尋找自我的身分認同，同時也探討了為人父母的重大意義。 
這是本兼具心理學和社會學意義的專著，而很少人能把意義如此嚴肅的研究寫得如此

溫柔、動人而心碎，而這正是因為作者在書寫他人的經歷時，也注入了自己的生命經

驗，並反思自己傷痕累累的人生。

30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李開周 國中、 高中 9789571365213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280

會吃，會玩，宋朝新年比聖誕節更熱鬧 宋朝是個魅力十足的朝代，商業發達、文化繁

榮，市井小民的小日子過得舒舒服服、多采多姿。距離我們七、八百年，但現今的新

年習俗幾乎都能從宋朝找到源頭，像是祭灶、擺春飯、壓歲錢、除夕守歲、元旦燒

香、貼春聯、放鞭炮、初二回娘家、十五元宵等，都能和宋朝遙相呼應。 但宋朝過年

還是有些與現代不太相同的地方，你知道皇帝過年仍然得上朝嗎？宋朝人的春節假期

比現代人短？宋朝的冬至和臺灣的尾牙有何異同？送灶神的習俗有何特殊之處？且聽

作者娓娓道來，看看會吃、會玩的宋朝人怎樣把新年過得豐富又熱鬧，書末並附宋朝

新年小辭典和新年習俗。閱讀本書，有如身歷其境般趣味盎然，彷彿與宋朝人一起度

過既熱鬧又舒心的新年。

30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史料未及的奪命內幕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譚健鍬 國中、 高中 9789571367705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以現代醫學思維，在歷史轉角處探祕 回到千百年前問診把脈，探查歷史人物死亡真相 ‧
帝王後宮嬪妃如何使用麝香彼此爭鬥？ ‧養生之道、上帝仙方，對付病痛竟有反效果？ 
‧太平天國洪秀全真正死因，竟連歷史課本都寫錯？ ‧呂后怎麼把親生兒子活活嚇死？ ‧
品嘗美食是樂事，如果得用生命做代價呢？ 死生之事不是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而是

歷史的一部分。 大清皇子夭折、康熙八公主難產、慈安太后暴亡、天啟皇帝早逝，以

抽絲剝繭的方式梳理其中的因果脈絡；而司馬師壯志難酬、宋太宗臥床不起、曾國藩

溘然長逝、光緒帝含恨駕崩的探祕，更能讓讀者品出歷史傳奇的味道。

30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跟莎士比亞學創作：連好萊塢金
牌編劇都搶著學的20個說故事密
技

商周出版 J.M. Evenson 高中 9789864770229
14X21CM / 232頁 
/ 平裝 / NT$ 320

本書首創以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經典劇作為例，深入檢視編劇寫作的基本要義。從莎

士比亞最偉大的劇作中發現永垂不朽的主題，加以深入剖析並改寫成實用的寫作建議

，進而為莎士比亞的創作何以能如此強而有力地憾動人心，提供精闢的洞見。 　　當

中以大量當代賣座電影作為輔助範例，證實這些敘事技巧為何能一再打造暢銷劇作，

每章最後並列出參考片單和三個小練習，讓讀者除了深入了解莎士比亞的魔力外，還

能將這些技巧運用在自己的創作上，打造扣人心弦的好故事。

31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
的人們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陳天璽 高中 9789869335300
15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60

何謂國籍？何謂民族？認同的基礎又是什麼？這是一個面對國家與歷史，深入思考實

際體驗的真實故事。當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

交，在日的台籍華僑面臨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在日的台灣人究竟要以沒有邦交的「中

華民國」身分住在日本比較好，還是將國籍改為有邦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較

好？又或者，歸化入日本籍更好？這是作者陳天璽一家人遇到的難題，陳家縱使心繫

台灣，卻不能不面對台日無邦交的現實問題；縱使擁有歸化日本籍的選項，卻因為身

在異地、無論如何打拼總是被視為外來者的矛盾心結，使得陳家人最終選擇了「無國

籍」。

31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世界各地的孩子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Reina Ollivier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0651
25X26CM / 38頁 / 
精裝 / NT$ 300

想知道世界上其他國家孩子的事情嗎？你可以透過這本書，進行環遊世界之旅喔！為

什麼亞洲小孩小眼睛比較小，非洲的小孩有深色皮膚呢？南美洲的人都說什麼語言

呢？哪裡的人喜歡烤肉和無尾熊？為何這個世界會變得這麼多元、有趣呢？

31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上一堂有趣的文學課：從莎士比
亞到J.K.羅琳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Katharina Mahrenholtz 、
Dawn Parisi

高中 9789573278108
17X23CM / 192頁 
/ 平裝 / NT$ 380

本書收錄世界文學最重要的著作，從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

唐吉訶德、歌德的浮士德、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到大家耳熟能詳的基度山恩仇

記、咆哮山莊、簡愛、愛麗絲漫遊奇境、罪與罰、湯姆歷險記、安娜‧卡列妮娜、福

爾摩斯、綠野仙蹤、野性的呼喚，以及傳頌一時的追憶似水年華、尤里西斯、審判、

大亨小傳、荒野之狼、飄、麥田捕手，更含括百年孤寂、玫瑰的名字、哈利波特……
，不管是文學新手，或者是閱讀歌德還是托爾斯泰的文學內行人，都能舒服地拿起這

本書，隨著引導徜徉在世界文學的冒險之旅，輕鬆遨遊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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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在世界與我之間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Ta-Nehisi Coates 國中、 高中 9789869351829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320

我認爲這本書很可能是今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用一個非常私人化的視角去探

討政治問題，反思了政治體制尤其是警察系統的無能和效率低下對黑人的影響──不

僅是恐懼，更是絕望，你覺得自己對改變政治現狀完全無能爲力。──美國國家圖書

獎基金會執行主席奧根布勞姆（Harold Augenbraum） 本書出版後引起廣泛爭議，使科

茨屢屢成為種族問題討論的代表人物。《經濟學人》書評稱，「科茨的書信體不僅形

式陳舊，而且滿腔憤怒。」然而科茨不是在控訴，而是深刻呈現種族不平等的影響。 　
　他也不販賣絕望，鼓勵兒子要奮鬥下去。《在世界與我之間》既是傑出的回憶錄也

是美國民權運動史的批判之作。

31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校園綠色廚房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遠足文化）
宋秉明 國中、 高中 9789869351263

17X23CM / 192頁 
/ 平裝 / NT$ ---

食與農曾經是日常生活中，必備的基礎生活知識，隨著食品產業的結構改變，多數家

庭廚房處於廢棄邊緣，食物如何生產、製造、販售、烹調，每一個環節都已成為專

業。專業，等於距離，越專業的事物，距離越遠，越顯得與己何干？這些事如果是生

活的基礎，又與環境息息相關，那麼不學習的後果，就是在蒙昧無知的狀態下，失去

了生活的自主權，也加入了環境殺手的行列！ 《校園綠色廚房》從最實際、最生活化

的角度「吃得健康」出發，為了台灣人與土地的健康而努力不懈（你有看過 在田裡播

放佛法開示眾生物的畫面嗎？）。十年的精華濃縮成這本《校園綠色廚房》，協助導

引我們爭回「健康飲食生活自主權」。

31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馬上了解中東與伊斯蘭世界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宮崎正勝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083
14X21CM / 280頁 
/ 平裝 / NT$ 330

本書從「最早的人類小世界」開始，讓讀者逐漸掌握中東歷史發展至今的脈絡，當中

不只包括伊斯蘭文化的入門基礎知識，更加入圖解元素使讀者能迅速掌握關於中東的

知識、幫助釐清概念。

31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竟然這麼簡單的經濟入門書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塚崎公義 高中 9789864431748
14X21CM / 232頁 
/ 平裝 / NT$ 280

本書集結許多與民眾切身相關的經濟問題而成的經濟入門書，內容中沒有艱澀的算式

或是繁雜的圖表，而是從日常生活必然會看見、聽見的人事物解說經濟。

31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 叛逆、對
抗、思辨──哲學家三部曲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牌出版）

飲茶 やむちゃ 高中 9789865797713
14X21CM / 360頁 
/ 平裝 / NT$ ---

「思辨」是現今社會最重要的能力，「叛逆」又是思辨最根本的能源。因此我們需要

哲學，「哲學史」不會告訴我們答案，但「哲學」會觸發我們反動的神經，為人類的

未來找到答案。

31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園藝達人的50個親子植物遊戲 遠流出版 林雨澤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375
17X23CM / 224頁 
/ 平裝 / NT$ 320

生活周遭處處是植物，只要腦筋一轉、巧手一施，大自然裡俯拾皆是遊戲的好材料！ 
本書介紹了50種植物遊戲，都是利用郊野等處最常見的野花、野草作為材料，藉由協

助孩子認識與遊戲的過程，不僅給予他們想要的陪伴，也能適度將孩子導離3C的場域

，透過接近自然、認識自然，進而體驗自然的奇趣與美好。別讓孩子宅在家，一起走

向戶外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吧！

31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與東
西洋史觀的終結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岡田英弘 高中 9789865842819
15X19CM / 304頁 
/ 平裝 / NT$ 350

史學名家將告訴你歷史課本裡失去真相的世界史！ 《世界史的誕生》乃史家岡田英弘

面向大眾讀者所寫的顛覆史觀之作，不僅跳脫出歐洲中心（對立）和中國中心（正

統）論，更以宏偉筆調，呈現出一部以蒙古等遊牧民族視角所型塑之真實的「世界

史」。

32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聲音的奇妙旅程 馬可孛羅文化 Trevor Cox 高中 9789865722845
15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60

獨厚視覺、聲音缺席，世界將失色一半。 一個聲學奇蹟的收集者，帶領我們從盧瑞鐘

乳石洞大鐘乳石管風琴、馬雅的庫庫爾坎金字塔的鳥鳴階梯、鳴唱的沙丘……去追尋

聲音，透過「清耳朵」改變我們聆聽的方式，重新讓聲音活起來。

32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狂放思考學：京都大學超人氣全
球化講堂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奇光出版）

山極壽一 國中、 高中 9789869276177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300

球化浪潮瞬息萬變，就業市場消長快速 想成為永遠不會被淘汰的搶手人才，你一定要

懂――― 狂放思考學＝狂野發想術╳放泥（funny，おもろい）學習法 日本人氣NO. 1
京都大學校長開講！  透過本書，你將知道如何累積跨越文、理範疇的知識能量，在

「對話」中切磋、碰撞、淬鍊，進而確認自己的存在價値，找出自己最正確的位置，

在險惡的全球化叢林中存活並活得精采，不論身在哪裡，都能成功融入異文化，成為

全球搶著要的頂尖人才，看見「豪華的世界」、看見未來那個更好的自己！

32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一起去看戲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Florence Ducatteau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70620
25X26CM / 38頁 / 
精裝 / NT$ 300

你知道什麼是戲院嗎？在戲院可以做什麼事呢？你知道戲院的歷史有多悠久嗎？除了

演員之外，一齣戲的組成還有什麼重要人物呢？世界各地的劇場都一樣嗎？你知道什

麼是皮影戲嗎？

32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動物們的讀書會-繪本職人的閱讀
地圖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賴嘉綾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4456789
23X17CM / 272頁 
/ 平裝 / NT$ 320

從身為母親陪伴小孩閱讀到成為一位致力推廣閱讀的繪本職人，作者認為閱讀並不一

定要有目的，但是閱讀會帶來許多無法預期的附加價值，如閱讀英文繪本，不知不覺

中英文變好了；對於線條、顏色變得敏感，美感也提升了；對於哲理，其中的短短一

句話往往扭轉人生。這一切美好的發生，都要從選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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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伊恩．強森(Ian Johnson) 高中 9789869356244
17X22CM / 320頁 
/ 平裝 / NT$ 350

三個底層中國的故事，三個關於正義、權利和命運的悲劇。 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老

百姓，如果受到政府不公平的對待，他們大概無法爭得正義；作者冷靜克制、不動聲

色的描述，呈現出當下中國荒謬的法律體制、令人瞠目結舌的維穩制度以及執法者的

殘暴。這本書也改寫了我們對底層中國的想像――其實，它如野草般頑強不屈，充滿

韌性的變革動力。這些小人物抗爭不公不義的故事，不管是出自狹隘利益的驅使，還

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召喚，都顯示了人類良知無法壓制的力量，也代表著一股正在撼動

中國的力量，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僅僅維持著一個無縫的表象。而這些底層的故事

，正是中國政治進步的希望之所在。

32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浮世物哀——時尚與多向度身體 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方太初 高中 9789865716691
14X21CM / 328頁 
/ 平裝 / NT$ 360

物哀，對「物」有所感，而有所哀，時間的消逝體現在時裝上，穿衣者以衣飾體現生

死哀戚，如同物哀。香港作家方太初書寫時尚，也書寫了衣飾與人如何穿梭在不斷流

動的時間與空間之中，東方與西方兼論，古典與當代互涉，一本融合了詩學、美學、

哲學與文學的時尚之書。

32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這不是英語：從語言看英美文化
差異的第一手觀察誌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艾琳．莫爾 Erin Moore 高中 9789862355350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20

從語言開始，具體而微的英／美迷你文化史。共三十一個章節，每章都以一個單字出

發，旁徵博引、深入淺出探討飲食、階級、婚姻、性別、教育……諸多層面，內容機

智詼諧，深具洞察力。

32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飛行的奧義：時間、地理、科學
，詩人飛行員探索天地奧祕的自
然觀察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馬克・凡霍納克Mark 
Vanhoenacker

高中 9789862355237
14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80

《紐約時報》年度百大注目好書，現役747飛行員第一手記述細述在全世界不同地理位

置快速移動的地點錯置感，每個城市獨有的氣候、步調、天氣、歷史文化、味道，還

有天空國度的空域、航點等命名的由來與軼事。

32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每一天的街頭冒險：解讀現代都
市生活各種趣味潛規則（TED 
Books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Kio Stark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981879
12X18CM / 184頁 
/ 平裝 / NT$ 300

即使每天走同一條路，也可以充滿驚喜。 本書帶我們留心生活，發現觀察的美好。 跟
陌生人說話，竟能讓自己的存在更真實，瞬間打中你最深層的情感。 作者在自己七年

的街頭觀察實驗與研究中發現，比起自己的家人朋友，人們更願意跟陌生人吐露心

聲；面對陌生人，反而更覺得被理解。這種特殊的親近感帶給我們的價值，就跟家

人、朋友帶給我們的一樣，也讓我們轉變觀點，對周圍的環境更敏感、開放。你將能

得到全新的視角，真正地覺察外在的世界。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而不是一張

張被分類的標籤。四周充滿了等著你嘗試的冒險，

32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動物國的流浪者 啟動文化 鄧紫云（兜兜） 國中、 高中 9789869234849
17X23CM / 256頁 
/ 平裝 / NT$ 360

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十屆得主鄧紫云，以流浪為名、以動物為題，踏上印度大陸。 
屬於二十世代的流浪旅行，是一段充滿疑惑與思辯的旅行，充滿愛與關懷的旅行，也

是充滿現實與脆弱的旅行。逼迫共同經歷這段旅行的你我，拾起久違的深刻反省，重

新思考價值觀的選擇，面對自己、動物家人和地球母親，我們是否該再多想想並且有

所改變？

33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靈魂的場所：一個人的獨處空間
讀本

李清志 高中 9789862137048
17X23CM / 256頁 
/ 平裝 / NT$ 420

本書以七個人生重要課題（孤獨、思考、信仰、死亡、歸零、內省、和解）切分， 15
篇文章搭配一百多幀精采照片，深入淺出地介紹了世界各地33所「靈魂建築」。

33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故事裡的不可思議：體驗兒童文
學的神奇魔力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河合隼雄 國中、 高中 9789863570813
19X13CM / 312頁 
/ 平裝 / NT$ 380

作者透過豐富的文本，從《金銀島》、《愛麗絲夢遊仙境》到《小熊維尼》等多國兒

童文學中，以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一一解析這些「不可思議」的元素，到底是如何帶來

了神奇的療癒魔力。

33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老物潮：收藏者的回憶加值學 遠流出版 蘇拉圖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17X23CM / 288頁 
/ 平裝 / NT$ 390

蘇拉圖從買下第一座老鐘開始，「收藏」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至今二十多年，小到

從套圈圈得來的陶瓷戰利品，大到門板上的彩繪門神，一件一件都有故事與回憶，也

有趣味與實用性。

33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在滿洲──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
旅程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梅英東( Michael Meyer ) 高中 9789865842765
17X22CM / 384頁 
/ 平裝 / NT$ 380

滿洲（東北），似乎是一塊沒有歷史、沒有未來、與我們無關的土地。隨著作家梅英

東的足跡，這塊土地的味道、歷史記憶、各色人物和正在發生的故事，撲面而來，栩

栩如生。本書以位於吉林省的「大荒地村」開場，這裡的農民原本按照二十四節氣耕

作，如今被一家政府資助的私人企業以發展之名招攬契作。農民被胡錦濤親自視察並

期許的「東北第一村」之名所吸引，也被企業傳單上所塑造的美好生活蠱惑，而放棄

了黑土地的傳統生活方式……滿洲（東北），是一部今日中國的縮影。

33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窮人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威廉．福爾曼( William 
T. Vollmann)

高中 9789869335317
16X23CM / 480頁 
/ 平裝 / NT$ 520

「你為什麼窮？」作者帶著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場橫跨世界各地、歷時二十五年的採

訪紀錄，探索什麼是「貧窮」，引人反思貧與富的真義。 從泰國、日本、哈薩克，到

塞爾維亞、俄羅斯和美國等地，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威廉・福爾曼橫跨亞洲、非洲、

俄國、東歐和美洲，在全球各地的城市和鄉村，向人提問這個簡單無比、卻又具深意

的問題——「你為什麼窮？」經過無畏無懼的深入採訪，他得到前所未聞、對於貧窮

的獨特觀點。書中文字同時結合紀實攝影，讓讀者對窮人陳述心境時的思緒和情緒感

同身受，從而在他們身上看見驕傲、痛苦、錯誤與尊嚴，體會窮人在辛苦求生的韌性

中蘊含的力量，進而反思人類在階級、信仰、態度、貧富的定義和認知，是一部以獨

特風格探討「貧窮」這個永恆社會問題的報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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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米原萬里的口譯現場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米原萬里米原万里 高中 9789869274197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40

開創口譯界「神的領域」，轟動日本翻譯界、文藝界的出道代表作！ 「日本史上最強

俄語口譯」、綽號「毒舌萬理」的米原女史，第一本「口譯」學經典著作。「口譯現

場」不只是轉換語言，更是異文化、民族的對弈領域。這裡爭的是分秒、國情、偉人

地位，上演著文化摩擦下火花四射的悲喜劇。「溝通要成立」，依賴的則是口譯的才

情、知識、經驗。與無聊絕緣X同步口譯的現場── 「除了各種國際會議，舉凡拷問

戰俘、工廠現場、醫生問診、酒席交談、契約交涉、記者會、學術研討……都可以看

到口譯員的身影。說得誇張點，人類全部的所做所為，需要相異語言溝通之處，全都

是口譯的守備範圍。」

33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行路遠方，與貓相愛的練習曲：
一個貓痴攝影師橫跨歐、亞、非
，繞地球兩圈半的追貓紀行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山岳文化

李龍漢（이용한） 國中、 高中 9789862486047
14X20CM / 384頁 
/ 平裝 / NT$ 450

韓國人氣貓咪攝影師李龍漢用文字和影像帶你走訪貓咪天堂。橫跨歐、亞、非3大洲，

飛越18,000哩，行經摩洛哥、土耳其、日本、台灣、印度、寮國6個國家，拜訪逾30個

城市，集結超過380張精彩照片和24篇貓特輯捕捉各地的「貓風景」，以感性的攝影視

角和細膩的筆觸挖掘「貓」帶給人們的啟示：「愛貓是信仰、是生活，但要能在貧困

的生活裡，付出心力照顧貓咪，仍不是件簡單的事！」

33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香奈兒五號香水的祕密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緹拉．瑪潔歐( Tilar J. 
Mazzeo )

高中 9789865842697
15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80

香奈兒曾說：「女人應當聞起來像女人，而不是一朵花。」許多關於「CHANEL 
No.5」誕生的說法，那些世人已知、不斷重述的經典情節，還有它如何成為奢華代名

詞等背後的迷霧，都不過是半真半假、集體幻想、甚或全數捏造而成的產物。然而，

傳奇掩蓋下的真相，有時竟比任何小說更顯離奇動人。這是一瓶傳奇香水的故事，也

是一段引人入勝的歷史，更是一位二十世紀最複雜、最特別的名女人的人生；而當中

，欲望與失落交織緊密。

33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湯德章　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
氣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門田隆将 高中 9789862941423
14X21CM / 424頁 
/ 平裝 / NT$ 499

過去，你可能不曾聽過他的名字，但他一生秉持的正直信念，以及在二二八事件中彰

顯的正義與勇氣不該被遺忘，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前夕，必須認識的重要人物──他是

湯德章。

33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戰鬥與力量：第四屆御宅文化研
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
通大學出版社）

國立交通大學數位動畫
文創學程 梁世佑 編

國中、 高中 9789866301858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

各種形式的戰鬥表現與力量呈現構築了當代ACG作品的主要骨架，在這些作品中有什

麼樣的寓意？如何被設計？又展現了什麼樣的世界觀或價值觀？14篇文章皆以紮實的

文字力道展現遊戲人生的戰鬥，也展現動漫研究的力量。

34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販賣懷疑的人：從吸菸、DDT到
全球暖化，一小群科學家如何掩
蓋真相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左岸文化）

Naomi Oreskes ＆ Erik M. 
Conway

高中 9789865727390
15X21CM / 496頁 
/ 平裝 / NT$ 520

究竟為什麼，原本該致力挖掘自然界真相的科學家，會刻意扭曲同儕的研究成果？ 為
什麼他們要散布毫無根據的指控？為什麼就算觀點已經證實並非事實，他們仍然拒不

修正？ 為什麼就算他們的主張已經被一一踢爆不實，媒體還是每年不斷引述？本書最

令人激賞之處，是兩位作者把目光指向科學界的內部政治，透過大量的文獻資料調查

，拼湊出主導「販賣質疑」的科學系譜。就如不久前知名科學社群「PanSci泛科學」和

味全合作事件引發社會不小的爭議我們需要仔細審查每位科學專家的身份，若對權勢

者的政治運作習焉不查，也有可能賠上長期努力建立的科學信譽。――杜文苓（政治

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34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一起向校園霸凌說「不」!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鄭又珍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9379144
18X24CM / 96頁 / 
精裝 / NT$ 250

拒絕校園霸王龍！ 根據教育部發佈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霸凌不單指暴力相向，

還包含騷擾、排擠……等， 別讓孩子成為下一個事件的受害者／加害者！

34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貞節只是個傳說──你不知道的明
清寡婦故事

獨立作家（秀威資訊） 劉佳、周晶晶 高中 9789869363013
14X21CM / 300頁 
/ 平裝 / NT$ 360

本書挖掘出一個個血淚交織、曲折獵奇的寡婦故事，描繪出明清時期的寡婦眾生相，

引領讀者一窺當時多樣且自由的女性面貌，也讓原本埋藏在史料中的古代女性形象重

新被解放出來！作者以紮實的文獻考據與通俗的書寫筆法，從社會功能的角度，一一

分析貞節列女現象的合理性和人們對道德的實用主義態度，為讀者提示出更多元反思

的空間。

34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
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
麼不公平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

高中 9789862355374
14X21CM / 400頁 
/ 平裝 / NT$ 420

懷疑並非正義之敵，盲目的確信才是。完整討論受害者、嫌疑人、法官、檢察官、證

人、專家、群眾……刑事判決中各個行動者的視角如何受限，藉助最新科學研究成果

，直探人性誤區，提出解決之道！

34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困在身體裡的男孩——11年動彈
不得，運用心靈力量重生的真實
故事

商周出版
馬丁．皮斯托留斯 
(Martin Pistorius)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302128
21X14CM / 304頁 
/ 平裝 / NT$ 360

馬丁十二歲時莫名生了一場怪病，不到十八個月內他失去言語能力，困在輪椅上，無

法進食。醫生束手無策，只能告訴他父母，這是一種未知的退化性疾病，他們的兒子

只剩下嬰兒程度的心智，而且活不過兩年。 發病十三年後，馬丁終於為動彈不得的身

體敲開一扇窗，讓大家發覺他其實一直都在。雖然僵坐在輪椅上而且無法說話，可是

他很快就適應了電腦科技，開始和人溝通。在那之後，身心發展突飛猛進。他排除萬

難完成大學學業，學會開車，開啟網頁設計的一片天，並且找到一生摯愛組成家庭。 
馬丁的積極能量感染到每一個接觸他的人，他藉本書告訴我們，愛與心靈的強大力量

可以跨越重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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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中國古典小說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夏志清, 劉紹銘/校訂 高中 9789863231837
14X21CM / 464頁 
/ 平裝 / NT$ 480

中西方漢學近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代表作──首度以西方文學研究方法，評析中國古典

小說作品的劃時代論述著作。除了是中國近代文學相關研究的入門必讀之書，亦經常

為學界及藝文界所引用，全書共分七章，全面地對六本中國文學名著做了有系統的評

述。

34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數學的戀愛應用題（TED Books
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Hannah Fry  高中 9789863981275
12X18CM / 204頁 
/ 平裝 / NT$ 249

