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分類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連結

01 繪本 我和別人不一樣也很棒
G.V.(Guido van Genechten)傑納

頓
童夢館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986

2

02 繪本 大象亮亮
王文華文/

黃祈嘉繪
小天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045

3

03 繪本 輝輝的小臉蛋 藤井輝明  維京 https://goo.gl/CAC28x

04 繪本 天使太用力
樓曉東著/

黃淑瑛繪
格林文化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8032

0

05 繪本 箭靶小牛 王淑均.張允雄 羅慧夫基金會 http://ppt.cc/tAJxG

06 繪本 不一樣，超神氣
G.V.(Guido van Genechten)傑納

頓
小魯文化 http://ppt.cc/wj7D0

07 繪本 猜一猜，這是誰？
G.V.(Guido van Genechten)傑納

頓
小魯文化 http://ppt.cc/4gcWV

08 繪本 小白魚的生日派對
G.V.(Guido van Genechten)傑納

頓
童夢館 http://ppt.cc/3t4Ar

09 繪本 你很特別
陸可鐸著/

馬第尼斯繪
香港道聲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0586

6

10 繪本 不一樣沒關係，我們還是好朋友 克萊‧莫頓, 蓋爾‧莫頓 大穎文化 http://ppt.cc/u0ekq

11 繪本 是蝸牛開始的
卡特雅，雷德爾/文；安格拉

，馮，羅爾/圖 
三之三 http://ppt.cc/f1a0S

12 繪本 Guji-Guji 陳致元 信誼 http://ppt.cc/2J8eA

13 繪本 不一樣，也很棒 陳致元 信誼 http://ppt.cc/GYbjO

14 繪本 鬥牛犬賈思登  凱莉．狄普喬 小熊出版 http://ppt.cc/pxG7

15 繪本 大象艾瑪  大衛．麥基 和英 http://ppt.cc/gItXt

16 繪本 我需要抱抱 艾倫‧布雷比 時報出版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62

00

17 繪本 看見希望
曾文娟文/

冉綾珮繪
智邦公益館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2645

7

18 繪本 我叫阿醜 藍紹庭  培育文化 https://goo.gl/KPbQ62

19 繪本 不歡迎的大象 Lisa Mantchev 三民書局 https://goo.gl/fZQDru

20 繪本 小狗阿疤想變羊 龐雅文 格林文化 https://goo.gl/uLnrZF

21 繪本 誰是第一名 蕭湄羲 信誼基金會 https://goo.gl/mNkTuS

22 繪本 珍妮小霸王  艾莉克斯．歐尼爾 親子天下 https://goo.gl/gFGKez

23 繪本 臭小羊！呆頭鵝！  伊莎貝．阿貝蒂 親子天下 https://goo.gl/va6qbb

24 繪本 真是太過分了！  派特．湯姆森 親子天下 https://goo.gl/bM4nbE

25 繪本 奧利佛是個娘娘腔  湯米．狄咆勒 三之三 https://goo.gl/UZCQKY

26 繪本 我的姊姊不一樣  貝蒂‧瑞‧特 遠流 https://goo.gl/vA8DmG

27 繪本 威廉的洋娃娃  夏洛特. 佐羅托 遠流 https://goo.gl/dBEisv

28 繪本 烏鴉太郎 八島太郎 遠流 https://goo.gl/B8LQsb

29 繪本 好好愛阿迪  維吉尼亞．芙藍明 和英 https://goo.gl/o7JnS9

30 繪本 你很特別  陸可鐸 道聲 https://goo.gl/pSES36

31 繪本 感恩之門  黛比．艾威爾 道聲 https://goo.gl/g14wFx

32 繪本 敵人派 德瑞克．莫森 道聲 https://goo.gl/ku8nhr

33 繪本 莉絲的要和不要 潔西卡．哈波 上誼 https://goo.gl/kGNBLP

34 繪本 公園小霸王  菲力斯．雷諾茲．奈勒 東方 https://goo.gl/XNbAQT

35 繪本 把帽子還給我 梅田俊作 小魯 https://goo.gl/idaH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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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繪本 不要嘲笑我！ 
史蒂夫．希斯金/ 艾倫．薛柏

