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書名 
 

   
 ～鱷魚和長頸鹿～ 
搬過來，搬過去  

大意  小鱷魚和長頸鹿戀愛了。這對恩愛的情侶想住在一起，可是，一
個那麼高，一個這麼矮，他們該如何克服生活上的難題，為彼此
帶來真正的幸福？一則逗趣可愛的故事，卻將『愛』的真意，以
簡單中帶著無比細膩的情感，表達的淋漓盡致。 

評語  本書的畫風溫厚，接近飽和的色彩中仍然保持了很大的呼吸空間
，顯得沉穩而活潑。內容充滿童趣卻顯得心智健康成熟，是很好
的情意教育素材，適合成人和兒童一起閱讀，討論人與人之間如
何相處的議題。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小書香媽媽推薦低年級好書簡介 
2.書名 
 

   
 鋼琴師的旅行 

大意  孤單的大野狼是個鋼琴師，有一天，小鳥送來一封來自遠方的信
，大野狼對著信看了又看，決定出遠門。他拖著鋼琴，翻山越
嶺、穿過原野、走過沙子路，只為了想和不知名的朋友見面……
不管要走多久，不管有多遙遠，只要有人想聽他彈琴，海邊、森
林、高山， 
甚至外太空，大野狼都願意去。 

評語  這是一本充滿愛與希望的動人繪本，大野狼鋼琴師相信他用心演
奏的音樂一定會有人聽到，而進行了一段段不可思議的旅行。 



3.書名 

    
啊!怪獸 

大意  作者以小女孩的角度去寫她看到怪獸撒野的模樣，簡單的字句點
出怪獸的語言和行為，書中沒有任何的評價、情緒和處理，只是
輕鬆的讓父母複習小怪獸的行徑，就像劇場一幕幕的演出，讓家
裡的小怪獸好像照鏡子似的看到熟悉的行為。而最後結尾真是令
人會心一笑。當怪獸問小女孩：「你也是怪獸嗎？」她竟然抱著
媽媽甜甜的說：「我不是！」雖然看不見媽媽的臉，相信她的臉
上一定露出微笑：「妳不是嗎？」這是媽媽和小孩的親密對話。 
 

評語  這本書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讓孩子認識自己和他人的情緒和行
為，提供大人和孩子開放的討論、檢視怪獸為何會出沒、怪獸的
語言和怪獸生氣的原因為何。其實孩子需要被關愛和理解，有時
候可能只是睡前的吵鬧、有時是因為害怕或焦慮。了解怪獸的習
慣、讓孩子知道怪獸可以活動的範圍，最後給小怪獸一個愛的擁
抱和鼓勵，相信小怪獸就會慢慢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囉！ 

4..書名 

   
 這就是我 
 

大意  大熊最棒了！他跟我們簡直沒有兩樣。他心地善良；他喜歡把自
己打扮的漂漂亮亮；他享受生命中一切的大小事物；他喜歡和大
家玩在一起；他是如此的聰明，並如此的特別。但是即使如此，



他和我們一樣，有的時候也會覺得寂寞孤單。他多麼渴望能找到
一個伙伴，並對他說：「有你真好！」 
 

評語  藉由簡潔卻不失幽默的描繪，威希特筆下的大熊，反映出現代人
的心靈狀態，傳遞出「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的訊息，溫暖了大、
小朋友的心。 

5.書名 

    
大猩猩和小星星 

大意  動物園裡有一隻聰明的大猩猩學會用手語和人類溝通，並因此得
到牠想要的一切東西，不過牠還是過得不快樂。有一天，牠用手
語向管理員要一個「朋友」。管理員為牠找來了一隻名叫「小星
星」的貓咪，並要牠好好照顧小星星，而大猩猩和小星星之間的
友誼讓人領悟到牠們彼此之間深厚的感情。 

評語   
6.書名 

    
阿比忘了什麼? 