愛情，人類最廣泛討論、複雜又費解的課題，其實充滿了模式。 數學，是非常實用的

解題妙方。 找到真愛的機率是多少？英俊、貌美到底重不重要？ 網路交友是怎麼運作

的？如何選擇傳送訊息的對象？ 約會後要打電話給對方嗎？什麼時候該找個人定下

來？ 世界萬事萬物幾乎都可以用數學加以分析，愛情也不例外。

34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鬼怪不想讓你知道的50個祕密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索非亞(劉柏君)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426752
14X21CM / 128頁 
/ 精裝 / NT$ 280

為什麼關於鬼怪的事情，大人都不說， 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鬼怪？ 如果有鬼怪

，他會嚇我嗎？會害我嗎？ 如果有壞妖怪，我該怎麼做，才可以保護自己呢？

34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圖解台灣史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王品涵、郭婷玉、許雅
玲、莊建華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991
17X23CM / 304頁 
/ 平裝 / NT$ 480

給新世代新青年認識台灣歷史的新課綱。本書採新一世代歷史專家之史觀圖解台灣從

史前到四百年歷史的發展，並延伸介紹事件中關鍵人物與歷史現場，成為提供重新思

索歷史時空的最佳讀本之一。

34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黑潮洶湧：關於人、海洋、鯨豚

的故事
網路與書 張卉君 高中 9789862137499

17X23CM / 188頁 
/ 平裝 / NT$ 280

「黑潮」為臺灣海洋環境組織，載負著海洋記憶。六段虛實交錯的藍色身世、六個陸

地上長腳的說書人，揉合小說與散文，記述人與海洋間的真情故事。

35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天才藝術家：林布蘭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Stefano Zuffi 國中 9789862925607
17X21CM / 160頁 
/ 平裝 / NT$ 450

林布蘭是巴洛克繪畫的代表藝術家，被稱為荷蘭史上最偉大的畫家。他的作品題材多

樣，從經典的歷史場景、故事傳說到日常生活與人像。著名畫作有《夜巡》、《月亮

與狩獵女神》及《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等，包括一系列超過100幅的自畫像。充分運

用光影的效果，讓畫中人物栩栩如生。林布蘭表現的並非人物的美貌或財富，而是經

過深刻洞察後的人性與內在心理，他曾如此自許：「我的靈魂不追求榮耀，但追求自

由！」

35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另眼看歷史--中、日、韓、台三
千年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呂正理 高中 9789573278863
17X23CM / 574頁 
/ 平裝 / NT$ ---

本書是一部客觀而簡要的通史，以全域視角講述中、日、韓、台的長程歷史，包括各

個民族的起源、朝代興衰，並重點展現歷史上的雙邊或多角互動關係，及深層的文化

交流和影響。

35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種子船的奇幻漂航：一場跨越國
境的創作之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林舜龍 高中 9789573277934
17X23CM / 224頁 
/ 平裝 / NT$ 350

這本書，就是藝術家將這個結合跳島旅行、公共藝術創作、藝陣表演劇場與社區營造

的多面向藝術行動，以「書」的形式重新轉化的創作演出，藝術家豐沛的能量，透過

風格強烈的文字與手繪淡彩速寫，圖文並茂完整呈現一場精采的公共藝術創作過程，

不僅讓閱讀者彷彿親臨創作現場，跟著藝術家一起參與瀨戶內藝術祭，進而發現，原

來透過藝術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地域與世代的藩籬，喚起人與人之間共生共存的情感

連結。這也正是這場獨特的紙上漂航行旅將帶給讀者的寶藏。

35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彰化小食記（增修版）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陳淑華 國中、高中 9789573278559
17X22CM / 360頁 
/ 平裝 / NT$ 450

彰化，被作家舒國治譽為全台最好的小吃所在，也是作者陳淑華味覺記憶的原點。這

回，繼《島嶼的餐桌》後，她將關注的飲食田野移駐到家鄉彰化，透過擅長的文化田

野爬梳，細細追索彰化街頭小吃的源流，於是從兒時生活的記憶出發，循著上個世紀

二、三○年代作家賴和、楊守愚筆下描述的場景，八○年前後「古蹟仙」林衡道與《野

外雜誌》記者踏查的步履，以及更近一些約莫世紀之交舒國治的漫遊地圖等，交織出

彰化街頭飲食在傳統的執著中所創造出的顛覆滋味，串連起一趟穿越百年的彰化小吃

奇幻旅程，在展現地方風格的味覺堅持裡，找到孕育它的力量所在。

35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
與強人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岡本隆司 高中 9789869384407
15X19CM / 256頁 
/ 平裝 / NT$ 320

俗吏？強人？創建新軍、改革政制、拉攏列強、重立帝制。賣國求利？民族罪人？在

近代中國政治人物中，袁世凱不僅被日本人形容為「梟雄」、「權謀者」，愛好權

力、無節操，更被中國人將其與獨裁、賣國等污名畫上等號。然而，如果我們將其一

生還原至當時的脈絡之中，就會發現袁世凱的每一個政治決定，不僅都有其身處的特

殊立場與時代背景，也均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未來。書中作者岡本隆司不為傳統的史

觀、評價所束縛，而以客觀角度，深刻解讀袁世凱的真實面貌及其時代意義，同時也

將其一生作為一面鏡子，映照出直至今日的中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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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
者與職業革命家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橫山宏章 高中 9789865842949
15X19CM / 352頁 
/ 平裝 / NT$ 380

孫文是堅定的職業革命家，其一生就是不斷地從事軍事革命，從推翻滿清的十次起義

，到為了推翻北京軍閥政權的北伐計劃，從頭到尾都是清一色的軍事作戰。他也是天

生的演說家，憑靠優越的口才，四處拉幫結派，樹立背後勢力，造就「孫大砲」此大

名。他更是激烈的鬥爭者，不僅與變法派辯論，也與革命派眾人意見不合。而其每一

個對手，都是建構中國近代史的政治巨星。本書作者橫山宏章以另類見解，揭露了孫

文不為人知的專制獨裁、冷血現實、投機取巧等面目，因此本書絕非主流論述會喜歡

的「孫文正傳」，而是一本為孫文卸妝的「孫文外傳」。

35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
構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藍詩玲( Julia Lovell ) 高中 9789865842758
16X23CM / 464頁 
/ 平裝 / NT$ 520

這是一本神話剋星級的著作。在作者的筆下，鴉片戰爭是一場比中、英兩邊意識形態

的對立還更加混亂有趣的悲喜劇。─ Rana Mitter，歷史學家，《被遺忘的盟友》作者 
鴉片戰爭，在今天的中國被型塑為「百年民族屈辱」的開端，在西方則是「打開」封

閉古老帝國的象徵。民族主義中國和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掩藏了它的真相，它實際上

卻是一齣過勞的滿洲皇帝、虛假將軍和務實通敵者共同演出的悲喜劇。對它的政治和

文化詮釋，既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更為二十一世紀中英關係灑下不安的陰影。作

者筆下的鴉片戰爭，是個充滿荒謬、滿是誤解、無能和妥協的奇怪故事。

35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胖病毒、人皮書、水蛭蒐集人：
醫療現場的46個震撼奇想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蘇上豪 國中、 高中 9789571368450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00

醫學隨著時代進步，許多今日的診療知識，往往是某個時代的創新理論；許多劃時代

的醫療相關工具、藥物，都歷經辛苦的嘗試與改良過程。而這樣漫長的過度期中，多

少醫師可能做了錯誤的結論；多少病患因此在痛苦中飽受煎熬，最後失去了寶貴的生

命。 蘇上豪醫師寫下46篇精采絕倫的醫療史故事，實實在在有血、有淚，在詼諧幽默

的文字中，深入瞭解故事背後的真諦，一窺豐富史料中的驚人發現。

35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大人們的餐桌：從希特勒到歐巴
馬，33位牽動政局的歷史人物飲
食軼事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蔡子強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1367095
14X20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本書細數歷史上三十三位牽動政局的名人，不為人知的飲食軼事。擺脫大人物們檯面

上的形象與教科書的刻板描繪，藉由日常餐桌上的飲食生活習慣，勾勒出眾所陌生的

人物個性。 文中也談及當時的歷史背景與各國社會風貌，是一本從飲食面向重新認識

政治人物與歷史文化的趣味之書。 面對面，與大人物們一起吃頓飯。

35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瘟疫與人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麥克尼爾 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高年
級、 國中、 高
中

9789864790784
14X21CM / 336頁 
/ 精裝 / NT$ 400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

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

力；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

，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

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

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

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36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愛因斯坦自選集：對於這個世界
，我這樣想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高中 9789863443223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450

本書收錄了其一生最重要的一百二十一篇散文，包括從研究生涯早期直到生命尾聲的

投書、信件與演講稿，除了對相對論等科學貢獻的闡述之外，更涵蓋了其對於關鍵人

文議題的探索與真知。儘管與愛因斯坦科學成就相關的著作不計其數，卻極少如同本

書，賦予傳奇光芒背後的天才最全面且深刻的描繪。

361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小朋友的哲學大哉問 大塊文化 野矢茂樹 高中 9789862136980
14X20CM / 212頁 
/ 平裝 / NT$ 250

本書模仿小朋友的提問方式，提出22個哲學問題。每個問題各請兩位日本國內的哲學

教授對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哲學家的見解，在深入淺出的綿密推論中引導讀者進行

哲學思考。

362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真想立刻出發去巴黎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Klay Lamprell 著/ 龐元媛 
譯

國中 9789571185811
21X16CM / 96頁 / 
精裝 / NT$ ---

這本書要介紹世上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巴黎市，告訴你一些內行人才知道的內幕。你

會看見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例如令人毛骨悚然的石造滴水獸、陰森的地鐵車站、超大

的城堡，還有受寵到極點的寵物。 你還會看到幾個很奇妙的故事，比方說填充動物標

本、堆滿骨骸的洞穴，以及殺人凶器斷頭臺。還有單車騎士、撿垃圾的人與音樂家，

以及出現在晚餐菜單上的蝸牛。 這本書要告訴你一個你的爸媽可能都不知道的巴黎。

363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圖解日本史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郭珮君 高中 9789571185859
23X17CM / 240頁 
/ 平裝 / NT$ ---

本書以日本的時代分期為基礎，從古代到現代，本書將由社會、政治、文化等不同角

度介紹日本歷史中的一百項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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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吳叡人 高中 9789869211369
14X21CM / 408頁 
/ 平裝 / NT$ 380

作者採取「奧林帕斯山頂的觀點」，以世界史為視野，找出臺灣的受困根源與尋求脫

困。全書從臺灣經歷國家暴力、企圖以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從內部歷史脫困開始，到發

現自己因位於多個帝國中心的共同邊陲位置，而受困於更大的地緣政治的歷史牢籠中

，於是不得不進行第二層脫困。這裡的脫困有兩個意義，首先是作者所稱的賤民的道

德悲劇，必須在困境中孕育勇氣與普世價值，並與其他更弱小民族如香港、沖繩串

連。其次是以公民社會對抗新的帝國與資本，使民主再鞏固。 《受困的思想》是一本

歷經十年，與糾纏臺灣的內部歷史以及外部現實對話的文集，作者以知識凝視臺灣近

十年的命運，並在世界地圖上為之辯護，卻又已知這是普羅米修斯的折磨，是薛西弗

斯的徒勞，然而世界的賤民階級所留下的「受困之思」，同時也在指向普羅米修斯自

由的可能。

365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莎士比亞不做的事 遠流出版 何一梵
小學中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368
13X19CM / 248頁 
/ 平裝 / NT$ 320

要這本書是一個邀請，邀請你跨越時空，來到那個因宗教改革而衝突緊張、劇場在皇

室鼓勵下蓬勃爭鳴、環球劇院劃時代落成、劇作家筆戰不休、假面舞劇豪華奢靡的倫

敦，而莎士比亞，仍堅持著他的低調謙遜、他的寫作初衷、他對戲劇和演員的理想…
…

366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斯圖亞特．戈登( Stewart 
Gordon )

高中 9789865842734
15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60

對於全球交流與世界體系的形成，我們過往總是將之歸因於歐洲的「地理大發現」，

然而你可知道，於中古時期，當歐洲的智識、文化與商業前景呈現一片晦暗時，亞洲

才是整個世界的科學、哲學、宗教與商貿之泉源？對此，學者斯圖亞特．戈登實地走

訪亞洲世界，耙梳傳世文獻，並透過一群旅人的雙眼，帶領我們見識富饒的中世紀亞

洲。

367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少女革命：時尚與文化的百年進
化史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施舜翔 高中 9789865842925
15X21CM / 244頁 
/ 平裝 / NT$ 350

她們是不被女性主義論述的歷史遺忘者，以身體、以情慾、以陰性，走出不同於正統

女性主義的革命之路。 她們是藝術文化與時尚生活的最佳演繹者，以解放、以逃逸、

以衝突，緊貼社會脈動，為百年流行史現身說法。 當女性主義風起雲湧、抵抗傳統父

權之際，少女們早已亮麗轉身，早一步走入社會與文化交融的大眾生活――這是一部

少女掀起性別革命的百年史，也是有始以來第一次，少女成為推動性別革命真正的主

角。從摩登女子到單身革命，從單身革命到少女力，本書可看到一百年來的少女進化

是如何與三波女性主義緊密結合，掀起一場二十世紀的時尚與文化革命。

368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未來世界的百大建築（TED 
Books系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Marc Kushner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3981480
12X18CM / 192頁 
/ 平裝 / NT$ 350

你所認知的建築即將被顛覆。你相信水管可以變餐廳，房子能夠上雲端嗎？ 建築會呼

吸嗎？房屋可以幫助人類對抗癌症嗎？摩天大樓能在一夕間完成嗎？ 建築不只是遮風

避雨的場所，也不再是艱澀難懂的幾何結構，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跟情感有所連結

的地方。 在這個充滿可能性的年代，建築不止是我們生活的背景，更塑造了我們的生

活，決定我們所見所聞及看待人事物的方式。 本書用100個全球各地的特色建築與你分

享，建築如何能與自然和諧共存，同時回應社會需求 一窺未來建築更環保、更有智

慧、更宜人的可能性。

369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漬物語 大塊文化 陳怡如、沈岱樺 高中 9789862137390
17X22CM / 172頁 
/ 平裝 / NT$ 300

本書14位受訪者，從北到南，從海洋到山野，從農村到都會，從春天到冬天，追尋著

老祖宗存食的智慧；透過「漬物」留住旬菜的豐盛、季節的恩典；實踐樸實、同節氣

過生活的美學。

370 第39次 人文及社會類

味的散步：從鄉土料理到皇室宴
席，天皇御廚秋山德藏的飲食札
記

馬可孛羅文化 秋山 徳蔵 國中、 高中 9789869335867
15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00

秋山德藏，16歲就進入東京華族會館修行手藝，年紀輕輕就先後在駐日巴西使館、築

地精養軒擔任料理長，後遠赴巴黎麗池飯店等歐洲知名餐廳學習正統的西洋料理，並

於26歲受皇宮徵召，成為天皇家的第一代料理長。橫跨大正到昭和時代，他紀錄了日

本宮中節慶酒餚、皇室的日常起居、乃至近代日本外交。除此之外，他也熱愛穿梭市

井食堂、尋味家常料理，大啖食物與生活的醇厚甘辛，進而有感提筆寫下上從天皇

家、下至庶民百姓的食桌風景。

37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樂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朱和之著 高中 9789570848410
21X14CM / 328頁 
/ 平裝 / NT$ 290

太魯閣戰爭，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一場戰役，改寫了台灣命運。 朱和之以《樂土》出入

於正史記載的縫隙，適時填補豐富的想像；在歷史真相與文學虛構之間，人性與人情

盡顯其中

37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小朋友 九歌出版社 湖南蟲 國中、 高中 9789864500901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80

湖南蟲的最新散文集，以私心喜愛的動畫為咒語，召喚出每一個階段的「小朋友」，

這趟苦甜參半的懷舊奇幻之旅，除了回味經典動畫的名場景和人物，看不同的卡通人

物在不同次元間穿越，共同展演各種情事的命題，文字也和作者的各時期心事互相映

照，產生既萌又感傷的矛盾氣味。

37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捕霧的人 九歌出版社 黃暐婷 高中 9789864500857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20

黃暐婷以對人物與世界的體貼觀察出發，敘事看似不動聲色，卻飽含張力。透過書寫

各式各樣的水的形態，及島上受濕氣所苦、所孕育的人們，捕捉水與人緊密相依的關

係和羈絆。也建構出一部如水多元流轉、具特殊潮濕氣味的「水性小說」，也在讀者

心中留下看似幽微、卻餘波不散的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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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蔬果歲時記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焦桐 國中、高中 9789865813826
14X21CM / 400頁 
/ 平裝 / NT$ ---

焦桐回歸土地及蔬果歲時書寫，除了味道描寫與文化考察，更滿是對食材的情感，每

樣蔬果皆飽含記憶與愛，歷歷在目。隨著這本書，再一次認識台灣的蔬菜水果，嚐遍

季節的美味。

37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妮子家的餐桌：37道幸福滋味 國語日報社 陳素宜著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7517821
15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80

金鼎獎得主陳素宜以文字料理，一道道童年家常炊煮出的幸福滋味和淳厚依舊、不曾

走味的親情、友情和人情感人上桌。 帶領讀者一起進入她的童年生活，觀賞她生活上

所發生的趣事。

37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寵物功夫學校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文/林哲璋　圖/九子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615141
15X21CM / 92頁 / 
平裝 / NT$ 220

小崇出身武術世家，第一天上寵物功夫學校，就遇到蜘蛛女找他決鬥……以「章回

體」形式，打造各種昆蟲特色的功夫招式，帶孩子在刺激爆笑的決鬥中，驚嘆昆蟲功

夫的絕妙之處。

37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訂做一個媽媽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李光福／文；葉祐嘉／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1519036
17X21CM / 104頁 
/ 平裝 / NT$ 240

這天晚上，小強走進了「萬能訂製工坊」，神祕的女老闆告訴他， 這裡什麼東西都可

以訂做！小強想了很久，決定要訂做一個新媽媽…… 如果有間萬能訂製工坊，可以訂

做自己想要的媽媽，那麼你會想要擁有一個怎麼樣的媽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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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糞金龜的成長日記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文/林秀穗　圖/廖健宏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615158
15X21CM / 80頁 / 
平裝 / NT$ 220

為什麼糞金龜要一直學倒立、滾糞球？滾的糞球一定要是圓的嗎？以「日記體」形式

，幽默描繪糞金龜小克郎每日的求學經過，帶孩子認識糞金龜之餘，也讚嘆大自然造

物的神奇。

37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魚缸裡的貓－－童詩集 釀出版（秀威資訊） 洪淑苓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4451449
14X21CM / 150頁 
/ 平裝 / NT$ 250

詩人洪淑苓以五十首童心之作，重新蹲下來透過孩子般的眼睛看世界：學校裡寫滿黑

板的老師、每天催促我們吃飯睡覺的爸媽、一起上課遊戲的同學們所帶來的小小快樂

與煩惱，又鮮活真實了起來；皮卡丘、巧虎、Kitty貓、芭比……這些童年時陪伴我們

的玩伴，也一個一個從文字中探頭出來，問候著長大以後的我們。每一個人的童年，

都是一首詩。每一首詩中的「我」，都以最純淨的心，召喚回那個屬於我們的純真年

華。

38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壹圓銅板流浪記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文/林哲璋　圖/崔麗君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615431
15X21CM / 84頁 / 
平裝 / NT$ 220

壹圓銅板夢想住進錢幣的天堂－銀行，卻意外展開了流浪之旅……將銅板擬人化，賦

予他一趟追求自我價值的旅程，在輾轉流離的各種情境下，生動告訴孩子貨幣流通與

錢幣的價值。

38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打敗宇宙魔王的無敵武器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文/林哲璋　圖/林小杯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1615424
15X21CM / 88頁 / 
平裝 / NT$ 220

宇宙魔王來了！機器人隊長手上卻沒有打敗他的無敵武器……以「章回體」形式，鋪

陳一連串緊湊、扣人心弦的劇情，帶孩子感受機器人用「愛」戰勝一切，努力保衛地

球和平的決心。

38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詩魂 親子天下 陳郁如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19249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80

國中生柳宗元意外來到唐詩的詩境，不會背詩的他該如何和詩中的黑暗勢力對抗？華

文奇幻作家陳郁如融合唐詩所創作的奇幻冒險，以嶄新的方式呈現這項源於1,400年前

古典文學之美。

38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精靈製造機——林世仁的6個音樂
奇想故事

親子天下 林世仁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9292047
17X22CM / 176頁 
/ 平裝 / NT$ 280

本書有如作者的故事發想創作書，有起源、有歷程、有故事，可拆分閱讀，也可合併

欣賞；看作者如何思考一個新點子，重組現有的元素後轉化為美妙的故事，是一本結

合創作、故事、音樂等形式，極具實驗精神的新型童話！

38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兩個衛兵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林立 文、廖書荻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0512670
17X23CM / 56頁 / 
精裝 / NT$ ---

林立為二次戰後臺灣本土第一代兒童文學女作家，長期關注於「土地」的哲思創作，

擅長以動物、植物以及自然萬物為主角。本書收錄她兩篇故事〈小鬧鬧生病了〉、

〈兩個衛兵〉獻給孩子最哲思的童話！隨書附贈《作家身影》、《作家朗讀》光碟。

38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送給妹妹的彩虹 九歌出版社 廖玉蕙 國中、 高中 9789864500598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20

廖玉蕙將許多趣味的片段，加入情意的開發、言語的傳達等內容，再以「日常生活」

為經線，用「成長時間」當緯線，連綴成充滿愛的閃光的篇章，重整寫出一本「另類

教養手記」。

38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蝴蝶森林 九歌出版社 杜虹 國中、 高中 9789864500680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320

杜虹以充滿哲理的文字謳歌自然，鮮活呈現了森林和蝴蝶的微物之美。我們可能聽過

或看過蝴蝶，卻對其生命故事的繁盛興衰一無所知，原來一片樹林，一條蝴蝶小徑，

可以是領略墾丁千變萬化之姿的捷徑，而杜虹生動簡潔的書寫，堪稱是了解這座森林

中維持蝶族血脈香火的祕笈，更是南方自然書寫的經典。

38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米米和他的神祕朋友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00759
17X21CM / 200頁 
/ 平裝 / NT$ 280

作者結合生活中容易實行的親子活動，發展出摺紙、種植、舊衣改造、烹飪等四個主

題的短篇故事，透過主角米米遇見的特別朋友，一起進行延伸動手做的手作小單元，

把平面的故事變成立體的成品。期待讀者在閱讀後，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在生活中

發現親自動手做樂趣。

38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苦瓜奶奶SOS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00742
17X21CM / 168頁 
/ 平裝 / NT$ 280

本書以苦瓜奶奶不願意看醫生為主題，道出正視老人照顧的重要性。小朋友害怕看醫

生，但在面對生病的爺爺奶奶，是否能興起照顧之心？本書希望透過蔬果小精靈帶領

苦瓜奶奶上醫院的過程中，讓讀者學習關懷年老的長輩，並更關注老人養護與長期照

顧的議題。

38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狐狸阿聰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00704
17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80

阿聰是個任性、貪吃、貪玩的小狐狸，有天上山拜老狐仙為師，原以為偷走神奇道具

就可以輕鬆過日子，但事情當然不會那麼輕鬆如意。故事結合有趣情節及法術，讓讀

者在閱讀中歡笑，並從中學習到人生沒有一件事情能夠不勞而獲。本書邀請一位九歲

的小畫家繪製插圖，大膽的用色及童趣的圖像讓本書更添風采。

39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臺北女生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許菁芳 高中 9789865813857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

方年滿三十的作者筆下所映照出的，不僅是她自身的，更是這一整個世代的青春、一

個時代翻轉後的自我釐清，與終究會到來的成長。

39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克比睡不著── 與海洋動物的奇

幻冒險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
通大學出版社）

張玉佩、侯怡安、李怡
安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6301957
14X21CM / 160頁 
/ 平裝 / NT$ ---

跳脫傳統知識性書籍的直述呈現，改用冒險故事帶入豐富的海洋動物知識，讓海洋動

物們以主觀視角來訴說不一樣的海洋觀點。同時搭配幽默風趣的插畫及生動紀實的照

片，激發讀者對海洋的無限想像，是一本非常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海洋知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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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叢書系列：奪朱《死刑犯的最後

一天》（臺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

2015年創作劇本）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Editions Utopie

作者：陳以文 國中、 高中 9789869297202
15X20CM / 232頁 
/ 平裝 / NT$ 360

台灣戲劇工作者陳以文於2015年，得到雨果小說啟發，創作了劇本：《死刑犯的最後

一天》。這是一個中文原創的戲劇作品。陳以文是以台灣的背景編寫，也閱讀了死刑

的相關法案、故事去體會觀察……他說：「過程中，我對死刑引發更多的思考，然而

這些理性思考的背後，讓我感覺到我們的文化裡對此議題理性思考的不足，而劇本故

事最後決定保留雨果的精神──聚焦於死刑犯在遭遇什麼、感受什麼，傳達被判死刑後

生命走到末日的心情，而不是透過故事分析死刑存廢的觀點。」

39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擂台旁邊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林育德 高中 9789863443612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280

一鳴驚人的熱血新聲──台北文學獎新科得主林育德首本小說集！將多年興趣打磨成故

事，新鮮題材融入台灣城鎮、社會變遷，不僅與現實接軌，兼具文學性與閱讀樂趣，

為新一代本土小說闢鑿別具風格的書寫路徑；即便對摔角一無所知，也能讀得酣暢淋

漓！

39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魂草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葛葉 國中、 高中 9789864733170
14X21CM / 308頁 
/ 平裝 / NT$ 240

