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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牧神之歌—余光中作品評

論與研究／蘇其康、王儀君、張

錦忠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40頁，300元
詩語言的美學革命—台灣五○

、六○年代新詩論戰與現代軌跡

／陳康芬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0月，18
開，184頁，260元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台灣與星

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張曉威

、張錦忠主編

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11月，16開，262頁，300元
世界粗礪時我柔韌／白靈著，李

瑞騰主編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276頁，340元
台灣文學論叢（九）／李癸雲主

編

新竹：清華大學，12月，18開，

214頁，3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1‧林語堂／須文蔚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591頁，6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2‧洪炎秋／陳萬益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37頁，3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3‧李曼瑰／徐亞湘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13頁，31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4‧王詩琅／許俊雅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36頁，34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5‧李榮春／彭瑞金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261頁，25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6‧吳瀛濤／林淇瀁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75頁，39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7‧王藍／應鳳凰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24頁，32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8‧郭良蕙／王鈺婷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401頁，40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9‧辛鬱／陳義芝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81頁，390元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10‧黃娟／張恆豪編選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18
開，316頁，330元
台灣黃金礦山傳奇民間文學研究

／林全洲著

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602頁，600元
台灣當代施家朱家姐妹九○年代

小說創作風貌／李宜芳著

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12月，25
開，474頁，760元
兒童文學與閱讀（二）／林文寶

著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2月，18
開，282頁，400元
虹橋與極光—紀弦、覃子豪、

林亨泰詩學理論中的象徵與現代

／朱天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484頁，590元
時間的擾動／夏婉雲著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12月，

25開，350頁，420元

兒童文學

小水鴨，兩個家／王文華著，顏

銘儀圖

台南：科寶文化事業公司，1月，8
開，32頁，280元
小紅飛機的休假日／蔡美保著、

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25開，40
頁，280元
小時候，小石猴—台灣獼猴的

故事／洪佳如著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月，

18開，200頁，250元
小猴子大冒險／Lynol著、圖

台北：小光點，1月，20×21.6cm

，48頁，280元
小黑熊勝利／Lynol著、圖

台北：小光點，1月，20×21.6cm

，48頁，280元
小螃蟹遊台江／廖炳焜著，哇哈

圖

台南：科寶文化事業公司，1月，8
開，32頁，280元
什麼這麼好笑？—繪本職人的

閱讀地圖3／賴嘉綾著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3月，18開

，186頁，360元
天啊！我們撿到一把槍（增訂新

版）／陳榕笙著，那培玄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月，25開，

212頁，260元
布朗克動吃動／妙蒜小農著、圖

台 北 ： 妙 蒜 工 作 室 ， 1 月 ，

23×29cm，44頁，340元
和你在一起／詹迪薾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16開，56
頁，300元
狐說八道4—投石問錯鹿／劉

思源著，九子圖

台北：小天下，1月，25開，144頁

，280元
玩具診所開門了！／方素珍著，

郝洛玟圖

台北：小天下，1月，22×27cm，

44頁，320元
金太陽銀太陽（創作20週年紀念

版）／賴馬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1月，25×26cm

，36頁，360元
是誰躲在草叢裡／鄭潔文著、圖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1 月 ，

25.5×27cm，40頁，330元
看見龍山寺／許育榮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月，菊8開

，40頁，330元
烏龍小學的唐詩遊樂園4—小

笨的暗戀日記／阿德蝸著，任華

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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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小兵出版社，1月，18開，

160頁，260元
普羅米修詩／蘇善著，徐建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月，25開，

128頁，230元
敲敲木的胡桃鉗國王／王文華著

，九子圖

台北：巴巴文化，1月，菊8開，48
頁，280元
瑪莉不說話／蔡威君著，林依慧

圖

台北：大地出版社，1月，12開，

48頁，280元
舞龜幫幫忙！／妙蒜小農等著、

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1月，23×29cm
，44頁，340元
一個人的單車旅行／廖大魚著，

徐至宏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月，25開，

208頁，280元
小森筆記—自然書寫的時光／

林佳靜著，劉伯樂圖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月，16
開，64頁，300元
不會騎掃把的小巫婆／郭桂玲著

、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2月，18開，

112頁，250元
古靈精怪：最後的水莽鬼／陳碏

著，米長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192頁，280元
古靈精怪：變身／陳碏著，米長

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192頁，280元
用點心學校9—紅白大對抗／

林哲璋著，BO2圖

台北：小天下，2月，25開，144頁

，280元
好好狐狸／陳櫻慧著、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2月，

菊8開，36頁，280元
灰灰小姑娘／利雅君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2月，

16開，40頁，300元
我，是貓／游珮芸著，呂游銘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2月，25開，

