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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屆「十本好讀」小學組候選書籍名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國際書號 

01 AQ 挫折復原力繪本：得不到也沒關

係 

岑澎維（文）、黃雅玲（圖） 小天下 9789865535858 

02 Look inside：極端的天氣 艾蜜莉．伯納（文）、包爾．盧（圖）、

翁雅如（譯）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

公司 

9789862038475 

03 Rosie Easy English 露思兔子——漫畫

學 Grammar（進階 2） 

灰若 (Miss Rosie) 小皇冠童書館 9789882166745 

04 STEM 少年偵探團 4 垃圾王國的公

主殿下 

NOVELLAND（文）、多利（圖）、STEM 

Sir 鄧文瀚（總監修）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9789887904847 

05 STEM 嘉年華——發掘遊樂場中的趣

味科學 

鄧文瀚 STEM Sir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

公司 

9789621473271 

06 又破又舊的麵包車 李威使（文）、施暖暖（圖） 小兵 9789579047845 

07 三國風雲人物傳 1 隱世高人諸葛亮 宋詒瑞 新雅文化 9789620878138 

08 大家來玩躲貓貓  王春子 遠流出版公司 9789573289111 

09 大偵探福爾摩斯：實戰推理系列——

神秘老人的謎題 

陳秉坤（文）、厲河（原案）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9789887472186 

10 大腦的祕密 貝蒂娜．伊普（文）、米亞．尼爾森

（圖）、劉維人（譯）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

公司 

9789862038574 

11 工地小貓和警衛爸爸 約翰．蘇利文（文）、俞泰恩（圖）、

李紫蓉（譯） 

小天下 9789865250515 

12 公主傳奇 31 偵探小王子  馬翠蘿 新雅文化 9789620878152 

13 反斗小學奇遇記 1 變身彈彈球 利倚恩 小麥文化 9789888624546 

14 反斗群英 1 小三戊班 梁望峯（文）、安東尼各（圖） 小天地 9789887522928 

15 巴士的故事 吳博林（文）、譚小晴（文）、Clayton 

Chau（圖）、Wing Lo（圖） 

格子盒作室 9789887966982 

16 手繪百科——我們的科技 洋洋兔 世界出版社 9789888413997 

17 外婆家的馬 謝華（文）、黃麗（圖） 小天下 9789865250300 

18 用點心學校 12 不打不相識 林哲璋 小天下 9789865250287 

19 冰花之蜜 彼得．卡爾品斯基（文）、古依平（圖）、

梁晨（譯） 

小魯文化 9789865513832 

20 名偵探柯南晨讀 10 分鐘推理課 1 青山剛昌（文）、松田辰彥（圖）、游

韻馨（譯）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9789576584312 

21 如果的世界 吉竹伸介（文／圖）、許婷婷（譯）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 

9789576585203 

22 如果動物要上學 安．懷特福德．保羅（文）、大衛．沃

克（圖）、汪仁雅（譯） 

小熊出版 978986559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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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心國小 1 我們是同一掛的 岑澎維（文）、張庭瑀（圖） 小天下 9789865535476 

24 收集色彩的魔術師——迪士尼獨一

無二的藝術家瑪莉．布萊爾的神奇世

界 

艾美．古格里耶摩 （文）、賈桂琳．

圖維爾（文）、布莉吉．巴拉傑（圖）、

宋珮（譯）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9789864403752 

25 有你多麼幸福 宮野聰子（文／圖）、游珮芸（譯） 小熊出版 9789865593186 

26 我的外婆 關嘉利（文）、鄧斯慧（圖） 小天地 9789887522980 

27 我會 粘忘凡（文）、許匡匡（圖）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113 

28 沒有名字的男孩 凱瑟琳．吉爾博特．莫道克（文）、張

梓鈞（圖）、曾馨儀（譯） 

聯經出版 9789570856057 

29 沒有名字的貓 竹下文子（文）、町田尚子（圖）、黃

惠綺（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383857 

30 走到樹林中 格爾．樸基斯（文 / 圖）、潘嘉媚（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680 