自小受盡厭惡排擠的少女，夏夢言，在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遇見神祕的白髮蘿莉，

瑤姬，從此踏入了由靈氣與咒術所構築的異能者世界。原本這是個美好的相遇，如果

不是毀滅太快到來…… 經過五年修業後，夏夢言回到台北，在得到力量後，她要親手

挖掘真相。 絢爛卻又殘酷的異色奇譚，即將伴隨著神祕而詭譎的植物，一一揭幕……

39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焦慮的開羅：一個瑞士臺灣人眼
中的埃及革命

釀出版（秀威資訊） 顏敏如 國中、 高中 9789864451432
14X21CM / 186頁 
/ 平裝 / NT$ 260

本書以紀實類小說的筆法刻畫作者對埃及的細微觀察，呈現這一古老國度在阿拉伯之

春後的政局發展與遭遇到的各種困境。由於宗教保守派的牽制與民主土壤的缺乏，埃

及不但要面對一般而普遍的挑戰，更要和冥頑不靈的激進伊斯蘭鬥爭。推翻獨裁統治

的埃及人很快就發現，民主自由的道路並不容易。本書反映了埃及革命前後的側景與

背影，述說了一部分埃及人對未來的擔憂與盼望。

39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健身練習曲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林滿秋 文、江長芳 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116692
14X20CM / 240頁 
/ 平裝 / NT$ ---

一本以現代孩子常見的肥胖問題為主題的小說，生動說出主角小胖的心情與減肥的困

難，從中學習珍惜健康、看見自己的價值！

39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
事

大塊文化 楊逵 高中 9789862137321
17X22CM / 252頁 
/ 平裝 / NT$ 300

《綠島家書》是楊逵繫獄綠島期間，寫給家人（葉陶和五個子女）卻未能寄出的信稿

，他不怨天尤人，絮絮叨叨地流露一個父親對子女的關愛。

39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我媽說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
巴文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9237192
14X21CM / 176頁 
/ 平裝 / NT$ 280

本書企劃以「媽媽的碎碎念」為主軸，把最常發生、最容易被忽略的媽媽碎碎念的話

語，透過十二位作繪家的口中分享出來，讓大小讀者一同分享這些平易近人的真實故

事。希望透過閱讀本書，讓讀者們更加了解「台灣兒童文學作家與繪者」，除了閱讀

作家們的作品之外，更能在這幾篇真實故事中，更加拉近讀者與作繪者間的距離。

39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主婦的午後時光：15段人生故事
X15種蛋炒飯的滋味

群星文化
陳夏民/採訪．撰文；陳
藝堂/攝影

國中、 高中 9789869309042
17X23CM / 272頁 
/ 平裝 / NT$ 360

午後短暫幾小時，是主婦們一天之中稍微悠閒的時刻， 唯有在此時，她們能喘口氣，

坐下來，說自己的故事給我們聽…… 家庭主婦是一種不能下班的職業， 她們的世界多

半封閉，忙著打理一個家的大小事， 家人健康快樂，便是她們的成就。 而她們的心聲

和夢想是什麼，你知道嗎？作家陳夏民透過觀察他母親的日常生活，而好奇起其他主

婦們的人生，於是邀請攝影師陳藝堂和他共組團體「藝夏男孩」，一人拿錄音筆、一

人背照相機，拜訪台灣各地的家庭主婦，與她們共渡一個下午，聽她們說自己的故事

，品嘗她們的私房家常炒飯。這一趟趟的採訪旅程，鬆動了腦海中對家庭主婦的既定

標籤，還得到一段段動人珍貴的生命故事……

40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抵達夢土通知我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臥斧 高中 9789869351836
14X21CM / 362頁 
/ 平裝 / NT$ 350

《抵達夢土通知我》是延續《碎夢大道》卻可以單獨閱讀的作品，這個系列中作者臥

斧塑造失憶的主角，以一起起親歷事件解剖臺灣社會近年來經常出現的問題。以這個

主角為系列的作品，目前處理過街友死亡、都更地區無故起火等議題，夢土則是以移

工連續死亡案件為主要梗概。雙線進行的故事中，有超現實的能力、推理的情節、殘

酷的謀殺，以及偏執的愛情，亦會看到移工工作、生活與娛樂的空間如何與城市交疊

，並以占領運動為大背景，描繪城市既有在夜店醉生夢死的族群，也有為政治自主而

激動的人們。所謂世界，就是眾人夢土的總和。

40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有問題動物園

四也出版公司(全銜：
英屬維京群島商四也資
本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林哲璋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6039843
14X21CM / 112頁 
/ 平裝 / NT$ ---

「有問題」動物園裡的成員都不太正常，一個個讓人傷透腦筋。舉個例子，全天下的

動物都是「公」的有「角」，「母」的沒有「角」嗎？誤以為「河馬小姐」是「犀牛

小姐」的梅花鹿太太，為什麼要生氣的責怪犀牛先生說：「你明明是長了角的河馬先

生，為什麼要騙我呢？」這實在太扯了，到底哪裡有問題呢？ 到底「有問題動物園」

哪裡有問題？你揪出他們的「矛盾」了嗎？你是不是個邏輯高手呢？快翻開每篇故事

後頭的「拯救邏輯大作戰」，答案即將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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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靈魂裡的火把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幸佳慧/蔡元婷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3432-5-1
16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320

尋找梵谷與陳澄波！紐約男孩與台南女孩的青春悸動追尋。心痛、雀躍或無地自容，

都是小小的火苗，只要有那一點點光，順著它、走向前…… 一個在美國居住的男孩，

因為網路上的一則留言，連上了留言的台灣女孩，兩人經由畫展單位的網路平台，爭

執、討論，從男孩所敘述的藝術家V火焰般的創作人生，小魚般懵懂的女孩慢慢潛入深

海，一路追尋畫家P的身影，開始看到鯨魚的視野，胸口湧起某種悸動……作家幸佳慧

循著少年少女的青春火炬，在e-mail信件往返裡，追尋星夜下的梵谷和嘉義街景的陳澄

 

40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正義的伙伴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林秀穗 小學高年級 9789864490387
21X15CM / 256頁 
/ 平裝 / NT$ 250

小柚獲知外公過世的消息，搭上了返鄉的末班巴士。在外公家的第一個夜晚，小柚聽

到了熟悉的鐘響聲，那聲音好像從很久很久以前穿越了時空而來，鐘聲響徹、迴蕩在

外公家空曠的大廳裡，一座明明已經殘壞的鐘，為何又滴滴答答開始走動？

40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老人革命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林秀赫 國中、 高中 9789863231950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40

第27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作品！年齡就是階級，世代就是鬥爭，尊嚴和夢想也

只能孤注一擲，畢竟社會是一臺投幣後才會運轉的機器。一場看似荒謬的「老人革

命」，有沒有可能改變人生結局最後的註腳？

40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怪物之鄉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邱常婷 國中、 高中 9789863231646
14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300

九○後新世代自然書寫小說新品種：第二十七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

得主。滿布山林鬼魅的神秘、人與土地的曖昧情感、豐沛有生命力卻也紮實動人的語

言，訴說著層層奇特的想像。 十則短篇故事，從童年到未來，從想像到真實；憶起屬

於自己的日升之鄉，最初始卻最真摯的山野幻夢。

40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哭泣船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呂則之（原名：呂俊
德）

高中 9789865794606
15X21CM / 360頁 
/ 平裝 / NT$ 350

一艘漁船在澎湖西部海域捕魚，後與一艘中國漁政船不期而遇，竟被漁政船以「違反

中國休漁期規定」的罪名逮捕，雙方於是展開一場你追我逃的海上喋血。作者以萬鈞

筆力深刻鏤畫海上生涯的凶險，以及波譎雲詭的政治氣象中，台灣漁民的無奈。

40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午後的病房課 九歌出版社 蔡文騫 國中、 高中 9789864500383
14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300

成長的斷裂、白袍與責任、青春的迴響、旅行漫遊者、動漫次文化、軍旅的磨練，蔡

文騫以寫作和生活互相拉扯或牽引，希望能用文學召喚回一些美好、治療一些憂傷，

甚至企盼和過去的自我達成妥協、和解。同時也寫得一手好詩的蔡文騫，總利用深夜

不眠的時光寫作，且看他如何先用細膩的散文，撥開黎明的薄霧，捕捉那白袍歲月裡

的文學微光。

40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禁忌拼圖 九歌出版社 袁瓊瓊 國中、高中 9789864500574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280

聰明中帶點傻氣，靈動而不矯情，溫暖卻疏放，勇於字裡行間赤裸自陳。真誠，是袁

瓊瓊散文書寫的起手式。歲月於她，是種優勢，令人臉紅心跳的話題，都可老練地侃

侃而談。行文自成一格，活潑輕靈，文章於她之手，聲光立體，形象生動，色香兼俱

，彷如觀賞一齣齣電影。

40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長跑少年 九歌出版社 張英珉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4500758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60

我有青少年憂鬱症，沒有吃藥，我晚上無法睡覺，我會很生氣，用力甩門，抓著棉被

哀號著，沒人能體會我的痛苦。暑假正式放假那天，我決定環島。我開始從台北往下

跑，路上會經過學校，跑過心理診所，診所還沒開，我心底知道，我有預感，只要跑

下去，有一天我將不會再走進來。

41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別著花的流淚的大象 九歌出版社 蔡素芬 高中 9789864500789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00

十篇短篇小說兩兩相對，「互文」的形式表達一種「雙聲」合奏的效果，層構出多重

意義索解，凝聚閱讀短篇小說一路追尋結果的樂趣。蔡素芬以看似輕描淡寫卻富含戲

劇張力的筆調，溫柔描繪小說人物各種心境與處境的對照，卻像鏡像一般，靜水流深

的映照出每個人人生的真實面貌。

41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心靈時鐘（電影《心靈時鐘》改
編小說）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劇本原著：蔡銀娟｜小
說改編：梅洛琳

國中、 高中 9789863593201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

前一秒，剛放學的葉藍還開開心心的，跟著好朋友一起走路回家；下一秒，他只看到

哭腫雙眼的媽媽、臉色鐵青的姊姊，和躺在地上、全身蒙上白布的爸爸。或說，姑姑

告訴他那是爸爸，因為他們不讓他去看。他們說，爸爸心臟病發，就突然走了。 但心

事重重的媽媽、一夕間不再跟媽媽說話的姊姊，還有原本會來家裡拜訪的親戚鄰居都

支支吾吾、甚至對他們家指指點點……葉藍知道，全世界都曉得爸爸發生什麼事，只

有他被蒙在鼓裡。 直到他生日那天，爸爸寄來了禮物：一個時鐘，還是壞掉的。葉藍

想，爸爸交給他這樣禮物，一定是希望他能把它修好。也許，當時鐘裡的指針再度轉

動，媽媽的臉上就會露出久違的美麗笑容，姊姊不再對每個人充滿敵意，而他也能解

開每個人瞞著他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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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海童：一本漂流的想像誌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廖鴻基/著，Olbee/繪 高中 9789869328906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320

無目的、無目標，念頭的漂流如海一般，時常在他腦海裡閃動，是一尾悠遊於無邊際

大海裡的魚，是一方沒有動力的獨舟，往返於夢的陸地與現實的海洋，他說，「每個

人，無形絲線牽連，都有相對於海水裡的某一條魚，一輩子牽著你，幫你感觸截然不

同於陸地的另一片海洋世界」。文字與想像是廖鴻基的另外一尾魚，他以文字捕捉，

將所有關於海的想像、靈光、燦爛如光的瞬間，都化作筆下一篇篇短而細緻的故事，

像是呢喃，也像是親暱，輕輕地講，輕輕地講一個個關於海洋的故事。在《海童》中

，Olbee藉由豐富的生命歷程，以五十五幅貼合文字卻有保有奇幻空間的插圖，詮釋真

誠動人的畫面，隨著父親一同漂流，為海而畫，為勇敢而畫，更為自己而畫。

41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浮水錄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李金蓮著 高中 9789570846980
21X14CM / 336頁 
/ 平裝 / NT$ 300

有一群人從遠方出走，住進島內封閉的村落，在此敘說各式各樣離散浮沉的畸零故

事。其中陳明發這一家，遭遇牢獄與死亡的打擊，住進來卻不得不再次「出走」。除

此之外，他們還能怎樣選擇呢？

41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妖怪、神靈與奇事：台灣原住民
故事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作者：王洛夫 繪者：陳
盈帆

小學高年級 9789570847222
21X14CM / 216頁 
/ 平裝 / NT$ 300

第一本將台灣16族加上凱達格蘭族，以童話與神話相結合的故事書。 在這個島上，原

住民是比漢人更早深耕的族群，他們居住在美麗的山巔、海邊和原野，有許多獨特的

神話與傳說

41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人情的流轉：國民小說讀本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凌性傑/石曉楓 國中、 高中 9789863443247
14X21CM / 368頁 
/ 平裝 / NT$ 400

精選不同世代、精采動人的小說作品。各篇篇末錄有主編獨家賞析，帶領讀者穿梭故

事迷宮，拆解作者精心巧置的意象和隱喻。透過年輕小說家楊富閔的彙整與梳理，清

楚反映各世代小說流變、關切主題，以及作者與時代的關聯，呈現一全面性的小說發

展形貌。

41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男孩路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凌性傑 高中 9789863443841
14X21CM / 312頁 
/ 平裝 / NT$ 340

凌性傑以其深情筆觸，一條條描摹年少來時路，並生動記錄學生或生猛或躁動的身姿

行貌，託出專屬於男孩們的歡欣憂擾。踅回成長軌跡、提煉青春時光，曾經的男孩、

羞赧的記憶，在溫潤如水的字裡行間壯大，感性真摯的散文書寫，每個人都能在其中

看見屬於自己的青春斷片。

41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瓦滴 秀威少年（秀威資訊） 林加春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5731625
14X21CM / 146頁 
/ 平裝 / NT$ 200

貝兒女孩和烏里娃娃讓小女孩米莉開心的笑，並願意走出屋子曬太陽，這是怎麼回事

呀？ 神仙告訴獵人：別被山的影子蓋住頭，也別去踩到山的影子，為什麼呀？ 小男孩

古納種在地裡的故事很口渴，發生什麼事了呀？ 開朗的瓦滴和他的好夥伴火爐，說著

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故事。瓦滴的故事不僅帶給旁人快樂，也帶給他們勇氣和希望！難

道......這就是獵人代代相傳的山林傳說中，代表著慈悲、愛和力量的「亞拉固固」？

41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大熊醫生粉絲團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 劉思源 圖 嚴凱信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91849
14X21CM / 120頁 
/ 平裝 / NT$ 250

大熊醫生來「呼呼島」沒幾天，海龜奶奶因為腳被廢棄漁網割傷了來求診。大熊醫生

在「Doctor大熊醫生粉絲團」緊急呼籲。沒想到接二連三有海龜紛紛上門求診，到底怎

麼一回事？跟著大熊醫生一起拯救海洋生物吧。

41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 親子天下 張友漁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92009
14X21CM / 200頁 
/ 平裝 / NT$ 280

金鼎獎作家張友漁透過兩個相似又對比的人物，精彩的描繪出犯錯者的心理，以及該

如何反省自處。在蘇花公路壯闊的景色下，他們最終也解開心中的枷鎖，重新找回人

生的方向。

42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奇奇鎮的怪事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張如鈞 文、 姬炤華、徐
萃 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115893
17X21CM / 88頁 / 
平裝 / NT$ ---

本書講述奇奇鎮接二連三發生怪事，居民生活變得十分困擾，鎮長只好請大家一起集

思廣益。作者從生活取材以趣味情節激發孩童的想像力，引導孩子思考文字的珍貴與

重要性，並肯定兒童自身力量。

42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鬼計 大塊文化 徐嘉澤 高中 9789862137260
14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00

本書將推理與靈異兩種類型書寫巧妙融合，先以科學邏輯推理案情，急轉直下描述承

辦警察與另一個世界溝通的超自然發展。從原先否定靈異轉而揭開靈異現象中的天道

與人道。

42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長不大的女孩 九歌出版社 管家琪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4500581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60

Melody誤以為個子小的小詩年紀比自己小，對她特別友善，邀請她到祕密基地，還偷

偷告訴小詩她想要快點長大，為什麼Melody想要快點長大？但一發現小詩年紀比她大

，竟然說：「比我大的都是壞人！」Melody到底隱瞞了什麼？甚至堅決不肯跟大家去

蒂蒂的芭蕾舞蹈發表會，小詩怎樣才能讓她改變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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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虎地貓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劉克襄 國中、高中 9789573278511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350

因為行山穿村，劉克襄遇見最有魅力的《四分之三的香港》。 因為虎地貓，他了卻多

年的尋覓，終於窺見街貓的堂奧。 這不是動物行為學專書，卻精闢地闡述街貓的生存

之道。這不是精彩的攝影紀錄，可是捕捉了一連串的互動行為。這不是厲害的繪本，

怎知魯鈍的線條觸動了共鳴。這不是文藝派的詩集，只是偷渡了詩人感性的靈魂。這

不是療癒系的貓書，逗人喜愛的指數偏偏不時破表。

42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快樂點心人：喜歡你

四也出版公司(全銜：
英屬維京群島商四也資
本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鄭宗弦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6039775
14X21CM / 144頁 
/ 平裝 / NT$ ---

　　「點心人王國」每年都會舉辦一場隆重的「烤式」典禮，每到這一天，麵包家

族、蛋糕家族、米腸、香雞排等各式各樣的點心人，都帶著自家的點心寶寶來參加典

禮，他們為的就是要得到那一顆暖暖的「小熱心」。 　　狀元糕家族新誕生的成員

「梅子糕」，長得人見人愛，外表是愛心形狀，一張開小口，卻只會說三個字：「喜

歡你」，將要到小學堂讀書的她，該怎麼跟其他小點心人相處呢？心疼梅子糕的父母

決心踏上旅途，尋找傳說中可以解除咒語的「愛之泉」，梅子糕可以因此得到說話的

能力嗎……

42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最後一根火柴 螢火蟲出版社 王文華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4520374
17X21CM / 112頁 
/ 平裝 / NT$ 220

　　三位王子在寒冷的冬夜，幫助了孤苦貧困的小女孩。小女孩分別給了他們一根火

柴，作為踏上旅途的祝福。他們會遭遇哪些驚奇的、不可思議的事？小女孩的火柴能

帶給他們溫暖和希望嗎？

42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二哥情事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可白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5641528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60

本書主角是一個七年級的平凡女孩，她的二哥很有女生緣，也因此緋聞不斷。主角看

著二哥與這些女孩相處的點點滴滴，思考了各種情感問題，引發讀者共鳴，因而有深

刻的啟發。

42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五毛財神駕到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陳昇群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641757
14X21CM / 112頁 
/ 平裝 / NT$ 230

天庭一隅的財神大殿上，正財神發現近來有許多古怪氣味，便派伍毛財神下凡查明原

因。然而伍毛財神位階最低，法力也最小啊！……故事展現小小力量也能完成大大夢

想。

42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遇見禮物人 小兵出版社有限公司 陳可卉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641429
14X21CM / 112頁 
/ 平裝 / NT$ 230

咚卡有一雙翅膀，爸媽怕他遭受異樣眼光，把他的翅膀藏起來。同學們發現後，笑他

是怪胎，讓他非常傷心。最後他終於明白，這是上天賜予他的禮物，有了自信，善用

天生的能力。

429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星空下的奇幻旅程：蜥蜴女孩&
羊駝男孩

小天下 林滿秋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209720
14X20CM / 280頁 
/ 平裝 / NT$ 320

命運岌岌可危的森林，讓兩個住在不同星空下的孩子彼此交會，激盪出最深刻感人的

無國界友誼、愛萬物之心！

430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讓我陪你，好不好？ 福地出版社 夏雨儂
小學高年級、國
中

9789865707538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

成長的過程或許困難重重，也經常遇到挫折，但這正是生命茁壯的一部分。試著將窒

礙難行的路途，當作增長智慧、學習獨立的好機會，學著往前看，珍惜當下的每段經

歷。

431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爸爸不在家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余益興
小學高年級、國
中

9789865910945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

單親家庭、隔代教養……這些特殊學生在現代社會並不罕見，當身邊出現這樣的弱勢

同學時，應該接納、幫助他們，而非用異樣眼光看待。

432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小鎮醫師診療物語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葉宣哲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3909781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260

《小鎮醫師診療物語》這三十八篇故事，雖然各自獨立，大多是小短篇，卻十分鮮活

，串接起來，無疑是一大幅小鎮庶民浮世繪，也是台灣社會升斗小民的真實寫照。在

小小一方診間所展示的眾生相，形色各異，儼然是現今台灣社會百態的縮影。     

433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我們班是聯合國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李光福／文；吳姿蓉／
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1518930
15X21CM / 168頁 
/ 平裝 / NT$ 250

王宇萱開學分到的新班級，班上有六位同學是新住民的第二代。有人的爸爸是泰國人

，也有人的媽媽是越南人、菲律賓人！簡直就是個小小聯合國！究竟這班小小聯合國

能不能和平相處呢？

434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塵爆卅日 白象文化 汪郁榮 高中 9789863582922
21X14CM / 272頁 
/ 精裝 / NT$ 320

◎獲第一屆台北市醫師公會好書奬。◎八仙塵爆第一線醫療人員的真實記錄改編小

說。◎兼具小說可讀性與社會議題省思，以「善」為出發點，以「真」為中心思想，

收尾於「愛」，期望為社會注入理智的暖流。◎透過塵爆事件，省思公共安全、醫療

崩壞、醫病關係、政府舉措、法條規範以及媒體效應等議題。本書真實呈現八仙塵爆

第一線醫療人員所做所聞所思所感，在醫護人員、媒體、政府官員、醫院主管、傷

患、家屬親友……，各種意見、心情與想法快速大量的交錯撞擊，新聞報導中無法看

到的人性議題與深刻省思，都在本書中化做發人深省的情節，讓讀者看見掙扎折磨，

都在希望與堅持中昇華。

435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地表上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孫維民 高中 9789863231745
14X21CM / 200頁 
/ 平裝 / NT$ 300

不與世故妥協的純真與信仰，孫維民睽違十多年的回歸之作。分三輯，收錄近作六十

首。詩集取名之由，乃顯示詩人對於今生此地的強調和關注。作者自承內容大多和生

活中的瑣碎事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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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初夏的東港之櫻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 值言 插畫：黑蛛
白蛛/漫畫：曾豐麟

國中、高中 9789864629756
12X18CM / 170頁 
/ 平裝 / NT$ 190

想成為人！想和你一起～看著同一片藍天！ 誕生在屏東漁港的絢櫻、晶瑩，必須在神

秘少女艾兒的監控之下，通過「七原罪」的檢測判定，來判斷適不適合存在於人類社

會？暴食、色慾……日常生活中各種意外衝擊而來，絢櫻的期末測驗也即將展開……
漁港的艷陽下，她們和她相遇，三個不同性格的女孩，一起尋求生命的解答～～

437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魔王難為Ⅰ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 紅淵 插畫： 希月 國中、高中 9789864820887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190

小公主柯賽特的親老哥、布魯內爾的瘋王隨隨便便就要認自己當女兒！？呃，給你一

枚金幣，認女兒的事就算了吧……這完全聽不懂人話的反社會非生物的折磨，就算她

有魔王阿爾這個超級背後靈保護，也挺不過去啊！！！幸好，她還有個超級騎士力挽

狂瀾，幫她鹹魚翻身橫行首都！XD不過，回到伊琴尼亞就發現，她要面對的，才剛剛

開始──

438 第39次 文學創作類 遊俠少年行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李潼 圖：oodi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30541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

臺灣少年小說第一人， 五星級的優選書。 有一個年代，為了初中聯考每天課輔，督學

來了要藏參考書； 有一個年代，國慶日有燈籠大遊行，還要高唱「反攻大陸」； 那一

個年代，是威權的時代，卻是我們首次體驗公民參與的時代！ 距離大考只剩五個月，

我們的每一節音樂、體育課都被「借」去上國文和數學。督學來了就藏起參考書，走

後又與「雞兔同籠」繼續奮戰。同時，洄瀾港的縣議員選舉正如火如荼進行，彈珠王

的爸爸鍾議員即將競選連任，而我媽媽則被推派角逐「婦女保障名額」。一時之間，

我和朋友們通通被徵召，發傳單、拜票、舉辦政見發表，用最少的資源爭取選民認

同。…… 升旗、校慶、幹部選舉；大考、小考、課後輔導， 爸媽的年代、我的年代，

跨越年代的共鳴。

43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14-14穿越時空的來信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保羅‧貝歐恩(Paul 
Beorn)、席蓮娜‧艾德嘉
(Silène Edgar)

國中、高中 9789863381372
14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20

阿德里安和哈德里安都是十三歲的男孩，都住在法國北部，唯一不同的是：阿德里安

在二○一四年，而哈德里安則在一九一四年的。藉神祕的郵筒，兩人展開了一段跨越

時空的友誼。

44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假面淑女—威王偵探社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羅蘋•史蒂文絲(Robin 
Stevens)

國中 9789863381310
14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20

1930年代英國貴族女校的祕密偵探社，成員只有兩名：金髮碧眼的貴族之女黛西和來

自香港富豪之家的王榛。並共同創辦「威王偵探社」，猶如少女版的福爾摩斯與華

生。

44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半個地球的距離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辛西亞‧角火田(Cynthia 
Kadohata)

國中 9789863381211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60

小男孩杰登被收養到美國，被母親棄養的失落，加上語言、文化與環境的巨大改變，

加深了他的恐懼、失措與不安。好不容易適應了生活，養父母新的領養計畫使一切回

到原點……

44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環城大道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派屈克．蒙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