大意  大熊阿比為小狗蓋新屋，鱷魚阿寶友情贊助，兩人一起鋸木頭、
釘釘子，忙得滿頭大汗，狗屋新落成，不亦樂乎！累了一天的阿
比躺在床上卻怎麼也睡不著，阿比覺得好像就是忘了什麼！  
到底是忘了什麼呀？忘了調鬧鐘？不是。忘了鎖門？不是。忘了
餵狗？忘了澆花？還是忘了刷牙？通通都不是！阿比看著鏡子裡
的自己，突然想起來了！匆匆騎著腳踏車出門，到市區買了一束
好漂亮的花……阿比到底忘了什麼？ 



 
評語  這本書帶領孩子去探討責任、感恩、關懷、及同儕互動。 
7.書名 

    
獅子王子惡作劇 

大意  哈比是獅子王子，他非常頑皮，總仗著自己的爸爸是獅王，到處
設陷阱惡作劇害人。每當別人因此而受傷、生氣，他不但不知悔
改，還在一旁哈哈大笑，讓大家氣得不得了，卻又拿他沒辦法。
究竟哈比要怎麼樣才能學乖呢？ 

評語  其實我們生活周遭也有愛惡作劇的人，他們往往忽略了他人的感
受，如果能多用同理心去對待別人，相信人與人之間可以相處得
更好。而看這本書，讓孩子懂得拿捏開玩笑的分寸；讓孩子學習
體會別人的感受；讓孩子懂得用同理心待人，變得更有禮貌，更
成熟，更懂事！ 

8.書名 

    
種子笑哈哈 

大意  種子笑開了！滾了一地、彈了一地、散落各處的種子，仔細看，
每一種都長得不一樣呢！本書中有細緻豐富的圖畫，完整介紹植



物種子的不同傳播方式，而那些生長在植物中的小動物們，更嘰
嘰喳喳加入對話，種子和小動物生活的世界真是活潑有趣。由種
子爆裂、飛灑開始，以乘風、水漂等等方式，再次落土、發芽、
開花，這些形貌各異的有趣種子，也帶出了美麗的地球圖貌。 

評語  除了藉由書中的種子圖畫，了解不同傳播方式的種子，所具有的
不同特色之外，熱鬧的植物世界中，還可以了解動物與植物生存
的重要關聯，以及植物生存的環境。孩子們進而體認到欣欣向榮
的自然，是植物藉由努力不懈的生物本能所造就而成的。 

9.書名 

    
鱷魚先生之我要當警察 

大意  鱷魚先生進城後，開了一家修鞋攤。有一天，他有急事必須回鄉
下一趟，卻有個客人遲遲不來拿鞋。為了這個客人，鱷魚先生急
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你猜猜，守信用的他會怎麼做呢？後來，
鱷魚先生想改行當警察，他去參加考試，又發現對手們全都在作
弊。這下子他能不能順利當上警察呢？…… 

評語  看鱷魚先生的故事，體會凡事應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更學會
守信用和誠實的重要。 

10.書名  一日遊 
大意  記得小時候，爸爸媽媽很喜歡帶我們逛動物園，因為光是看動物

就可以消耗一整天，又可以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最重要的是可
以學到很多動物知識到學校炫耀，所以動物園一日遊就成為家庭
聚會的TOP1地點，也就成為許多孩子最期待的夢幻之旅。但是
如果有一天，城市變成大觀園，換成動物來觀察我們，那會是個
什麼樣的情形呢？  
《一日遊》就滿足了這樣的好奇心，可以一次看到人類與動物世
界的不同，看似沒有關係，卻又互相影響。兩個故事、兩個主
軸、兩個出發點，都發生在一本書中… 
故事就發生在某一個週日，動物們從動物園出走，走入都市叢林
，這同時，人類卻整裝準備到動物園參觀動物，卻發現動物不見
了?! 

評語  兩個獨立的故事，卻能有意想不到的交集，足見作者的創新與細
膩的手法，造就了這本無字圖畫書的獨特，少了文字的撰述，透
過場景與時空的變化，不僅放大了想像的樂趣，也能讀出作者純
真且保有童趣的觀點。 
 



