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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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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啟動】發明俱樂部 2 飛

向變化多端的世界！ 

栗原吉治（文／圖）、李彥樺（譯） 小熊出版 9789865593759 

02 100 顆種子 伊莎貝．明霍斯．馬汀（文）、 

河野雅拉（圖）、歐玲瀞（譯） 

小魯文化 9786267043318 

03 60 秒變身科技小天才 強．理查茲（文）、洪夏天（譯） 商周出版 9786263182523 

04 CMS 天文調查隊 1  天文台的神秘

石柱 

岑智明（文）、張志偉（文）、 

步葵（圖）、STEM Sir（總監修）、娜

歌妮（劇本分鏡）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9789887646013 

05 二戰．手繪地圖上的經典戰役 洋洋兔 世界出版社 9789888665235 

06 上天下海，動物蓋房子 艾米．切利克斯（文）、 

克里斯．佐佐木（圖）、林大利（譯） 

字畝文化 9786267069844 

07 大象鼻子上的小小小朋友 馬呂斯．馬欽克維修斯（文）、 

奧絲拉．裘杜萊特（圖）、亞比（譯） 

文林出版 9789888472628 

08 小小紙箱工程師——創客合作大挑

戰 

金．史密斯（文／圖）、周婉湘（譯）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571 

09 小雀幸品格童話 1 阿賢的小雀幸 鄭宗弦（文）、BO2（圖） 三采文化 9789576588907 

10 小學生的煩惱  2 如何從低潮重新

振作？ 

Kiriko（圖）、小玉正博（監修）、吳

嘉芳（譯） 

小熊出版 9786267140147 

11 天工開物——古代生活中的科技 龍逸（編著）、傅舫（圖） 中華教育 9789888807642 

12 少年一推理事件簿 1 及 2 再見青

鳥（全二冊） 

翁裕庭（文）、步烏&米巡（圖） 遠流出版 9789573294559 

13 水到底有多重要？關於全球正在面

臨的缺水危機 

克莉絲汀．史丹萊（文）、 

米可．沙耶（圖）、賴雅靜（譯） 

上誼文化 9789577627414 

14 牛言蜚語 奇偉 信誼基金出版社 9789861616964 

15 任務車發動了！ 五十嵐美和子（文／圖）、紀富元 

（譯） 

小魯文化 9786267127308 

16 好奇孩子大探索：危機就是轉機，古

生物生存圖鑑 

探究學舍（監修）、李彥樺（譯）、蔡

政修（審訂） 

小熊出版 9786267050279 

17 如果史記這麼帥 1 帝國風雲 

 

戴建業（編）、漫友文化（圖） 野人文化 9789863847489 

18 字的神話 1 玄人篇 林世仁（文）、25 度（圖） 小天下 9789865255824 

19 有故事的郵票 3 斯洛伐克童話 梁晨（文）、蔡兆倫（圖）、謝祖華（圖） 遠流出版 9789573295457 

20 汙水爆炸啦！ 宋秀惠（文／圖）、林侑毅（譯）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601 

21 米羅想像世界 馬特．德拉佩尼亞（文）、 

克里斯汀．羅賓遜（圖）、柯倩華（譯） 

小天下 978986525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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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色彩的翅膀 米歇爾．畢克馬（文）、 

艾立克．巴圖（圖）、謝蕙心（譯） 

米奇巴克 9789860645194 

23 西遊記妖界大地圖：神仙妖怪才知道

《西遊記》怎麼玩 

張卓明（文）、段張取藝（圖） 野人文化 9789863847595 

24 你真的很棒 宮西達也（文／圖）、邱瓊慧（譯） 小魯文化 9786267127223 

25 我的主人是禮儀師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萬里機構出版 9789621474155 