高中 9789865794552
15X21CM / 182頁 
/ 平裝 / NT$ 300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的經典名作 父親一直執迷於已經棄

置不用的環城鐵路，難道他想要透過聯署來要求復線？他總要我陪他沿著這條昔日的

鐵道行走。有時他會停下腳步，在筆記簿裡煞有介事的塗寫，或畫個模糊的素描。他

在夢想著甚麼？或許他在等待一輛永遠不會駛來的火車？

44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木偶奇遇記【全新插畫典藏版】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Carlo Collodi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9346832
16X22CM / 240頁 
/ 平裝 / NT$ 380

《木偶奇遇記》是現代文學最偉大的創作之一。融合童話、街頭演出及民間故事話，

創造出一部兼具冒險與諷刺的作品，充滿趣味，並預言超現實主義及魔幻寫實的誕生

，是一部讓人永遠陶醉其中，也是人生必讀經典之一。

44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藍色小鹿的秘密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Edwrd van de Vandel 小學中年級 9789862941348
13X19CM / 168頁 
/ 平裝 / NT$ 320

2015年德國青少年兒童文學獎入圍。這一天，小月和媽媽悠閒的喝著下午茶，媽媽去

接電話後，她突然看到一群藍色小鹿從藍色瓶子裡跳了出來。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

哥哥大福說牠們是一個秘密？

44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聽不見的聲音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艾莉．班傑敏Ali 
Benjamin

國中、 高中 9789869352604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20

蘇希總是知道別人不懂的事。她能夠解釋螞蟻的睡眠模式、尿液本身無菌、水母的觸

手拂過某個物體表面只需要七千億分之一秒……但是，她不明白的是，她明明一直說

著這些話，為什麼爸媽聽不見，反而認為她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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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姆米的冬季探險（朵貝．楊笙經
典童話５)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朵貝．楊笙 Tove Jansso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321440

14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280

芬蘭人一生必讀童書 全球孩子與成人的共同記憶，歷時二十五年創作，翻譯超過三十

四種語言 全世界共通的傳家經典，榮獲斯德哥爾摩最佳兒童讀物獎、芬蘭國家兒童文

學獎、國際安徒生大獎、尼爾．霍格森獎章等多項殊榮。從未體驗過的冬日時光，在

一片雪白色的孤寂之中，一場奇幻又神秘的冬季歷險即將展開！

44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姆米與大洪水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朵貝．楊笙 Tove Jansson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9262392

14X21CM / 64頁 / 
精裝 / NT$ 320

芬蘭人一生必讀童書 全球孩子與成人的共同記憶，歷時二十五年創作，翻譯超過三十

四種語言 全世界共通的傳家經典，榮獲斯德哥爾摩最佳兒童讀物獎、芬蘭國家兒童文

學獎、國際安徒生大獎、尼爾．霍格森獎章等多項殊榮。大洪水沖散了姆米一家人。

姆米托魯、姆米媽媽和小傢伙史尼夫越過森林、穿過洪水，尋找跟著溜溜出走已久的

姆米爸爸。

44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黑色的歌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Wislawa Szymborska 高中 9789863231813
14X21CM / 232頁 
/ 平裝 / NT$ 320

桂冠詩人辛波絲卡，舉世矚目、傳說中的第一本詩集──《黑色的歌》！「淡定老太

太」遇上「熱血青少女」那耐人尋味的生命時空交流。譯者林蔚昀悉心揀選詩作佐以

「對照筆記」，深入辛波絲卡詩作的精妙意趣及創作脈絡。

44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口琴使者 親子天下 Pam Muñoz Ryan 國中、 高中 9789869248693
14X21CM / 416頁 
/ 平裝 / NT$ 380

紐伯瑞文學奬作品。作者運用一個魔幻的童話書寫大時代下的歷史悲歌，一把口琴將

串起三個人的命運牽繫，也讓我們看見在戰火蔓延的時代中，堅守愛與正義的良善人

性。

45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愛麗絲鏡中奇遇（中英雙語版）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Lewis Carrol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4431151
14X20CM / 384頁 
/ 平裝 / NT$ 250

為了懲罰調皮搗蛋的小黑貓，愛麗絲帶著小黑貓來到鏡子前，卻在一陣突如其來的濃

煙中穿過鏡子，進到一個「什麼都相反」的世界去，在鏡中國度裡，世界被劃分為棋

盤狀，居住著許多活生生的西洋棋和奇特的人物……

45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銀之匙 大塊文化 中 勘助 高中 9789862136966
14X21CM / 248頁 
/ 平裝 / NT$ 280

作者中勘助以日本明治時代東京下町為舞台的自傳小說，描寫不畏權威、勇於挑戰的

少年，其成長日常與所思所想。他是大家眼中的問題學生，他的提問卻仍可以在本世

紀振聾發聵。

45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星期天的體育館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村上しいこ/繪者原名田
中六大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593

14X21CM / 96頁 / 
平裝 / NT$ 250

千年鎮的萬年國小，每到星期天就會發生許多精靈古怪的事！這星期天，體育器材和

掃除用具正玩躲避球。羽毛球抱怨抹布害他們輸球，結果引發比賽大論戰。為讓抹布

打起精神，體育館的夥伴們決定要用抹布擅長的事來比賽。

45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西頓動物記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衛城出版）

Ernest Thompson Seton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351812
14X21CM / 336頁 
/ 平裝 / NT$ 350

本書由八個以動物為主角的真實故事組成。自一八九八年出版以來便大受歡迎，一個

世紀以來再版無數次，被譯成至少十五國語言。結合親身觀察與高明的敘事技巧，西

頓筆下的動物，無不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狼王羅伯（本書第一個故事的主

角），其鮮明的個性、智慧與深邃的情感，讓原本受雇追獵他的西頓深受撼動，不但

從此不再獵殺任何狼，且終生致力於平反狼被妖魔化的形象；更感動千萬讀者，引發

人們對於野生動物保育的關注，也改變了美國日後的生態保育與立法走向。

45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 遠流出版

蘇珊‧坎貝爾‧芭托蕾蒂（
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著；葛窈君 
譯

 國中、 高中 9789573277583
15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280

這是一個我們以為「耳熟能詳」其實「一無所知」的故事。瑪麗‧馬龍終生沒得過傷寒

，卻被稱為「傷寒瑪麗」！她是單身移民、外籍勞工、藍領階級，強悍而堅毅，她對

人類有莫大貢獻，代價卻是終身拘禁？！被當作醫學白老鼠，成就了帶原者研究。一

個想揚名的流行病鬥士、一個心懷歧見的女醫生，偏頗的審判、噬血的媒體、恐慌的

群眾……上演了一場讓人深思的社會寫實劇！

45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波普先生的企鵝：經典新視界 3 遠流出版

理查‧艾特瓦特（Richard 
Atwater）、佛羅倫斯‧艾
特瓦特（Florence 
Atwater） 著；葛窈君 譯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573278269
15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250

★ 長銷80年經典 ★ 紐伯瑞獎 × 路易斯．卡洛爾書卷獎 油漆工波普先生住在寧靜的小

鎮，過著寧靜的生活。他一輩子不曾出遠門，「到南極看企鵝」的夢想只能藏在內心

深處。有一回，波普先生收到驚喜大禮——一隻活生生的南極企鵝！之後接連冒出更

多企鵝，可愛又頑皮的企鵝家族為波普一家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趣事和大麻煩……

45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尼克亞當斯故事集——從男孩到
男人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厄尼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國中、 高中 9789863592365
15X21CM / 346頁 
/ 精裝 / NT$ ---

《尼克亞當斯故事集》是海明威過世十年後，於1972年集結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包括

早期代表作〈印第安營地〉、〈大河雙心〉，以及8篇生前未發表的文章。 這24篇以尼

克亞當斯為主角的故事，原本猶如散落的拼圖被收錄各處，在重新集結後，逐漸組合

出一個從男孩蛻變成男人的完整形象——少年時跟隨父親深入荒野探險，在印地安營

地初次體驗死亡，與女孩在森林中偷嚐禁果，在戰地醫院結識硬漢軍官，與幼子互動

時緬懷亡父——尼克的經歷恰與海明威的生命軌跡平行，具有強烈的自傳性色彩。且

故事中所呈現的率真性格，也與日後的硬漢形象大異其趣。

45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狐狸爸爸萬歲（羅德達爾百年誕
辰紀念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098

14X20CM / 144頁 
/ 平裝 / NT$ 220

在一個山谷裡，有三個農場，農場主人都很小氣，也很卑鄙。山谷上方的小山住著狐

狸一家：爸爸、媽媽和四隻小狐狸。狐狸爸爸很聰明，總能輕而易舉獲取農場的雞鴨

鵝、火雞等食物。有一天，那三個壞蛋決定把狐狸爸爸除掉，於是展開了一場智慧和

力量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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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吹夢巨人（羅德達爾百年誕辰紀
念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28
14X20CM / 320頁 
/ 平裝 / NT$ 320

巨人國裡，有一個被叫他小矮子」的善良巨人，他會製造夢，每天晚上他悄悄來到小

朋友窗前，把好夢用小喇叭吹進孩子的腦海。可小朋友從來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有

一天，一個名叫蘇菲的小女孩發現了他......

45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奇光下的祕密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Brian Selznick
小學高年級、國

中
9789864790371

14X21CM / 640頁 
/ 精裝 / NT$ 800

一本文字和圖畫雙線並進的感人小說班和羅絲的兩個故事，兩趟追尋內心渴望的旅程

，以迷人的對稱交織、輪替，帶領讀者一覽博物館的奇珍收藏。最後，在故事出乎意

料的轉折處，兩人的人生相互碰撞，結局不僅令人驚歎，更發人深省。故事情節層次

豐富、錯綜複雜、感人且優美，絕妙揉合了不凡的想像力和獨特的說故事技巧，一部

精彩絕倫的大師之作。

46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橡果與山貓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宮澤賢治/繪者 楊宛靜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685
14X20CM / 80頁 / 
平裝 / NT$ 250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小男孩金田一郎收到了一張奇怪的明信片，審判長山貓邀請一郎

前來幫忙解決一樁麻煩的案件。一郎滿心期待的步上旅程，出發尋找山貓。一路上，

就此從現實進入了橡果的奇幻世界。

46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瑪蒂達（羅德達爾百年誕辰紀念
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59
14X20CM / 320頁 
/ 平裝 / NT$ 320

瑪蒂達是個三歲就會自己看書的天才兒童。上學後，她遇到了好老師哈妮小姐，但校

長卻是個會把學生當鍊球丟的暴力份子。瑪蒂達在校長誤會她之後，非常生氣，卻也

在此時發現自己有股神祕的力量……

46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喬治的神奇魔藥（羅德達爾百年
誕辰紀念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35
14X20CM / 160頁 
/ 平裝 / NT$ 220

小喬治有個自私自利、十分陰險的外婆，她不但脾氣暴躁，而且總是趁著爸媽不在時

，百般刁難小喬治。於是喬治決定調配一種威力強大的藥，讓她吃點苦頭。

46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女巫（羅德達爾百年誕辰紀念
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11
14X20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外婆是小男孩唯一的親人，他們相依為命。從外婆那裡，他知道了許多關於女巫的種

種事情，比如如何辨認女巫，女巫如何殺害孩子等等。如何識別她們呢？故事就從這

裡開始。

46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巧克力冒險工廠（羅德達爾百年
誕辰紀念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067
14X20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威利．旺卡是世界上最有創意、最有發明天分的巧克力製造家，家境陷入困境的查理

，奇蹟的在最後一刻找到最後一張金彩券，他的命運也完全改變了。

46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謝謝樹爺爺 我會跳繩了！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森山京(もりやま みや
こ)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3381198
14X21CM / 72頁 / 
平裝 / NT$ 230

松鼠爺爺旁觀的守護熊小弟學跳繩，但卻始終沒有露臉，松鼠爺爺脫口而出的加油聲

，讓熊小弟誤以為是「樹」爺爺的聲音，是樹爺爺守護著幫熊小弟練習跳繩……

46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最棒的調味料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龜岡亞希子（かめおか
あきこ）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3381136
21X15CM / 80頁 / 
平裝 / NT$ 230

身為大宅裡的小主人松鼠少爺，他經常得一個人用餐，所以覺得非常孤單。管家請來

狼師傅替少爺作餐，希望讓他高興一點。不料松鼠少爺還是嫌東嫌西，讓管家和狼師

傅手足無措……

46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萊可校長的女學生1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伊莉絲‧普莉瑪（Elise 
Primavera）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9321495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280

本校最重視的是「找路」的樂趣，校長認為，走在較少人走的路，才能享受冒險的樂

趣。學生們實在很困惑，學校為什麼要讓她們故意迷路，還要乘著降落傘、騎著掠海

獸，並且尋找一位不在箱子裡、失蹤的同學！歡迎一起參與萊可校長女學生的上學

記！

46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所羅門王的寶藏 商周出版
亨利．萊德．海格德（
H. Rider Haggard）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70465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300

本書出版時被評為「超越《金銀島》的驚險、更甚《湯姆歷險記》的瘋狂」。 一場有

去無回的異域冒險 神秘的所羅門王寶藏，追逐者眾， 卻無人能順利取得寶藏，全身而

退…… 亨利爵士的弟弟在非洲神秘失蹤，他為了尋找弟弟，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非洲

，這場尋人之旅意外成了尋寶之旅。亨利爵士與他的朋友古德和非洲獵人艾倫從黃沙

滾滾的沙漠開始，去尋找藏在遼闊沙漠深處、猶太人史上最偉大國王所羅門王的寶

藏。

46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孤雛淚 ｜全譯本 商周出版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4717702093211
14X21CM / 448頁 
/ 平裝 / NT$ 380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最偉大作家狄更斯，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無親無靠的孤兒奧

利佛．崔斯特一出生便進了寄養院，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為了逃離悲慘與不幸，他

逃往倫敦，卻遇到了少年扒手傑克．道金斯，把他帶到竊盜頭子費金的老巢，懵懵懂

懂地接受了「工作訓練」……命運多舛的奧利佛是否能逃離惡徒掌控，破解曲折離奇

的身世之謎？ 狄更斯在這本書中用濟貧院、童工等悲慘生活，來諷刺倫敦是個表面是

行善、實際卻階級意識分明的假善社會，奧利佛在這個腐敗的黑幽環境中像一股清流

，年幼瘦小的他對道德正義有著莫名的頑強與堅持，即使面對種種威脅仍不願向命運

妥協，終於通過逆境的試煉得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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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阿米．愛的三部曲套書 
《阿米1：星星的小孩》

《阿米2：宇宙之心》

《阿米3：愛的文明》)

大塊文化 Enrique Barrios 國中、高中 9789862137604
13X19CM / 804頁 
/ 平裝 / NT$ 860

乘坐飛船到地球各地和其他星球遊歷，看到不同的民族和其生活方式，這套書就是穿

透時間與空間的奇妙旅程。阿米說過，這套書是寫給所有小孩和富有童心的大人看

的。

47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疑問集 九歌出版社 聶魯達（Pablo Neruda） 高中 9789864500796
14X21CM / 176頁 
/ 平裝 / NT$ 250

這本聶魯達於死前數月完成的《疑問集》，可視為詩人臨終前對生命的巡禮。聶魯達

拋下三百多個未附解答的疑問，逗引讀者進入迷宮似的生命版圖，歡喜地迷途，謙卑

地尋找出口。

47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通心粉男孩 遠流出版
安德里亞斯‧史坦哈弗（
Andreas Steinhfel）著：
潘世娟 譯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573277903
15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50

少年里克不會算術，講話時思路常常中斷，只要離開家門前那條街就會迷路。在假期

中的某天，里克認識了一個怪孩子奧斯卡。奧斯卡有極高的智商，他認識好多里克不

懂的字，還知道月球到地球的精確距離，但是他懂得愈多，卻愈膽小，所以一直帶著

藍色安全帽。在那段時間，接二連三發生的兒童綁架事件擾得人心惶惶，兩人在關注

這起事件的同時，卻不幸捲入疑案中，他們是否能從這場危機中全身而退？

47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超級偵探海莉：經典新視界 6 遠流出版
露薏絲‧菲茲修（Louise 
Fitzhugh）著；謝佩妏 譯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573278436
15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280

長銷半世紀，被視為「青少年寫實小說」的開創巨作！ 小六生海莉立志當偵探，她隨

身攜帶祕密筆記本，裡頭記錄的對象包括家人、鄰居、路人、同學、老師，甚至包括

兩個死黨。她直言不諱的寫下批評與看法。有一天，筆記本從背包裡掉出來，被所有

同學傳閱，海莉頓時成為全班公敵！被孤立的海莉該如何面對同學們的抵制報復和老

師、父母的責難？她能夠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嗎？

47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都是泰洛普老師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文： Rob Buyea 譯：趙
永芬

小學高年級 9789869308403
14X21CM / 368頁 
/ 平裝 / NT$ 350

事出必有因，故事中的意外絕非偶然，巧妙的情節安排與伏筆，串起故事全貌。──

約翰‧厄文（John Irving） 七個雪丘小學五年級的孩子，潔西卡，新轉學生，聰慧、擁

有敏銳的洞察力，正努力的適應新環境；艾麗西雅，班上女惡霸，上一秒還是你的朋

友，下一秒就變成你的敵人；彼得，班上的搗蛋鬼及麻煩製造機；路克，擁有聰明的

腦袋瓜；丹妮艾兒，從不敢為自己挺身而出；安娜，因為單親的情況讓她覺得自己好

像被這個世界遺棄；傑佛瑞，討厭上學。 新學期來了個新老師泰洛普老師，他把教室

變成一個和以往不同的地方。直到那個下雪的冬日，一場意外改變了所有事、所有人

…… 羅勃‧布耶引人入勝的處女作，七個個性迥異的孩子，每個都有自己獨特的故

事；截然不同的觀點，從他們的敘述造就了這位特別的老師──泰洛普老師

47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莎士比亞故事集：莎翁四百周年
紀念版：全新譯本、附莎劇人物
關係表、莎劇豆知識

漫遊者文化
William 
Shakespeare,Mary & 
Charles Lamb

國中、高中 9789865671877
14X21CM / 400頁 
/ 精裝 / NT$ 350

全新譯本　台灣知名譯者重新翻譯，拜讀經典不煩惱。莎劇人物關係表　愛恨關係看

圖表，外國人名失憶症一次治好。莎劇小知識　看完故事意猶未盡，衍生名著電影等

你來找。

47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小氣財神：彰顯寬容與愛的狄更
斯經典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Charles Dickens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592433
14X20CM / 214頁 
/ 平裝 / NT$ 250

故事發生在倫敦。史顧己是個吝嗇貪婪、刻薄成性的商人，厭惡所有與歡樂節慶沾上

邊的事物——包括聖誕節。聖誕節前夕，他見到了過世老友的鬼魂，接著代表過去、

現在、未來的三個聖誕幽靈赫然顯靈，逼他審視過往的自私作為和冷酷無情的真相，

未來悲劇更在眼前活生生上演。醒來後他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他成為仁慈慷慨的大

好人，收穫了發自內心的快樂，也體會到聖誕節感恩與助人的精神真諦。

47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大耳朵超人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Cece Bel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708
155X23CM / 248
頁 / 精裝 / NT$ 
450

一本從聽障者獨特觀點出發的圖像小說，一個幽默動人的成長故事，鼓勵每一個曾渴

望融入新環境、獲得認同的大人和小孩——不管我們有什麼障礙，那都是屬於我們的

與眾不同，也是我們的超能力！

47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媽媽使用說明書 小天下 いとうみく 小學中年級 9789863209638
14X20CM / 268頁 
/ 平裝 / NT$ 260

煮我愛吃的東西的方法、不要一直叫我念書的方法、賴床也不會被罵的方法、不要叫

我打掃房間的方法…… 有了這本《媽媽使用說明書》，要什麼有什麼，簡直就像置身

天堂！

47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克拉拉的箱子 小天下 Rachel van Kooij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209423
14X20CM / 256頁 
/ 平裝 / NT$ 300

這一天本來應該是耶誕節過後最讓人開心的一個開學日。復活節還沒到，大家就同心

協力把教室布置好了。 門窗上掛滿了漂亮的花環，黑板上貼著用色紙剪下來的大字：

「歡迎克拉拉老師回來！」

48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聽靈媒說：安部公房短篇小說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安部公房著 高中 9789570847819
21X14CM / 304頁 
/ 平裝 / NT$ 360

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經典，紀念安部公房逝世二十週年；生前未出版短篇小說首度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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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波特經典
童話故事全集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Beatrix Potter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2742679
25X20CM / 387頁 
/ 精裝 / NT$ ---

全集中共有23個完整的故事，全是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們的故事；她的筆調優雅，精

彩的描繪出每隻動物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像是調皮的小兔彼得和溫柔的媽媽；被

騙上船，差點變成盤中飧的小豬羅平，因為難過哭泣，最後在大黃貓的幫助下安全脫

離；調皮的小貓湯姆經歷了被大老鼠做成貓布丁的經驗，對老鼠更是敬謝不敏……
等。23個故事各自有不同的主角與面臨的生活或歷險。

48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第五號屠宰場（全新中譯本）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馮內果Kurt Vonnegut 高中 9789863443391
14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60

《第五號屠宰場》出版後，有人稱譽本書終止了一場戰爭－－影響美國退出越戰，馮

內果成為當時年輕人的心中導師。自一九六九年出版以來，本書的成就卻不止於此，

它是反戰書的一等經典；採取穿越時空的寫作模式，使得沉重如戰爭的現實題材，讀

起來則如一篇彷彿不會真實發生、距離我們的易讀故事

48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雪山男孩與幻影巨怪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小麥田出版社

琳達．紐伯瑞（ Linda 
Newbery）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62378
14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80

爸爸失蹤了！恐怖的巨怪、危險的雪山都在磨鍊他， 失去最重要的人之後，該如何找

到勇氣？這會是一場重新認識爸爸，以及自己的神祕旅程……

48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荒神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獨步文化

宮部美幸 高中 9789865651596
14X21CM / 544頁 
/ 平裝 / NT$ 499

遠離京城的小山村慘遭一夜滅村，一隻不可能存在的怪物竟現身人世，它所到之處，

寸草不生……仰望山神鼻息生存的人們全被捲入了這場災厄。逆境中誕生的勇氣與希

望將拯救世界。

48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紅色英勇勳章 群星文化 Stephen Crane 國中、 高中 9789869206198
13X19CM / 248頁 
/ 精裝 / NT$ 300

年輕人亨利．佛萊明嚮往從軍，一心以為自己可以馳騁沙場，建立彪炳戰功。他在沿

途群眾的歡呼擁戴下上了戰場，卻在首次面對槍林彈雨時臨陣脫逃。當他懷著怕人揭

穿、恥笑的忐忑心情到處遊蕩時，便羨慕起負傷的同袍，因為他覺得傷口就像是一枚

紅色英勇勳章。這種發自內心的欣羨之情以及不服輸的精神，讓亨利重回戰場，使他

變成了真正「勇敢」的人。作者以現代主義的手法，帶領讀者來到主角亨利的內心世

界，雖然是以第三人稱述說故事，但就如同親臨現場一樣，讀者亦能透過亨利的感官

，體會戰場的血腥，等待的煎熬，群眾的盲目，以及那空氣中的冷、熱、溼、腥，攪

拌出更多的虛無與孤寂感。

48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羅生門：獨家收錄【芥川龍之介
特輯】及<侏儒的話><某個傻子
的一生>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Ryunosuke）

高中 9789863841593
15X21CM / 224頁 
/ 平裝 / NT$ 250

芥川龍之介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寫了超過一百五十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篇幅極短，

取材新穎，情節新奇甚至詭異。作品關注社會的醜惡現象，卻很少直接評論，僅以冷

峻的文字和簡潔有力的語言來陳述，讓讀者深感人性之醜惡，具有極高度的藝術性，

同時也成為當時社會的縮影。本書依發表年代，收錄芥川龍之介最受歡迎的五個短篇

代表作。本書特別收錄芥川龍之介晚年的兩部作品可以看到芥川龍之介在創作瓶頸時

力求突破的新嘗試：〈侏儒的話〉〈某個傻子的一生〉。獨家芥川龍之介〔創作與人

生特輯〕，從文學與人生的角度，全方位介紹「短篇小說之王」的文學與人。

48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陰翳禮讚：綻放幽暗的細緻書寫
，谷崎潤一郎美學傑作集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牌出版）

谷崎潤一郎 高中 9789865797935
13X18CM / 216頁 
/ 精裝 / NT$ ---

各界美學實踐者必備案頭書──安藤忠雄、杉本博司、原研哉等知名大師的創作原點 陰
翳，是時間的光澤，是在簡潔安靜中融入質樸；諸位可曾見過「肉眼可見的暗影」？

當光線微弱，不足以穿透黑暗的厚度，眼睛逐漸習慣幽暗時，人類的感官能包容一切

，細細品嘗平日難以得見的美麗景致。耽美派大師谷崎潤一郎創造出一種微觀的美學

視野，引領讀者進入日本獨特的審美思維。

48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不合理的行為（全新增修版）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Don McCullin唐．麥卡林 高中 9789869296106
16X23CM / 320頁 
/ 平裝 / NT$ 450

