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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輝岳(編著) 客家兒歌(1):逃學狗 1996
馮輝岳(編著) 客家兒歌(2):⽕火焰蟲 1996
路寒袖 像⺟母親⼀一樣的河 2003
李昂 ⽔水⻤⿁鬼城隍 2003
關關 ⻁虎姑婆 1989
安妮塔‧史黛娜 再⾒見福爾摩沙 2007
廖炳焜 再⾒見李夢多 2006
陳景聰 神奇的噴⽕火⻯⿓龍 2006
陳景聰 ⼩小天使學壞記 2006
林佑儒 ⼟土地公阿福的⼼心事 2006
陳佩萱 胖鶴丹丹出奇招 2006
任華城 公雞阿歪ㄍㄚㄍ 2006
張依依 我與咪咪 1985
凌拂 五⽉月⽊木棉飛 2006
凌拂 無尾鳳蝶的⽣生⽇日 2006
沼野正⼦子 貓咪你好 1983
莫⾥里⼠士桑塔克 野獸國 1987
五味太郎 ⼤大家來⼤大便 1977
安野光雅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1 1983
安野光雅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2 1983
安野光雅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3 1983

動物的⾏行為1 1992
動物的⾏行為2 1992
動物的⾏行為3 1992
動物的⾏行為4 1992
天⽂文的現象 1986
⼈人體的機能 1986
理科的知識 1986
⼩小學⽣生 知識之旅 世界第⼀一 1991
⼩小學⽣生 知識之旅 動物秘密 1991
⼩小學⽣生 知識之旅 發明發現 1991
⼩小學⽣生 知識之旅 科學詢問 1991
動物在⾏行動 1989
⽔水中⽣生物 1989

柏玲(改寫) 啟發孩⼦子思考⼒力的科學童話 2002
⼩小野 阿沙與草莓園 1993
⼾戶⽥田和代著 郭淑娟譯 狐狸的電話亭 2002
⼤大衛愛德樂 古羅⾺馬⼈人的數字
羅伯特福曼 ⽐比零⼩小，還有數字喲
喬那寇爾 ⼩小狗出⽣生了
珍喬那斯 剪剪貼貼，算⾯面積

念兒歌認蔬果 1997
念兒歌認動物 1997
彩⾊色伊索寓⾔言故事(上) 1997
幼兒圖畫兒歌1 1996

林星輝 ⼆二⼗十四孝故事 1996
⺩王家珍 ⿏鼠⽜牛⻁虎兔 2005

地球科學全集1 ⽔水的⾏行星~奇妙之旅~ 1992
地球科學全集2 裂開的⼤大地 1992
地球科學全集3 殘存的原始海洋/奇岩中影藏著⽕火氣的秘密 1992
地球科學全集4 巨⼤大⼭山脈的誕⽣生 1992

台加圖書室兒童類圖書



地球科學全集5 奇妙的新球/恐⻯⿓龍⾕谷的⼤大異變 1992
地球科學全集6 冰河期來襲 1992
地球科學全集7 會移動的⼤大沙漠 1992
地球科學全集8 巨樹森林覆蓋⼤大地/岩漿所產⽣生的資源 1992
地球科學全集9 具有多重屏障的星球 1992
地球科學全集10 我們的地球 1992

柳⽣生弦⼀一郎 肚臍的秘密 1998
柳⽣生弦⼀一郎 神奇的⼩小痂 1997
五味太郎 ⾝身體的各位 2002
⺩王⾦金選 紅⻱⿔龜粿 1991
⺩王⾦金選 指甲花 (+CD) 1994
李紫蓉 ⼩小猴⼦子 (+CD) 2006
林芳萍 螃蟹歌 (+CD) 2006
游淑芬 好朋友 (+CD) 2006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做⼀一做，想⼀一想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量⼀一量，⽐比⼀一⽐比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試⼀一試，想⼀一想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數⼀一數，⽐比⼀一⽐比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找⼀一找，玩⼀一玩 2003