40頁，320元
我，愛貓／游珮芸著，呂游銘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2月，25開，

40頁，320元
我和我家附近的流浪狗／賴馬著

、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2月，

23×27cm，44頁，300元
我的青春不要只有一坪大／蔡正

雄著，蘇力卡圖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2月，

25開，208頁，260元
我想當作家／陳沛慈著，陳虹伃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176頁，260元
阿森ê筆記—自然書寫ê時光／

林佳靜著，許慧如等台文翻譯，

劉伯樂圖

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月，16
開，64頁，300元
青蛙巫婆歷險記：石頭變變變／

張東君著，黃麗珍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2月，

16開，40頁，320元
飛雞跳狗去告狀／李光福著，吳

子平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2月，

18開，80頁，250元
香腸班長妙老師—小六瘋畢業

／鄭宗弦著，任華斌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2開，

168頁，260元
書的奇想／王淑芬著，李憶婷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2月，

25開，176頁，250元
啟程‧雲遊新北／孫心瑜著、圖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2月，

菊8開，48頁，320元
這是誰的衣服？／林柏廷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2月，

12開，36頁，280元
暗號偵探社／郭 婷著，鰻魚蛋

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2月，18開，

288頁，360元
會生氣的山／陳又凌著、圖

台北：小天下，2月，22×27cm，

36頁，320元
嘰哩咕嚕碰／黃郁欽著、圖

台北：小光點，2月，12開，48頁

，350元
鴕鳥先生，幫幫忙！／賴孟佳著

、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2月，

12開，36頁，300元
雞蛋花／周見信、郭乃文著，周

見信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台南：台

南市政府文化局，2月，16開，52
頁，320元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第1集：

誰能讓公主笑／桂文亞等著，林

雅萍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3月，

25開，192頁，320元
九歌106年童話選之星際忽嚕嚕

湯／傅林統等著，亞平等主編，

李月玲、劉彤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176頁，260元
九歌106年童話選之海洋攪一攪

湯／嚴淑女等著，亞平等主編，

李月玲、劉彤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192頁，260元
九歌兒童文學讀本／徐錦成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3月，25開，

256頁，320元
少年廚俠1：兩王的心結／鄭宗

弦著，唐唐圖

台北：親子天下，3月，25開，216
頁，280元
少年廚俠2：西湖鳴冤記／鄭宗

弦著，唐唐圖

台北：親子天下，3月，25開，216
頁，280元
古靈精怪：花魂／陳碏著，米長

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18開，

224頁，280元
古靈精怪：蛙神嫁女／陳碏著，

米長駿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18開，

208頁，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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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指南—2017年少年讀物

‧兒童讀物／張如瑩等主編

台北：台北市立圖書館，3月，12
開，223頁，320元
我在雲林‧不孤單／李遠萍等著

、圖

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3月，

菊8開，31頁，200元
那年我們／王文華著，陳炫諭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25開，

176頁，280元
兔子家的兒童節／王文華著，黃

雅玲圖

台北：巴巴文化，3月，菊8開，56
頁，280元
和爸爸去爬山／許增巧著、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3月，

菊8開，40頁，280元
招財貓與發光小菇／王喻著、圖

台北：秀威少年，3月，25開，188
頁，250元
花地藏／海狗房東著，楊文正圖

台北：維京國際公司，3月，菊8開

，40頁，320元
花森林／林愛華著、圖

台北：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2月

，24×27cm，28頁，450元
烏龍小學的唐詩遊樂園5—斜

眼驅魔師／阿德蝸著，任華斌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18開，

160頁，260元
烏龍小學的唐詩遊樂園6—躺

屍魔王的最後挑戰／阿德蝸著，

任華斌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3月，18開，

176頁，260元
萌萌與他的恐龍朋友1— 一起

吃午餐／張元綺著、圖

台北：小光點，3月，16開，32頁

，350元
萌萌與他的恐龍朋友2—恐龍

小學運動會／張元綺著、圖

台北：小光點，3月，16開，32頁

，350元
萌萌與他的恐龍朋友3—小惡

魔來報到／張元綺著、圖

台北：小光點，3月，16開，32頁

，350元

微童話／子魚著，南君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3月，18開，

152頁，300元
銀髮神探—和葛老爹一起科學

辦案／徐任宏著，林傳宗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3月，

18開，180頁，299元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第2集：

田能久與大蛇精／許書寧等著，

陳完玲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4月，

25開，184頁，320元
大海小海浪／蕭湄羲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4月，

24.5×30cm，44頁，320元
子兒，吐吐（25週年紀念版）／

李瑾倫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4月，菊8
開，40頁，850元（附光碟）

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幾米著、

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128頁，380元
不會魔法的泰娜—節慶是日常

生活的魔法‧最獨特的新節日故

事／岑澎維著， 盧貞穎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4月，25開，

208頁，280元
少年f臉書奇遇記：一位失意少

年的校園翻轉學習和社群網路歷

險記／康寶著

台北：樂果文化事業公司，4月，

18開，320頁，280元
月亮想睡覺／林思辰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4月，18
開，40頁，250元
好媽媽印章／陳盈帆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4月，8開，