麥卡林，公認為當今在世最偉大的戰地記者，作品影響深遠，備受藝評家討論。他拍

攝的是戰爭，披頭四和畫家法蘭西斯•培根在拍攝肖像時，卻堅持由他掌鏡。他的影像

連英國政府也畏懼，他的經歷令間諜小說作家勒卡雷大為折服。 在麥卡林這本自傳中

，我們同時也看到過去五十年全球最耀眼的一批作家、攝影師，他們在全球最動盪的

地方升起、殞落，見證既黑暗又讓人無比渴望光明的歷史，更看到人類的行為如何不

合理，而戰地記者又如何在拍攝這些不合理中，發現自己生命的不合理。 （本書全新

增修版新增41-47章，照片也有若干增補更換。）

48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臨別清單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莎莉‧妮柯絲｜Sally 
Nicholls

國中、 高中 9789863592488
15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

這是一部關於生命的小說，它會讓你在忙碌的人生步伐中突然駐足，開始滿懷感激地

體會當下生命的美好。 ――《Glen Dumplex文學獎評審團主席Gerard Smyth》 有些願

望可以長大再實現，但我不行。 因為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 我是山姆，今年十一歲，

喜歡收集各式各樣的奇妙事實；我不用去上學，但也不太能出去玩；我最好的朋友叫

菲利，他是醫院達人，我也是。 喔，還有，我患了白血病，就快死了。 「快死了」可

能是全世界最難解釋的事。家教老師提議我們寫一張待辦事項清單，我突然靈光一閃

―― 我要寫一張宇宙無敵超完美的願望清單，一一完成它！ 我要打破各種世界紀錄。 
我要從向下的電扶梯往上跑。 我要把大人不讓我看的恐怖片都看完！ 最重要的是，我

要大家想起我時開開心心，永遠別把我忘記。 這是我的願望清單，如果是你，會寫些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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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閱讀小天后 小天下 Claudia Mills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209416
14X20CM / 168頁 
/ 平裝 / NT$ 260

過去十年來一直深埋在泥土下的那把舊鑰匙，真的能打開祕密花園深鎖的鐵門嗎？ 凱
西深深吸了一口氣，靜靜等待門鎖被打開的那一刻。鑰匙轉動了，花園鐵門發出嘎吱

聲，門慢慢開了……

49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想念五月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辛西亞‧賴藍特（Cynthia 
Ryland）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3381426
14X21CM / 144頁 
/ 平裝 / NT$ 260

夏兒從小就由母親的兄弟姊妹輪流撫養，直到六歲那年，五月和歐柏才正式領養了她

，雖然窮困，卻給了夏兒豐沛的愛和真正的「家」。但在夏兒十二歲那年，五月卻突

然去世……

49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外公遲來的春天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蕾堤希雅‧柏傑巴弘
(Laetitia Brauge-Baron)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3380986
14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260

里奧的外公失智了，但里奧選擇愛著這樣的外公。當爸爸媽媽計畫將外公送往安養中

心時，里奧決心舉旗反抗，和外公共同密謀一趟遠走高飛的小旅行，展開一段奇特的

尋愛之旅……

49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數星星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露薏絲‧勞瑞(Lois Lowry)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3381341
14X21CM / 176頁 
/ 平裝 / NT$ 260

一位居住在納粹占領下的十歲丹麥小女孩—─安瑪麗‧約翰生。本書透過安瑪麗的眼睛

，讓全世界的讀者見識了丹麥反抗軍的英勇之舉，進而體悟每個人都應該心無偏見的

善待他人。

49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臨界點—歷劫核冬的少年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克萊兒．佐恩(Claire 
Zorn)

國中 9789863381488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50

在十七歲的費恩看來，那天跟往常並無不同。然而在地球的另一頭，核彈爆炸了……
天氣變得陰暗嚴寒，下起灰色的雪。一切都變了，一切都派不上用場。費恩和弟弟該

何去何從？

49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玫瑰送來的道別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Clare Furniss 國中 9789864490363
21X15CM / 320頁 
/ 平裝 / NT$ 280

妹妹出生後，媽媽就永遠離開了。珠兒把悲傷轉為對新生兒的憤怒，怒稱為「老鼠」

，並把自己囚禁在「難過與震驚」與「自憐自艾」的牢籠中，拒絶任何人對她伸出援

手。而珠兒的媽媽即使死去，也不改機智反骨本性，不時現身與珠兒對話。珠兒卻以

為自己沒有權利活得快樂……珠兒如何從從「失去」的傷痛中拾起勇氣，作者寫來令

人動容。

49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白蜂巢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Kenneth Oppel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6104879
15X21CM / 208頁 
/ 精裝 / NT$ 320

史提芬有個患有罕見疾病的嬰兒弟弟。他的父母為此操勞憂煩，他則無力地看著自己

家陷入愁雲慘霧中。這時他夢中出現一個像白色黃蜂的生物，跟他保證會幫助他弟弟

，讓他變成健康的嬰兒……

49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莎拉巴！致失衡的歲月（

上）》

《莎拉巴！致失衡的歲月（

下）》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西加奈子著 國中、 高中 9789864751280
14X21CM / 664頁 
/ 平裝 / NT$ 760

出生於伊朗的圷歩，在埃及，遇到了對於他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同時期的圷家也遭

逢變異，父母離婚、家人四散，他決心邁開腳步，去探尋原本逃避的一切，進而得知

了那個隱藏在多年前的事實……。

49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幽冥日本—日本陰翳之美與哲思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八旗文化）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高中 9789865842857
13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280

《幽冥日本》作者小泉八雲原為希臘人，十九世紀末因緣際會前往日本生活多年後，

開始以文字向西方呈現日本的民情風俗、鬼神傳說乃至玄祕信仰，當中蘊涵對大和民

族的文化及其性格的細膩觀察，同時照見東西雙方思想差異的感性對比。 十九世紀末

的日本甫結束明治維新，全面西化發展，民俗傳統漸漸稀釋淡薄。但這個島國人民幽

微曲折的心識，和文化中質樸深幽的陰翳之美，卻意外地鮮活封存在小泉八雲的篇篇

文章當中，值得細思品味。

49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銀河鐵道之夜【珍藏獨家夜光
版】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宮澤賢治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39752
13X19CM / 128頁 
/ 平裝 / NT$ 160

宮澤賢治的作品，蘊藏無限可能的契機與令人驚喜的豐富內涵。本書收錄〈要求很多

的餐館〉及〈銀河鐵道之夜〉，幽默、純真卻又深刻感人，是認識宮澤賢治必讀的經

典之作。

50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國家地理北歐神話故事：關於陰
謀、詐術、情愛與復仇的故事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Donna Jo Napoli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20313
24X30CM / 192頁 
/ 精裝 / NT$ 520

蒐集日耳曼和斯堪地那維亞民族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介紹巨人、北歐諸神、精靈

與侏儒。從世界最初的形成到諸神的黃昏，透過生動的文字和精緻插畫，描繪出北歐

神話的世界。

50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一級玩家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

高中 9789863443919
14X21CM / 448頁 
/ 平裝 / NT$ 399

他是現實生活裡平凡無奇的男孩，也是虛擬實境中叱吒風雲的高手。 一筆巨額遺產點

燃全球玩家的美夢，一場引爆世界危機的競賽也即將展開！ 誰能料想到，這競賽竟比

真實更殘酷無情，你如果不想辦法贏，可能就得死。 準備好了嗎？遊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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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梅岡城故事（唯一授權全新中譯
本）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哈波．李（Harper Lee） 高中 9789863443537
14X21CM / 368頁 
/ 平裝 / NT$ 400

演繹了悲天憫人的胸懷與戲劇性的情節，榮獲普立茲文學獎，屢次名列權威機構選書

書單。當描述本書主角琴．露易絲長大成人的《守望者》出版後，更能顯見哈波．李

立足於美國文學的大師地位──在純真與老練、仁慈與殘酷的胸懷裡，終將超越歧見的

人性追求。

50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觸發警告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獨步文化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高中 9789865651626
14X21CM / 384頁 
/ 平裝 / NT$ 399

所有人都告訴我，他們和我那個初戀女友在臉書上聯繫上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

那個叫卡珊卓的女孩只是我在十四歲時幻想出來的……無人能夠模仿，尼爾蓋曼最精

彩短篇集！

50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海蒂：阿爾卑斯山少女（全譯
本）

商周出版
喬安娜．史派莉Johanna 
Spyri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71691
14X21CM / 304頁 
/ 平裝 / NT$ 300

英國BBC推薦為「永遠的必讀經典故事」。宮崎駿根據海蒂改編成經典卡通「小天

使」。海蒂五歲時，阿姨為了工作，忍痛將海蒂送到獨居在阿爾卑斯山的爺爺家。活

潑善良的海蒂逐漸溫暖了爺爺原本孤僻冷漠的心，在風景優美的山上過了幾年無憂無

慮的生活。有一天阿姨忽然回到山上把海蒂帶到了塞斯曼家，陪伴不良於行的克拉

拉。她樂觀的態度感染了克拉拉，兩人變成了好朋友。但她還是很想回到山上爺爺的

家，最後克拉拉一家人終於答應讓海蒂回到爺爺身旁。海蒂臨走前，和克拉拉約定一

定要再見面，而且是克拉拉去山上看海蒂。終於海蒂和克拉拉在阿爾卑山上重逢，這

片美麗的山林又會為兩個相互扶持的小女孩帶來什麼奇蹟呢？

50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那年春假，貓，小哲與我 親子天下 湯本香樹實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61401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320

當我想像自己會變成怎樣的大人時，腦筋一片空白。即使我偷偷把營養午餐的牛奶丟

掉，即使我忍痛穿上已經太小的鞋子，裙子仍然愈來愈短，鞋子的鞋尖破了洞。我被

自己拋棄了。然而，蛻變的疼痛令人迷惘困惑，卻也是人生轉機的開始。

50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看不見的敵人 親子天下 阿部夏丸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9281539
17X22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崎嶇顛簸的成長道路中，誰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朋友？家人？還是隱藏在我們內

心深處的東西？ 結合環境教育與同儕議題，國中小學最佳閱讀素材。獲選日本中學生

暑期讀書心得推薦書單，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五顆星好評。

50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安娜與燕子人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Gavriel Savit 國中、高中 9789573332510
14X21CM / 272頁 
/ 平裝 / NT$ ---

燕子人認為小女孩需要一個父親，打算帶她去找可以收留她的人。但安娜卻說：「我

知道這年頭女孩沒有父親不行，但沒有女兒的父親會比較好嗎？」燕子人笑了，於是

他們一起踏上未知的旅程......

50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騎鵝歷險記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Selma Lagerlof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431908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280

喜愛捉弄動物的尼爾斯，某天因為欺負帶來好運的小精靈，被小精靈施以魔法，身軀

瞬間變成拇指般大。但尼爾斯平常從沒好好善待家中的動物，農場的動物們都不願告

訴他可以去哪裡找到小精靈，現在遭遇不幸的他，有誰願意幫助他，讓他再度成為人

類呢？

50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永遠的狄家【40週年紀念典藏
版】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Natalie Babbitt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2114339
14X20CM / 184頁 
/ 平裝 / NT$ ---

你期待的長生不老是什麼樣子呢？作者以優美的敘述，道出長生不老的奇幻故事：主

角遇見了誤飲泉水而長生不老的狄家人，啟發她思索何謂永恆的生命。特別收錄《女

巫前傳》作者格萊葛利‧馬奎爾撰寫的前言，以及作者奈特莉‧芭比特的專訪完整內容，

深入剖析其創作理念和經歷。

51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浮生釣手 大塊文化 Chigozie Obioma 高中 9789862137116
14X20CM / 312頁 
/ 平裝 / NT$ 320

運用豐富的大自然意象與部族傳說，穿插精準觀察，緩緩道出兄弟間強烈的情感糾結

，最後走向戲劇人生的最高潮。伴隨而來的破壞力能超越地域限制，得到世界各地讀

者的共鳴。

51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抄寫員巴托比 / 水手比利．巴德 群星文化 Herman Melville 高中 9789869309059
13X19CM / 272頁 
/ 平裝 / NT$ 350

梅爾維爾筆下最能呈現荒蕪世界中現代人縮影的兩個人物 叩問人要怎樣才能保住完整

而自由的自己？梅爾維爾藉由巴托比和比利．巴德，寫出了現代人內在靈魂困境的兩

極。一幕幕看似現實合理的場景，映現出超現實不可思議的光影，照見「個人之我」

與「他人之世界」間永恆拔河的險惡。十九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梅爾維爾 　　

中、短篇小說經典全新譯本

51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院子裡的怪蛋：經典新視界 4 遠流出版
奧利佛‧巴特渥斯（Oliver 
Butterworth）著；許恬寧 
譯

小學高年級 9789573278337
15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250

我是譚啾啾，今年十二歲。夏天的時候，我家母雞生下一個超大的蛋，簡直像橄欖

球！一個多月後，怪蛋終於孵化，跳出一隻渾身無毛、有點像蜥蜴的古怪動物。生物

學家竟然說牠是…… 這個幽默奇想的故事長銷六十年，滿足了讀者心中「擁有夢幻寵

物」的夢想，同時學到有趣而有益的生物知識，並培養「飼養寵物」的責任感。

51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手推車大作戰：經典新視界 1 遠流出版
琴‧麥瑞爾（Jean 
Merrill）著；葛窈君譯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573277965
15X21CM / 208頁 
/ 平裝 / NT$ 250

2026年的紐約是國際大城市，也是全世界卡車最多的城市。而且，紐約的卡車越來越

多、越來越大，堵塞交通、囂張蠻橫，廣大市民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卡車司機惡

意衝撞花販的手推車，當場車毀人傷。推車小販們敵愾同仇、共商大計，決定向卡車

宣戰！卡車公司資本雄厚，籠絡市長和媒體；勢單力薄的手推車小販，如何撼動官商

勾結的龐大惡勢力？「小蝦米」真能對抗「大鯨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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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星期天的保健室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村上しいこ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90609
14X21CM / 96頁 / 
平裝 / NT$ 250

萬年國小到了星期天也不平靜。保健室的成員—體重機、急救箱、身高尺和病床……
全部動員，帶著嬰兒娃娃到鎮上。他們要幫她找到一顆會跳的心臟，變成「真的」娃

娃。他們要到哪裡才能找到代表「生命」的東西呢？

515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飛翔之夢:萊特兄弟新傳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David McCullough 國中、 高中 9789571366845
14X21CM / 408頁 
/ 平裝 / NT$ 420

曾兩度獲得普立茲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的大衛．麥卡勒（David McCullough）以如

橡之筆，敘述一對勇敢的兄弟教世界飛翔的精彩故事。在這本意義深遠的書中，取材

自豐富的萊特檔案，包括個人日記、筆記本，和上千封家書，為這個意義深遠的美國

故事勾勒出人性的一面。

516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飛天巨桃歷險記（羅德達爾百年
誕辰紀念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081
14XCM / 256頁 / 
平裝 / NT$ 300

詹姆斯四歲時成了孤兒，兩個壞阿姨住。可憐的他必須做所有的家事。一天，一個奇

怪的老人給了詹姆斯一瓶魔法藥水，，詹姆斯却一不小心，把它灑在後院，後院的桃

樹，突然長出一顆桃子，而且不斷的長啊長長成像房子一樣大。桃子因為樹枝無法承

受它的重量而脫離了桃樹，它帶著詹姆斯一路滾到海裡，展開了一趟精彩有趣的冒

險。

517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世界冠軍丹尼（羅德達爾百年誕
辰紀念版）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04
14X20CM / 320頁 
/ 平裝 / NT$ 320

丹尼家只有他和父親。他們住在村外一輛不大的老篷車裡。丹尼的父親腦子裝滿許多

奇怪的主意，使丹尼的生活充滿快樂。一次偶然機會，他發現爸爸的祕密：他是一個

家傳偷獵者！在林場主人為的狩獵日前一晚，丹尼以機智和勇敢完成了一次最大的偷

獵，成為當之無愧的偷獵世界冠軍。

518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奇蹟之屋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Brian Selznick
小學高年級、國

中
9789864790395

14X21CM / 672頁 
/ 精裝 / NT$ 800

作者獨創的敘事形式，充滿了壯麗動人的想像力，兩個獨立的故事交織出某個戲劇家

族跨越兩世紀的命運謎團，吸引讀者一探究竟。一本迷人的新奇之書，一趟引人入勝

的冒險。

519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爬樹的魚 小天下 Lynda Mullaly Hunt 小學高年級 9789864790050
14X20CM / 320頁 
/ 平裝 / NT$ 320

聰明或愚笨？誰說了算？如果以爬樹的能力來評判一條魚，那麼魚會一輩子認為自己

是大笨蛋！ 一本關注閱讀障礙、同儕霸凌的校園小說，獻給每一個勇於與眾不同的個

體！你，就是自己的英雄！

520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神奇的玻璃升降機（羅德達爾百
年誕辰紀念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074
14X20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在升降機飛回工廠的途中，升降機愈飛愈高，最後竟然進人了太空軌道！但眼前是真

正的外星人！ 尼德蟲怪向美國運輸太空艙和玻璃升降機發動攻擊……經歷了一番冒險

過程，才讓他們恢復原狀。

521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壞心的夫妻消失了（羅德達爾百
年誕辰紀念版）

小天下 Roald Dahl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142
14X20CM / 160頁 
/ 平裝 / NT$ 220

刁先生和刁太太是一對壞心的夫妻，還無情的要養在籠子裡的猴子倒立著吃飯、睡覺

，如果猴子不服從，就無情的毆打牠們。這惹惱了猴子，牠們決定要展開報復。這對

壞心的夫妻最後終於自食惡果。

522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悲傷是這樣誕生的 漫遊者文化 John Hughes 高中 9789869370974
13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290

十四則魔幻寓言，喚起第一滴眼淚的記憶～結合動物寓言與希臘神話，訴說生命誕生

之初，那些美麗又哀愁的故事。《悲傷是這樣誕生的》是澳洲新銳作家約翰．休斯精

心創作的一部寓言。

523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彩虹島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Christie Hsiao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574457083
15X21CM / 344頁 
/ 平裝 / NT$ 320

每個世代都需要反思，人長大後往往失去孩童時期的創造力、純真與歡樂；《彩虹

島》讚頌孩子獨有的良善，他們總能激勵成人反璞歸真，重拾歡笑與豐富的想像力，

進而活出精彩充實的人生。 本書讀者群為孩童與青少年，也包括曾覺得自己和群體格

格不入或不受重視的成人。《彩虹島》與《小王子》、《綠野仙蹤》和《快樂小天

使》一樣，老少咸宜，所有喜愛奇幻冒險故事的讀者都會愛不釋手。

524 第39次 文學翻譯類 尋水之心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Linda Sue Park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6104794
15X21CM / 168頁 
/ 平裝 / NT$ 200

兩個孩子，兩段不同年代的故事，發生在戰爭不斷、缺乏水源的蘇丹。薩爾瓦在上課

時，被一陣槍響打斷。戰爭來了。薩爾瓦跟著大家逃跑，沒想到從此成了「失落男

孩」，被迫面對非洲大地上各種人為和自然的危險。

52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猜猜我是誰？》
《猜猜動物園》
《我長大了！》
《準備好了嗎？》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Nina Laden 學齡前 4714150670841
12X12CM / ---頁 / 
精裝 / NT$ ---

寶寶最愛的遊戲—寶寶躲貓貓！ 透過特殊軋型挖洞設計，配合趣味猜一猜遊戲， 讓小

寶貝邊玩、邊探索， 還能邊學英文，提高觀察力！

52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日本生活家的歲時雜記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EZ 叢書館

佐藤裕美 （さとうひろ
み）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2485316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50

日本生活家用最柔軟的心，傾聽24節氣更迭的聲息，寫下最貼近日本日常的雜記。 透
過本書圖文並茂的充實內容，細細欣賞日本日常的生活風景，活出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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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TED大師ｘ11位世界演講冠軍：
教你30秒說動人心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寶鼎出版

傑瑞米．唐納文（
Jeremey Don）、 萊恩．
艾佛瑞 （Ryan Avery）

高中 9789862485354
14X21CM / 248頁 
/ 平裝 / NT$ 300

TED大師精闢解析11篇世界演講冠軍講稿，歸納92條實用必學技巧，幫你強化表達

力、厚植思考力、培養領導力，在任何場合進行公眾演說、會議報告或人際溝通，都

能在30秒內說動人心，成功推廣理念、漂亮行銷自己！

52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我的藝術創作書（新版） 小天下 Rosie Dickins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208839
22X28CM / 96頁 / 
精裝 / NT$ 420

精選22件迷人的藝術品，不到美術館就可以欣賞到梵谷的〈星空〉、莫內的〈睡蓮〉

，畢卡索的立體派人物，甚至中國畫家沈銓的水墨畫，非洲的面具、日本的浮世繪版

畫……等等。

52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100個在旅行中繪畫的技巧 太雅出版有限公司 羅安琍 國中、 高中 9789863361282
17X23CM / 192頁 
/ 平裝 / NT$ 320

從筆材、塗鴉本的挑選，到如何選擇題材、構圖，讓你在每次旅行中，隨性將眼前街

景、人物記錄下來，創造屬於你自己獨一無二的旅行塗鴉日記！

53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大師教你畫一個好故事！10大故
事祕笈╳200張清楚圖例╳10道
DIY練功習題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布萊恩‧麥克拉克漢Brian 
McLachlan

高中 9789863443629
17X23CM / 144頁 
/ 平裝 / NT$ 320

想要創作好漫畫有十大祕笈。不過在這十大祕笈背後，最重要的一個祕笈是：漫畫的

本質是在說故事。 就像音樂、電影和小說一樣，漫畫是分享訊息的一種方式。你怎麼

畫，怎麼使用對話框，怎麼設計角色都很重要，不過它們不是最關鍵的東西。真正重

要的，是每一個元素是否有助於訴說你的故事。

53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朱天衣的作文課3：用引導的方式

，讓孩子發揮寫作的本能！（2片
CD+《朱天衣的作文課3》一本+
《我的繪本小書》一冊+《色彩想

像力練習著色卡》一組4張)+硬殼

精緻書盒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2354988

19X26CM / 114頁 
/ 平裝 / NT$ 499

朱天衣老師精心挑選了12個從大自然到日常生活，透過說故事的引導方式，啟發孩子

想像力、探索孩子的內心想法主題，並收錄「給父母的小叮嚀」，讓親子共享寫作的

樂趣。

53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牛津人的30堂獨立思考與精準表
達課

商周出版 岡田昭人 國中、 高中 9789864771332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60

思考無法整合，想不出好的詞語，無法正確傳達給別人…… 跟全球頂尖學府牛津大學

，學習跨世代傳承的思考與表達技巧。 牛津人用「對話」鍛鍊思考力與表達力。 當全

球菁英都認為相互「批判與指教」可以促進彼此知識發展，你更要學會在各種場合都

能派上用場的牛津式思考與表達技術，才能站在對等的立場競爭，甚至在競爭中勝

出。 整合「思考技術」、「表達技術」、「反饋技術」（改善方式）， 用5階段突破

自我，打破溝通及人際關係障壁。

53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岩崎知弘繪畫的33個祕密：溫潤
彩筆下的純真童年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ちひろ美術館 國中、 高中 9789869366861
18X20CM / 108頁 
/ 平裝 / NT$ 380

第一本詳細介紹岩崎知弘繪畫技法的專書，透過岩崎知弘獨特視角、珍藏的手稿、選

用畫具、構圖分析、用色、運筆與主題取材剖析其水彩畫，並獨家「以實體顯微鏡」

近距離微觀記錄。本書中你將會發現，無論現實生活中的孩童，或是戰爭場上的小小

孩，都是岩崎知弘彩筆下的關懷與掛念。

53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一張紙玩一首詩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王淑芬

 小學低年級、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國中

9789869354547
14X21CM / 168頁 
/ 平裝 / NT$ 380

結合「玩紙」與「寫詩」，教讀者只用一張A4紙，短短幾分鐘，就變出有趣的小詩禮

物書。小朋友可在父母親或老師的陪伴下，跟著書中步驟，做出屬於自己的創意紙玩

，寫出屬於自己的詩作，從手作到寫詩，美勞作業與小書製作，同步升級！

53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好學英英/英漢雙解辭典 三民書局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 編
纂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571461762
21X15CM / 528頁 
/ 精裝 / NT$ 460

第一本針對初學者打造的雙解辭典！ ⊙隨書附贈真人發音朗讀MP3：全書2,352個詞

條、拼法與中文解釋，由專業外籍配音員逐條錄製，獻上道地母語發音。 ⊙選字涵蓋

教育部公布之國中小2,000單字、全民英檢初級詞彙。 ⊙全文採中英雙解，以英語解釋

深入字詞意涵，再配合中文迅速掌握詞義。 ⊙精選基礎、常見釋義，並以淺顯易懂的

字句解釋，為讀者奠定良好基礎。 ⊙各獨立釋義皆附有用例，並以粗體標示重要用

法。

53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跟最厲害的現代藝術家學畫畫：
18位大師的40招獨門技法，最頂
尖的設計、時尚、電影養分，都
來自這！

原點出版 Marion Deuchar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5657758
19X26CM / 240頁 
/ 平裝 / NT$ 380

所有愛畫畫的人，都該學的40種技法。史上最強18位現代藝術大師的獨門技巧，簡單

好學又好玩。最頂尖的設計、時尚、電影、藝術的養分，都來自這！超現實、野獸

派、抽象畫、普普風、蒙太奇，跟著這些技法玩一遍，解放你自由的創作魂，這就是

現代藝術！

53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烤箱讀書會-點心好好玩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劉清彥著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

級、 國中

9789868275058
25X19CM / 240頁 
/ 平裝 / NT$ 500

首本結合繪本及烘焙，從孩子視野出發的食譜。親子共讀、互動的絕佳工具。 劉清彥

老師精選50道創意餅乾、蛋糕、布丁/派三類，配上50本寓意繪本，豐富味蕾，也充實

生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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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玩色彩！我的草木染生活手作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張學敏 國中、 高中 9789864430871
16X22CM / 240頁 
/ 平裝 / NT$ 450