伊⽐比ㄚㄚ (+CD) 1998
早安晚安 (+CD) 2011
⼩小⻘青蛙     (+CD) 1998
嚕啦啦     (+CD) 1998

David McKee ⼤大象艾瑪         (+CD) 2002
David McKee 艾瑪玩捉迷藏 (+CD) 2005
David McKee 艾⾺馬踩⾼高翹     (+CD) 2004
林良 你幾歲  (+CD) 2011
賴⾺馬 禮物   (+CD) 2011
Peter H. Reynolds 點 2003
⾚赤⽻羽末吉 好⼤大好⼤大的番薯 2008
曹俊彥 別學我 2011
陳⽊木城 ⼀一條尾巴 ⼗十隻⽼老⿏鼠 2011
曹俊彥 你⼀一半 我⼀一半 2009
謝武彰 ⽂文字雙胞胎 上 2009
謝武彰 ⽂文字雙胞胎 下 2009
五味太郎 藏在誰那⽽而呢? 2002
五味太郎 誰吃掉了? 2002
五味太郎 看，脫光光 1978
五味太郎 ⼩小⾦金⿂魚逃⾛走了 1977
徐國能 字從哪裡來 2011
曹俊彥 嘟嘟嘟 2009
林⼩小杯 假裝是⿂魚 1999
五味太郎 鯨⿂魚 1978
五味太郎 爸爸⾛走丟了 1983
陳致元 ⼩小⿂魚散步 (+CD) 2001
林⼩小杯 全都睡了100年 2003
劉旭恭 好想吃榴槤 (+CD) 2002
賴邊雅之 100⼈人捉迷藏 2009
前⽥田真由美 那邊阿嬤和這邊阿嬤 2002
曾陽晴 媽媽買綠⾖豆 1988
鄧正褀 葡萄 2010
Magaret Wise Brown ⽉月亮晚安 2002
趙國宗 荷花開 1992
三浦太郎 親⼀一親 2005
MARUTAN 我是誰? 2004

丟丟銅 (+CD) 2005



⾺馬丁 布塔⽅方 不會寫字的獅⼦子 2012
五味太郎 窗外送來的禮物 2000
五味太郎 鱷⿂魚⽛牙醫 1998
安妮塔 羅北兒 ⾺馬鈴薯啊, ⾺馬鈴薯 2006
林芳萍 愛畫畫的詩 2012
尹⽯石重 四點半 2011
陶菊⾹香 ⾨門 2010
林偉達 爸爸的紅⾬雨傘 (+CD) 2011
孫欣瑜 ⼀一⽇日遊 2008
五味太郎 好想⾒見到妳 2005
曹俊廖 屁股⼭山 1998
李瑾倫 23 2009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話中有話 2011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有趣的形容詞 2011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各式各樣的名⼦子 2010
五味太郎 聖誕節的禮物 2011
⺩王早早 安的種⼦子 2010
蘇掁名 看 阿婆畫圖 1991
余麗瓊 團圓 2008
蕭湄羲 謊話蟲 2006
彼得 霍拉賽克 ⼩小⽼老⿏鼠找新家 2005
溫秋菊 Ne Ne Ne 台灣原住⺠民搖籃曲 2001
凱倫 蓮 威廉斯 希望之樹 2006
上野與志 紅圓圓和⿊黑園園 2005
珍妮兒 綠苗 1999
劉旭恭 請問⼀一下, 踩的到底嗎 2006
陳致元 Guji-Guji (+CD) 2003
劉如桂 劍獅出巡 2008
謝宜蓉 誰是⽼老⼤大 2007
劉如桂 劍獅擒⿂魚 2010
汪⻘青 地球星君和他的⼗十⼆二個兒⼦子 2011
李璟倫 ⼦子兒,吐吐(+CD) 1993