40頁，280元
成語一千零一夜4—裝傻浪子

霸王路／謝易霖著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4月，

25開，243頁，280元
汪爾摩斯&喵森羅蘋2—莫里

亞蒂的陰謀／蕭逸清著，小舞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4月，

25開，192頁，280元
明日的茄苳老師／李潼著，張靖

梅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4月，

25開，256頁，280元
長大是什麼樣子／吳宜庭著、圖

台北：小光點，4月，26×22cm，

56頁，380元
長的圓的，一起來蒐集！／陳麗

雅著、圖

台北：小天下，4月，26×24.5cm

，56頁，380元
阿當，這隻貪吃的貓3／亞平著

，李憶婷圖

台北：巴巴文化，4月，18開，160
頁，280元
神祕圖書館偵探3—偷書賊、

咒語書與大風吹車站／林佑儒著

，25度圖

台北：親子天下，4月，18開，136
頁，260元
神祕圖書館偵探4—星月、瞇

瞇羊與神祕拼圖書／林佑儒著，

25度圖

台北：親子天下，4月，18開，136
頁，260元
媽祖回娘家（增訂新版）／鄭宗

弦著，陳祥元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208頁，280元
誰是大作家？／王文華著，黃祈

嘉圖

台北：小天下，4月，25開，128頁

，280元
誰最棒？／鄭萱婕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4月，12
開，40頁，250元
離家到遠方／張真輔著、圖

台北：前衛出版社，4月，12開，

84頁，450元
寶貝／陳昭伶著，郭智慧圖

新店：心理出版社，4月，菊8開，

32頁，250元
魔術魔術快點變／林加春著

台北：秀威少年，4月，25開，144
頁，200元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第3集：

小獵犬／傅林統等著，王秋香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5月，

25開，192頁，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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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健身老師／陳旻苹著，

鮪魚蛋餅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5月，

菊8開，32頁，280元
大頭的再見安打／陳啟淦著，陳

小雅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152頁，280元
小徒弟兔寶的創作課1—吃胡

蘿蔔的七種方法／張友漁著，薛

慧瑩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16開

，64頁，300元
小徒弟兔寶的創作課2—有了

三隻怪獸，然後呢？／張友漁著

、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5月，16開

，64頁，300元
小黑與大白／瓊瑤、陳可嘉著，

陳可嘉圖

台北：水滴文化，5月，12開，48
頁，320元
小豬乖乖—乖乖坐馬桶／陳致

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5月，20×20cm

，24頁，280元
小豬乖乖—乖乖愛幫忙／陳致

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5月，20×20cm

，24頁，280元
小豬乖乖—乖乖溜滑梯／陳致

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5月，20×20cm

，24頁，280元
什麼顏色／陳育均著、圖

台北：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5月

，16開，240頁，360元
少年林爽文／陳佩芳著，張凱惠

圖

南投：也品文藝工作室，5月，16
開，60頁，380元
在菜園裡玩遊戲／玉米著，劉如

桂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5月，

菊8開，32頁，280元
宇宙男孩‧雨衣女孩／陳柚希著

、圖

台北：秀威少年，5月，25開，144

頁，200元
我的阿公愛買魚／楊妙瑛著、圖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5 月 ，

20×20cm，40頁，280元
來自地球的魔女／許芳慈著，

Yolinmoon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5月，25開，

224頁，280元
來自星星的小偵探3—怨靈的

火焰舞會／鄭宗弦著，王秋香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5月，

25開，144頁，290元
達羅巴令湖／劉嘉路著，湯瑪士

‧瑞杰可（Tomas Rizek）圖

新北：捷克商麋鹿多媒體公司，5
月，26頁，24×24cm，280元
綠島人權燈塔／郭振純著，陳玉

珠圖

台北：前衛出版社，5月，16開，

40頁，300元
111個最難忘的故事‧第4集：

十二扇窗／劉旭恭等著，林雅萍

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6月，

25開，192頁，320元
一百座山的傳說／陳啟淦著，嚴

凱信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6月，25開，

112頁，230元
一起去動物園／林柏廷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6月，菊8開

，32頁，280元
小師父大徒弟—尋找心的魔法

／林世仁著，Barkley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6月，25開，

240頁，300元
小種子／吳在 著，許臺育圖

台北：巴巴文化，6月，菊8開，40
頁，280元
小豬乖乖—乖乖不怕打針／陳

致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20×20cm

，24頁，280元
小豬乖乖—乖乖慢吞吞／陳致

元著、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20×20cm

，24頁，280元
吃風集／馬尼尼為著、圖

新 北 ： 步 步 出 版 社 ， 6 月 ，

20×20cm，64頁，300元
艾瑪‧媽媽／孫心瑜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6月，