31 呼嚕呼嚕的書店小貓 吳欣芷 小典藏出版 9789579057868 

32 妮妮的彩虹傘 瓦育．昆克羅（文）、丹妮爾．史赫索

斯特（圖）、亞比（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703 

33 幸運遇見你 幾米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9789865549374 

34 明天是星期一 長谷川集平（文 / 圖）、爻木木（譯） 木棉樹出版社 9789887945833 

35 阿福與阿金 張庭瑀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巴文化 

9789869880336 

36 雨後螢光 米格．瑟羅（文 / 圖）、亞比（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789 

37 科學玩具總動員：37 個引爆玩心、開

發 STEAM 魂的科學手作 

許兆芳、潘憶玲（滾媽） 商周出版 9789864779574 

38 穿越故宮大冒險 6 快雪時晴帖神乎

其技 

鄭宗弦（文）、swawa.com（圖） 小天下 9789865251802 

39 英國權威科學家解答世界孩子科學

100 問 

羅伯特．温斯頓 （文）、羅睿琪（譯） 新雅文化 9789620875632  

40 飛「行」鳥 蕾拉．羅奇（文 / 圖）、麥偉光（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642 

41 原來貨櫃是這樣子啊！ 小魯文化編輯部（文）、葉亞璇（圖）、

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圖） 

小魯文化 9789865566784 

42 夏天的滋味 千美眞（文）、申珍岵（圖）、簡郁璇

（譯） 

遠流出版公司 9789573290124 

43 時間要走了 Bettina Obrecht（文）、Julie Völk（圖）、

林玎玎（譯） 

木棉樹出版社 9789887945826 

44 消失的文學部 2 漫遊奇境的阿麗思 智慧老人（文）、NOVELLAND（原案）、

娜歌妮（圖）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9789887904878 

45 病毒的祕密日記 莉莉．拉洪潔（文 / 圖）、張孟穎（譯） 小魯文化 9789865566821 

46 神奇柑仔店 10 順風耳軟糖的報應 廣嶋玲子（文）、jyajya（圖）、 王蘊

潔（譯）  

親子天下 978957503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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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神奇樹屋特別篇 1 棒球的大日子 瑪麗．波．奧斯本（文）、吳健豐（圖）、

蔡冠群（譯） 

小天下 9789865535964 

48 馬丁與安妮︰愛與善的力量 蘭西．卓靈（文）、耶夫珍妮亞．妮柏

格（圖）、吳嘉儀（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550 

49 鬥嘴一班 23 時間魔法師 卓瑩 新雅文化 9789620877186 

50 密室逃脫．博物館大冒險：你能解開

謎團順利脫逃嗎？ 

葛瑞斯．摩爾（文）、貝翠絲．卡斯楚

（圖）、劉維人（譯） 

小果文創 9789869818797 

51 莫莉與索奇 陳可菲 商務印書館(香港)

有限公司 

9789620705847 

52 被淚水淹沒的我決定在水中暢泳 陳塵 亮光文化 9789888716654 

53 喵喵 桂文亞（文）、黃海蒂（圖）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巴文化 

9789869880381 

54 發光的樹 海狗房東（文）、貓魚（蔣孟芸）（圖）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9789864403929 

55 給森林照相館的信 李時遠（文 / 圖）、許延瑜（譯）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021 

56 菲姬闖世界 坦姆辛．雅努（文）、顏寧儀（圖）、 

鄭榮珍（譯）  

幼獅 9789864492077 

57 傻貓神探 21 紅狐怪盜 方舒眉（文）、馬星原（圖） 世紀文化 9789888745876 

58 跟著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慶祝節日 海倫娜．赫拉絲多娃（文）、帕拉．哈

娜柯娃（文）、米可維菈．波曼莫娃

（圖）、黃筱茵（譯）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366 

59 跟著歷史名人去遊歷：長不高大人晏

嬰秀機智 

王文華（文）、王秋香（圖） 小熊出版 9789865863920 

60 電塔上的空中英雄 鎌田步（文 / 圖）、李慧娟（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9789863383512 

61 孵蛋狂想曲 艾倫．狄蘭（文）、瑪蒂娜．凱特切克

（圖）、亞比（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802 

62 熊貓記者調查：香港歷史上的四大病

魔怪 

麥明心 小皇冠童書館 9789882166929 

63 綠上加綠 黛安娜．懷特（文）、費希塔．莎拉

（圖）、游珮芸（譯） 

米奇巴克 9789860645101 

64 說吧！世界需要你的聲音 彼得．咸美頓．雷諾茲（文 / 圖）、

麥偉光（譯）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72741 

65 潮讀 4000 年 7 黃獎（文）、 陳美濤（整理） 今日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436478 

66 賴爸爸的數學實驗：15 堂趣味幾何課 賴以威（文）、桃子（圖）、大福草莓

（圖） 

遠流出版公司 9789573289340 

67 魔法公主學院 13 魔畫之亂 一樹 小麥文化 978988862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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