處處聞啼⿃鳥(3本書+CD) 1997
魏捷 那隻深藍⾊色的⿃鳥是我爸爸 2011
瑪麗 琳 蕾 籃⽉月 2002
劉雯瑜 茶⼭山阿公 2012
李順榮 ⾛走讀雲林 2012
⿈黃⼭山港 七星⾯面具鮕鮘狗 2010
鄭淑⽟玉 幸蝴飛過的⼭山頭 2012
吳詩婷 ⿊黑⾁肉阿嬤 花⽣生幸福了 2011
⺩王憶泰 ⼀一架⽼老⽼老的鋼琴 2012
芝薰 柚⼦子花開 2012
蔡綉真 秘密隧道 2012
吳詩婷 ⽤用不完的嫁妝 2012
安妮塔 史黛娜 再⾒見福爾摩沙 2007
劉旭恭 ⼀一粒種籽 2007
九把⼑刀 短鼻⼦子⼤大象⼩小⼩小 2007
林宗賢 達達出發了 2006
簡媜 跟阿嬤去賣掃帚 2003
謝秋霞 ⻑⾧長著眼睛的⽕火⾞車站 2006
亞瑟 蓋瑟 冰⼭山⼤大作戰 2012
碧阿緹絲 胡迪傑 ⺟母雞釣⿂魚去 2012
慕佐 ⼀一朵⼩小雲 2012
史⾙貝蔓 我的感覺(7本書+CD+32張遊戲卡) 2012
林世仁 字的童話(8本書+CD) 2012
肯尼⼠士. 葛拉罕姆 柳林中的⾵風聲 2001



傑克. 倫敦 野性的呼喚 2000
吳承恩 ⻄西遊記(⼀一) 2002
吳承恩 ⻄西遊記(⼆二) 2002
吳承恩 ⻄西遊記(三) 2002
周姚萍 標點符號歷險記 2008
林哲璋 屁屁超⼈人 2007

陳德勝 ⾵風婆婆趣味兒歌 1991
伊東寬 猴⼦子的森林 2004
吉⽥田公麿 ⽤用紙杯作玩具 1985

寫給兒童的 - 中國歷史1⾄至10 1986
固執的縣令 1998
⾦金鳳凰 1998
第⼀一能⼈人 1998
御賜珍品 1998
論語 1983
朱⼦子治家格⾔言 1983
千家詩 1983
中國成語故事 V1 1988
中國成語故事 V2 1988
中國成語故事 V3 1988
中國成語故事 V4 1988

孫⼤大川 姨公公 2003
利格拉樂. 阿摀 故事地圖 2003
程怡菁 從前有個萬歲⺩王 2009

台灣⺠民俗的故事 2003
兒童謎語 2001
有趣的動動腦
發明飛機的萊特兄弟 1994

施芳雅 兒童讀孟⼦子 1983
⾦金多誠 兒童讀論語 1983
瑪格瑞特庫⾙貝卡 祖⺟母的妙法 1985
⾼高橋悠治 我們的頭腦 1985
吉德 ⼩小象旦旦 1984

我最喜歡的畫畫書1 2002
我最喜歡的畫畫書2 2002
我最喜歡的畫畫書3 2002
我最喜歡的畫畫書4 2002

加古⾥里⼦子 ⽛牙⿒齒的故事 1985
森⾕谷憲 可以吃的植物 1985
堀內誠⼀一 ⾻骨頭 1984

伊索寓⾔言集 1978
⽑毛利⼦子來 著涼                                                                                                                                                                                                                                         
加古⾥里⼦子 ⼯工具 1987
洪秀蕊 三字經 2002

⽇日本⻤⿁鬼怪⼤大全 1988
卡勒德.胡賽尼 追⾵風箏的孩⼦子 2006
柳⽣生弦⼀一郎 腳丫⼦子的故事 1982
加古⾥里⼦子 你的房屋 我的房屋 1985
內⽥田⾄至 ⻱⿔龜甲 1984
奧井⼀一滿 啊!蟑螂 1984
⾕谷川俊太郎 玻璃杯 1985
永坂⾟辛三 ⼤大家來玩黏⼟土 1979
五味太郎 我是第⼀一個 1986
海倫.⽐比爾斯 ⻑⾧長頸⻯⿓龍和霹靂⻯⿓龍 1982
莎梅特 我和⼩小凱絕交了 1985