16開，40頁，320元
我的名字叫甜甜／朱勵雯著、圖

台北：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6月

，16開，48頁，360元
哈哈村的蔬果野餐派對／王元容

著，黃淑華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6月，

24×24cm，36頁，280元
客家童謠說與寫／馮輝岳著

桃園：華夏書坊，6月，25開，124
頁，250元
泰雅勇士大步向前／劉嘉路著，

湯瑪士‧瑞杰可（Tomas Rizek）

圖

新北：捷克商麋鹿多媒體公司，6
月，26頁，24×24cm，280元
馬惹尼／馬尼尼為改寫、圖， 

林婉琪譯

新北：步步出版社，6月，18開，

32頁，280元
動物園的兒童節—童詩童畫小

學堂／許赫著，九色芬圖

台北：秀威少年，6月，12開，128
頁，350元
密碼日記／管家琪著，詹廸薾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6月，

25開，208頁，250元
許石的台灣歌／林哲璋著，蔡達

源圖

台南：台南市政府、台北：青林國

際出版公司，6月，菊8開，30頁，

280元
魚之樂／郝廣才著，歐尼可夫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6月，

菊8開，36頁，280元
插頭小豬1—停電星球／顏志

豪著，沈健詩圖

台北：親子天下，6月，25開，104
頁，260元
最熱烈的掌聲／陳怡蓁著，廖書

荻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6月，

16開，40頁，320元
森林的祕密／林思辰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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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水滴文化，6月，12開，48
頁，320元
番薯原來是外國人：種ㄓㄨㄥˋ

出來的37堂植物課／葉綠舒著，

柯欽耀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6月，25開，

192頁，280元
新竹300：到我的城市吹吹風／

吳立萍著，林廉恩圖

新 竹 ： 新 竹 市 文 化 局 ， 6 月 ，

25×23cm，47頁，250元
爺爺的神祕閣樓（增訂新版）／

游乾桂著，吳嘉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6月，25開，

208頁，260元
賴嘉綾的繪本報一報／賴嘉綾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6月，16開

，184頁，450元
聽！那是什麼聲音？／江品儀著

，張筱琦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6月，

菊8開，32頁，280元
驚喜披薩／王洛夫著，巫耳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6月，25開，

112頁，230元
7月7月鬼門開／洪佳如著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205頁，250元
Daddy跟妳說秘密／妙蒜小農著

、圖

台北：妙蒜工作室，7月，20×20cm
，32頁，340元
一張鈔票一百元／郝廣才著，朱

里安諾（Giuliano Ferri）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7月，

菊8開，32頁，300元
太陽山的寶藏／蔡雅蘭著、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7月，25
開，72頁，220元
少年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兒童文學卷／許玉蘭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396頁，400元
少年總鋪師1：第一百面金牌（

增訂新版）／鄭宗弦著，吳嘉鴻

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192頁，260元
少年總鋪師2：台灣炒飯王（增

訂新版）／鄭宗弦著，吳嘉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08頁，260元
少年總鋪師3：異國料理大賽／

鄭宗弦著，吳嘉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08頁，260元
幻說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民間故事卷／林培雅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263頁，300元
文學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散文卷／王建國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393頁，380元
朱瑞福的游泳課／賴曉妍、賴馬

著，賴馬圖

台北：親子天下，7月，25×26cm

，44頁，360元（附光碟）

竹筍炒肉絲國王／洪國隆著，

SEVEN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7月，25開，

128頁，230元
吟遊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現代詩卷／吳東晟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316頁，340元
妖怪小學4—妖大王的大祕寶

／林世仁著，森本美術文化圖

台北：親子天下，7月，25開，120
頁，260元
我並不孤單—少年鍋餅的勇氣

之旅／李明足著，許育榮圖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7月，

25開，272頁，280元
我和小豬撲滿的存錢日記／邱靖

巧著，劉彤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205頁，260元
兔子阿姨露營記／陳素宜著，顏

