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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志願序 書名 作者 數量 補充說明 

 1. 120 公分的勇氣 陳攸華 29 自我心靈 

 2. 一片葉子落下來 李奧˙巴斯卡力 40 心靈成長 

 3. 一生能有幾次工作：5 個工

作法則，決勝黃金生涯 

詹姆士˙辛勤 25 職涯規劃 

 4. 一位父親的忠告 許川海 34 職場規劃 

 5. 一看就懂的台灣地理 黃美傳 30  

 6. 一週內成功建立生涯規劃  溫帝．赫胥、查理斯．傑克

森   

37 生涯規劃 

 7. 十月 許友彬 26 長篇小說 

 8. 下課後的台灣小旅行 貓˙果然如是 25 旅行文學 

 9. 小王子 聖艾修伯里 30  

 10. 山豬 飛鼠 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 34 原住民打獵故事、

原住民的大自然

哲學 

 11. 女生私房話 王瑞琪 25 青少女成長 

 12. 中學生成長故事集 張曼娟 119  

 13. 中學生幽默散文集 余光中 29  

 14. 公主向前走 Marcia Grad 37 青少女成長 

 15. 翻轉寫作大圖破 聯合報 53 第七屆聯合盃作

文得獎作品集 

 16. 少年小樹之歌 佛瑞斯特˙卡特 37 中篇小說 

 17. 少年蕭蕭 蕭蕭 25 詩人兼散文家蕭

蕭成長故事 

 18. 台語故事集 盧繼寶編著 25  

 19. 巧克力戰爭 羅柏˙寇米耶 34 長篇小說 

 20. 打開生命的 16 封信 孫效智 25  

 21. 生涯規劃自己來 洪鳳儀 36 生涯規劃 

 22. 用英文介紹台灣 Paul O' Hagan 32  

 23. 全世界都在做的 200 個科

學實驗 

(義)保拉˙考克 30 科普 

 24. 在自己的生命做第一 ─辦

學達人王廣亞教你找到成

功之門 

王廣亞 40 現代人物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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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向草與昆蟲學科學 權秀珍、金成花  27 科普 

 26. 同學，上課囉 王瑞琪 38 短篇校園故事 

 27. 老師，下課了 王瑞琪 32 短篇校園故事 

 28. 考上第一志願的筆記本 太田文 27  

 29. 完美替身 安德魯˙克萊門斯著； 

譯：周怡伶 

25 中篇翻譯小說。 

看見誠實、友誼、

自我價值 

 30. 我不壞我只想要愛（高雄市

諮商案例故事集） 

高雄市學生心理諮商中心諮

商團隊 

69  

 31. 我是阿嬤的孩子 李光福 30 隔代教養成長短

篇小說 

 32. 我就是這樣！ 幸佳慧 35 青少年自我成長

中篇小說 

 33. 男生私房話 吳季如 30 男孩性知識 

 34. 車票 李家同 30 故事繪本 

 35. 兩滴刺青─母親與我 陳金漢 25 兒子回憶母親艱

苦撫養小孩長大 

 36. 東京見便錄：窺看廁所「大」

「小」事 

 齊藤政喜  25  

 37. 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 保羅˙科爾賀 

 

40  

 38. 長大的感覺，真好 尹萍 36  

 39. 阿勇隊長的超級任務（1）：

少棒隊長真命苦 

後藤龍二 30  

 40. 阿勇隊長的超級任務（2）：

少棒隊長放輕鬆 

後藤龍二 28  

 41. 阿勇隊長的超級任務（3）：

少棒隊長再加油 

後藤龍二 28  

 42. 柔軟成就不凡─奧林匹克麵

包師吳寶春 

吳寶春、劉永毅 26 吳寶春傳記 

 43. 為什麼薯條這麼迷人  張文亮 25 科普 

 44. 真巧！我們都是人  林宏熾 等 

 

28 8 首心靈樂章，伴

隨你面對人生風

浪 

 45. 追光勇士 嚴容宗 嚴容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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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國中生學習方法的第一本

書 

林進材、林香河 26  

 47. 清秀佳人 露西˙蒙哥馬利 24 漫畫世界名著 

 48. 報告老師，我戀愛了 王瑞琪 33 青少年戀愛、兩性

相處 

 49. 發現之旅 ：一部迷人的視

覺響宴，歷史上最偉大的 10

場自然探險 

東尼˙萊斯 29  

 50. 超越自己 劉墉 31 一位父親寫給兒

子的 116 封信 

 51.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導覽手

冊) 

王小仙 30 「會動的清明上

河圖」介紹 

 52. 當幸運來敲門 費南多 32  

 53. 試管蜘蛛 小野 30  

 54. 達爾文的成長故事集 安享模 29 漫畫達爾文傳記 

 55. 圖解台灣史 王御風 25  

 56. 漫畫，巴萊 邱若龍 26 以漫畫詮釋霧社

事件 

 57. 蜘蛛人、龍貓也不知道的秘

密 

張文亮 25  

 58. 說故事了沒 劉中薇 28  

 59. 手斧男孩 2：領帶河 蓋瑞˙柏森 32  

 60. 寫作滿分王 洪美雀 22  

 61. 德蕾莎修女教我的事 Mary Poplin 著、鄧伯宸譯 28  

 62. 學校沒有教的學習秘訣 呂宗昕 33  

 63. 戲在不言中：用歡笑點亮黑

暗的卓別林 

伊莎貝拉 29 卓別林傳記 

 64. 藍色的湖水，今天是綠的 尤塔˙戴瑞貝 43  

 65. 藏在我心（徵文比賽得獎作

品集） 

路寒袖主編 31  

 66. 蟲洞書簡 王鼎鈞 29  

 67. 關於生物學的 100 個故事 王浩 25  

 68. 聽見長大的聲音 吳順財編 25 特教生生命故事

集 

 69. 讓高牆倒下吧 李家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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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拉拉基基站起來！ 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主編 29 同性戀的自我認

同 

 71. 記憶傳承人 露薏絲.勞瑞 18  

 72. 國中生一定要學會的 100

道數學題 

 美國國家數學教師協會 18  

 73. 我的第一本生涯規劃書 貝瑞˙皮爾森 15  

 74. 現在工作中 越智登代子 21 繪本，介紹各行各

業的繪本 

 75. 想太多 ─ 悄悄話 眼球先生 26 繪本，自我心靈的

內在對話 

 76. 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從古

地圖洞悉台灣地名的前世

今生 

陸傳傑 17  

 77. 獾的禮物 蘇珊˙巴蕾 40 繪本，關於死亡、

分享 

 78. 只為你 安德烈德昂 30 繪本，關於友情、

分享 

 79. 聰明的鼷鹿 林秀兒 29 多元文化繪本，東

南亞篇 

 80. 不一樣的分享日 林秀兒 17 多元文化繪本，東

南亞篇 

 81. 太陽太貪玩 林秀兒 14 多元文化繪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