雪莉休斯 ⼩小飛先進⾨門 1985
平⼭山和⼦子 ⾖豆⼦子 1974
川⽥田健 奇妙的尾巴 1986
曾春 美麗有趣的世界 1995
安喬納斯 上學途中 1989
吳念真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2004

施公案 1993
濟公傳 1993
封神演義 1988

蘇振明 ⼤大家⼀一起畫 1988
劉平寬 盲⼈人的故事 1988
林政⾏行 花姑娘的媒婆 1988
郁斐斐 ⼀一個故事中的故事 1987
林政⾏行 ⼤大⾃自然的⻝⾷食客 1988
⺩王嘉祥 蟹兒的天地 1988
三芳悌吉 ⽔水中⼩小世界 1986
⾕谷川俊太郎 我 1986
松井紀⼦子 算算看 1999

童⼼心映⽉月 1994
幼學瓊林 1988

李麗雯 愛⼼心信⼼心決⼼心 1988
安喬納斯 上學途中 1986

統計 1988
哈莉凱勒 再⾒見，斑斑！ 1987
珍奧莫羅德 晚安！ 1986
珍奧莫羅德 早安！ 1985
M.Bright 交通⼯工具的汙染 1992
曼妮斯.凱洛許 ⼀一⼈人、兩⼈人玩的數學遊戲 1989
顏炳耀 捉⻁虎記 1998
羅伯特.福曼 函數遊戲 1989
克萊德.華特⽣生 ⼆二進位數 1989
曼妮斯.凱洛許 橢圓 1989

像新的⼀一樣好 1986
堀內誠⼀一 ⾎血的故事 1986
中野弘隆 游泳 1984
⼩小林勇 螞蟻 1987
三芳悌吉 ⽔水中⼩小世界 1985
林樹嶺 臺灣神話故事30 1992
李魁賢 飛禽詩篇 1987
關關 ⻁虎姑婆 2003
邁克福曼 恐⻯⿓龍和垃圾 1986
湯瑪⼠士.史⽂文⽣生 忙碌的寶寶 1993

漢⽣生⼩小百科V10 1985
賴⾺馬 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2006
何華仁 ⼩小島上的貓頭鷹 2004
⺩王淑芬 2年級問題多 2006
柳⽣生弦⼀一郎 鼻孔的故事 1987
⻑⾧長新太 放屁 1989
堀內誠⼀一 ⼿手和⼿手指頭 1985
橫內襄 ⾬雨靴裏的⿇麻雀 1986
⼩小林俊樹 院⼦子裏的⼩小⽣生物 1986
⼩小林奊 紙飛機 1984
平⼭山和⼦子 蒲公英 1984
堀內誠⼀一 眼睛的故事 1984
Arnold Lobel ⻘青蛙和蟾蜍好朋友 2001
Arnold Lobel ⻘青蛙和蟾蜍好伙伴 2001