植物染料因取材較為容易，且可透過大量栽培來收集，因此較為廣泛應用。為了讓讀

者能夠瞭解我們先人運用植物染色的智慧，以及了解有哪些植物可作為染料的取材並

運用於生活當中，本書將有詳細的解說示範，帶領您進入繽紛的草木染世界。

53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蝴蝶飼養與觀察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洪裕榮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4431014
16X22CM / 224頁 
/ 平裝 / NT$ 450

想養蝴蝶，不知如何開始？只要擁有這本養蝶聖經，無論鳳蝶或蛺蝶，觀察羽化非難

事。本書既是觀察蝴蝶必備入門工具書，更是一本飼養蝴蝶的必勝祕笈，收錄25種蝴

蝶飼養生活史實例，讓您飼養與觀察一書全看透。

54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食癒：樸門綠生活‧動手做好食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亞曼Yamana(唐嚴漢)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434
16X22CM / 224頁 
/ 平裝 / NT$ 380

近年來食安問題頻傳，讓人開始想要「返樸」，回歸手工、天然的古早味食品。本書

中，亞曼將告訴我們從產地到餐桌，如何選擇當季食材，運用純手工方式，製作出無

添加物的食品，讓您吃的健康又安心。

54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角蟬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丸山宗利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885
22X15CM / 100頁 
/ 平裝 / NT$ 380

角蟬是什麼樣的生物？角蟬的名字雖然有個「蟬」字，卻是種類與其不同的昆蟲。牠

們是一群體長僅有數公釐的和平小生物，以吸取植物汁液維持生命。牠們長著像蟬一

樣的翅膀能夠飛行；可以用後足踢，筆直的跳躍脫身，所以在英文中被稱為Treehopper
（在樹上跳躍的蟲）。

54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用紙板和黏土就能完成的：袖珍
小物119款全圖解

教育之友文化有限公司 朴香美、張美英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5783549
17X23CM / 208頁 
/ 平裝 / NT$ 350

本書就是為了袖珍玩家、袖珍初學者，或純粹想做幾件袖珍作品試試看的人所寫， 只
要用最簡單的材料「紙板和黏土」就可以開始， 即使是從沒接觸過袖珍藝術的人，也

能跟著1000張以上的圖解照片來做， 一步一步成功地打造出逼真的袖珍小物。

54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這樣寫出暢銷小說：掌握情節與
結構，寫出讓讀者愛不釋手的精
彩故事！

遠流出版 James Scott Bell 國中、高中 9789573277897
14X21CM / 320頁 
/ 平裝 / NT$ 280

大家都說，作家生來就是作家，如果沒有才華，你永遠都學不來。但是，本書作者告

訴你，寫作這件事，任何人都學得會！沒有繁複的理論，只講實用的基礎，新手作家

也可以理解並立刻運用！搭配歷代經典與當代暢銷小說情節解析，加上每章節最後提

供的練習題，讓你一步步學會寫作技巧，創作出讓讀者、觀眾愛不釋手的精彩故事！

54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一學就會的拍片課：拍出好短片
的77個關鍵觀念及技術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史蒂夫．斯托克曼Steve 
Stockman

國中、 高中 9789869368667
19X23CM / 250頁 
/ 平裝 / NT$ 400

想用影片來做行銷、想成為Youtuber靠影片賺錢、想在Facebook上分享熱愛的生命片

段？ 其實人人都想。這是人人都想也人人都能拍片的時代，因此也是網路上爛片泛濫

成災的時代。拍片不成問題，讓觀眾願意從頭到尾看完才是問題，讓觀眾看完後按下

分享，則是更大的問題。 關鍵在於，學習如何拍出真正有效果的影片，你不能只學怎

麼拍，還要知道別人怎樣看。 本書可以是你拍片的第一本書，在你真的動手拍片之前

，先教你學會看影片，辨認出好影片的成功元素，也看出爛片失敗在哪裡。本書還附

上許多實作訓練，讓你一步步克服對拍片的不安和疑惑。 全書分77章，隨便挑幾章看

，就能學到新東西；一章章學，就是一系列專業課程，怎麼看都能進步。

54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大家好，我是Naho：來自日本插
畫家的台北發現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Naho Ogawa 小川奈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3593034
16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380

國際插畫家小川奈穂Naho Ogawa第一本中文版書籍！ 讓一個比台北人還愛台北的插畫

家來告訴你： 原來台北小店這麼有趣、路邊攤這麼元氣、博物館藝廊這麼朝氣！

54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135翻翻樂──有趣的分數和小數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Rosie Dickins/繪者原名
Benedetta Giaufret 
andEnrica Rusina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209478
22X28CM / 16頁 / 
精裝 / NT$ 550

從整數運算過渡到分數的救星──《135翻翻樂：有趣的分數和小數》來了！什麼是分

數、小數，和百分率？它們要怎麼辨認、使用，又要怎麼互相轉換呢？135個小翻頁+ 8
大主題，循序漸進帶孩子釐清分數、小數和百分率的基礎概念。

54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想像的動物：跟著獨角獸、獅
鷲、麒麟、魔羯魚，走進傳說動
物的紙上博覽會（全彩圖文書）

果力文化
Hélène Rajcak,Damien 
Laverdunt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9299428
25X32CM / 77頁 / 
精裝 / NT$ 499

無論古今，不管東方西方，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出現過各式各樣的神奇動物：獨角

獸、獅鷲、鹿角兔、食夢貘、麒麟、魔羯魚或雙頭蛇⋯⋯。究竟，牠們是否真的存在？ 
這本充滿奇幻想像的書分成六部，每部之下各有小子題，將神話傳說或文學作品中曾

經出現的七十三種特殊哺乳動物、飛行動物、爬行動物、水棲動物等加以分類，並透

過優美細膩的插圖、活潑輕快的文字來加以呈現。

54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小學生的第一篇作文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曾美慧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234037
14X20CM / 288頁 
/ 平裝 / NT$ ---

從認識詞語開始，到精美的句子，再到一段話，還有多篇文句流暢、實用的文章範例

，按部就班地讓孩子奠定寫作的基礎！由淺入深的寫作技巧，配上有趣的插圖，引起

孩子對學習寫作的興趣，進而訓練表達能力、學會觀察生活，培養更敏銳的語法和寫

作技巧，不用上作文班，也能成為寫作高手哦！

54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Bonjour，夢享的出發點：許詠翔
簡單卻不容易的美味

博思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許詠翔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298858
17X23CM / 222頁 
/ 平裝 / NT$ 350

本書是許詠翔第一本個人烘焙食譜書，無藏私公開朋廚20種暢銷麵包的詳細做法，在

家也能輕鬆品嚐，帶有日式職人精神與法式美學的麵包，包裹感動的味覺記憶，期盼

人們永遠記得這份美好。許詠翔以文字記錄與麵包的相遇時刻，解析從日本求學到創

業維艱的心情歷程，看他如何堅持對麵包的熱愛，從基隆出發，誠摯的用自然麥香交

流，企圖打造台灣烘焙職人所營造的藝術殿堂，成就簡單卻不容易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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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大小一起玩：迷宮大挑戰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Hervé Tullet 學齡前 9789862742747
15X21CM / 16頁 / 
精裝 / NT$ ---

哇，好多交錯的線條啊，到底哪一條才是正確的路呢？ 準備好了嗎？迷宮大挑戰要開

始囉！ 用你的手指跟著線條走，翻頁尋找相對的圖案，小心不要迷路了， 要找到相對

的圖案才能夠繼續走下去，找到終點喔！

55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找一找點點在哪裡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Andy Mansfield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742815
19X19CM / 14頁 / 
精裝 / NT$ ---

找一找點點在那裡，透過小翻頁、轉盤、透視鏡反射、立體抽拉機關等等， 用有趣的

方式，玩出數學新創意！

55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日本職場案內100則：Nippon所藏
日語嚴選講座（1書1MP3）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EZ 叢書館

虞 安寿美・EZ Japan 編
輯部

國中、 高中 9789862485934
21X28CM / 144頁 
/ 平裝 / NT$ 350

《Nippon所藏日語嚴選講座》全面解析日本職場文化！多方理解日商文化、日本習

俗；記取必備的國際禮儀、職場用語、商用文書等技能，成為進入日商的最佳助力！ 
日本職場必備的生存法則！

55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開口吃遍USA　美國食用英語：
EZ TALK 總編嚴選特刊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EZ 叢書館

EZ TALK編輯部 國中、 高中 9789862485323
21X28CM / 144頁 
/ 平裝 / NT$ 350

美國這個文化大鎔爐的飲食風貌相當多元，本書要告訴你這些食物背後的歷史淵源及

有趣的小故事，介紹美食名店，搭配實用的情境對話，讓你溝通無礙、吃遍全美！

55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高雄巷弄日和：文創聚落、朝氣
小舖、輕食咖啡，暢遊陽光海港
城新亮點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山岳文化

陳婷芳 國中、 高中 9789862485941
17X20CM / 240頁 
/ 平裝 / NT$ 350

串遊高雄捷運精彩遊逛路線，囊括好吃、好玩、好逛的特色據點！本書以5幅手繪地圖

一網打盡，鎖定美麗島站為中心，向東、南、西、北搜羅108家巷弄好店，帶你挖掘文

創設計、生活品味、老城歷史，探尋巷弄樂趣，欣賞港都新舊交融與跨界文化的現代

風景。

55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日本越境跳島小旅行！走訪瀨戶
內、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50位
巨匠×70件作品，看見國際名家的
設計風景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山岳文化

Claire 國中、 高中 9789862485446
17X20CM / 256頁 
/ 平裝 / NT$ 360

2013年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共吸引百萬參訪人次，台灣更是海外遊客數造訪國第一位！

2016瀨戶內藝術祭已自春天展開，你準備好來一場日本巨匠的藝術設計私旅了嗎？現

在就跟著連續四年前往兩大藝術祭的旅遊達人Claire，前往小豆島、直島、豐島、男木

島、女木島&新潟，遊賞日本島嶼與大地藝術的美麗風采！

55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我的歡樂漫畫本：開發孩子的故
事力！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水滴文化】

圖文：USBORNE編輯團
隊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5730444
19X24CM / 104頁 
/ 平裝 / NT$ 290

用畫筆將電影般的劇情場景，濃縮在分鏡畫框裡，搭配上絕妙巧思、聲音和情緒的文

字表現，馬上讓紙上人物，躍然於眼前，演出一場動人的故事，創造趣味滿點的精彩

漫畫！

55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啊！創意原來這樣畫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古依平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9329095
16X23CM / 128頁 
/ 平裝 / NT$ ---

本書突破以往繪圖教學書的形式，以全新概念呈現！作者將自身創作經驗，整合出八

種實用又簡單的繪畫思考邏輯，透過各種有趣的圖例解說與分解，輕鬆完成與眾不同

的故事創意畫。

55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餐桌上的香料百科：廚房裡的玩
香實驗！從初學到進階，料理、
做醬、調香、文化的全食材事典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麥浩斯出版

好吃編輯部、林勃攸、
熊懌騰、郭泰王

國中、高中 9789864081189
17X23CM / 384頁 
/ 平裝 / NT$ 499

不懂香料，別說你會料理！ 68種你一定要知道的世界香料！ 從料理、做醬、調香到文

化，集結所有精華 懂得香料，只要這本就夠！ 我們是不是常知道某些香料的存在卻不

知道該怎麼使用？ 這是一本讓廚房新手提升料理風味的香料指南，也是一本讓料理能

手理解香料關鍵的豐富百科，不論經典食譜、創意應用、常見品種到最佳用法，讓你

一看就懂！

55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搶救烘焙失誤：破解烘焙環節，
學會基礎工序做變化，新手不出
錯的信心指南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麥浩斯出版

Sweet Betty西點沙龍 國中、 高中 9789864081592
19X26CM / 248頁 
/ 平裝 / NT$ 480

剛開始玩烘焙的你，是否會覺得… 「明明都照食譜做了呀！為什麼賣相不好看、味道

也不對？」 「怎麼烘烤才會漂亮又成功？有時焦掉、有時又沒熟…」 「有沒有一做就

保證成功的甜點，我該先學什麼品項？」 「做完甜點剩下的麵糊、麵團怎麼處理才好

呢？」 「每次做完甜點，工作檯就凌亂不堪…有辦法更輕鬆優雅嗎？」對烘焙有困

惑、經常受挫的初學者，讓Betty搶救你的烘焙失誤吧！ 詳解所有失誤原因，並提點製

作秘訣，讓你的烘焙之路更順遂、有信心，做出很上相的家常甜點！ 讓烘焙新手免爬

文、絕對能看懂的信心指南！

56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詞
（南宋～明清）【全彩圖文版】

秀威少年（秀威資訊） 秦嶺、秦乙塵主編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5731588
14X21CM / 168頁 
/ 平裝 / NT$ 450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是寫給青少年的讀物，以南宋到明清的《詞》為

主體，精選歷代詞作100首彙集而成，引導中學生理解和感悟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並

激發中學生的學習與興趣，增強文學知識與哲理、提高寫作能力與技巧。

56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詩
（漢～唐）【全彩圖文版】

秀威少年（秀威資訊） 秦嶺、秦乙塵主編
小學高年級、 
國中

9789865731526
14X21CM / 158頁 
/ 平裝 / NT$ 350

《中學生必讀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是寫給青少年的讀物，以漢朝到唐朝的《詩》為

主體，精選歷代詩作100首彙集而成，引導中學生理解和感悟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並

激發中學生的學習與興趣，增強文學知識與哲理、提高寫作能力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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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原來讀書可以這樣做！：10堂課
掌握個人專屬讀考學習要領，考
進理想校系（附補教名師各科亮
點學習法）

商周出版 劉駿豪 國中、 高中 9789864771608
16X23CM / 224頁 
/ 平裝 / NT$ 350

「誰說讀書要有天分？努力其實比聰明更厲害！」習慣、環境、學習條件不同，每個

人都應該有自己的讀書方法。20年升學輔導經驗＋22位學長姊讀書經驗，本書從❶學

習準備、❷教戰技巧、❸學思歷程-學校教/不教我們的事，三個面向切入，並導入

「同儕學習」概念，以經驗分享與群組討論，讓讀考教戰專家劉駿豪和前輩們用有

趣、不八股的10堂課，幫助學子找出適合自己的最佳讀書法！

56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立思
考！：高中生的專題研究方法

商周出版 黃春木 國中、 高中 9789864771028
17X23CM / 288頁 
/ 平裝 / NT$ 320

高中生做專題研究，著重於體現研究精神，將想像化為具體成果。 組織思維、建構邏

輯、分析問題、提出觀點，是重要的學習。 預先思索個人志向，進而學會獨立思考， 
激起追求知識的熱情，開啓探索未來的渴望！ 黃春木老師曾任建中人社班共同規劃者

與首任召集人， 匯聚多年指導專題研究經驗，學生的各種創意思維、學習成果，以及

與各方交流的收穫，在書中寫出了： 教學現場的累積心得、師生的互動對談， 釐清專

題研究進行前，應確立的理想心態與概念。 輔以檢核表格、期程安排、實例解說、典

範觀察， 闡明專題研究執行時，可遵循的基礎方法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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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情緒作文：活用60種情緒，作文
從此感動人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陳銘磻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3231479
17X23CM / 336頁 
/ 平裝 / NT$ 299

作文如做人，都在寫情緒。活用60種情緒，作文「有感」不「矯情」！本書透過十二

個主題，剖析人物的七情六慾，精準引導學生處理難以細膩描繪的情緒，並提供大量

閱讀範例與參考詞庫，解決文辭貧瘠的困擾。

56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來幫忙囉！家事小幫手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文 辰巳 渚 圖 すみもと　
ななみ

學齡前 9789869391818
23X23CM / 48頁 / 
精裝 / NT$ 320

每一天建立動手做家事的習慣，從掃地、擦桌子、收納和洗碗開始……「生活力」轉

眼間就能提升唷！全書把家事化繁為簡，透過有趣的插畫、生動的對話，甚至日常的

小故事，介紹許多小小孩也能辦得到的「做家事方法」，無論親子或是小小孩，都能

輕鬆上手做家事。

56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英文單字救救我：人人都會掉進
的單字陷阱，這本讓你大笑解
套！

本事出版
史考特‧科斯博 （Scott 
Cuthbert）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314367
15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50

這些字，在課堂、辦公室、街上、日常聊天打屁大家常講，但是，經過英文除錯大師

史考特實地觀察：80％的台灣人一定用錯。本書作者史考特畢業於美國長春藤名校哥

倫比亞大學英文系，在台灣教英文超過十年。本書根據常見頻率整理出最常用錯的英

文單字，涵蓋學習、職場、社交、生活等領域，搞定這些幾乎人人會犯的錯誤，英文

程度立馬提升！

56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孩子，我們一起靜心瑜伽吧：入
睡前、晨起後，讓他更專注、安
穩、有力量的24組親子動態靜
心！

橡實文化 Mariam Gates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5623630
20X24CM / 120頁 
/ 精裝 / NT$ 640

哈佛大學教育碩士研發，專為新世代兒童設計的「睡前放鬆術」加「早晨定心操」 以
繪本插圖及全彩圖解真人示範版，結合「親子共讀」與「動態靜心」，帶著孩子一起

做瑜珈 Amazon五顆星最高評價，全美家長熱烈迴響、成效顯著！

56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女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高蕊 國中、 高中 9789864110391
320XCM / 17頁 / 
無 / NT$ ---

一本寫給女孩看的青春祕密書，媽媽送給女兒的私房讀物 每個處於青春期的女孩 都是

這世上獨一無二的玫瑰 各種惱人的問題，許多羞於啟齒的祕密 不知與誰訴說 用心呵護

，經歷洗禮 給予女孩那一份私密的溫暖。

56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男孩不好意思問的事 大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沙嘯巖 國中、 高中 9789864110377
320XCM / 17頁 / 
無 / NT$ ---

一本父親送給兒子，男人送給男孩的私房書 全面揭示青春期男孩成長中的秘密 解答青

春期遇到的困惑 消除成長中的煩惱 用智慧、務實又幽默的口吻 解答男孩成長為男子漢

過程中的疑問。

57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多肉控！不藏私的多肉組盆技巧
【進階版】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Ron(劉倉印)、小宇(吳孟
宇)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431649
16X22CM / 240頁 
/ 平裝 / NT$ 380

淘汰的木砧板、修剪下的樹枝、甚至是廢棄的木質家具等，其實都能取來作為組合多

肉植物的盆器。本書將傳授如何利用生活周遭隨手可得的木料素材，與呆萌討喜的多

肉植物作結合，讓您也能將居家生活空間妝點的綠意盎然。

57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驚奇趣味翻翻書-電腦真神奇 閣林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Rosie Dickins 小學高年級 9789862925157
27X27CM / 16頁 / 
精裝 / NT$ 690

超過100個小機關，翻出千變萬化的電腦知識！為什麼要有電腦呢？電腦有什麼缺點

嗎？這些晶片是如何運作的呢？打開網頁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一起來探索更多電腦神

奇的祕密吧！這是一本學習電腦知識的趣味翻翻書，全書超過100個驚奇互動小機關，

讓孩子充滿求知慾和好奇心，可讓孩子在生動活潑的插圖中，簡單快速並有系統的學

習許多有趣的電腦基礎。快來和孩子一起翻一翻、讀一讀有趣的世界之旅，體驗閱讀

樂趣吧！

57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全圖解!自製彈力滑翔機 教育之友文化有限公司 白仕斌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5783600
21X28CM / 152頁 
/ 平裝 / NT$ 320

本書教你人人都能自製的、簡單有趣的超炫彈力滑翔機！ 你有玩過或親手製作過紙滑

翔機嗎？ 自製紙滑翔機是一種多功能的活動項目， 可動腦設計、動手製造、動身彈

射、動眼觀察，有別於網路上的遊戲。 既可以單獨彈射，也可以多人競技，滿足我們

兒時追逐飛行的夢想，並達到奠定飛行科學概念的教學意義。

57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美保的私房畫畫學習帳 遠流出版 蔡美保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634
21X25CM / 104頁 
/ 平裝 / NT$ 320

一本從手殘人到已經愛上畫畫的人都適用的「畫畫學習帳」！用各式各樣的用具與媒

材，帶你體驗畫畫的樂趣，也許一支筆、一個新顏料，就能改變你的世界！這本書，

美保不藏私地把她的繪畫技巧大公開！

57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21天美字計畫白金套組

《21天美字計畫》

《寫字的日常》

遠流出版 侯信永、葉曄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4719025006558
19X26CM / 176頁 
/ 平裝 / NT$ 520

《21天美字計畫》以21天為期，學習九段名師之長，以鋼筆字冠軍的運筆路數為底。

加上現代人心靈導師阿德勒的勇氣與智慧金句。《寫字的日常》情人節的情話綿綿、

對父母的深切感恩……「觀察」名家寫法，「練習」逐字臨摹，最終內化「應用」。

便是寫字的美好小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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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考遍天下無敵手英文文法大全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不求人文化

王筱筑 國中、 高中 9789869348607
17X23CM / 512頁 
/ 精裝 / NT$ 499

學習文法最害怕複雜的文字堆砌，讓人愈讀愈疑惑，文法還沒學會，腦細胞先死了一

大半！本書適時地以圖表整理重點，前後關聯一目了然，且每項文法皆有基礎、進

階、高階，並以不同顏色作區隔，讀者可依自身需求選擇要學習的文法階段，內容設

計以淺顯的基本觀念開頭，慢慢帶入不同程度的文法重點，由淺入深地學習，不但能

讓觀念更清晰，更能提升讀者的學習意願。

57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365天，用日曆學英文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懶
鬼子英日語

懶鬼子英日語編輯群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070589
10X15CM / 384頁 
/ 平裝 / NT$ 349

以桌曆的形式製作，卻是一本再實用不過的英語學習書。沒有年份限制，每天都是新

的一天，每天用心智圖學一點英文單字與會話，可每天利用當頁的QR code掃描外師錄

製的音檔練聽，也可使用書中附贈的光碟聽單字發音，每天一張的心智圖不只有英文

單字，也有相關的插圖，可加強記憶，沒有年齡限制，送禮得體、自用實在。觀看介

紹影片：https://goo.gl/W6tpc8

57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用左右腦全圖解背新多益單字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李鈺秋 國中、 高中 9789869321662
12X21CM / 528頁 
/ 平裝 / NT$ 399

利用6種單字記憶法，與特殊的編寫方式，讓讀者快速記憶新多益常考的3000單字。一

次學兩個關聯字，達到高校記憶的目的，例如其中一種記憶法為「同字首」，其中一

個學習詞組為apply(申請)與apple(蘋果)，例句為He applied for a job at Apple co.(他到蘋

果公司申請工作)，同時繪製例句寫出的情境插畫，作者精心編寫有如順口溜的例句、

加上符合情境之插圖，運用「左右腦學習法」，左腦處理文字、右腦記憶圖片，快速

又深入的學習必考單字。

57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一起畫水彩：學習色彩理論、運
用顏色技巧、掌握水彩特性，讓
整個世界都變成我們的畫室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木馬文化）

Felix Scheinberger 菲力克
斯‧辛伯格

國中、 高中 9789863592921
22X25CM / 160頁 
/ 平裝 / NT$ 340

為什麼魚會是很棒的繪畫題材？ 如何創作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 可以夢幻、可以寫實

，從黑白進入到彩色，驚喜連連的繪畫體驗， 了解水彩顏料的基本原則，靈活應用，

呈現出任何你想要的模樣！

57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我的第一本生活知識小百科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Cécile Jugla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9310376

26XCM / 112頁 / 
精裝 / NT$ 750

每個孩子提出的小問題，都可以挖掘出意想不到的大知識！翻開這本書，帶著家裡愛

發問的好奇小女孩／小男孩，一起來探索無所不在的知識，解開生活中的大小疑問！

從50個孩子最常問的問題，一起探索生活中的大小謎團！這是一本專為每個好奇心爆

炸的孩子、每位努力解答孩子疑問的爸媽所設計的大開本小百科。

58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超簡單機器人動手做：用隨處可
見的材料發掘最先進的機器人學
問

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Kathy Ceceri 國中、 高中 9789864050284
17X23CM / 224頁 
/ 平裝 / NT$ 420

本書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帶領讀者學習以3D列印製作「輪足」機器人、或寫程式讓布偶

眨眼等有趣專題。除了詳細的步驟說明，也輔以易懂的圖表和照片、專題修正建議及

延伸。

58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壓克力機器人製作指南 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井康亘 國中、 高中 9789864050192
18X25CM / 160頁 
/ 平裝 / NT$ 400

本書將《機器人雜誌》中連載的〈壓克力機器人研究所〉集結成冊，是一本讓初學者

也可以製作出壓克力機器人的指南書。卷末附有實際尺寸的設計圖面，方便讀者更快

做出機器人。

58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小學生的第一本日記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曾美慧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2234044
14X20CM / 260頁 
/ 平裝 / NT$ ---

從一句話的日記開始，到一段話、再到一篇文章的日記，循序漸進地陪孩子建立寫日

記的習慣！由淺入深的文句範本，配上精彩插圖， 在閱讀過程中，培養孩子的觀察力

和統整能力，同時還能活化想像力。從此以後，作文不再是難題，不需要上作文班，

也能成為寫作高手喔！

58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日記起步好幫手增訂版 螢火蟲出版社 賴慶雄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864520459
19X26CM / 128頁 
/ 平裝 / NT$ 180