銘儀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192頁，270元

垃圾小童／YU著、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7月，

25×25cm，48頁，220元
阿凡提的機智旅行／子魚著，達

姆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7月，25開，

176頁，260元
故事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小說卷／李若鶯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299頁，320元
星星食驗室／Lynette Lin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7月，25×19cm

，48頁，300元
春花望露／陳素宜著，蘇力卡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160頁，300元
缺牙巴阿倫的奇遇／管家琪著，

曲敬蘊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7月，25
開，64頁，220元
媽媽的芒果任務／李光福著，吳

姿蓉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7月，

25開，172頁，280元
誰要零鴨蛋／管家琪著，林傳宗

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7月，25
開，80頁，220元
寵物功夫大亂鬥／林哲璋著，九

子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7月，25
開，112頁，220元
蘭亭序是怎麼到博物館？／陳玉

金、馬筱鳳著，黃麗珍圖

台 北 ： 典 藏 藝 術 家 庭 ， 7 月 ，

23×28cm，40頁，300元
戀戀府城—台南青少年文學讀

本：台語詩卷／施俊州主編

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

蔚藍文化出版公司，7月，25開，

235頁，260元
下雨了！／湯姆牛著、圖

台北：小天下，8月，菊8開，48頁

，320元
小雨的選擇／管家琪著，劉婷圖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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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開，256頁，280元
不書鎮／蘇善著

台北：秀威少年，8月，25開，248
頁，320元
成語植物園之小貓老大歷險記／

王家珍著，鄭潔文圖

台北：巴巴文化，8月，18開，216
頁，300元
妖怪學校的嚇人王／鄭宗弦著，

林傳宗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8月，25開

，128頁，250元
屋頂千秋／劉如桂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8月，菊8開，

88頁，399元
洋洋期待去上學／李美麗著，羅

俊俏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8月，

菊8開，36頁，280元
剪紙少女翩翩／鄭若珣著，張上

祐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8月，25開，

191頁，260元
感冒救援部隊／蔡秀敏著，施佳

伶圖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8 月 ，

26×23cm，36頁，320元
蜜蜜的神奇頭髮／Liv Wan著、

圖

台北：巴巴文化，8月，21×25cm

，40頁，280元
蜻蜓—水邊的精靈／邱承宗著

、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8月，

菊8開，48頁，360元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蔡秀敏著，

吳怡蒨圖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8 月 ，

26×23cm，36頁，320元
魔法喵嗚／王美慧著，九子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8月，25開，

96頁，210元
一封沒有字的信／鄭宗弦著，李

憶婷圖

台北：文房文化事業公司，9月，

25開，160頁，220元
小老鼠別鬧了！／粘忘凡著，孫

心瑜圖

台北：台灣東方出版社，9月，菊8
開，32頁，280元
小矮人的幸福魔法／徐錦成著，

施依婷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9月，25開，

96頁，190元
不嚕樂園／薩芙著，許育榮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08頁，260元
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顏銘儀著、

圖

台南：南一書局，9月，菊8開，48
頁，350元
好品格童話5—小威愛哭哭／

賴曉珍著，達關圖

台北：小天下，9月，25開，112頁

，260元
好品格童話6—蝴蝶女王與糞

金龜／賴曉珍著，蔡元婷圖

台北：小天下，9月，25開，112頁

，260元
好聽的話這樣說／南林著、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9月，18開

，168頁，250元
我在海邊靜獵／洪瓊君著，陳眉

如圖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9月，菊8開

，40頁，350元
我的虎爺好朋友／海德薇著，王

淑慧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9月，25開，

208頁，260元
步步蛙很愛跳／林小杯著、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9月，菊8開，

50頁，320元
沒鰭—陳素宜生態童話／陳素

宜著，孫心瑜圖

台北：小天下，9月，25開，280頁

，280元
妮子的玩具箱／陳素宜著，楊麗

玲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9月，25開，

192頁，280元
洋洋不想寫功課／李美麗著，羅

俊俏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9月，

菊8開，36頁，280元
美好動物園／李憶婷著、圖

台南：南一書局，9月，菊8開，36
頁，320元
教室裡有鬼—討厭鬼，真討厭

？／李光福著，王秋香圖

台北：台灣東方出版社，9月，25
開，80頁，230元
曹俊彥的楊喚童話詩畫—楊喚

逝世六十週年紀念版／楊喚著，

曹俊彥圖

新北：小熊出版，9月，18開，112
頁，350元
落番／陳政鴻著、圖

金門：金門大學，9月，菊8開，20
頁，200元
學思達小學堂1—小刺蝟愛生

氣／張輝誠著，WaHa Huang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3×24cm

，32頁，300元
學思達小學堂2—都是我的／

張輝誠著，李小逸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3×24cm

，32頁，300元
學思達小學堂3—第11根手指

／張輝誠著，楊念蓁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3×24cm

，32頁，300元
學思達小學堂4—陪爸爸上班

／張輝誠著，黃祈嘉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3×24cm

，32頁，300元
學思達小學堂5—快一點慢一

點／張輝誠著，許匡匡圖

台北：親子天下，9月，23×24cm

，32頁，300元
上學去／莊世瑩著，許育榮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 0月，

25×28cm，48頁，350元
布朗克咕嚕嚕／妙蒜小農著、圖

台 北 ： 妙 蒜 工 作 室 ， 1 0 月 ，

23×29cm，36頁，340元
危險！別怕／王美慧著，漢斯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10月，18開

