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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延伸閱讀
邁向 101：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推薦專輯 1

第二屆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推薦專輯



113

推薦人│林清財

01 從安平部落古謠到傳唱排灣：高明喜歌謠專輯     

02 邵族換年祭及其音樂 

03 巴宰族傳說歌謠集 

04 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 

05 阿美族口傳文學集 

06 靈路上的音樂：阿美族里漏社祭師歲時祭儀音樂 

07 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 

08 海浪．記憶．敘事：魚與雅美社會文化論文集專刊

09 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 

高玉枝、林志興

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原住民族委員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音樂文教基金會

行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

臺東縣政府

常民文化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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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2007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 我和我的媽媽

002 2007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 豬竿舞

003 2008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 刀疤戰士

004 2008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 阿公的童年

005 2008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徵選作品 城隍爺的生日禮物

006 219隻螳螂

007 十二生肖誰第一

008 三角湧的梅樹阿公

009 大畫家的小祕密：加薩特為什麼是大師加薩特？

010 大畫家的小祕密：布魯各為什麼是大師布魯各？

011 大畫家的小祕密：哥雅為什麼是大師哥雅？

012 小小美術鑑賞家：李澤藩•西門教堂附近

013 小小美術鑑賞家：林玉山•虎姑婆

014 小小美術鑑賞家：陳 進•悠閒

015 小小美術鑑賞家：黃土水•釋迦出山

016 小小美術鑑賞家：楊三郎•花與靜物

017 小小美術鑑賞家：顏水龍•美麗的台灣農村

018 小丑•兔子•魔術師

019 小烏鴉的慶生會

020 六個男人

021 公共藝術好好玩

022 安徒生童話．繪本原畫展原畫圖錄

023 艾蜜莉的畫

024 你可以養100隻狗

025 別的國家都沒有

026 我也可以看懂達文西(上)

027 我也可以看懂達文西(下)

028 我和畢卡索-搬家到北極

029 我爸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飛寶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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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我的第二本設計師：複雜也不錯

031 我喜歡系列：我喜歡白色和黑色

032 没有圍牆的美術館

033 貝克的紐約

034 走在北歐 愛上圖樣

035 兒童文化資產叢書 大家來寫生：畫家眼中的台灣風景

036 兒童導覽手冊：臺灣傳統絕技交趾陶

037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畫家眼中的世界

038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影像的歷史

039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雕塑家的作品

040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繪畫的新發現

041 芙烈達

042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克利的繪本－主角是誰呢？

043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秀拉的繪本　靠近一點兒看！

044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夏卡爾的繪本－飄到了半空中！

045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馬蒂斯的繪本－真的好想去住一住

046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高更的繪本　一起打赤腳吧！

047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梵谷的繪本　好多漩渦轉呀轉！

048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畢卡索的繪本　嘿！到底在看哪邊？

049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莫內的繪本　和太陽追逐！

050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雷諾瓦的繪本　想聽悄悄話嗎？

051 青林兒童藝術寶盒：盧梭的繪本　尋找夢的寶藏！

052 南瀛之美圖畫書系列：家鄉的寺廟

053 南瀛之美圖畫書系列：逛奇美博物館

054 南瀛之美圖畫書系列：顏水龍紅毛厝傳奇

055 洪通繪畫•無師自通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台南縣政府文化處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視 覺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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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美術館裡的小麻雀

057 胡桃鉗

058 夏綠蒂遊巴黎

059 夏綠蒂遊莫內花園

060 追尋美好世界的李澤藩

061 動畫創意現場

062 啊！藝術偵探來了

063 唱歌當飯吃

064 第一次藝術大發現：人物集錦

065 第一次藝術大發現：印象派

066 第一次藝術大發現：動物群像

067 第一次藝術大發現：雕塑

068 創意市集101

069 創意遊樂園

070 喀嚓！決定的瞬間

071 畫中畫RE-ZOOM

072 畫家故事繪本系列：高更、梵谷、畢卡索、莫內

073 畫之旅

074 愛河傳奇

075 葉子鳥

076 跟著線條走

077 寫給年輕人的西洋美術史1

078 寫給年輕人的西洋美術史2：畫說巴洛克到印象派

079 寫給年輕人的西洋美術史3：畫說立體派到現代藝術

080 圖畫書的美妙世界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商周出版/城邦文化事業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原點出版

原點出版

原點出版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視 覺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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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影迷的第一堂課

082 台灣美術閱覽

083 樂在春聯：寫春聯•過大年

084 鴿子的羅馬

085 藝術家系列：半夢幻半真實－天真的大孩子盧梭

086 藝術家系列：永遠的漂亮寶貝―小巨人羅特列克

087 藝術家系列：石頭裡的巨人―米開蘭基羅傳奇

088 藝術家系列：放羊的小孩與上帝―喬托的聖經連環畫

089 藝術家系列：金黃色的燃燒―梵谷的太陽花

090 藝術家系列：非常印象非常美―莫內和他的水蓮世界(二版)