Arnold Lobel ⻘青蛙和蟾蜍快樂時光 2001
Arnold Lobel ⻘青蛙和蟾蜍快樂年年 2001
⿈黃墩岩 唐詩 1987
李顯鳳 千家詩選讀(續) 1993
李顯鳳 千家詩選讀 1983
施予 五⽤用學⽣生成語故事 1989
鄭明芬 成語故事精選(續) 1993
賴玫瑰 新注新解菜根譚 1993
 童年.童詩
鄧妙⾹香 兒童讀唐詩 1986
詹⾔言訥 兒童的三字經 1984
顏炳耀 清廉的好官 1990
顏炳耀 梅花仙⼦子 1990
顏炳耀 ⿈黃袍加⾝身 1990
顏炳耀 ⻯⿓龍官美酒 1990
顏炳耀 蘭花與臭⿂魚 1990
顏炳耀 把書藏在肚⼦子裡J 1990
顏炳耀 變成⽜牛的⼈人 1990
顏炳耀 ⽶米變成了珍珠 1990
顏炳耀 燕⼦子國 1990
顏炳耀 搖鈴傳奇 1990
林瑞瑤 世界兒童⽂文學全集  ⺟母指姑娘 1982
顏炳耀 ⼤大⽜牛的祕密 1990
顏炳耀 布袋和尚 1990
顏炳耀 單腳怪⿃鳥 1990
顏炳耀 指⿅鹿為⾺馬 1990
顏炳耀 射穿蝨⼦子 1990
沈清松 創意童話9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8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7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6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5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4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3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2 1987
沈清松 創意童話1 1987
顏炳耀 柑⼦子布.⽢甘⼦子布 1990
顏炳耀 蜘蛛⽯石 1990
顏炳耀 ⽵竹葉⾈舟 1990
顏炳耀 ⽩白環報恩 1990
顏炳耀 古桐下的秘密 1990
顏炳耀 ⽩白⽟玉⿂魚 1990
顏炳耀 海⼭山異⽵竹 1990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七⽉月的故事 7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二⽉月的故事 2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十⼀一⽉月的故事 11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四⽉月的故事 4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五⽉月的故事 5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一⽉月的故事 1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三⽉月的故事 3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六⽉月的故事 6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八⽉月的故事 8 1985
姚孟嘉 漢聲⼩小百科 ⼗十⼆二⽉月的故事 12 1984
李銘愛 莉莉的⼀一⽣生 1987
顏炳耀 醜⼥女當皇后 1990
顏炳耀 呂洞賓游岳陽 1990



顏炳耀 ⾛走斷鞋跟 1990
顏炳耀 叱⽯石變⽺羊 1990
顏炳耀 ⿊黑⽜牛⽣生⽩白⽜牛 1990

創意童話 1-9冊 1987
獅⼦子寶寶在原野中成⻑⾧長 1988

Rinard 沙漠裏的奇蹟 1988
Hirschland 動物怎麼照顧⼩小寶寶 1988
Clarkson 動物的⻤⿁鬼把戲 1988
Kostyal 浣熊 1988
Gray 野營歷險 1988
吉⽥田公麿 空灌⼦子,真好玩! 1987
McCarter 貓-家裏的⼩小⽼老⻁虎 1988
Foster 會幫⼈人做事的狗 1988
Bason 蜘蛛 1988
Lecht 蜜蜂 1988
Rinard 腳底下的世界 1988
McGrath 救救我們的動物朋友 1988
Venino 奇異的動物群 1988
Amos 到海岸去探險 1988

快要絕種的動物 1988
Grosvenor 動物園裏的動物寶寶 1988
McCauley 動物的夏天⽣生活 1988
Kostyal 愛玩耍的動物 1988
Buxton 熊寶寶怎麽⻑⾧長⼤大 1988
Crump ⽑毛絨絨的⼩小可愛 1988
Rinard ⼩小狗 1988
Fisher 森林裏的每⼀一天 1988
莊朝根 唐詩讀本 1992
德包羅 先左腳,再右腳 1984
莎梅特 我撒了⼀一個謊 1985
福曼 羅伯特 像⽪皮圈.棒球.甜甜圈 1989
阿麗奇 我們是好朋友 1984
郝廣才 ⽩白賊七 2004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1 1987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3 1987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4 1987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5 1987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6 1987
⿈黃台⾹香.蕭淑美 (主編者) ⾃自然科學彩⾊色辭典 2 1987

可愛世界 (下) 植物篇 1987
可愛世界 (上) 動物篇 1987
孝集 梯集 百喻故事 1997
兒童科學⾦金庫 1985
搖鈴傳奇 1890

顏炳耀(主編) 盧杞⾯面⾊色如藍 1990
吳承恩 孫悟空 1982
林孟佳 (作曲) 有聲無限的天空 (CD兩⽚片) 2006
吳敏⽽而 關於無限的天空 2006
林武憲 ⼼心窗
林武憲 陽光
林武憲 秋天的信
林武憲 ⼩小鴨鴨去外婆家
溫⼩小平 寶⾙貝蛋⾵風波 1978
路安俐 ⻘青蛙之謎 1987
吉屋信⼦子 雙姝緣 1986
哈潑 ⼤大懶蟲與⼩小仙⼦子 1986



