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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西科羅伊 雪地的小太陽 格林 

宮西達也 我贊成 小魯 

秋山匡 衝衝衝超人 小熊 

蜜雪兒．努森 圖書館獅子 和英 

大衛卡里 森林是我家 格林 

朴基永 如果垃圾越積越多… 上人 

米蘭妮．華許 10 件事我做了，世界會更好 青林 

碧翠絲．阿雷馬娜 孩子是什麼? 阿布拉 

Yoshitake Shinsuke 這是蘋果嗎?也許是喔 三采 

明承權 不要吃不良食品 上人 

岩井俊雄 地下 100 層樓的家 小魯 

岩井俊雄 100 層樓的家 小魯 

鄧正祺 葡萄 信誼 

瑪格麗特．懷茲．布朗 逃家小兔 信誼 

余麗瓊 團圓 信誼 

金成恩 地球人的用餐禮儀 聯經 

王淑芬 一張紙做一本書 天下雜誌 

林美琴 繪本有什麼了不起！ 小魯文化 

陶樂蒂 誕生樹 小魯文化 

邱承宗 你睡著了嗎？ 小魯文化 

管家琪 口水龍 小魯文化 

加藤陽子  小豬別哭啦！ 小魯文化 

岩井俊雄  海底 100 層樓的家 小魯文化 

林韋達  爸爸的紅雨傘 信誼 

卡利  大鯨魚瑪莉蓮 米奇巴克 

利希騰赫德  小雲朵 維京國際 

李維  和菲力一起長大 米奇巴克 

迪肯  小雀鳥亨利 維京國際 

諾蒙-韋勒曼  時間快轉 三之三文化 

Sanza, Silvie 工作大透視 遠見天下文化 

北村悟 米莉的新帽子 天下遠見 

洛可 停電了！ 天下遠見 

方素珍  天天星期三 天下遠見 

凱莉．狄普喬 鬥牛犬賈思登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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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弗利門 安靜!這裡是圖書館 遠流 

威廉．喬伊斯、喬．布盧

姆 神奇飛天書 遠見天下文化 

史帝夫・安東尼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天下雜誌 

薩莫塞特夫婦 櫻桃樹 格林 

阿濃 漢堡包和叉燒包 新雅 

雍．卡拉森 這不是我的帽子 天下雜誌 

Tupera Tupera  白熊的內褲 格林文化 

Allsburg, C.V. 艾斯柏格, 

克利斯．凡 北極特快車 上誼 

Letria, Jose Jorge If I wera a book Chronicle Books 

Delano, Marfe Ferguson Clouds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Suart, Peter Secret of the universe, The MCCM Creations 

Hutchins, Pat Doorbell rang, The Scholastic 

Kirk, Daniel Library mouse Scholastic 

Numeroff, Laura Sherman Crunchley Scholastic 

Willems, Mo Don't let the pigeon stay up late! Scholastic 

Innes, Shona Friendship is like a seesaw Scholastic 

Innes, Shona Internet is like a puddle, The Scholastic 

Scieszka, Jon True story of the 3 little pigs! The Scholastic 

Callery, Sean Wild weather Scholastic 

Jackson, Tom Insects Scholastic 

Carle, Eric Very busy spider, The Scholastic 

Regan, Lisa Weird science Scholastic 

Abbott, Simon Land of the dinosaurs, The Scholastic 

Scott, Carey Journey through the solar system Scholastic 

Ziefert, Harriet ABC dentist Blue Apple Books 

Finn, Carrie Manners at the table 

Picture Window 

Books 

Finn, Carrie Manners on the telephone 

Picture Window 

Books 

Yu, Li-qiong New year's reunion, A Candlewick Press 

Donaldson, Julia Gruffalo's child, The Penguin Group 

Altes, Marta I am an artist Macmillan Publishers 

Daywalt, Drew Day the crayons quit, The Penguin Group 



Lloyd, Sam Mr. Pusskins Orchard Books 

Williams, Marcia Greek myths Walker Books 

Shakespeare, William Mr. William shakespeare's plays Walker Books 

O' Callaghan, Joanne My Hong Kong Peak Publishing 

黃郁欽 著 好東西 小魯文化 

村田弘子 著 原來天氣是這樣子啊！ 小魯文化 

  大野狼才要小心 小魯 

土田伸子 Tsuchida, 

Nobuko 著 大頭妹 小魯文化 

Tupera Tupera 著 貓熊澡堂 小魯文化 

Cali, Davide 卡利 著 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小魯文化 

石津千尋 著 猜謎小旅行 小魯 

湯姆牛 Liu, Tom 著 最可怕的天 天下遠見 

Gratias, Claire 克蕾兒‧嘉

提亞 著 小歐就是愛看書 遠見天下文化 

Willems, Mo 威樂 著 別讓鴿子太晚睡！ 遠見天下文化 

Allan, Nicholas 艾倫, 尼可

拉斯 小威向前衝 維京 

鄭昌勳 著 變身吧！太空人 維京國際 

王早早 著 春節 維京國際 

Drummond, Allan 杜蒙.艾

倫 著 飛行者_萊特兄弟 維京國際 

Stein, David Ezra 史坦 著 愛打岔的小雞 三之三文化 

伊東寬 Ito, Hiroshi 著 沒關係，沒關係 天下雜誌 

賴馬 著 愛哭公主 天下雜誌 

賴馬 著 生氣王子 天下雜誌 

Barnett, Mac 巴奈森 著 一直一直往下挖 天下雜誌 

Kane, Kim 凱妮 著 家庭森林 飛寶 

Brown, Tim 布朗 著 大小樹 飛寶國際文化 

林芳萍 著 愛畫畫的詩 信誼 

陳致元 著 小魚散步 信誼 

姚佳 著 遲到的理由 信誼基金 

Carle, Eric 卡爾 等著 

你最喜歡什麼動物？艾瑞．卡爾

和他的朋友們 上誼 

Smith, Mike 麥克‧史密斯 

著 100 層的巴士 小魯文化 

Winters, Pierre 皮耶‧溫德 搭飛機去旅行 小魯文化 



斯 著 

陳貴芳 著 蘿拉的藏寶圖 國語日報 

Barnett, Mac 巴奈特 著 神奇的毛線 遠見天下文化 

Brown, Peter 布朗 著 

我的老師是怪獸！(不，我不

是！) 遠見天下文化 

Traini, Agostino 特萊尼 著 食物哪裡來?_美食旅行團出發! 遠見天下 

徐寶泫 Seo, Bo-Hyeon 著 世界飲食文化小百科 聯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