，88頁，200元
危險！別玩／王美慧著，黃雄生

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10月，18開

，88頁，200元
危險！別跑／王美慧著，李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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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新北：螢火蟲出版社，10月，18開

，88頁，200元
安安的奇幻動物園／安石榴著，

孫心瑜圖

新北：小熊出版，10月，菊8開，

40頁，300元
米食樂／郝廣才著，多明尼可尼

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2×33cm，32頁，300元
妙！妙！妙！開心國／傅林統著

，李月玲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80元
奔跑吧！神氣足球隊／黃振裕著

，李偉婷圖

台北：三采文化公司，10月，25開

，200頁，280元
放假了／曹銘宗著，楊麗玲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 0月，

25×28cm，48頁，350元
放學後／陳玉金著，曹益欣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 0月，

25×28cm，48頁，350元
花甲歌舞劇團：微笑竹縣／粘忘

凡著，孫心瑜圖

新北：遠景事業出版公司，10月，

菊8開，38頁，350元
花宅／蕭秀芳著，許育榮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菊8
開，40頁，280元
星星碼頭／張曼娟著，陳狐狸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菊8開，

48頁，420元
庫特的毛線時光—迷霧國度故

事集／沈斑、廖之韻著，沈斑圖

台北：奇異果文創事業公司，10月

，16開，40頁，300元
恐懼的馬赫數／董少尹著，吳嘉

鴻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10月，25開，

208頁，260元
茶／郝廣才著，莫妮卡貝瑞圖

台北：格林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2×33cm，32頁，300元
草山之鷹／陳偉民著，Chiu Road

手路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304頁，280元
討厭的颱風／王春子著、圖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0月，菊8
開，48頁，380元
送神過好年：灶王爺傳奇‧老鼠

的女兒／張劍鳴、黃女娥著，林

鴻堯、黃淑華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0月，18開，

112頁，230元
骨頭島／盧方方著，劉禹廷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10月，

菊8開，36頁，280元
閉上眼睛一下下／幾米著、圖

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10月，

16開，88頁，480元
喵星人森林—動物保護‧生態

關懷文選／陳幸蕙主編，李如青

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0月，

25開，192頁，250元
當小偷的第一天／劉旭恭著、圖

台北：巴巴文化，10月，13×30cm

，26頁，350元
碳酸男孩／孫梓評著，阿力金吉

兒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菊8開，

48頁，420元
遠山—牛鈴叮咚咚‧馬鈴叮噹

噹／李如青著、圖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0月，

菊8開，52頁，360元
麒麟湯／張維中著，南君圖

台北：親子天下，10月，菊8開，

48頁，420元
lalingedan ni vuvu：祖父的鼻笛

／杜寒菘著、圖，少妮瑤．久分

勒分音樂創作

屏東：雙豬工作室，11月，8開，

44頁，630元
八千歲亮島人／王花俤著，張振

松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1月，菊8
開，48頁，300元
土狗仔毋食水／張捷明著，張竹

芩、王淯宣、王亭文圖

苗栗：作者自印，11月，菊8開，

133頁，400元

小小鼠的快樂／李妍頻著，黃雅

玲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32頁，280元
小溜溜／黃沛瀅著、圖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11月，16開

，40頁，299元
山喜歡交朋友—童詩、童心、

童趣／陳正治著，吳宜庭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1月，

25開，280頁，330元
今天的魚／邱承宗主編

台北：小魯文化事業公司，11月，

12開，42頁，320元
父親的牛屎晒穀場／馮輝岳著，

徐建國圖

台北：小兵出版社，11月，12開，

156頁，250元
平安戲／鄧榮坤著

苗栗：苗栗縣政府，11月，25開，

175頁，200元
好難養的芋頭／何奕佳著，張哲

銘圖

台北：信誼基金出版社，11月，16
開，44頁，280元
我的好朋友被我惹哭了！／呂淑

敏著，Loca圖

台北：茉莉文化出版公司，11月，

菊8開，36頁，280元
我家的客家醃蘿蔔／李新婕著、

圖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菊8開

，36頁，280元
房屋中的國王／陳正治著，徐建

國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1月，

25開，276頁，330元
東非學習之旅／蔣軍、張燕風著

台北：致出版，11月，25開，80頁

，420元
金老爺的開心農場／蘇乙紋著、

圖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菊8開

，40頁，280元
阿祖校外教學趣 Let’s Go！／黃

振裕著，蔡嘉驊圖

台北：文房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160頁，2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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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男孩，雪女孩：枯山水三部曲

