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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第 40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書單」(適讀年齡：學齡前、小學低年級) 

項次 類別 書名 出版社 作者 ISBN 

1 圖畫書類 時間長或短？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Rhéa Dufresne 著 9789864490929  

2 圖畫書類 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 阿布拉教育文化有

限公司 

Beatrice Alemagna 9789865876401  

3 圖畫書類 維克多和左薇的奇幻旅程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 

克 勞 媞 爾 德 • 貝 涵

(Clotilde Perrin) 

9789863381785  

4 圖畫書類 我的火星探險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Jon Agee 9789866215650  

5 圖畫書類 午夜園丁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范揚華、范揚夏 9789864791576  

6 圖畫書類 大章魚艾米爾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Tomi Ungerer 9789864271764  

7 圖畫書類 簡愛，狐狸與我 讀書共和國（字畝文

化） 

芬妮．布莉特 Fanny 

Britt 

9789869420273  

8 圖畫書類 這是一本有顏色的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作者/夢乃娜‧卡丁 繪

者/羅莎娜‧伐利亞 

9789862743126  

9 圖畫書類 九色鹿 讀書共和國（步步出

版） 

文/林秀穗 圖/廖健宏 9789869433723  

10 圖畫書類 有時候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阿力金吉兒 9789862116951  

11 自然科普類 歡迎來到小朋友的數學實

驗室：9 大原理 37 個實驗，

一生受用的數學原理（隨書

附贈數感實驗室《賴以威老

師給家長的 9 堂數學課》）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

司-小麥田出版社 

Rebecca Rapoport、J.A. 

Yoder、賴以威 

9789869458252  

12 自然科普類 點亮奇妙大自然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水滴文

化】 

文 ： 瑞 秋 • 威 廉 斯

（ Rachel Williams ） 

圖 ： 卡 洛 夫 斯 基

（Carnovsky） 

97898657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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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然科普類 《蘭的 10 個誘惑：透視蘭

花的性吸引力與演化奧祕》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呂長澤、莊貴竣、鄭

杏倩 

9789573279716  

14 自然科普類 燒杯君和他的夥伴──愉

快的實驗器材圖鑑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上谷夫婦 9789573281450  

15 自然科普類 好家在森林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黃仕傑 9789864791453  

16 自然科普類 生命的法則：在賽倫蓋蒂草

原，看見大自然如何運作 

讀書共和國（八旗文

化） 

Sean B. Carroll 9789869541800  

17 自然科普類 聽見海底的形狀：奠定大陸

漂移說的女科學家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貓頭鷹出

版 

HALI FELT 著 9789862623398  

18 自然科普類 超展開數學約會：談個戀

愛，關數學什麼事！？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

司-臉譜出版 

賴以威 9789862356005  

19 自然科普類 野遊觀察指南：山野迷路要

注意什麼？解讀大自然蛛

絲馬跡，學會辨識方位、預

判天氣的野外密技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崔斯坦‧古力 (Tristan 

Gooley) 

9789864431281  

20 自然科普類 植物博物館 讀書共和國（大家出

版） 

Kathy Willis/ 著  Katie 

Scott/繪 

9789869460361  

21 人文社科類 來看古早厝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石晏如 9789576084805  

22 人文社科類 考古台灣 財團法人慈濟傳播

人文志業基金會（經

典雜誌） 

陳歆怡 9789866292880  

23 人文社科類 極地重生：薛克頓的南極遠

征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William Grill 9789864791194  

24 人文社科類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

程實驗 

讀書共和國（衛城出

版） 

方鳳美 Mei Fong 978986953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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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文社科類 寄生之廟：台灣都市夾縫中

的街廟觀察，適應社會變遷

的常民空間圖鑑(中英對照

│精裝) 

讀書共和國（野人文

化） 

賴伯威 9789863842378  

26 人文社科類 解碼臺灣史 1550-1720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翁佳音、黃驗 9789573280330  

27 人文社科類 伊拉克的罌粟花 城邦文化事業(股)公

司-臉譜出版 

Brigitte Findakly 9789862356289  

28 人文社科類 哈囉!歐洲-28 個小導遊帶你

認識歐洲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妮 可 ‧ 龍 白 (Nicole 

Lambert) 

9789577626165  

29 人文社科類 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

見的未來 

讀書共和國（月熊出

版） 

吳承紘、關鍵評論網 9789869512626  

30 人文社科類 在希望與恐懼之間：阿富汗

的戰地與日常實境(精裝攝

影集，附全球獨家導讀別

冊) 

讀書共和國（野人文

化） 

寶拉‧伯朗斯坦 Paula 

Bronstein 

9789863841814  

31 文學類 我將前往的遠方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郭強生 9789864792276  