091 藝術家系列：思想與歌謠－克利和他的畫

092 藝術家系列：拿著畫筆當鋤頭－農民畫家米勒

093 藝術家系列：寂寞的天才―達文西之謎

094 藝術家系列：無聲的吶喊－孟克的精神世界

095 藝術家系列：超級天使下凡塵－最後的貴族拉斐爾

096 藝術家系列：愛跳舞的方格子―蒙德里安的新造型

097 藝術家系列：騎木馬的藍騎士－康丁斯基的抽象音樂畫

098 藝術探險營：我的卡蘿―畫自己的畫家

099 藝術探險營：我的馬蒂斯―用剪刀畫畫

100 藝術探險營：我的畢卡索―不按牌理出版的畫家

101 藝術探險教室：動手玩創意

102 藝術發現之旅：色彩舞蹈

103 藝術發現之旅：空間跳躍

104 藝術發現之旅：線條奔跑

105 藝術練習簿：26位大師的獨門創意

106 藝遊未盡  義大利，這玩藝！：視覺藝術&建築

107 魔笛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視 覺 藝 術 類視 覺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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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演 藝 術 類

108 一個藝術家的誕生：舞動人生

109 一個藝術家的誕生：戲影萬千

110 小兔彼得說故事劇場

111 世紀人物100系列：吟詩的劇神―莎士比亞

112 世紀人物100系列：柺杖與流浪漢―卓別林

113 世紀人物100系列：從米老鼠到夢幻王國―華德•迪士尼

114 亦宛然布袋戲

115 好戲開鑼

116 竹板響嘩楞  說唱成語故事

117 老馬相聲

118 我把相聲變小了：兒童相聲劇本集

119 走入黑光DIY：黑光教學指導手冊

120 玩得好!-遊戲中培養孩子的5大氣質！

121 兒童文化資產叢書：媽媽上戲去―台民間歌仔戲

122 知識的根源：戲劇類　世界戲劇

123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電影的發展

124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快樂看顏色學臉譜

125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人類的天籟

126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天馬行空

127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想像的空間

128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會動的三度空間

129 青少年表演藝術叢書：繽紛青春躍舞台

130 非常相聲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馬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小兵出版社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手父母出版/城邦文化事業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小兵出版社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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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相聲世界走透透

132 現代兒童歌仔戲：誰是第一名

133 細說國劇

134 街頭藝人，上街頭：比創意、比搞怪、比人氣，我們把街頭變樂園

135 開始愛上芭蕾：從０開始的芭蕾入門

136 舞動九歌

137 舞動白蛇傳

138 語文變聲show：快樂聽相聲，輕鬆學語文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海山戲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原點出版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表 演 藝 術 類 表 演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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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藝 術 類

139 150個音樂遊戲

140 Ne Ne Ne台灣原住民搖籃曲

141 古今傑出小提琴家

142 古典音樂，原來如此

143 古典音樂簡單到不行！

144 台灣囝仔歌

145 生活．臺灣：台灣當代作曲家

146 知識的根源：音樂類　音樂和樂器

147 阿美族兒歌之旅

148 紅田嬰•火金姑：傳統台語兒歌集

149 音樂，不一樣系列：大自然SPA的呵護

150 音樂，不一樣系列：文藝講堂

151 音樂，不一樣系列：怦然心動

152 音樂，不一樣系列：動物嘉年華

153 音樂家系列：咪咪蝴蝶茉莉花―用歌劇訴說愛的普契尼

154 音樂家系列：愛唱歌的小蘑菇―歌曲大王舒伯特

155 音樂家系列：讓天鵝跳芭蕾舞―最最俄國的柴可夫斯基

156 最in的賞樂繪本：巴赫和巴羅克音樂

157 最in的賞樂繪本：貝多芬和古典時期

158 最in的賞樂繪本：莫札特和古典樂派

159 最in的賞樂繪本：爵士樂

160 提琴之愛：製琴、名琴、和擁有它們的故事

161 蒂娜吹笛子

162 蒂娜與管絃樂團

163 蒂娜彈鋼琴

164 影像．臺灣：台灣囝仔歌的故事

165 影像．臺灣：台灣音樂閱覽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世界文物出版社

凱信出版集團/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信誼基金出版社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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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影像．臺灣：台灣歌謠臉譜

167 影像．臺灣：寶島歌聲之壹

168 影像．臺灣：寶島歌聲之貳

169 鋼琴小精靈戀愛了

170 藝遊未盡：法國，這玩藝！―音樂、舞蹈&戲劇

171 魔幻四季　水都奇航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音樂向上股份有限公司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音樂向上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172 台灣玉

173 兒童劇

174 音樂家繪本系列：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蕭邦

175 羅浮宮藝術大發現

176 藝術概論有聲書CD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音 樂 藝 術 類

數 位 媒 體 類

音 樂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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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類 