I／鄭宗弦著

台北：四也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開，192頁，299元
青蛙大俠江河湖／湯姆牛著、圖

台北：小天下，11月，菊8開，36
頁，320元
海港的貓／黃子彥著、圖

基隆：基隆市文化局，11月，菊8
開，36頁，350元
消除緊張的體操／童嘉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 1月，

19.5×23.5cm，40頁，280元
追趕跑跳碰：一個田徑校隊的故

事／李光福著，吳姿蓉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25開，176頁，290元
寂靜山徑的呼喚／范欽慧著，陳

維霖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40頁，300元
猜猜這是誰？／黃韻璇著，陳佳

蕙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菊8開，32頁，280元
移動超市：六七十項／林玉芬著

，曹一竹圖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菊8開

，40頁，280元
摃槌仔龍chhōe媽媽／Tâi-oân ê 
ma-ma著，A-ú圖

台南：亞細亞國際傳播社，11月，

16開，60頁，260元
詩人旅館／馬尼尼為著、圖

台北：啟明出版事業公司，11月，

20×23cm，40頁，600元
跟王文華學聽說讀寫—巫波

波老師的說話課／王文華著，

Sonia Ku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18開，104頁，290元
跟王文華學聽說讀寫—聽一半

超人／王文華著，陳佳蕙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1月，

18開，104頁，290元
廖添丁傳奇／陳俊霖著，黃子彥

圖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11月，

菊8開，36頁，300元
廚房工具悄悄話／微笑先生著，

陳佳蕙圖

台 南 ： 南 一 書 局 ， 1 1 月 ，

24×25.5cm，28頁，270元
橘子地瓜球／黃雅琪著，黃欣儀

、黃欣庭著

雲林：雲林縣政府，11月，菊8開

，40頁，280元
橘寶的新妹妹／張元綺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1月，

25×25cm，36頁，360元
貓‧妮妮，一起玩／崔麗君著、

圖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11月，16開

，136頁，380元
2018竹塹文學獎童詩得獎作品

輯／江亭妘等著，吳佳純、林曉

華編輯

新竹：新竹市文化局，12月，12開

，120頁，120元
Tsiâ偷食菜頭粿／許珮旻著，高

詩涵圖

新北：台語傳播企業公司，12月，

菊8開，56頁，350元
小黑和小白的台南探險／謝淑珍

著，黃祈嘉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菊8開，32頁，280元
什麼都有電影院／朱佳妮等著

台北：國語日報社，12月，25開，

224頁，280元
可以開始了嗎？／林世仁等著，

盧貞穎等圖

台北：國語日報社，12月，25開，

176頁，260元
打氣粥／邱彩綢著，莊詠婷圖

台北：典藏藝術家庭，12月，16開

，40頁，300元
好想要回家／黃雅婷著，林柏廷

圖

台北：內政部營建署，12月，菊8
開，30頁，180元
宇宙密碼：25篇星球科幻童話／

黃海著，Bianco圖

新北：字畝文化創意公司，12月，

18開，128頁，320元
希兒與皮帝的神奇之旅／姜義村

著，李憶婷圖

台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2月，菊8開，40頁，250元
每一個都要到／王文華著，鄒明

貴圖

台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2月，菊8開，40頁，250元
來  ／劉素珍著，高詩涵圖

新北：台語傳播企業公司，12月，

菊8開，44頁，350元
咕咕咕：相片肚，雞公啼咧～／

葉國居著，王志中圖

台北：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2月，16開，67頁，350元
東沙的守護神／蔡幸珍著，劉俐

穎圖

台北：內政部營建署，12月，菊8
開，30頁，180元
果子紅了／林秀穗著，廖健宏圖

新北：步步出版社，12月，菊8開

，48頁，350元
阿嬤躲貓貓／高綿憶著、圖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21×24.5cm，48頁，250元
桂文亞小學生散文故事集：紅馬

的故事／桂文亞著，吳佳臻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2月，

18開，128頁，300元
除了聽，他們沒有什麼做不到！

／粘忘凡著，孫心瑜圖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12月，32
開，24頁，280元
健忘的貓頭鷹奶奶／王怡祺、王