32 文學類 張曼娟成語學堂Ⅰ：爺爺泡

的茶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孫梓評 9789869473774  

33 文學類 日本，不能直譯：林水福作

品集 1 

讀書共和國（木馬文

化） 

林水福 9789863594611  

34 文學類 旅行 九歌出版社 張啟疆 9789864501540  

35 文學類 袒露的心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平路 9789571369525  

36 文學類 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

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

野筆記 

大塊文化 梁瑜 978986213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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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文學類 小熊兄妹的點子屋 2：不能

說的三句話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哲也 9789869453134  

38 文學類 無意象之城 秀威出版（秀威資

訊） 

蘇紹連 9789863264262  

39 文學類 蝸牛：林良的 78 首詩 國語日報社 林良著 9789577518118  

40 文學類 小珍珠選守護神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方素珍 9789869549103  

41 文學翻譯類 原來如此故事集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Rudyard Kipling 9789864271740  

42 文學翻譯類 白夜：兩個祖國、五個手

足、三代日裔美國家庭的生

命故事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貓頭鷹出

版 

Pamela Rotner 

Sakamoto 著 

9789862623312  

43 文學翻譯類 老媽，這次換我照顧你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島 田 洋 七  Shimada 

Yōhichi 

9789571369013  

44 文學翻譯類 多摩川物語 博識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 

ドリアン助川 9789866104930  

45 文學翻譯類 夏先生的故事 商周出版 Patrick Süskind 9789864772117  

46 文學翻譯類 小王子【獨家精裝夜光版】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

司 

安 東 尼 ‧ 聖 修 伯 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9789869395458  

47 文學翻譯類 柏林 1936：納粹神話與希特

勒的夏日奧運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貓頭鷹出

版 

Oliver Hilmes 著 9789862623336  

48 文學翻譯類 四百歲的睡鯊與深藍色的

節奏：在四季的海洋上，從

小艇捕捉鯊魚的大冒險 

網路與書 Morten A. Strøksnes 9789866841866  

49 文學翻譯類 忠犬人生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路 易 斯 ‧ 塞 普 維 達

(Luis Sepúlveda) 

978986443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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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文學翻譯類 我的小狗咕嚕嚕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

公司 

李閔惠(이민혜) 9789869453189  

51 叢書工具書類 日本文樣圖解事典：帶來好

運的日本傳統圖案 480 款 

讀書共和國（遠足文

化） 

藤依里子 著；水野惠

司 監修 

9789869470445  

52 叢書工具書類 寫作教練在你家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郝廣才 9789861896717  

53 叢書工具書類 山海經圖鑑 大塊文化 李豐楙/編審 9789862138175  

54 叢書工具書類 原創點兒童美術教學 蘭臺網路出版商務

股份有限公司--少年

兒童出版社 

余名樺 9789869335645  

55 叢書工具書類 漫畫原來要這樣看 愛米粒出版有限公

司 

史 考 特 ‧ 麥 克 勞 德

(Scott McCloud) 

9789869346887  

56 叢書工具書類 女生要好好的：用一張圖，

學會美麗健康祕訣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小池弘人 9789861794846  

57 叢書工具書類 好麥給你好麵包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楊馥如 9789862941553  

58 叢書工具書類 如何愛你的負面情感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宇佐美百合子 9789861794709  

59 叢書工具書類 Via 的動物祕密生活：用一

枝筆述說的動物話畫，從基

本沾水筆技巧到打造歐系

插畫風格 

漫遊者文化 Via Fang 9789864890842  

60 叢書工具書類 成語典故植物學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貓頭鷹出

版 

潘富俊 著 97898626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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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漫畫類 鬼島大進擊 亞力漫設計工作室 曾建華 9789869454100  

62 漫畫類 小皮克的欠揍生活日記：致

小時候的每一個巴掌 

讀書共和國（小樹文

化） 

Dominique Roques 9789865837730  

63 漫畫類 麵包師之旅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陳穩升 9789866634697  

64 漫畫類 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 大辣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鄭問 9789866634673  

65 漫畫類 台北不來悔 2 原動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米奇鰻 9789866081781  

66 漫畫類 魔幻時刻：THE ACTOR 第

一集 

原動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漫畫/HOM 編劇/柯雁

心 

9789866081774  

67 漫畫類 五味八珍的歲月 原動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漫畫/左萱 電視劇本/

溫郁芳、張可欣 

9789866081859  

68 漫畫類 1661 國姓來襲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李隆杰 9789863192817  

69 漫畫類 菜比巴警鴿成長日記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蠢羊/協力：花

栗鼠 

9789571368672  

70 漫畫類 鐵道奏鳴曲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阮光民 9789573280354  

71 漫畫類 漫畫家水木茂-我的每一天

(全) 

尖端出版 水木しげる 9789571078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