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 PIC

1 媽咪的樂園 丁戈 陳慶熇 童年書店 1956.12

2 舅舅照相 林良 林顯模 寶島出版社 1957

3 我要大公雞 林良 趙國宗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5.9

4 沒有媽媽的小羌 劉興欽 劉興欽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6.5.30

5
小學生畫刊第323期

「養鴨的孩子」
林鍾隆 席德進 小學生畫刊社 1966.9.5

6
小學生畫刊第331、332期

「小榕樹」
陳相因 林蒼崀 小學生畫刊社 1966.12.5

7 一毛錢 華霞菱 張悅珍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7.4

8 下雨天 慎思(潘人木) 周春江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7.9

9 十兄弟 謝新發 鄭明進 王子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68.10

10 影子和我 林良 高山嵐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9.2

11 小琪的房間 林良 陳壽美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69.9

12 顛倒歌 華霞菱 廖未林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70.5

13 太平年 陳宏 林雨樓(曾謀賢)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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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蝌蚪找媽媽 白淑 曹俊彥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73.6

15 討厭山 求實 陳永勝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75.9

16 小紙船看海 林良 鄭明進 將軍出版社 1976.4

17 媽媽 林良 趙國宗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78.7

18 桃花源 奚淞 奚淞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79.4

19 汪小小學畫 林良 吳昊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80.11

20 大家來唱ㄅㄆㄇ 謝武彰 董大山 親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1.8

21 聚寶盆 李南衡 曹俊彥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82.8

22 女兒泉 洪義男 洪義男 皇冠出版社 1985.4

23 水牛和稻草人 許漢章 徐素霞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86.12

24 神射手和琵琶鴨 李潼 劉伯樂 國語日報社 1987.7

25 穿紅背心的野鴨 夏婉雲 何華仁 國語日報社 1988.6

26 起床啦，皇帝！ 郝廣才 李漢文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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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媽媽，買綠豆！ 曾陽晴 萬華國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88.6.1

28 一條線 林蒝 鄭明進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8.11.15

29 千心鳥 劉宗銘 劉宗銘 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89.4.4

30 皇后的尾巴 陳璐茜 陳璐茜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89.4

31 李田螺 陳怡真 楊翠玉 遠流出版公司 1989.9.4

32 賣香屁 張玲玲 李漢文 遠流出版公司 1990.1.4

33 逛街 陳志賢 陳志賢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0.3.1

34 國王的長壽麵 馬景賢 林傳宗 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0.10

35 大洞洞‧小洞洞 陳木城 邱承宗 光復書局 1990.12

36 看！阿婆畫圖 蘇振明 蘇楊梔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1.10

37 老鼠娶新娘 張玲玲 劉宗慧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2.10

38 七兄弟 郝廣才 王家珠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2.5.20

39 老奶奶的木盒子 林鴻堯 林鴻堯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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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小麻雀，稻草人 黃春明 黃春明 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1993.5.20

41 村童的遊戲 朱秀芳 鍾易真 農委會 1993.6

42 子兒，吐吐 李瑾倫 李瑾倫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3.7

43 誰吃了彩虹 孫晴峰 趙國宗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4.3

44 黑白村莊 劉伯樂 劉伯樂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4.3

45 昆蟲法庭 小野

圖/龔雲鵬

紙結構設計/蕭

多皆、袁祥豪、

邱曄祥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1995.6.30

46 赤腳國王 曹俊彥 曹俊彥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5.3

47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 楊翠玉 台灣麥克 1995.11

48 祝你生日快樂 方素珍 仉桂芳 國語日報社 1996.3

49 鐵馬 王蘭 張哲銘 國語日報社 1996.3

50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賴馬 賴馬 國語日報社 1996.3

51 大玄找龍 陳秋松 陳秋松
台灣新學友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996.9

52 曬棉被的那一天 連翠茉 張振松
台灣新學友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
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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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老榕樹搬家 林武憲 陳鳳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7.9

54 那裡有條界線 黃南 黃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12

55
沙灘上的琴聲

(精湛兒童之友月刊)
鄭清文 陳建良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1998.6

56 咱去看山 潘人木 徐麗媛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1998.11.1

57 獨角仙 邱承宗 林松霖 紅番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3.1

58 假裝是魚 林小杯 林小杯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9.4

59 三個我去旅行 陳璐茜 陳璐茜 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9.8

60 月亮忘記了 幾米 幾米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10

61 想念 陳致元 陳致元 信誼基金出版社 1999.5

62 小狗阿疤想變羊 龐雅文 龐雅文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1

63 小魚散步 陳致元 陳致元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1.4

64 奉茶 劉伯樂 劉伯樂 青林國際初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5

65
一位溫柔善良有錢的太太和

她的一百隻狗
李瑾倫 李瑾倫 和英出版社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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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南鯤鯓的故事 黃文博 許文綺 台南縣文化局 2001.10

67 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 何雲姿 何雲姿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12

68 阿非，這個愛畫畫的小孩 林小杯 林小杯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2.4.30

69 媽媽，外面有陽光！ 徐素霞 徐素霞 和英出版社 2003.1

70 亦宛然布袋戲 劉思源 王家珠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7

71 春天在哪兒呀 楊煥 黃小燕 和英出版社 2004.5

72 星期三下午，捉‧蝌‧蚪 安石榴 安石榴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4.4

73 想要不一樣 童嘉 童嘉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10

74 夏夜 楊喚 黃本蕊 和英出版社 2005.6

75 我的春夏秋冬 林麗珺 林麗琪 和英出版社 2005.8

76 鹽山 施政廷 施政廷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10

77 帶不走的小蝸牛 凌拂 黃崑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11.1

78 葉王捏廟尪仔 陳玟如、許玲慧 官月淑 青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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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綠池白鵝 林良 陳美燕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1

80 短耳兔 達文茜 唐唐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6.3

81 在哪兒呢？ 黃禾采 黃禾采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6.4

82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劉旭恭 劉旭恭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6.4

83 小丑‧兔子‧魔術師 林秀穗 廖健宏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7.4

84 等待霧散的戴勝鳥 張振松 張振松
金門縣政府文化局；聯經出

版公司
2007.5

85 門神 張哲銘 張哲銘
泛亞國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07.5

86 請到我家鄉來 林海音 鄭明進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12

87 像不像沒關係 湯姆牛 湯姆牛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1

88 阿志的餅 劉清彥 林怡湘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3

89 愛上蘭花 陳玉珠 陳麗雅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3

90 劍獅出巡 劉如桂 劉如桂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8.4

91 一日遊 孫心瑜 孫心瑜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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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再見小樹林 嚴淑女 張又然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5

93 池上池下 邱承宗 邱承宗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9

94 勇12──戰鴿的故事 嚴淑女、李如青 李如青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12

95 美濃菸樓 溫文相 林家棟 藝術家出版社 2009.9

96 石頭男孩 鍾易真 鍾易真 花蓮縣文化局 2009.12

97 早安！阿尼，早安！阿布 貝果 貝果 信誼基金出版社 2010.4

98 三位樹朋友 吳鈞堯 鄭淑芬 金門縣文化局 2010.11

99 我們都是「蜴」術家 劉思源 王書曼 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2010.10

100 糖果樂園大冒險 耽誤呂游銘 呂游銘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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