本書由形式及內涵入手：形式上先求簡單，再求具體、完整、連續；內涵上則重在與

生活結合，與學習結合，與成長結合。小小的日記，只因為引導適當，孩童就可以走

入美麗寬廣的快樂天地。

58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李開周 國中、 高中 9789571367378
14X21CM / 264頁 
/ 平裝 / NT$ 300

宋朝喝茶，超講究！ ‧茶葉採收期僅驚蟄前後十天半月 ‧只能用指甲掐下「一心」嫩

芽，旁邊「一葉」都不要 ‧宋朝茶具竟被加官晉爵，個個以官位命名 ‧極品宋茶比黃

金還貴，有錢也喝不到 ‧惠山泉、竹瀝水，好水才能配好茶 透過作者詼諧輕鬆的口吻

，本書深入淺出地解說宋代採茶、製茶到喝茶的過程，讀者能夠一步步認識並掌握宋

代茶文化。 自唐朝起，喝茶在中國變得興盛，甚至影響當時的日本開始學習、仿效。

到了宋朝，泡茶方式由煎茶轉為點茶，手法比唐代更講究，喝起來不苦不澀，甘甜而

清香。宋、元之時，更是流行以點茶方式進行鬥茶。

58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成語小劇場：尋找保麗龍【小學
生必知】

國語日報社 岑澎維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577517746
17X22CM / 232頁 
/ 平裝 / NT$ 320

結合漫畫劇場概念，每個成語以一幅幽默童畫呈現，輕鬆記憶沒負擔 每個成語都有一

個不平凡的故事──讀典故學品德 每篇成語故事後，「成語小劇場」開幕──活用成

語、故事接龍。

586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成語小劇場：烏龜金曼【小學生
必看】

國語日報社 洪國隆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577517838
17X22CM / 224頁 
/ 平裝 / NT$ 320

歸納整理各版國小國語文課文，帶領孩子一步步進階完成小學課綱必修的50個成語，

並抓出課本沒教、年段不可不知的10個成語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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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成語小劇場：棒打山老虎【小學
生必讀】

國語日報社 岑澎維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9789577517869
17X22CM / 240頁 
/ 平裝 / NT$ 330

以童話接龍方式，呈現剛學過的成語，化為幽默圖像，一個成語一幅童畫，一看就

懂、輕鬆記憶。 保留成語的來龍去脈，透過背後的小故事，懂得其中的中國文化以及

先人的智慧。

588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小狗郵差出任務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Tor Freeman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4790258

23X30CM / 36頁 / 
精裝 / NT$ 300

繪本式的找找看遊戲書 走走走，跟著小狗郵差看世界！詳實的生活場景、趣味的細節

帶孩子從貼近生活的小地方出發。用圖像幫助思考，從「找」中學，激發口語表達的

樂趣在過程中訓練「觀察力」，「推理能力」、「自信心」與「同理心」。

589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超圖解零失敗的種菜農法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加藤義松 國中、 高中 9789864430994
16X22CM / 204頁 
/ 平裝 / NT$ 350

農夫傳授！54種人氣蔬菜+2種水果的種植祕訣！本書集結了作者過去歷經許多失敗經

驗所鍛鍊出的成功種菜撇步，希望讀者參考本書，也能種出安心又美味的蔬菜。

590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圖解百科翻翻書-翻！太空》

《圖解百科翻翻書-翻！身體》

《圖解百科翻翻書-翻！動物》

《圖解百科翻翻書-翻！交通工具》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Ruth Martin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

9789864292165、
9789864292172、
9789864292189、
9789864292196

25X27CM / 24頁 / 
平裝 / NT$ 399

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嗎？我們所居住的地球為何如此特別？好奇的你就像一個小小探

索家，小小探索家們都來看這裡！讓我們出發到太空，探訪我們的太陽系，甚至更遠

的地方，來解決你心中的疑問吧！

591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職業小百科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黃健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小學中年
級、小學高年級

9789864291700
15X16CM / 112頁 
/ 精裝 / NT$ 125

認識各行各業，從翻開《職業小百科》開始。每一天我們都會接觸到不同職業的人，

像是公車司機、郵差、老師還是警察等等，我們的生活就是因為有這些不同職業的人

辛勤的工作著，才能夠正常的運轉。本書共介紹51種不同的職業，含括層面廣泛而全

面，深入淺出的文字敘述加上精美的照片，讓孩子可以清楚了解各行各業的工作內容

，建立起每個職業都有各自的專業與辛苦之處的認知，進而尊重從事不同職業的人。

592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我的專屬德語家教課：初級 我識出版社有限公司 黃靖時 高中 9789865785956
17X23CM / 288頁 
/ 平裝 / NT$ 379

德國概念近年來極為火紅，學習德語的人口比例也愈來愈高。本書由二個德國語言教

學博士親自撰寫及審訂，深入淺出編寫德語初級學習者可自修的課程內容。從基礎字

母A-Z、變母音，到實用字彙及基礎會話，聽、說、讀、寫與發音一次搞定。且每一章

都提供練習題，讓讀者邊學邊演練。並附有隨身手冊，幫助讀者隨身學習，除了有朗

讀CD，輔助學習書中的基礎字母發音、單字、會話之外，特別錄製了發音影像，利用

QR CODE掃描即可透過畫面學習標準德語發音及嘴型，也可直接上網觀看

https://goo.gl/q991r2

593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動物博物館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大家出版）

凱蒂．史考特、珍妮．
布魯姆Katie Scott、Jenny 
Broom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296120
27X37CM / 112頁 
/ 精裝 / NT$ 900

【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故事，就要在你眼前一路展開！】 這是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從嬌

小的昆蟲，到巨大的藍鯨，全都以驚人的細節呈現在你眼前。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生

命如何從海洋中簡單的海綿動物，演變成今日地球上可以找到的各式野生動物！ 你可

以進入解剖室，深入研究動物的骨骼和內臟！ 你還可以觀察到氣候如何影響生態系統

，了解到物種經過數百萬年的演化，最後如何適應牠們的生存環境！ 無脊椎動物、魚

類、兩生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 這些動物有古有今，有大有小，有凶猛也有柔

弱的。 你會在這裡，見識到成果輝煌的動物王國！

594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追尋路面電車：遇見日本城市風
景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余風 國中、 高中 9789571367958
17X23CM / 296頁 
/ 平裝 / NT$ 450

日本是交通網絡非常發達的地方，除了鐵路網和新幹線遍布全境之外，許多都會區周

邊的城市都有各自的電車路線與系統，負責執行當地中低運量的交通運輸任務。 坊間

常見的日本交通工具旅遊書寫重心大多在車站沿線的知名景點和特色店家，對於電車

及路線本身著墨較少。作者是極重度交通迷，擅長以小說般流暢的筆法描寫有關交通

事務的人文歷史、工程建設及觀察見聞，輔以精彩的照片及自製地圖，更能帶領讀者

深入了解載運兩地的交通工具豐沛的生命力與傳承的歷史淵源。

595 第39次 叢書工具書類 笨作文：國中實戰篇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麥田出版社

林明進 國中、 高中 9789863443902
14X21CM / 288頁 
/ 平裝 / NT$ 300

寫作一篇文章容易，但是，寫作一篇好的文章則必須歷經千錘百鍊的過程才可得。這

是一本教導中學生建立正確作文態度、如何作好一篇不落俗套文章的學習寶典。它強

調不依賴範文，旨在幫助學生寫出有自己味道的「自在文章」。

596 第39次 漫畫類 醫院也瘋狂5 大笑文化有限公司
雷亞（林子堯）+兩元（

梁德垣）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082075
14X21CM / 128頁 
/ 平裝 / NT$ 150

榮獲台灣漫畫最高榮譽「金漫獎」的優質本土漫畫第五集，由林子堯醫師和漫畫家梁

德垣老師共同創作，是台灣第一部本土醫院漫畫，漫畫藉由爆笑的故事劇情，讓民眾

了解台灣醫護人員的酸甜苦辣和和血淚故事，同時間也衛教民眾正確的醫學知識和健

康概念，促進名眾身心健康，此外漫畫亦有關心台灣社會新聞、生態環保、食品安全

及本土文化的重要議題。本系列漫畫尚榮獲國家十大傑出青年、文化部文創之星最高

人氣獎、國家第37與38屆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薦等榮譽。

597 第39次 漫畫類

COMIC恐龍物語系列套書（全套

四冊）

《異特龍生存的時代》

《喙嘴翼龍生存的時代》

《迅猛龍生存的時代》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作者：所十三 監修：真

鍋真 翻譯：李彥樺 審
訂：黃大一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9308472
15X21CM / 580頁 
/ 精裝 / NT$ 1120

橫跨三疊紀、侏羅紀到白堊紀，博物館裡絕對看不到，電影般的恐龍科普漫畫！ 14篇

恐龍知識單元、14則短篇恐龍漫畫、 8幀恐龍化石寫真，登場的古生物多達70種。 日
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地學研究部主任 真鍋真 監修 臺灣知名古生物學家 黃大一 審訂推薦 
古生物學家透過化石拼湊、推敲，揣想數億年前地球上的光景； 漫畫家拿著畫筆，描

繪出恐龍們的冒險與生活。 結合學者研究成果與創作者妙筆詮釋，誕生了這套

「COMIC恐龍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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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第39次 漫畫類
名偵探羅蘋 L'Agence Barnett et 
Cie

福地出版社

原著：莫里斯‧盧布朗

(Maurice Leblanc)；原創

漫畫：西米露；漫畫編

劇：歐陽弘彥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707491
14X21CM / 160頁 
/ 平裝 / NT$ ---

本書共收錄五個媲美福爾摩斯辦案的精采故事！不可思議的奇案之中，充滿亞森‧羅蘋

獨有的詼諧，在緊張、懸疑之際，同時富有輕鬆的娛樂效果，是閱讀亞森‧羅蘋系列獨

有的享受！

599 第39次 漫畫類 小公主的美味料理教室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原創漫畫：詩詩；漫畫
編劇：阮聞雪

小學高年級 9789869329088
16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

本書特別適合打造假日親子廚房。囊括飲品、中式、西式、日式料理，以及美味甜點

等製作食譜，作法和說明清晰、易懂，並有相關小知識及擺盤技巧等趣味企畫單元。

600 第39次 漫畫類 小公主的長假生活計畫 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原創漫畫：螢；漫畫編
劇：莊雅欣

小學高年級 9789865910976
16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

學習制定生活計畫，對於品格培養和學習能力都能有明顯的幫助，在擬定計畫的過程

中，同時也能進行自我探索，對小讀者來說，受益良多，是值得進行的訓練。

601 第39次 漫畫類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2》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3》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4》
《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最終》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 杉作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8924420、
9789868924468、
9789868995093、
9789869155854、
9789869239738

14X21CM / 736頁 
/ 平裝 / NT$ 1160

杉作在他二十八歲，依舊以成為「世界拳擊冠軍」的夢想而努力的時候，遇見了小黑

和小嘰嘰。要說是他照顧這兩隻被遺棄街頭的幼小貓咪，還不如說是這兩隻任性的喵

星人拯救了他寂寞而方向不明的人生道路。

602 第39次 漫畫類
《人體大透視（上）》

《人體大透視（下）》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陳愷禕／文；吳子平／
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1519074
19X26CM / 112頁 
/ 平裝 / NT$ ---

你對自己的身體好奇嗎？一起戴上透視鏡，坐上縮小機，來場「人體大透視」之旅！ 
透過趣味漫畫引起動機，帶領孩子一窺身體的器官與構造，讓藏在皮膚下的祕密一一

呈現在面前。記住Why博士的小叮嚀，還能讓你生活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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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第39次 漫畫類 拉查花3+1貓日常生活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康康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4733651
14X21CM / 144頁 
/ 平裝 / NT$ 299

超人氣粉絲團「拉查花」第一本貓奴酸甜全紀錄！貓奴康康以溫暖圖文插畫穿插可愛

私藏寫真，記錄著四隻貓的生活點滴，每天上演各種讓人嘴角揚起，心為之融化的小

劇場！

604 第39次 漫畫類 大仙術士 李白 (4)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葉明軒 國中、 高中 9789864734153
12X18CM / 176頁 
/ 平裝 / NT$ 130

李白與指南前往洞庭湖參加「儲備仙術士」的考試，意外對上超強主考官「羅公遠」

，也就是號稱武后時期翰林院四大仙術士之一！這場非死即活的應試，即將改變兩人

的命運──

605 第39次 漫畫類
人體使用手冊【漫畫版】 （附親
子手冊）

商周出版
吳清忠、吳嘉維／
著:TOBY／繪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9789862729977
17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300

用漫畫教孩子守護自己的健康，掌握未來競爭力。 性格和生活習慣決定孩子的健康！

給孩子最實用的人生資產，就是讓他從小建立正確良好的健康觀念和行為。《人體使

用手冊》作者吳清忠在研究養生過程中發現，很多人生重病其實都是源於幼年時養成

的生活習慣或脾氣性格。因此，他與學習中醫的兒子吳嘉維聯手策劃，寫了這本「專

為孩子量身打造的健康書」，建議爸爸媽媽陪伴孩子共讀，在育成階段引導他們養成

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脾氣性格，從根本杜絕疾病的發生。

606 第39次 漫畫類
安古蘭遊記：漫畫家法國駐村新
體驗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敖幼祥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978-9866634628
17X23CM / 176頁 
/ 平裝 / NT$ 320

為什麼要到法國安古蘭駐村？「尊重藝術，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中，讓創作者隨著生命

去發展。」敖幼祥駐村後這麼說。透過敖幼祥這四個月一筆一畫刻下的駐村記錄，我

們看見漫畫家如何激發創作、如何自我挑戰；更透過敖幼祥筆下參與的大小漫畫賽事

，激發同樣想從事漫畫路上的你；也引導著創作者與閱讀者，找回關於漫畫閱讀樂趣

與創作最源頭的初心。

607 第39次 漫畫類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全) 尖端出版
原作／早餐情侶檔　漫
畫／魏思佳

高中 9789571070087
14X21CM / 160頁 
/ 平裝 / NT$ ---

「白吃早餐也能撈到男朋友Σ(*ﾟдﾟﾉ)ﾉ這還有天理嗎~~~~~~!?」 　　身為一個吃貨，項

微心最煩惱的就是每天都只有50元的早餐錢，害她根本吃不飽！此時人美身材正的好

友小a身邊出現送早餐的追求攻勢，這個對小a來說煩不勝煩的舉動，卻讓微心開始過著

每天都能多吃一份早餐的幸福生活♥但就在送早餐的學長陶宥全即將畢業之際，微心受

不了良心的譴責決定跟他坦承一切，卻發現其實學長早就知道早餐是她吃的…？

608 第39次 漫畫類
我的幸運，因你而起~追星男孩
~(全)

尖端出版 HAHA吉 高中 9789571069432
11X17CM / 176頁 
/ 平裝 / NT$ ---

總是嫌棄父母囉嗦、任何事都覺得麻煩的管又源，從小只關心自己的形象是不是迎合

大家的喜愛，雖然怕麻煩但依然希望自己能夠跟上同學、朋友間的話題。白天在早午

餐店工作的夏希達，雖然家境並不太好，但總是樂觀開朗、對一切都感到知足，很堅

強地想靠自己的力量把每一件事做好。這樣南轅北轍的兩人相遇後，會產生什麼樣的

火花呢？

609 第39次 漫畫類 時光當舖漫畫版(01) 尖端出版
小說原作／千川‧漫畫改
編／葉澄

高中 9789571061429
14X21CM / 160頁 
/ 平裝 / NT$ ---

這是一間當鋪，卻不供人典當，只寄存你的不捨和時光……萬物皆有靈。或許很多人

都有過這種感受──你曾有一樣自己很寶貝的東西，可能是父親給的一支老舊鋼筆，可

能是一把用了很久的鈍菜刀，或者是一個按鍵感應不靈的鍵盤。就算你最後把它換了

，可換新之後卻往往覺得，根本沒有舊的好用。即便它又破又爛，即便它很廉價，即

便其他人不屑一顧。還是覺得，自己用順手的東西，才是最棒的。它就好像一個認識

許久的老拍檔，彷彿這件東西是活的一樣，如果它真的是活的該有多好──靜僻的街角

，佇立著一間名為「茶飯屋」的當舖。它不販售餐點、不質押物品，只寄宿著陪伴你

走過燦爛時光的老夥伴。等待珍惜他的人，再給他一個家……

610 第39次 漫畫類 唯妙唯俏☆COS社(03) 尖端出版 陳漢玲 高中 9789571070070
11X17CM / 168頁 
/ 平裝 / NT$ ---

「僅僅只是存在，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被自己最喜歡的尚熙現場直擊和紀仁峰接

吻的場面！正當亦歡感到不知所措時，副社長墨瑰的偷拍風暴卻在網路上卻越演越烈!!
而此時，亦歡下定決心要……？ 只是單純喜歡COS的心受到挑戰，即使悲傷也要向前

邁進的第3集!!

611 第39次 漫畫類 有何不可(02) 尖端出版 柯宥希(顆粒) 高中 9789571069531
11X17CM / 168頁 
/ 平裝 / NT$ ---

妮妮發現自己喜歡上正馨哥了，但正馨只把她當作妹妹看待，加上正馨身上還有未解

的謎團，讓她猶豫不決不敢告白。此時阿誠因為和女友感情有異，為了療傷暫住正馨

家，正馨不僅要煩惱著妮妮對自己的態度變得有些奇怪，在家裡又要伺候著小公主般

任性妄為的阿誠，究竟正馨要怎麼面對這兩個「甜蜜的負荷」呢？

612 第39次 漫畫類 勇往直前♥灰姑娘(04) 尖端出版 林珉萱(小威老師) 高中 9789571069548
11X17CM / 168頁 
/ 平裝 / NT$ ---

容星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出現了!!完美的名媛千金小姐──任媛，一出現就大方出借馬

匹讓安凱琳進行馬術賽的練習，兩人結為好友。任媛為了逃避父親哀排的政治聯姻，

向容星求救，兩人假扮為情侶。意識到容星已從小男孩成為有魅力的男人時，任媛怦

然心動了。容月建議凱琳促成容星與任媛，如此一來凱琳就能順利完成任務拿到四億

，但凱琳卻對這個提議莫名感到心浮氣躁....

613 第39次 漫畫類 花開千年(01) 尖端出版 林青慧 高中 9789571068121
12X18CM / 184頁 
/ 平裝 / NT$ ---

「我不畏宿命、不懼因果…若我們又在茫茫輪迴之海中迷失了…我願再守妳下一個千

年───！」 無論經過多少次輪迴，相遇相愛卻注定無法善終的結局，令玉蒔決心放棄

和陌襲的緣分；但陌襲卻為了不忘記所愛留待忘川，守在三生石旁看著她走過一遍又

一遍，執著地將她的氣息銘刻於心… 轉瞬千年即過───看著又結束一段人生的玉蒔，

陌襲決心要投身輪迴再次挑戰宿命!!

614 第39次 漫畫類
藤子‧Ｆ‧不二雄大全集 哆啦Ａ夢
大長篇(05)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藤子‧Ｆ‧不二雄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21X14CM / 618頁 
/ 平裝 / NT$ ---

「大雄的夢幻王國」 被大家取笑認為雲上面有天國的大雄，哆啦Ａ夢拿出「雲朵凝固

瓦斯」等道具幫大雄建造出一個王國！沒想到遇到住在雲朵上的天上人，甚至長毛象

等絕種動物!?不僅如此，天上人正祕密進行某個計畫!! 「大雄在白金迷宮」 大雄的爸爸

在半夢半醒之間，預約了豪華的飯店並送來一個行李箱，大雄打開行李箱後出現一道

門，門的另一邊居然有間「白金飯店」，還有會動、會說話的鐵皮娃娃，然而在飯店

地下室卻隱藏著神祕的大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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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第39次 漫畫類

《異形貼紙(01)》
《異形貼紙(02)》
《異形貼紙(03)完》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周顯宗
小學高年級、 
國中

18X12CM / 160頁 
/ 平裝 / NT$ ---

國人漫畫天王周顯宗最新科幻力作！ 碩大怪獸從大廈一片窗玻璃間看見自己的倒影。

「嚇!!我怎麼變成這個鬼樣子!?」 明明只是個平凡的咖啡店店員，涂塔卻因為目睹天外

隕石爆炸，接到空中飄下的一張貼紙，而變成了異形！ 名為「烈熾星龍」的英雄(？)就
此誕生!!

616 第39次 漫畫類 校園魔術師：超強魔術輕鬆學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作者：馬奇克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863845
18X25CM / 200頁 
/ 平裝 / NT$ 300

一學就會的酷炫魔術 + 漫畫圖解46個魔術技巧 + 3組DIY魔術道具 喜愛變魔術的小學生

小竹和魔術祕笈裡的精靈馬奇克回來了，魔術拍賣會現場出現了和小竹棋逢敵手的天

空， 他們的魔術角力下會擦出什麼新火花呢？和小竹、天空一起學會許多魔術技巧， 
讓讀者從魔術練習中激發創造力，在表演過程中建立自信心。

617 第39次 漫畫類 看漫畫，學論語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王文華.繪者吳佳穎
SANA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4790791
18X20CM / 132頁 
/ 平裝 / NT$ 300

孔子是地球子民的共同偶像，帶給我們許多人生智慧。在日本、台灣和中國等地的企

業家都要讀《論語》幫助企業經營！本書透過看漫畫來學《論語》，在不知不覺中精

進個人修為、處世態度和成功者的做事方法。

618 第39次 漫畫類 大城小事3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HOM （鴻） 國中、 高中 9789571366050
14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

在城市另一個角落： 子妤初任教職是位菜鳥導師，同學不把她放在眼裡，還得處理棘

手的霸凌問題，原以為只要盡心盡力就能當個稱職的老師，但面對複雜的青少年關係

，真的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家境懸殊的三人組是童年死黨，隨著年紀漸長，阿宏是富

家子弟，有車有房還有個漂亮女友，超人卻得背負父親的債務早早輟學工作，友情在

現實的壓力下，是否終將漸行漸遠…… 艾雯跟小詹是球隊同學，小詹覺得艾雯像太陽

一樣可愛溫暖，這次艾雯生日，小詹決定要買一雙帥氣的限量球鞋送給她，於是開始

了多災多難的打工之路。 這些發生在城市角落裡的各種小故事，也許都是你我的共同

人生經驗， 關於愛情、親情、友情，帶你一起挖掘內心深處最真誠的感受。

619 第39次 漫畫類 火人FEUERWEHR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羊寧欣/協力：韓
璟

高中 4710945550015
12X18CM / 176頁 
/ 平裝 / NT$ 150

突如其來的車禍，立安倫了解到人性與現實交差，屬於消防生活的陰暗面…而一場地

震下導致的大樓崩塌，更是讓安倫等人感受到消防救難的種種無力，即使是在這樣的

環境下，每一個從手上救回的生命，都會成為推動他們繼續救難的力量。

620 第39次 漫畫類
妖怪手錶 小石獅 ~與花火的奇蹟
時間~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漫畫：柴本 翔/原作．監
修：LEVEL-5 Inc.

小學低年級 9789863174042
12X18CM / 160頁 
/ 平裝 / NT$ 100

流浪到大都市的小石獅，睡在女子花火家的陽台，來日無多的花火，好心收留小石獅

住下，代價是小石獅每天幫忙完成一項任務！

621 第39次 漫畫類 特務同盟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飄緹亞 高中 4710945550046
12X18CM / 192頁 
/ 平裝 / NT$ 140

古靈精怪的少女、和正義感十足的熱血女警、再加上背負沉重過往的通緝犯…各方面

都有著明顯差異的他們，卻因緣際會的走到了一起──布莉諾追捕毒販過程中，意外目

擊毒犯的交易過程而被攻擊，身陷危機的布利諾，羅伊會怎麼幫助她呢？

622 第39次 漫畫類 執業魔女PicoPico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致怡+ZEI+ 國中 4710945549620
12X18CM / 192頁 
/ 平裝 / NT$ 130

神祕使者捎來的殘酷信息──魔藥，日常脫序的奇妙冒險，天使與魔女的戀心攻防戰， 
使者，來訪吹響審判的號角，執業史上最大危機…!?