177 十二婆姐

178 百步蛇的新娘

179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布農族―與月亮的約定

180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卑南族―神祕的月形石柱

181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邵族―日月潭的長髮精怪

182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阿美族―巨人阿里嘎該

183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泰雅族―彩虹橋的審判

184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排灣族―巴里的紅眼睛

185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達悟族―飛魚之神

186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鄒族―復仇的山豬

187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魯凱族―多情的巴冷姑娘

188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賽夏族―巴斯達隘傳說

189 我等待

190 兒童文化資產叢書：薹灣史前人―圖繪台灣史前生活

191 兒童文化資產叢書：過節日

192 知識的根源：藝術類　書的演進歷史

193 美與藝術，是什麼呢？

194 藝術與創意繪本：童話夢想家　安徒生

195 遇見圖畫書百年經典

196 影像．臺灣：台灣古早生活圖繪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新自然主意股份有限公司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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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太陽底下的排灣王國

02 “永遠”都要說實話

03 如果我有很長很長的尾巴

04 點亮一盞燈

05 台灣宗教之美—迎馬祖

06 台灣河川之美—淡水河

07 台灣高山之美—玉山

08 台灣園林之美—板橋林家花園

09 繪夢畫家

10 大自然是我的美學老師

11 文學地圖館－唐詩

12 音樂真美妙

13 我把名畫變有趣了

14 看！畢卡索畫格爾尼卡

15 龍眼樹的故鄉

16 石頭男孩

17 天上飛來的魚

18 在地圖裡長大的台灣

19 敲！敲！敲！不斷的挑戰

20 外公的塑像

21 台灣傳統建築

22 台灣傳統美術工藝

23 台灣原住民的藝術

24 中國美術史

25 西洋美術史

26 巴魯巴和小朋友談現代藝術

27 和想像一起跳舞

28 線條、線條

29 小平面大世界

國立臺灣博物館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文化局

花蓮縣文化局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第二屆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推薦專輯│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2012/12

視 覺 藝 術 類其 他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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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LOOK！各種角度看名畫

31 我的第二本設計師：複雜也不錯

32 LOOK！身體怎麼說話

33 LOOK！觀察畫裡的光

34 梵谷與向日葵－文生．梵谷的故事

35 畢卡索和綁馬尾的女孩－巴布羅．畢卡索的故事

36 竇加與小舞者―愛德格．竇加的故事

37 莫內的奇幻花園―克勞德．莫內的故事

38 色彩之王馬諦斯－亨利•馬諦斯的故事

39 達文西與會飛的男孩－李奧納多．達文西的故事

40 跟歐姬芙一起去看世界－喬琪亞．歐姬芙的故事

41 建築譜成的詩－安東尼．高第的故事

42 我的建築形狀書

43 畫畫的52個創意練習

44 實用楷書入門―九成宮醴泉銘圖解本

45 Look！米勒爺爺的名畫

46 看書法變戲法—兒童書法鑑賞入門

47 藝術魔法書—兒童美術鑑賞入門

48 土地和太陽的孩子

49 發現春天的山林

50 嘉莎爾的畫

51 再見小樹林

52 小天使失蹤了―美術館奇遇記

53 大洞洞小洞洞

54 和雨蛙爸爸一起昆蟲採集初體驗

55 什麼都不怕

56 十兄弟

57 葉王捏廟尪仔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家出版社

藝術家出版社

飛寶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視 覺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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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母女同行：阿玉旦。黃秀滿的客家戲曲人生

02 莎士比亞是誰呢？

03 莎士比亞—環球劇場的誕生

04 表演藝術120節戲劇活動課

05 芭蕾的故事

06 非洲快樂趣

07 戲在不言中—用歡笑點亮黑暗的卓別林

08 說相聲，學語文

09 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

10 台灣民間陣頭技藝

11 台灣傳統戲曲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哈佛人出版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飛寶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文化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表 演 藝 術 類視 覺 藝 術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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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小剪刀的異想世界

02 奶奶去旅行

03 臺灣平埔族生活圖誌

04 爸爸的紅雨傘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長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誼基金出版社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數 位 媒 體

音樂

01 古典音樂就是這樣子

02 古典音樂一下就聽懂

03 21世紀的夜鶯 

04 音樂糖果屋

05 管弦樂的故事

06 蔣勳．莫內．在光的花園裡追尋

07 台灣的音樂與音樂家

08 台灣傳統音樂

09 古典音樂便利貼

10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部經典歌劇

11 圖解音樂大師（上）

12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經典名曲

如果出版社∕大雁文化事業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風潮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華滋出版

華滋出版

華滋出版

高談文化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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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數學邏輯奇幻之旅

02 冬瓜女兒

03 台灣鐵道文化志

04 歡喜客家節

05 蝸牛出發了－帶你去找一幅現代名畫

06 The Book Book 圖畫書的創意攪拌機

07 Kling Kling庫西的藝想世界

08 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

09 父親

10 台灣百年生活圖錄「文化時尚」（第三冊）

11 飛天紙馬：金銀紙的民俗故事與信仰

12 零下40度的勇氣

13 故宮名畫：找感動、找創意

14 創意樂活―你今天藝術了嗎？

15 我看見一隻鳥

16 少年西拉雅

17 小島上的貓頭鷹

18 海之生

19 到紅樹林去玩

20 苗家小孩的一天 vs. 台灣囝仔的一天

21 提琴工作室裡的樂章

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馥林文化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序號    書名                                                                         出版機構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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