林
維京 https://goo.gl/m6ZA9s

37 繪本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雞雞  提利．勒南 米奇巴克 https://goo.gl/4Zc8si

38 繪本 箭靶小牛 王淑均.張允雄 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686141.html

39 繪本 大鯨魚瑪莉蓮  大衛．卡利 米奇巴克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0270

40 繪本 特別的瑪利亞 莉綺特 格林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87172

41 繪本 我會關心別人 康娜莉雅．史貝蔓 親子天下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09428

42 繪本 如果沒有人喜歡我， 我也要喜歡自己  希多．凡荷納賀頓 大穎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3820

43 繪本 我很厲害，但是我不驕傲  艾曼紐‧斐耶 大穎文化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0223

44 繪本 大腳丫跳芭蕾  艾美．楊 台灣東方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8097

45 繪本 青蛙小姐的煩惱  昂格麗･夏貝赫 台灣東方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4682

46 散文 謝謝我的勇敢 陽光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http://ilovemanna.blogspot.com/2017/08/blog-

post.html

47 散文 我們的故事 陽光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http://www.taiwanngo.tw/files/13-1000-23915-

1.php?Lang=zh-tw

48 散文 上蒼選了妳：全民女孩Selina的地獄90天 張承中 時周文化
https://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567

796

49 散文 完美！ 陽光基金會 陽光基金會 https://goo.gl/yY4YxP

50 散文 奇蹟男孩 R. J. 帕拉秋 親子天下 https://goo.gl/m3qsJF

51 散文 幸福的印記 陽光基金會 內政部
http://reader.roodo.com/sswf/archives/4490235

.html

52 散文 火女孩  東尼．艾伯特 台灣東方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0805

6
53 散文 阿里疤疤 陳明里 健行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34339

8

54 散文 給蘇菲的信

卡洛琳．馬汀、朗恩．狄里

吉歐/

莎莉．柯林斯協力執筆

格子外面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3051

6

55 散文 床母娘珠珠 黃秋芳 九歌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474

0

56 散文 男孩和他的臉
湯姆．霍曼二世(Tom

Hallman. Jr.)
遠流

http://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

BookId=9573255022

57 散文 酷啦！我有一雙鋼鐵腳 莊雅菁 原水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7852

8

58 攝影作品集 破繭重生的美麗
 陳美麗、馬家駒/策劃, 翁志

豪/攝影
網路與書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696

2

59 散文 癒火重生的美麗 陳美麗
周大觀文教基金

會

http://www.ta.org.tw/product.php?lang=zh&vi

ew=1&idept=1&isdept=83

60 散文 放聲笑吧，就像從未受過傷一樣 廖智 啟動文化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799

4
61 散文 15度的勇敢：塵燃女孩的900天告白 陳寧 寶瓶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075

4
62 散文 但我想活：不放過5％的存活機會，黃博煒的截後人生  黃博煒 蔚藍文化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7366

3

63 社會議題/散文 結痂週記：八仙事件 他們的生命經驗，我們不該遺忘

 林祺育, 陳依欣, 張承騏, 楊芷

凌, 詹閎鈞, 鄭伃均, 簡苑玲, 羅

雁婷,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採訪

團隊 

時報出版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921

7

64 散文 為夢前行 你我並無不同 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https://goo.gl/VWuSRk

65 傳記/雜論 紅色九號：八仙塵爆臺北慈濟醫院救護紀實
 趙有誠暨臺北慈濟醫院團隊/

口述, 吳惠晶/採訪
大塊文化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315

5

66 小說 失落的一角 謝爾．希爾弗斯坦 玉山社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12823

2
67 小說 馬丁路德傳 H.H. HOLMQUIST 道聲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8344

9
68 小說 鐘樓怪人  維克多．雨果 三采文化 https://goo.gl/7Ssn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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