11.書名 

    
那一年我們去看電影 

大意  這並不是一本要描繪童年看電影經驗的書，反而是描繪受傷的妹
妹沒有看成電影的書。當時家裡只有一個水壺，姊姊和妹妹為了
誰能帶這個水壺去看電影大打出手反目成仇，最後由媽媽判定大
的讓給小的，由妹妹帶水壺去看電影，從此姊姊非常痛恨妹妹，
對著公雞大喊：「妹妹是大笨蛋。」整個故事就在描繪她們苦苦
等待著那個可以去看電影的快樂日子快快到來的過程。 
故事就在妹妹的腳被生鏽的釘子刺傷了之後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
，當時鄉下沒有醫生，如果得了破傷風會有生命的危險，大家都
很著急。想不出更好辦法的爸爸就求救於「祖傳秘方」， 發酸 
的粥加洋蔥和豬舍的餿水桶上白色的汙垢都成了醫治妹妹腳腫的
草藥。 
最後，妹妹沒有去看電影，她站在教室門口笑著跟全校的人說再
見，看起來很輕鬆，反倒是一直恨她的姊姊忍不住哭了，她忽然
想著妹妹期待要去看電影的快樂模樣，她想如果妹妹能一起去看
電影，即使水壺讓給妹妹也沒關係。她想找一件禮物送給妹妹當
成是倆人合好的禮物。這個禮物很不值錢，但是姊姊這樣一個改
變卻是無比的珍貴，讓這個不值錢的禮物像鑽石一般發光發亮。 

評語  愛，有時候很含蓄，不需要大張旗鼓的宣示，也能靜靜的傳到家
人心中，就像故事中的姐姐送給妹妹一件小禮物，不華麗但很樸
實，有一份姐姐對妹妹的愛護與疼惜。而我們也早已經擁有這份
光亮。 
 

12.書名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大意  山田家今天是晴天，但是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淹大水喔！ 
也有可能突然刮起颱風，若加再上一個龍捲風，那該怎麼辦呢？ 



心情不好的人，會形成低氣壓，生氣的人在辦公室造成狂風暴
雨。 
這麼不穩定的天氣，好恐怖喔！但是在大雨過後，總會有一道彩
虹高掛天空。 
 

評語  繪者巧妙的把人的心情和天氣做連結，讓孩子們觀看圖書時，就
可以發現故事主角的心情變化。簡單明瞭的文字，特別運用不同
的顏色突顯出來，讓人莞爾一笑。 

13.書名 

    
螢火蟲去許願 

大意  這是一個好心有好報的可愛童話。故事中的主角──亮亮，是一
隻尾巴不怎麼亮的螢火蟲，找不到女朋友的他煩惱極了，於是去
求菩薩幫忙，但是他卻意外的發現：原來菩薩也有屬於自己的煩
惱呢！  
好心的亮亮忘記了自己的煩惱，熱心的幫助了菩薩和其他人。亮
亮無私的付出為大家解決了麻煩，也為自己帶來了預料之外的好
運……。  
 

評語  螢火蟲對孩子們而言就是天下掉下來的星星，他們對螢火蟲有好
多幻想和疑問，大人可以先陪孩子閱讀這本【螢火蟲去許願】勾
起孩子對螢火蟲的好奇心。接著帶領孩子觀看圖鑑，認識真實的
螢火蟲長相及習性，最後再大手牽小手的一起到戶外欣賞螢火蟲
曼妙的舞姿吧！ 

14.書名 

    
真假小珍珠 

大意  夢工廠開張了！為慶祝開幕，特別推出訂做機器人的優惠專案，
小珍珠連忙打電話訂貨，才一會兒，機器人就送上門來。咦？是
爸爸訂的機器人……叮咚叮咚！啊──是媽媽訂做的機器人，接



著，又送來了弟弟訂做的機器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機器
人都說自己叫做小珍珠，言行舉止卻跟真正的小珍珠一點都不像
，反倒像是爸爸、媽媽和弟弟理想中的她，怎麼辦？小珍珠要怎
麼打敗機器人，取回原本的地位呢？ 

評語  本書為橋樑書籍，非常適合低年級閱讀。 
15.書名 

    
小琪的房間 

大意  這是一個「生活故事」，也是「美德故事」，藉由小主角小琪和
朋友小珍珠的互動，談到「整潔」和「榮譽」，不說教，希望孩
子能自己去體會。 

評語  親子共讀這本書，不妨拿故事做動機，挑選家裡的一個小角落，
兩代合作整理整理，作為一項美好的實踐。 

16.書名 

    
裝睡 

大意  這是一本「非常夏天」的圖畫書，從蚊帳、蔬菜園到塞滿中庭的
蔬果海，繪者用綠色把夏日大地的生氣毫不保留的呈現在我們面
前。 

評語  同繪者也用蕃茄的鮮紅，大辣辣的暗示了烈日的溫度，等到轉至
倉庫裡乾稻草般的土黃時，我們彷彿跟小女孩一樣，已經被這些
強烈的夏天印象「烘烤」到昏昏欲睡了。 



17.書名 

    
隱形男孩我會守規矩 

大意  小男孩就像身邊常見的孩子一樣，愛胡鬧、惡作劇，讓大人們頭
痛不已。其實，孩子故意破壞東西、不聽話，往往是因為心中有
不滿與疑惑，卻不知如何表達與解決問題，於是透過破壞性的行
為宣洩積壓的情緒。只要多傾聽與觀察孩子的問題，釐清行為背
後的真正原因，將更懂得如何幫助孩子正面解決問題和處理情緒
，培養孩子的高EQ。  
 