布拉姆 超級糖漿 1985
寺村輝夫 發明家貓偵探 1985
向明 糖果樹 1984
汁橋 鑽⽯石失蹤記 1984
張寧靜 地⼼心歷險記 1985
張寧靜 新⻄西遊記 1987
柯帝斯 洗腦⼈人的秘密 1987
應平書 奇奇歷險記 1987
楊⼩小雲 ⼩小勇的故事 1983
楊思諶 科學⼩小故事 1986

看圖說話 1991
兒童智慧與疑問 動物植物
兒童智慧與疑問 物理化學
兒童智慧與疑問 天⽂文地理
兒童智慧與疑問 ⼈人體奧秘

耐特 來喜回家 1986
朱秀芳 1999
柳⽣生弦⼀一郎 肚臍的秘密 1998
柳⽣生弦⼀一郎 神奇的⼩小痂 1997
五味太郎 ⾝身體的各位 2002
⺩王⾦金選 紅⻱⿔龜粿 1991
⺩王⾦金選 指甲花 (+CD) 1994
李紫蓉 ⼩小猴⼦子 (+CD) 2006
林芳萍 螃蟹歌 (+CD) 2006
游淑芬 好朋友 (+CD) 2006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做⼀一做，想⼀一想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量⼀一量，⽐比⼀一⽐比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試⼀一試，想⼀一想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數⼀一數，⽐比⼀一⽐比 2003
五味太郎 創意的遊戲書 找⼀一找，玩⼀一玩 2003

伊⽐比ㄚㄚ (+CD) 1998
早安晚安 (+CD) 2011
⼩小⻘青蛙     (+CD) 1998
嚕啦啦     (+CD) 1998

David McKee ⼤大象艾瑪         (+CD) 2002
David McKee 艾瑪玩捉迷藏 (+CD) 2005
David McKee 艾⾺馬踩⾼高翹     (+CD) 2004
林良 你幾歲  (+CD) 2011
賴⾺馬 禮物   (+CD) 2011
Peter H. Reynolds 點 2003
⾚赤⽻羽末吉 好⼤大好⼤大的番薯 2008
曹俊彥 別學我 2011
陳⽊木城 ⼀一條尾巴 ⼗十隻⽼老⿏鼠 2011
曹俊彥 你⼀一半 我⼀一半 2009
謝武彰 ⽂文字雙胞胎 上 2009
謝武彰 ⽂文字雙胞胎 下 2009
五味太郎 藏在誰那⽽而呢? 2002
五味太郎 誰吃掉了? 2002
五味太郎 看，脫光光 1978
五味太郎 ⼩小⾦金⿂魚逃⾛走了 1977
徐國能 字從哪裡來 2011
曹俊彥 嘟嘟嘟 2009
林⼩小杯 假裝是⿂魚 1999
五味太郎 鯨⿂魚 1978
五味太郎 爸爸⾛走丟了 1983
陳致元 ⼩小⿂魚散步 (+CD) 2001



林⼩小杯 全都睡了100年 2003
劉旭恭 好想吃榴槤 (+CD) 2002
賴邊雅之 100⼈人捉迷藏 2009
前⽥田真由美 那邊阿嬤和這邊阿嬤 2002
曾陽晴 媽媽買綠⾖豆 1988
鄧正褀 葡萄 2010
Magaret Wise Brown ⽉月亮晚安 2002
趙國宗 荷花開 1992
三浦太郎 親⼀一親 2005
MARUTAN 我是誰? 2004