26 我是外公的哥哥 堀直子（文）、田中六大（圖）、林佩

勳（譯） 

小魯文化 9786267043608 

27 我想聽見你的聲音 歐因．柯弗（文）、P. J. 林區（圖）、

趙永芬（譯） 

小麥田 9786267000151 

28 沒有手機的童年 梁雅怡（文）、Keman（圖） 新雅文化 9789620879036 

29 身體的界線——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詹妮．桑德斯（文）、 

莎拉．詹寧斯（圖） 

小魯文化 9786267043691 

30 兒童創意思考五十問：創意，有方法

可以學習嗎？ 

沙永傑（文）、呂家瑜（圖） 天衛文化圖書 9789574905522 

31 呼叫換心店 梨屋有枝（文）、菅野由貴子（圖）、

周姚萍（譯） 

小天下 9789865255015 

32 咆哮的媽媽 趙錚（文）、王安途（圖） 木棉樹出版社 9789887626275 

33 藏在氣球裡的科學 塞西樂．朱格拉（文）、 

傑克．吉夏爾（文）、羅鴻．西蒙（圖）、

陳怡潔（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4625 

34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修辭公寓的爆笑

日常 

謝鴻文（文）、沈健詩（圖） 小魯文化 9786267127032 

35 奇想藝術館 溫溫 木棉樹出版社 9789887626237 

36 啊——原來是我誤會了？！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教育組（陳健

怡、連明誥、林盈盈、周卉卉）（文）、

吳浚匡（圖） 

小天地 9789887585909 

37 昆蟲小學 002 鍬形蟲飛行大賽 阿德蝸（文）、吳楚璿（圖） 柏樂出版 9786269545476 

38 爸爸和我 張雅鈴 信誼基金出版社 9789861616766 

39 阿濃身邊的故事 阿濃 山邊出版社 9789629234904 

40 雨天的祕密下水道 鎌田步（文／圖）、李慧娟（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4816 

41 查理九世彩圖版．不可思議事件簿 

8 穿越蟲世紀 

雷歐幻像 小麥文化 9789888795109 

42 海上奇幻漂流 卡特琳娜．葛蕾克（文／圖）、海狗

房東（譯） 

上誼文化 9789577627391 

43 海洋 100 問：最強圖解 × 超酷實驗 

破解一百個不可思議的大海祕密 

潘昌志（文）、陳彥伶（圖） 親子天下 978626305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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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真好看！真好玩！給孩子的趣味唐

詩 

DOWEL 東幻創作中心 小皇冠童書館 9789882166875 

45 《馬可．孛羅歷險記》系列：東方大

帝 

克里斯蒂娜．拉斯特萊格（文／圖）、 

弗朗西斯科．苔斯塔（文／圖）、馬

素文（譯） 

中華教育 9789888760220 

46 動物園的祕密 黃一文 遠流出版 9789573293392 

47 國寶帶我看歷史——穿越古今

8000 年 

狐狸家 世界出版社 9789888665259 

48 梅子老師這一班  1 教室被封鎖

了！ 

王文華（文）、Yuan（圖） 小天下 9789865253226 

49 瓶中船 安德魯．普拉欣（文／圖）、柯倩華

（譯） 

米奇巴克 9786269648009 

50 莫莉勇闖數學奇境 鄭樂雋（文）、 

雅莉珊卓．雅提莫斯卡（圖）、劉維

人（譯） 

小果文創 9789860627794 

51 蚱蜢機器人 松岡達英（文／圖）、陳瀅如（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4878 

52 這個是什麼？那個是什麼？ 吉竹伸介（文／圖）、許婷婷（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7887 

53 最後一匹狼：對森林友善的探險 蜜妮．葛瑞（文／圖）、柯倩華（譯） 米奇巴克 9789860645132 

54 超能力訓練小學 01 神秘的許願亭 梁望峯 明窗出版社 9789888688609 

55 超能少年偵探很有事！3 進擊夢工

場 

麥田圈 小麥文化 9789888795062 

56 微笑商店 喜多村惠（文／圖）、郭庭瑄（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6538 

57 葵與貓的偵探日常 I 閣樓的幽靈貓 蘇飛（文）、Ringo（圖） 閱亮點 9789887570516 

58 跟著老虎深海潛水員去探險 雪倫．任塔（文／圖）、葉嘉青（譯） 天衛文化圖書 9789574905942 

59 圖書館裡的恐龍 鈴木守（文／圖）、周姚萍（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5011 

60 夢銀行 aki kondo（文／圖）、劉淑雯（譯） 小魯文化 9786267043264 

61 漫漫長夜——那些在夜晚工作的人

們 

波莉．費博（文）、 

海莉葉．哈伯戴（圖）、劉清彥（譯） 

青林國際出版 9789862745694 

62 劍擊成就了我——奧運冠軍張家朗 朱凱勤（文）、張家朗等（口述） 商務印書館（香

港） 

9789620766800 

63 戰場來的信 提姆西．德佛貝勒（文）、 

伊莎貝爾．阿瑟諾（圖）、柯清心（譯） 

字畝文化 9789860784602 

64 貓卡卡的裁縫店  3 神奇的魔法長

針 

亞平（文）、李小逸（圖） 小天下 9789865257194 

65 貓咪與國王 1 新家三十七號 尼克．夏洛特（文／圖）、鄧捷文（譯） 三采文化 9789576586835 

66 遺忘之屋 火月桂（文）、蘿拉．休斯（圖）、葉

嘉青（譯） 

字畝文化 9789860784510 

67 總是想要更多的怪獸 海莉．威爾斯（文／圖）、黃筱茵（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 978986338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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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隱形的世界 湯姆．波西渥（文／圖）、柯倩華（譯） 字畝文化 9789860784459 

69 羅寶鴻安定教養繪本：晴晴，不可

以！ 

羅寶鴻（文）、李小逸（圖） 小天下 9789865257354 

70 蘇丹的犀角 戴芸（文）、李星明（圖） 維京國際 97898644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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