評語  這個故事用非常創意的方式教孩子遵守規矩，不僅大人讀了有深
刻的體會，孩子也會明白守秩序的重要。本書繪者更別出新裁的
以粉灰水彩、素描筆觸的特殊技法，以及人物生動的神情和誇張
的肢體動作，呈現出故事無厘頭和幽默的獨特趣味。 

18.書名 

    
團圓 

大意  這本圖畫書，創作者雖然沒有說出任何鄉愁，但從爸爸回家、小
女孩被抱起，短短幾頁，一股很深的情感已經蘊藏著，並隨著團
聚、吃年夜飯、看熱鬧的街景，到爸爸又要回到工作崗位、小手



緊握幸運幣給爸爸，聚聚合合、離離散散，道盡對下一次團圓，
更深的企盼。 
 

評語  除了情感之外，本書所提的幸運幣，也讓我們認識到中國某些地
方的過年習俗，就像台灣過年，一定要有紅龜粿應景，所以，也
可以趁此機會，和孩子了解更多的過年習俗，體會過年真正的意
義，不再只是吃吃睡睡而已。 

19.書名 

   
 一定要比賽嗎？ 

大意  「讓孩子贏在起跑點上」是現代父母教養孩子最關注的焦點，有
趣的是，這樣的說法正好印證本書的中心疑問：「人是生來比賽
的嗎？」。書中小男孩一連串天真的提問，正是現代社會每天會
面臨到的課題??「競爭」。打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開始，我們是
不是就被貼上背號，開始人生的賽跑？大時代的競爭越趨激烈，
孩子原本的面容，也隱隱透露出越多的不安與疲累，難道這真的
是我們所能給孩子的「健康」、「快樂」？如果競爭是人生中必
經之路，何謂真正的贏家？孩子總是擔心「比不上別人」。這樣
的擔心，反映的是父母、甚至整個社會，所給予孩子的價值觀。
面對社會現實無可避免的競爭壓力，身為孩子榜樣的我們，希望
孩子幸福的我們，到底能夠給孩子什麼樣的答案？ 
 

評語  幽默而深刻的文圖，不只解決孩子的疑惑與焦慮，更帶領每位讀
者共同體悟人生的價值：做好的選擇，找到自己，幫助別人。 

20.書名 

    
擁抱媽媽 

大意  因為一場童年的意外，永晏失去了自由使用雙手的能力與權利，
從此他就在不斷的復健與就醫中，摸索成長。但是永晏和他的家



人們，特別是他的媽媽一點都不放棄，他們深深的相信，只要開
朗樂觀的生活下去，「擁抱媽媽」將是不遠的事！ 

評語  本書為真實故事，故事裡的主人翁用樂觀的積極態度面對人生，
為孩子們最佳的典範。 

21.書名 

    
無敵鐵媽媽 

大意  機器鐵媽媽和真的媽媽，誰比較棒？  
我要訂做一個機器鐵媽媽，她會給我吃洋芋片、爆米花、披薩和
雞塊，不會煮魚、豌豆和青菜；她會用我的筆跡幫我寫作業，不
會每天叫我整理房間和刷牙；她不會罵人（因為如果她罵我，我
就用遙控器把她關掉），而且最棒的是，她會一直待在我身邊！  
但是，機器鐵媽媽又硬又冷，不像真的媽媽有香香的味道，更沒
辦法給我溫暖的抱抱，所以我決定把機器鐵媽媽改成…… 

評語  全書由孩子的口吻敘述，讀起來童趣十足，令人會心；不但從孩
子的角度，抒發出孩子對媽媽的需要和依賴，也為職業媽媽的辛
苦發聲，讓孩子更能體會和理解，是一本非常適合親子共讀的溫
情繪本。 