丟丟銅 (+CD) 2005
⾺馬丁 布塔⽅方 不會寫字的獅⼦子 2012
五味太郎 窗外送來的禮物 2000
五味太郎 鱷⿂魚⽛牙醫 1998
安妮塔 羅北兒 ⾺馬鈴薯啊, ⾺馬鈴薯 2006
林芳萍 愛畫畫的詩 2012
尹⽯石重 四點半 2011
陶菊⾹香 ⾨門 2010
林偉達 爸爸的紅⾬雨傘 (+CD) 2011
孫欣瑜 ⼀一⽇日遊 2008
五味太郎 好想⾒見到妳 2005
曹俊廖 屁股⼭山 1998
李瑾倫 23 2009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話中有話 2011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有趣的形容詞 2011
五味太郎 語⾔言圖鑑-各式各樣的名⼦子 2010
五味太郎 聖誕節的禮物 2011
⺩王早早 安的種⼦子 2010
蘇掁名 看 阿婆畫圖 1991
余麗瓊 團圓 2008
蕭湄羲 謊話蟲 2006
彼得 霍拉賽克 ⼩小⽼老⿏鼠找新家 2005
溫秋菊 Ne Ne Ne 台灣原住⺠民搖籃曲 2001
凱倫 蓮 威廉斯 希望之樹 2006
上野與志 紅圓圓和⿊黑園園 2005
珍妮兒 綠苗 1999
劉旭恭 請問⼀一下, 踩的到底嗎 2006
陳致元 Guji-Guji (+CD) 2003
劉如桂 劍獅出巡 2008
謝宜蓉 誰是⽼老⼤大 2007
劉如桂 劍獅擒⿂魚 2010
汪⻘青 地球星君和他的⼗十⼆二個兒⼦子 2011
李璟倫 ⼦子兒,吐吐(+CD) 1993

處處聞啼⿃鳥(3本書+CD) 1997
魏捷 那隻深藍⾊色的⿃鳥是我爸爸 2011
瑪麗 琳 蕾 籃⽉月 2002
劉雯瑜 茶⼭山阿公 2012
李順榮 ⾛走讀雲林 2012
⿈黃⼭山港 七星⾯面具鮕鮘狗 2010
鄭淑⽟玉 幸蝴飛過的⼭山頭 2012
吳詩婷 ⿊黑⾁肉阿嬤 花⽣生幸福了 2011
⺩王憶泰 ⼀一架⽼老⽼老的鋼琴 2012
芝薰 柚⼦子花開 2012
蔡綉真 秘密隧道 2012
吳詩婷 ⽤用不完的嫁妝 2012
安妮塔 史黛娜 再⾒見福爾摩沙 2007



劉旭恭 ⼀一粒種籽 2007
九把⼑刀 短鼻⼦子⼤大象⼩小⼩小 2007
林宗賢 達達出發了 2006
簡媜 跟阿嬤去賣掃帚 2003
謝秋霞 ⻑⾧長著眼睛的⽕火⾞車站 2006
亞瑟 蓋瑟 冰⼭山⼤大作戰 2012
碧阿緹絲 胡迪傑 ⺟母雞釣⿂魚去 2012
慕佐 ⼀一朵⼩小雲 2012
史⾙貝蔓 我的感覺(7本書+CD+32張遊戲卡) 2012
林世仁 字的童話(8本書+CD) 2012

三⼗十六孝 1993
⾬雨果 鐘樓怪⼈人 1987
⼤大仲⾺馬 基度⼭山恩仇記 1987
朱秀芳 ㄉㄡ ㄍㄧ ` 之家 1999

看圖說話 1991
史⽐比爾 挪亞⽅方⾈舟
暉峻淑⼦子 真的有聖誕⽼老公公嗎? 1986
丹尼斯 分數是分出來的 1988
斯多摩 零不只是沒有
斯多摩 圓
衛斯 葛⼩小⼤大的⼀一⽣生
屈利維特 ⼤大家來做程發表
許仲琳 封神傳 1992
蒲松齡 聊齋誌異 1992
劉鶚 ⽼老殘遊記 1992
抱壅⽼老⼈人 今古奇觀 1992