夏珍著

新北：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2月，

8開，48頁，250元
森林小勇士／王昭偉著，吳欣芷

圖

台北：小天下，12月，25開，128
頁，280元
陽光  空氣  花和水／林世仁著

，唐唐圖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2月，

25開，128頁，280元
黃金、薯條、巧克力—世界原

住民奇幻冒險／王洛夫著，陳盈

帆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25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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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頁，320元
想飛／陳亭瑀著、圖

苗栗：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2月

，菊8開，60頁，250元
暗mi-moo／Abon著，Tân Éng-
jiû、Andrea Chu譯，施暖暖圖

新北：台語傳播企業公司，12月，

菊8開，72頁，450元
跟王文華學聽說讀寫—貓不聞

寫童話／王文華著，陳志鴻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18開，120頁，290元
跟王文華學聽說讀寫—讀不懂

天師／王文華著，蔡侑玲圖

新北：康軒文化事業公司，12月，

18開，112頁，290元
誰的禮物／曹益欣著、圖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2月，12開

，40頁，270元
親愛的姊姊／李貞慧著，鄭潔文

圖

台北：小光點，12月，25×21cm，

48頁，350元
魔神仔樂園／邱常婷著，本大麟

圖

台中：晨星出版公司，12月，25開

，212頁，250元

合集

散步路線：江凌青文學作品集／

江凌青著

台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月

，25開，368頁，350元
一場溫柔革命—植劇場全記錄

／好風光創意執行、原動力文化

合著

台北：原動力文化發展事業公司，

2月，25開，248頁，399元
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紀

念文集／廖宜恩、陳豐惠主編

台北：前衛出版社，3月，25開，

200頁，250元
萌閱讀／郭繐綺等編著

台北：三民書局，3月，25開，244
頁，260元
靜農佚文集／臺靜農著，陳子善

、秦賢次主編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3月，25開

，296頁，350元
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1：散

文、新詩／天健等著，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4月，25開，

336頁，360元
中大湖个風—桃園地區新舊兩

隻移墾地區个故事／張捷明著

桃園：華夏書坊，5月，16開，410
頁，400元
台北20—第20屆台北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李奕樵等著

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5月，

18開，494頁，280元
柯基良散文小說集／柯基良著，

張旭南主編

台北：戲點子工作坊，5月，18開

，512頁，非賣品

愛，若隨風轉向／劉懿漫著

台中：白象文化公司，5月，25開

，230頁，400元
學於途而印於心—李有成教授

七秩壽慶暨榮退文集／王智明、

熊婷惠、張錦忠主編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5月，25開

，376頁，360元
我／他者：舞臺外的戲劇實踐力

／侯雲舒編著

台北：政大出版社，8月，16開，

192頁，260元
從杜甫到達利／余光中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7月，25開，

336頁，400元
金門情懷／蔡清其著

金門：金縣蔡氏宗親會，8月，25
開，320頁，300元
寄情湖畔的情與思：樹德科技大

學2018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暨

師生作品集／黃文樹等著

高雄：樹德科技大學，9月，18開

，368頁，400元
第20屆磺溪文學獎得獎作品專輯

（上、下）／周馥儀主編

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9月，

25開，439、381頁，各220元
與光相逢—最好的關心就是互

不打擾／treentsai著

台北：台灣東販，9月，25開，160
頁，300元
2018年苗栗縣第21屆夢花文學

獎得獎作品專輯（一）／徐永鴻

主編

苗栗：苗栗縣政府，10月，18開，

455頁，250元
2018年苗栗縣第21屆夢花文學

獎得獎作品專輯（二）／徐永鴻

主編

苗栗：苗栗縣政府，10月，18開，

263頁，250元
2018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得獎作

品集／李玉蘭等著，林榮森主編

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267頁，300元
文學顯影：2018桃園鍾肇政文

學獎得獎作品集／古少騏等著

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351頁，300元
再生—2018磺溪文學營文學

獎得獎作品集／葉連鵬主編

彰化：彰化市公所，10月，25開，

155頁，未訂價

在船上：2018全國台灣文學營

創作獎得獎作品集／蕭培絜等著

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10月，

25開，160頁，199元
時差—第7屆台中文學獎得獎

作品集／王志誠主編

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10月，

25開，559頁，400元
書寫青春15：第15屆台積電青

年學生文學獎得獎作品合集／呂

翊熏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0月，25開

，400頁，350元
第34屆中興湖文學獎／中興大學

中文系主編

台中：中興大學，10月，25開，

294頁，450元
2018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游書珣等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1月，25開

，320頁，300元
2018當代客家文學／黃子堯主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