22.書名 

    
咕嚕咕嚕推推看 

大意  簡單文字搭配可愛插圖，生動有趣的呈現各類科學原理，讓孩子
輕鬆明白科學常識。附相關神話、傳說或定理介紹，讓孩子增廣
見聞。 

評語  書中深入淺出的介紹了許多科學知識，並有生活化的實例說明，
方便爸媽引導孩子學習。 



 
23.書名 

    
公車來了 

大意  一翻開書，讀者的眼睛隨即跟著公車穿越城市和鄉村，開始進行
一趟溫馨的公車之旅。  
公車從火車站出發，沿途停經超市、學校、有著各種車輛的大馬
路、醫院、寵物店、寺廟、河邊……一路上，司機親切的叮嚀和
乘客下車的叮咚鈴聲不絕於耳。 

評語  司機和乘客、乘客和乘客……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互動表現細膩、
幽默。讀者不僅能感受到人際互動的溫暖與驚喜，跨越城市和鄉
村、白晝和黃昏的各種風景變換，更有如一趟精采、豐富的紙上
旅行。 
 

24.書名 

   
 劍獅出巡 

大意  劍獅的造型非常可愛，故事更充滿童趣，是一個紮紮實實的發生
在台灣安平的故事，但卻絕對是一本可以翻山越嶺、飛躍關山，
打動許許多多孩子和大人的書。溫暖的小鎮，善良的人們，和敬
天畏神的單純信仰，在在讓人油然升起一定要好好生活的嚮往。 

評語  《劍獅出巡》自然流露的人文關懷和對普世價值的信念；把從故
鄉土地吸收的養分天衣無縫的融入一本給孩子看的圖畫書。 
 



25.書名 

    
土撥鼠博士的地震探險 

大意  在這數百年間，地球經過長時間孕育出來的自然環境，被人類任
意破壞和改變，使得因地震而起的災難與損失也越來越嚴重。日
本是個地震頻繁的國家，在防範地震的同時，也毀壞了地球所創
造的自然恩澤。有鑑於此，我們更應當與地震和諧相處，其中的
一個方法就是──在不破壞天然恩惠的前提下，進行地震減災措
施。 

評語  此書讓孩子對於自然、天然災害……等事件更了解。 
26.書名 

    
無尾熊與小花 

大意  這個故事和其他解決問題的故事上有一個特別之處，是順著故事
自然的發展點出圖書館的重要性。圖書館的基本功能，是徵集各
種書籍資料和提供讀者書籍資料的查詢。  
我們想要獲得知識和學習成長，大多要透過閱讀來完成，閱讀需
要有可以讀的書，好讀的書，和夠豐富的藏書，來滿足大家不同
的閱讀需求，圖書館必須滿足讀者閱讀的需求。 

評語  《無尾熊小妹和花兒》趣味的展現了追求正確知識的層次，當然



我們也可以延伸談成人的求知態度或習慣對幼兒的影響等等。 
27.書名 

    
愛搶第一的轟轟樹 

大意  本書有十個故事，裡面的故事都是淺淺的、短短的。 
評語  內容融合幻想、幽默、詩情與哲理，適合低年級孩子閱讀。 
28.書名 

    
瘋狂愛上書 

大意  在這本活潑生動的韻文故事中，有一位名叫莫莉的圖書館員，讓
動物園裡的鳥類和野獸們迷上了閱讀這件新鮮事。她針對各種動
物不同的需求，提供他們最適合的書籍，過沒幾天，所有的動物
都「遠離了棲地和窩巢」，「瘋狂愛上了美妙的好書，停也停不
了」……。就像我們希望孩子們也能沉浸在書香的世界裡一樣。 

評語   



29.書名 

    
愛讀書的樹 

大意  閱讀的世界──奇妙、豐富而多彩！誰說閱讀一點都不好玩
呢？！隨著書中美麗的文字、樸實而自然的圖畫，小男孩將告訴
你他的閱讀世界是什麼樣子......透過一頁頁的圖文，你會發現原
來閱讀這件事一點都不無聊！你可以穿越時空、置身在幾千年前
的世界裡，或是充滿魔幻的國度，而同時外在世界中的樹兒、鳥
兒和風兒也一起陪伴著你。 