包公案 1992
李⽩白 杜甫 1985

李沛倫 永遠的⼩小⾙貝殼 1993
五味太郎 ABC圖畫書 1983
李紫蓉 ⼩小猴⼦子 1996
李紫蓉 ⼩小綿⽺羊 1996
李紫蓉 ⼩小兔⼦子 1996
李紫蓉 ⼩小鴨鴨 1996
林良 爸爸的⼗十六封信 1987
⺩王效岳 聽昆蟲講故事 1987
蔡清波 作⽂文⼩小博⼠士 1985
蔡澤⽟玉 ⼩小⼥女⽣生世界 1986
羅貫中 三國演義 1993
吳承恩 ⻄西遊記 1993
⽯石⽟玉崑 七俠五義 1993
羅戀登 鄭和下⻄西洋 1993
李汝珍 鏡花緣 1993
褚⼈人穫 隋唐演義 1993
⻘青.⽂文康 兒⼥女英雄傳 1993
明. 馮夢⻯⿓龍 東周列國誌 1993

征東征⻄西記 1993
明. 施耐庵 ⽔水滸傳 1993
⻘青.曹雪芹 紅樓夢 1993
卡格羅夫 海豹愛唱歌
卡格羅夫 ⼩小綿⽺羊很⾃自卑
卡格羅夫 ⻑⾧長頸⿅鹿想變矮
卡格羅夫 ⼩小綿⽺羊鄉⻑⾧長⼤大
卡格羅夫 ⼭山⽺羊愛炫燿
卡格羅夫 ⼩小銀⿅鹿最美嗎?
卡格羅夫 駝⿃鳥愛吹⽜牛



卡格羅夫 ⼩小象愛搗蛋
卡格羅夫 鯨⿂魚保護環境
卡格羅夫 孔雀鰻離家
卡格羅夫 ⼩小熊冬眠
卡格羅夫 ⾙貝⾙貝逃家
卡格羅夫 芬妮沒殘疾
卡格羅夫 ⼩小晶晶不睡覺
卡格羅夫 熊貓學分享
卡格羅夫 佳⽐比愛說話
卡格羅夫 蝴蝶說閒話
卡格羅夫 ⼩小亮⾺馬會飛嗎?
卡格羅夫 ⼩小紅⻯⿓龍誕⽣生
卡格羅夫 髒船⻑⾧長丟垃圾
卡格羅夫 ⻯⿓龍兒太愛乾淨
卡格羅夫 藍飛⻯⿓龍友煩惱
卡格羅夫 恐⻯⿓龍憂愁多
卡格羅夫 ⼟土⻯⿓龍愛吃餅
卡格羅夫 ⼩小烏⻱⿔龜是誰?
卡格羅夫 ⼩小⽼老⿏鼠過冬
卡格羅夫 松⿏鼠學拒絕
卡格羅夫 ⼩小晶⾺馬很鎮定
卡格羅夫 胖胖⾺馬真⾃自私
卡格羅夫 駿⾺馬愛漂亮
卡格羅夫 駱⾺馬真⾃自⼤大
卡格羅夫 獨⾓角獸那裏來?
卡格羅夫 獨⾓角獸失蹤
卡格羅夫 你尼⿊黑夜歷險
卡格羅夫 松⿏鼠受誘惑
⼩小野 ⾬雨⾺馬 1993
⼩小野 快樂的⽠瓜⽠瓜族 1993
⼩小野 ⼼心情髮樹 1993
⼩小野 國⺩王的朋友 1993
⼩小野 尋找綠樹懶⼈人 1993
⼩小野 球球星座 1993

太陽的孩⼦子 1988
李愛卿 看不⾒見的⼒力 1994
李愛卿 ⼩小機械⽴立⼤大功 1994
鄭榮珍 顏⾊色⼩小精靈 1993
⼩小野 薔薇公寓 1993
⼩小野 星星俠 1993

童話成語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