623 第39次 漫畫類 記憶的怪物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MAE 高中 9789864705283
12X18CM / 192頁 
/ 平裝 / NT$ 130

一場落軌意外改變了千澄的人生…一直以來都以死去的哥哥‧千晴為目標的他，為了再

見到哥哥，向特殊機構申請了智能生物——RE614，這個有著哥哥同樣外表的生物，會

給千澄什麼樣的衝擊？

624 第39次 漫畫類 黑色流星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小跳步 國中 9789864703340
12X18CM / 176頁 
/ 平裝 / NT$ 130

因為一場意外而選擇遺忘唱歌的蘇葑菲，在安的牽引之下，終於想起心底那層恐懼和

喜愛唱歌的心。雖然害怕，但願意為了搖滾樂社放手一搏，重新拾起麥克風。另一方

面，為了救小菲而在意外中受傷的哥哥是否會永遠沉睡？

625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 浩瀚
宇宙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57708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利用問答及短篇漫畫的形式，配合知識卡片的解說引導，逐漸揭露浩

瀚宇宙的神秘面紗。

626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 萬國
建築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57715
17X23CM / 144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帶領小朋友進入建築的世界，一覽世界建築的獨特風貌，深究文化內

涵。

627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 環境
能源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57722
17X23CM / 144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利用問答及短篇漫畫的形式，讓小朋友能輕易理解複雜的能源及環保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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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4天氣
與氣候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03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利用問答及短篇漫畫的形式，讓小朋友能了解各種氣候的類型及發生

的原因。

629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5 鳥類
世界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10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利用問答及短篇漫畫的形式，配合知識卡片的解說，帶領小朋友認識

各種不同鳥類！

630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6恐龍
時代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58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介紹各種恐龍，並讓小朋友了解各種恐龍的特色及滅亡的原因。

631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7人體
奧妙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65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介紹人體構造，讓小朋友了解人體的各種器官如何運作，以及各式各

樣的人體奧秘。

632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8世界
之謎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72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介紹世界上許多還未能解釋的謎團，並讓小朋友了解科學家如何從不

同角度分析謎團。

633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9電腦
與網路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89
17X23CM / 152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帶領小朋友認識電腦與網路，以及認識最新的電腦科技，建立正確資

訊觀念。

634 第39次 漫畫類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10災害
與防護

狗狗圖書有限公司 笑江南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小學
高年級、 國中

9789869369596
17X23CM / 144頁 
/ 平裝 / NT$ 250

科學系列以植物和殭屍們無厘頭的搞笑生活為主軸，深入淺出探討日常與科學相關的

有趣新知。本書帶領小朋友認識各種災害發生的原因，並加強災害防護的能力與觀

念。

635 第39次 漫畫類 流浪小孩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水晶孔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6634-59-8
17X23CM / 172頁 
/ 平裝 / NT$ 399

從神話到歷史，從聖人到凡人，從東方到西方，有時是為了尋找生命的意義，有時是

為了自我實踐，流浪成了從古至今，浪漫而持續的行為。網路創作藝術新秀水晶孔，

將自身的成長故事，幻化成流浪小孩，如默劇般無言語的演出，讓人沈靜地進入一個

流浪故事。

636 第39次 漫畫類
菇菇文學全集-菇菇讓你愛上文學
名著

長鴻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小鳩まり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474-012-3
18X13CM / 80頁 / 
平裝 / NT$ ---

菇菇讓你輕鬆解讀文學名著！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大家都超喜歡的「菇菇」將文學

名作完全再現出來了！這次從輕鬆愉快的『來去買手套』到艱深困難的『人間失格』

，另外還收錄了『雨月物語』、『我是貓』等超強名作，讓菇菇帶你愉快閱讀第四

集！讓你再度愛上文學名著～嗯呼嗯呼～ 收錄文學史上光輝耀眼的八篇傑作！《銀河

鐵道之夜》宮沢賢治、《來去買手套》新美南吉、《人間失格》太宰治、《雨月物語 
夢應之鯉》上田秋成、《我是貓》夏目漱石、《初戀》島崎藤村、《野玫瑰》小川未

明、《恩仇的彼方》菊池寬。

637 第39次 漫畫類
福島核電 福島第一核電廠工作紀
實(2)

尖端出版 竜田一人 高中 9789571061337
14X21CM / 192頁 
/ 平裝 / NT$ ---

這就是他親眼所見的「現實中的福島」。3年前日本311震災事件之後，福島第一核電

廠作業員所畫下的核電紀實漫畫。所謂的「１Ｆ」為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通稱。

「１」是第一，「Ｆ」為福島。而當地的作業員與居民，並非以「福一」稱之，而是

「１Ｆ」！這個並不是一本揭露 “所謂”「災後福島真相」的漫畫，是根據作者親自在

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工作的親身經歷寫成，告訴廣大讀者於災後福島核電廠真實的作

業員工作情景！

638 第39次 漫畫類 那年春天，在車諾比 積木文化
Emmanuel Lepage( 艾曼
紐．勒帕吉)

國中、 高中
23X32CM / 168頁 
/ 精裝 / NT$ 580

1986年，烏克蘭的車諾比發生了20世紀最嚴重的核災。20年後，法國紀實漫畫家艾曼

紐．勒帕吉抵達當年的災難現場。法國紀實漫畫家艾曼紐．勒帕吉接受了「圖畫參與

者協會」的委託，與一群藝術家一起來到這裡，帶著罐頭和飲水，深入禁區進行寫

生。在為期兩個月的旅程中，他們從撒離區周邊小鎮到被荒廢並管制的禁區，與當地

人一同生活，藉以瞭解居民真實的情感與和這塊被外界稱之為「髒了」的土地之間的

羈絆。

639 第39次 漫畫類 一個人做飯好好吃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高木直子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1794617
14X21CM / 144頁 
/ 平裝 / NT$ 280

不是貴婦也不是美食家的高木直子家常飯菜圖文書，自己動手做的飯菜其實比外食更

有滋味！一個人吃可以隨興隨意，真要做給別人吃就慌了手腳，不只要練習喝咖啡，

還需要練習兩個人的生活！

640 第39次 漫畫類 用九柑仔店1：守護暖心的所在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阮光民 國中、 高中 9789573278832
14X21CM / 240頁 
/ 平裝 / NT$ 240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間永遠亮著燈的「柑仔店」， 只要召喚美好的過往，溫暖便會占滿

記憶的貨架……國中畢業，我離開家鄉，離開和阿公相依為命的柑仔店，一個人北上

，半工半讀完成學業，進入一家地產公司，靠著遊說別人拋棄回憶的「盒子」（舊

屋）維生。住在窄小的公寓裡，早出晚歸，陽台盡是枯死的植物，冰箱裡塞滿阿公寄

來的醃菜，每晚收聽著左鄰右舍的日常生活，隔天起床出門卻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

有。直到有天，一通電話，說家鄉的阿公突然倒下了……

641 第39次 漫畫類 機器人間2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業田良家著 國中、 高中 9789570848205
21X14CM / 224頁 
/ 平裝 / NT$ 200

故事中的機器人或忠實地執行人類的命令，或擁有自我意志而違逆指令，或為了人類

而選擇自我犧牲，或為追求夢想不惜任何代價。他們有思想、有感情、有惻隱之心、

有高貴的情操，比起冷酷自私的人類毋寧更像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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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第39次 漫畫類 X恐龍探險隊II世紀對決大毀滅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大邑文化

李國靖（李国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017516
17X23CM / 168頁 
/ 平裝 / NT$ 280

X恐龍探險隊全員出動，動物們也穿上特製機甲，一起追擊小恐龍人。此時，天空出現

有史以來最大的時空裂縫，達文西博士能解決這個燃眉之急嗎？人類與恐龍的戰爭進

入白熱化，誰才是最後的贏家？

643 第39次 漫畫類 X恐龍探險隊II激戰異變龍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大邑文化

陳紹霖（陈绍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017387
17X23CM / 160頁 
/ 平裝 / NT$ 280

世界聯軍使用生化武器，企圖將恐龍大軍一舉消滅，他們能成功嗎？被X恐龍探險隊逼

到絕境的小恐龍人，竟使出變形絕招！這場世紀大災難越演越烈，人類能否找出制勝

關鍵，來個絕地大反攻？

644 第39次 漫畫類 X恐龍探險隊II古今生物大對決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大邑文化

李國靖（李国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017257
17X23CM / 160頁 
/ 平裝 / NT$ 280

凶猛的恐龍、讓動物變成活死人的蟲草菌穿越時空隧道，出現在21世紀！人類重炮反

擊，動物也使出看家本領對抗，卻仍不敵聲勢浩大的古生物。地球即將毀滅，X恐龍探

險隊展開即刻救援！

645 第39次 漫畫類 X恐龍探險隊II恐龍人崛起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 大邑文化

陳紹霖（陈绍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3017189
17X23CM / 160頁 
/ 平裝 / NT$ 280

恐龍人擁有恐龍的外形、尖銳的牙齒和強大的力量，而且能說人話、用雙腳走路，甚

至使用武器！這些怪物到底是誰製造出來的？X恐龍探險隊能解開這個謎題，救出所有

夥伴並奪回基地嗎？

646 第39次 漫畫類 博物館大冒險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方秋雅／文；吳子平／
圖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89861518947
23X17CM / 112頁 
/ 平裝 / NT$ 240

這一次Why博士將帶著紅豆妮和綠豆兵，一同拜訪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羅浮宮、以及

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讓我們一起來參觀這三大博物館的著名館藏，還有這些文物

是怎麼來到博物館的唷！

647 第39次 漫畫類 數學小偵探3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施曉蘭、楊嘉慧／文；
劉俊良／圖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1518978
17X23CM / 104頁 
/ 平裝 / NT$ 240

TOP警局最近接獲報案，有民眾吃了黑心食品中毒、富翁買土地被騙錢，還有人拿著聚

寶盆到警局表演。原來，這些都是黑心老闆為了賺錢想出來的詭計！

648 第39次 漫畫類 寺島町奇譚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司-
臉譜出版

瀧田祐 高中 9789862355220
14X21CM / 656頁 
/ 平裝 / NT$ 450

日本漫畫大師瀧田祐化身為小男孩阿清，以兒時經歷繪製十九篇寺島町記事，半世紀

的童年追憶，重回四○年代，忠實再現二戰時期日本東京下町私娼區玉之井的日常。

649 第39次 漫畫類 孤高之人(05) 尖端出版 坂本真一 高中 9789571065281
12X18CM / 192頁 
/ 平裝 / NT$ ---

森文太郎初次獨力登上雪山，但是入山搜索他的教師˙大西卻發生意外。兩年之後，黑

澤前來拜訪成日埋首於登山的文太郎。藉由他的引見，文太郎受邀加入人類未曾踏足

的冰壁˙「K2東壁」的遠征部隊。儘管文太郎想貫徹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火苗卻在他的

心裡悄悄點起…!!!前往人類未曾踏足，以岩石與寒冰為鎧甲，在暴風雪及深淵包圍之下

的冰壁!!

650 第39次 漫畫類

《Sunny(01)》
《Sunny(02)》
《Sunny(03)》
《Sunny(04)》
《Sunny(05)》
《Sunny(06)》完

尖端出版 松本大洋 高中 4717702263645
14X21CM / 256頁 
/ 平裝 / NT$ ---

星之子學園──在這裡有著因為各種關係，而不得不與親人分開生活的孩子們。孩子

不僅要學會在沒有父母的陪伴下生活、就學，要學會面對社會冷淡的眼光、要學會思

考，甚至擁有夢想。在陽光灑落的學園角落一隅，有著一台破舊不堪的SUNNY 1200老
跑車，大家稱這部車子為秘密基地「SUNNY」。這裡是孩子們玩樂的地方、也是他們

的教室；這裡有色情書刊、有便當，孩子們在這裡嬉鬧、打盹，在這裡因為思念父母

而淚流不止……。孩子們相信，SUNNY雖然不能發動了，但只要用想像力，就可以駕

駛它到任何地方。

651 第39次 漫畫類 重版出來！(05)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松田奈緒子 國中、 高中
21X14CM / 208頁 
/ 平裝 / NT$ ---

從編輯到書店店員的團體戰！！ 新人編輯所面對的真實漫畫奮鬥記！ 整個團隊在行銷

漫畫上的戰略、堅持、淚水、熱情。 給你最認真的醍醐味與最棒的活力！！ 這本漫畫

，要大賣！！

652 第39次 漫畫類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4：毅力！居
禮夫人（第一位女性諾貝爾獎得
主、物理化學雙得主）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漫畫/小林可多入（
Kobayashi Kaoru），監
修/杤山修（Tochiyama 
Osamu）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456
17X23CM / 128頁 
/ 精裝 / NT$ 300

「鐳」的發現者居禮夫人，不僅是第一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更是諾貝爾物理、化學

獎的雙得主！在那個女子教育普遍不被重視的時代，她卻能成為當代知名的科學家。

深愛的丈夫去世後，致力於活用科學救助戰場上的士兵。她堅韌的生命力與毅力，是

孩子們學習的典範。活潑的日式漫畫風格，增加閱讀樂趣、加深對偉人生平故事的印

象！精選名言佳句，拓展孩子的價值觀、激勵孩子努力學習！

653 第39次 漫畫類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1：創新！愛
迪生（點亮全世界的發明大王）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吉田健二Yoshida Kenji/
漫畫, 前島正裕Maejima 
Masahiro/監修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388
17X23CM / 128頁 
/ 精裝 / NT$ 300

最新漫畫易讀版，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工學博士監修，創新！愛迪生（點亮全世界的

發明大王）享有「發明大王」美譽的愛迪生，曾經是被學校拒收的問題兒童。「火為

什麼會燃燒？」、「為什麼會颳風？」對事物充滿好奇心的他，透過不斷的研究和實

驗，終於完成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電燈。看愛迪生的故事，讓孩子學會

如何用正確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好奇心，轉化為學習進步的力量。

654 第39次 漫畫類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3：挑戰！萊
特兄弟（實現人類翱翔天空的夢
想）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漫畫/たかはしまもる（
Takahashi Mamoru），監
修/金田彥太郎（Kaneda 
Hikotarou），腳本/水越
保（Mizukoshi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449
17X23CM / 128頁 
/ 精裝 / NT$ 300

翱翔天際自古以來是人類的夢想，然而這個夢想數千年來未曾實現。萊特兄弟卻挑戰

了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夢，創下人類交通史上最大的突破。看他們的故事，孩子們可以

學會堅持夢想，努力不懈、築夢踏實的美德。日本航空科學博物館調查員監修。整理

偉人的世界足跡地圖、生平年表，一目瞭然記住偉人的重大事件！精選名言佳句，拓

展孩子的價值觀、激勵孩子努力學習！

655 第39次 漫畫類

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2：熱情！貝
多芬（克服耳聾殘疾的偉大音樂
家）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野人文化）

迎夏生Mukai Natsumi/漫
畫, YAMAHA MUSIC 
MEDIA/監修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9789863841371
17X23CM / 128頁 
/ 精裝 / NT$ 300

知名古典音樂家貝多芬，其實一直為聽力不良所苦，他的生命中充滿了挫折與挑戰。

即使如此，依然不減他對音樂的熱情，持續創作出影響世人的經典樂曲。貝多芬曾

說：「再怎麼惡劣的情況，也可能出現轉機！」看貝多芬的故事，學習他不被打倒的

精神、在困境中絕不放棄的毅力！活潑的日式漫畫風格，增加閱讀樂趣、加深對偉人

生平故事的印象。音樂啟蒙培育推手YAMAHA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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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第39次 漫畫類 經典圖像小說：三劍客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原作：Alexandre Dumas 
漫畫：留守key 翻譯：陳
姿瑄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89865863951
15X21CM / 268頁 
/ 精裝 / NT$ 350

19世紀浪漫主義作家大仲馬代表作，一再改編成電視劇、電影、動畫、影集……是人

人必讀的法國經典。 劍客精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十八歲的達太安夢想成為

劍客，遠赴巴黎，想要投效特雷維爾隊長的火槍隊。但是他一臉稚氣，又招惹樞機主

教的特使，受盡欺侮，大家都瞧不起他。途中，他與三名火槍手阿多斯、波爾托斯、

亞拉密斯組成的三劍客，結為生死之交。儘管達太安心繫故鄉，但他和離開故鄉時一

樣，依然懷抱著相同的決心與初衷，要成為一位了不起的火槍手。

657 第39次 漫畫類 經典圖像小說：銀河鐵道之夜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公
司（小熊出版）

原作：宮沢賢治 漫畫：
木野陽 翻譯：陳姿瑄

小學高年級、 
國中、 高中

9789869383424
15X21CM / 272頁 
/ 精裝 / NT$ 350

生者與亡者能在何處如何相會？人類至高的幸福是什麼？ 人類亙古以來的大哉問，宮

澤賢治藉由《銀河鐵道之夜》帶領讀者一起思索！ 家境貧寒的孤獨少年喬凡尼，母親

重病臥床，父親又在外捕魚了無音訊，放學後必須到印刷廠打工。可憐的喬凡尼不僅

常受到同學欺侮，銀河祭當天也無法和同學一起放王瓜燈，只能獨自在山崗上眺望星

空。忽然，他搭上一列不知駛往何處的火車，並意外發現好友坎帕奈拉也在車上但卻

全身溼答答……倆人即將開始神奇的銀河鐵道之旅，結識各式各樣、充滿故事的人…
…

658 第39次 雜誌類 新小牛頓雜誌
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2220-6582
27X21CM / ---頁 / 
平裝 / NT$ ---

每個月以一個主題，提供多面向的觀點，貫穿整本雜誌的內容，是國內唯一以培養整

體觀、創造力及科普能力為目標的雜誌。文字內容淺顯易懂，配合精美生動插畫，並

精選其中的內容重新規劃腳本和錄音，做成導讀CD，讓學童可以一邊閱讀一邊收聽，

增加學習興趣、強化學習效果。

659 第39次 雜誌類 《幼獅少年》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10252991
21X28CM / 104頁 
/ 平裝 / NT$ ---

專為10至15歲青少年量身訂做的綜合性刊物，內容包含文學、科學、藝術、國際視

野、生活等多元領域。每月專輯完整呈現主題知識，專欄由各領域名家執筆，深入淺

出廣拓人文視野。以優美的語文翔實闡述、精闢解析，訓練孩子全方位的細膩思考，

培養孩子周密的邏輯推理能力。

660 第39次 雜誌類 Newton牛頓科學雜誌 牛頓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ニュートンプ
レス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國
中、 高中

XCM / ---頁 / 平裝 
/ NT$ 300

《Newto牛頓科學雜誌》是一本科普雜誌，內容有5大特色： 1. 文字淺顯，易讀易懂：

文字深入淺出，將艱深知識淺顯化，可以讓對科學有興趣的人輕鬆閱讀。 2. 圖文連貫

，完整概念：不但文字之間陳述連貫，圖文之間也緊密契合，將一個概念完整呈現，

長期閱讀可以培養邏輯思維、組織分析能力。 3. 圖含深意，圖解詳細：圖文並茂，每

張圖均深具意義，將艱深知識以圖解方式鉅細靡遺解說，可以解答讀者科學方面的問

題。 4. 摘要說明，清楚解說：內容利用摘要方式呈現，閱讀、查詢均方便，可以讓讀

者快速抓到重點。 5. 圖片珍貴，值得收藏：每期均有宇宙電子傳真影像、生態高密度

特寫、大自然的瑰麗景致、電腦三維立體模型繪圖，每張圖照珍貴經典，值得收藏，

661 第39次 雜誌類 《科學少年》雜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小學高年級、國

中

XCM / 21頁 / 無 / 
NT$ ---

專為國內的學子量身製作，內容融會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數

學和科學史等，用生動的文字與多元的編排，配合詳實的圖片，培養讀者的科學素養

與閱讀習慣。

662 第39次 雜誌類 小太陽1-3歲幼兒雜誌
信誼基金會信誼基金出
版社

學齡前 9771990910006
19X20CM / 28頁 / 
平裝 / NT$ 600

專為1~3歲孩子量身打造，包含生活故事、兒歌、遊戲字卡、創意遊戲、生活自理能力

的學習。貼近孩子的生活經驗與發展，並豐富親子對話，使親子關係更加親密。

663 第39次 雜誌類 未來少年雜誌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977222013600501
XCM / 132頁 / 平
裝 / NT$ 360

一本具知識性、啟發性、未來性、可讀性的月刊，陪伴充滿好奇心與求知欲的少兒們

，一起走過成長中最關鍵的童年。

664 第39次 雜誌類 國語日報週刊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22193693
24X38CM / 16頁 / 
平裝 / NT$ ---

《國語日報週刊》一年50期，是專為5-8歲孩子規畫的閱讀刊物。每期16個版，分成

「新知探索」、「語文學習」、「創意發表」、「健康成長」四大主軸，以淺顯易懂

的文字，帶領孩童經由趣味故事、科學新知、邏輯推理等多元面向探索生活周遭的世

界，激發想像力，滿足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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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次別 類別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適讀年齡 ISBN 規格 內容摘要

665 第39次 雜誌類 小典藏兒童藝術與人雜誌 典藏藝術家庭/小典藏 小典藏編輯部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7181253200301～
977181253200312

21X26CM / 64頁 / 
平裝 / NT$ 199

跟小典藏一起，逛藝術、玩生活 一直以來，《小典藏》雜誌想要做的，就是和孩子分

享一個個不同的宇宙，開拓孩子的眼界。 我們綜覽藝術與人文的世界，帶孩子聽故

事、逛展覽、一起欣賞當代藝術或藝術史上的作品、發現萬象本質、一同驚奇或一起

困惑， 用創造性的眼光，重新對生活產生好奇、思考、觀察、直覺、想像、真情、詮

釋、創作與分享。

666 第39次 雜誌類 好讀周報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好讀周報編採團隊 國中、 高中
33X27CM / 20頁 / 
平裝 / NT$ 15

詮釋「閱讀」的更多可能──好讀創刊以來，取材多元，反思過去也放眼未來。報導台

灣與國際時事，選摘青少年新書，介紹科學新知與流行話題，累積語文能量，拓展生

活經驗。

667 第39次 雜誌類 中學生報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國中、 高中 23044276
35X29CM / 16頁 / 
平裝 / NT$ ---

《中學生報》是國語日報社專為國中、高中學生而編製的週報，內容有國內外重要新

聞、科學新知漫畫、教育現場報導，以及語文、生活、藝文等副刊版面，每週四出刊

16個版，以提升中學生的國際視野、語文能力、知識力，以及生涯規畫、情意教育為

宗旨。

668 第39次 雜誌類 國語週刊（小學版） 國語週刊雜誌社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1993-6648
38X27CM / 16頁 / 
平裝 / NT$ ---

國語週刊小學版，是國小三到六年級小朋友的理想課外讀物，太陽下有什麼新鮮事？

這裡通通看得到！我們有最新的生活資訊，和讀者說天文、談地理、賞花草、看珍奇

，道不盡的自然科學新知，還有歷史故事、漫畫、數學、健康常識、英文、臺語俗

諺、民俗介紹等等單元，並結合QR code，讓讀者看影片，身臨其境，融會貫通！加上

音筆小老師，帶大家唸英文、講臺語，語文能力更上一層樓！

669 第39次 雜誌類 新小小牛頓
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
司

編輯群：潘美慧、周嘉
峰、吳曉平、劉玟孜

學齡前、小學低
年級

23114231
29X21CM / 48頁 / 
平裝 / NT$ 480

新小小牛頓是平面結合影音多媒體的五合一教材，引導4～8歲的孩子運用五官去看、

聽、說、唱、想、做，培養孩子對自然善於感受的心、樂於操作的手、精於思考的腦

，為孩子提供心與腦健康成長的優質兒童學習教材。

670 第39次 雜誌類 小達文西
莎士比亞國際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小學高年級、 
國中

19934467
27X21CM / 96頁 / 
平裝 / NT$ 385

以「兒童版的時代雜誌」自許。除了多元學習理論為基礎，延伸學校各科教材，且單

元主題年年推陳出新，順應國際時事潮流、揭露科學未來展望、將哲學思考從小紮根

，結合臺灣社會脈動議題等，期許能夠帶領讀者關心和發覺別人、社會和大自然。

671 第39次 雜誌類 《全球中央》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高中 2072-635X
21X28CM / 120頁 
/ 平裝 / NT$ ---

《全球中央》是高水準、具備強大國際訊息來源的雜誌。這本定位為以台灣角度看國

際的雜誌，動員遍布全球二十多名的海外資深特派員，就國際間重要新聞事件，作深

入淺出的分析報導，被各界視為客觀中立，有助於豐富國人國際視野的優質刊物。

672 第39次 雜誌類 知識大圖解 國際中文版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
編輯部

國中、 高中 23136812
22X28CM / 90頁 / 
平裝 / NT$ 220

《How It Works知識大圖解國際中文版》將複雜的科學知識以圖像化方式呈現，精簡易

懂、精采動人、深入淺出的圖文編排，讓各年齡層的讀者們都能輕鬆閱讀。

673 第39次 雜誌類
Joy to the World佳音英語世界雜
誌(2016年1月號~12月
號)No.193~No.204

佳音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湄涵
小學中年級、小

學高年級
1025-0769

21X28CM / 40頁 / 
平裝 / NT$ 150

每期皆深入淺出地介紹一個國家，以孩子的認知及英語文發展出發，提供豐富有趣的

學習視角與素材，讓孩子透過閱讀提升對英文的喜好，累積知識種子，擁有寬廣的國

際視野。

674 第39次 雜誌類 未來兒童雜誌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小學低年級、小

學中年級
977231159100301

XCM / 112頁 / 平
裝 / NT$ 300

《未來兒童》希望孩子從識字開始，就能愛上閱讀，養成閱讀的習慣。除了台灣，我

們也相信，這是一本跨越地域的雜誌，適合華人世界的兒童們一起閱讀，在快樂中學

習與成長！

675 第39次 雜誌類 《BBC知識》國際中文版 紅樹林出版社 BBC Knowledge  高中
21X27CM / 112頁 
/ 平裝 / NT$ 230

榮獲2014年金鼎獎「學習類優良出版品」，輕鬆坐擁科學、歷史、自然知識的饗宴，

跟著BBC專業作者一探科學及生物多樣性的奧秘，循著深入淺出的報導重返世界文明

和歷史的當下。「眾」量級的內容、「輕」量級的閱讀負擔，滿足每一顆好奇的心

靈。

676 第39次 雜誌類 Go for English 全國兒童美語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小學高年級
25X25CM / 54頁 / 
平裝 / NT$ ---

本雜誌為繪本式美語月刊，集結多元插畫家風格的創作，每月擬訂一個主題為軸心，

融合短篇劇場故事、會話俚語、品格教養、宏觀世界視野、生活小常識，創意遊戲等

，搭配中英雙語CD和點讀功能，引領孩子學習美語並啟發各種知能；更可以透過與爸

媽的共讀，讓親子一起進入美語世界、共享美好的閱讀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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