評語  這些內容把閱讀變得既豐富又動人，讓人身處在一個多麼愉悅的
氣氛中呀！也讓孩子藉由此書一同愛上閱讀。 

30.書名 

     
365隻企鵝 

大意  超乎常理的特大版面圖畫書，爆笑的情節，加上最讓人意想不到
的結局。不過除了好笑的故事外，本書更隱含著一個更重要的議
題: 全球暖化帶來的危機正逐步危害到所有的生物，包括南北極 
的企鵝和北極熊。 

評語  本書從照顧企鵝的角度切入，巧妙結合奇想與生態環境的保護，
並邀請大家拿出數學頭腦來幫忙安置企鵝們，讓小讀者在哈哈大
笑之餘能更進一步關懷人類和動物所賴以維生的這個地球，是本
可以讓孩子多加思考的好書。 



31.書名 

    
藍屋的神秘禮物 

大意  故事中隱喻電視文明帶來的巨大影響，思考力與注意力都會同時
下降，長時間看電視將造成腦部活動力大減，尤其是腦部發展特
別重要的幼兒時期。希望藉由本書，提醒父母重視電視傷害，並
藉由閱讀潛移默化孩子的觀念，勿沉溺於電視的聲光刺激，而耽
誤了腦部的成長與犧牲親子相處的時間。 

評語  本書畫風精緻，筆觸細膩，色彩設計豐富，色調柔和溫暖，加上
美麗的景色為底，與藍色的湖水、藍色的屋瓦和藍色的小鳥，相
互微妙的呼應著，閱讀起來平靜愉悅，是一本適合與38歲孩子
共讀的溫馨圖畫小品。 

32.書名 

    
月亮不見了 



大意  不少繪本以摘下月亮為主題，但《月亮不見了》卻是從月亮被偷
走開始，一頁一頁展開精彩的劇情，有驚險有懸疑，也有溫馨，
當你打開第一頁，就會想一口氣看到最後，故事精彩絕倫，超乎
你的想像。 

評語  這個美麗的幻想故事，同時交織著月的盈虧、潮汐、月食等常識
，讀者讀來新鮮有趣。科學常識跟幻想創作絕妙搭配，讓所有讀
繪本的小朋友，把自己知道的世界擴大到宇宙，是一本處處充滿
驚喜的繪本。 

33.書名 

    
影子和我 

大意  一雙手，在有白雲的藍色壁紙上，投射出鴿子振翅欲飛的影子。
將「影子和我」的關係巧妙的表現出來，影子是很有趣的關係，
影子和圖形帶領我們的想像自由的飛翔。 

評語  這本書寫的，是影子跟我們一起生活的情形。因為有影子陪伴，
我們的生活變得很有意思。 

34.書名 

    
哈囉、再見的窗口 

大意  一扇在爺爺奶奶家廚房的窗口，一扇書中小女孩眼裡的魔法窗，
那就是哈囉、再見的窗口，看起來十分普通，但是並非這樣的
……  
在那裡，有驚喜的發現，有溫暖的回憶。透過這扇窗口，我們聽
見了小女孩訴說她和爺爺奶奶相處的特別時光，彷彿一首溫馨、
感人的愛之歌曲。 

評語  這是一本充滿溫馨的書，祖孫之情誼處處可見。 



35.書名 

    
害怕的時候…… 

大意  害怕是一種情緒，也是自然反應，不管是最強壯或最弱小、最巨
大或最迷你的動物都不例外。大人會害怕，孩子也一樣。書中的
小男孩說他做惡夢時，就會喊媽媽，然後媽媽就會抱抱他、安慰
他，他就又可以好好入睡了。 

評語  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無數令他害怕的事，但他需
要的只是父母的陪伴、安撫、鼓勵，在害怕－面對、害怕－面對
的過程中，不斷的學習和具備勇氣，最後，可以獨立面對生活中
許許多多的狀況……我們會這樣告訴孩子：你長大囉！ 

36.書名 

    
忍者雨蛙 

大意  介紹雨蛙的身體構造和機能之外，同時也將呈現蛙的生態。 
評語   
37.書名
37127 

    
這個禮物不想送人，我想要！ 

大意  把孩子時而固執、彆扭、倔強、鬼靈精怪的模樣和心思自然而真



實的呈現出來。 
評語  這是一本易深觸動孩子和大人內心的作品！ 
38.書名 

    
黑面琵鷺來過冬 

大意  本書以黑面琵鷺家族飛往台灣過冬的故事為主軸，來認識黑面琵
鷺的生態，以及介紹台南七股黑面琵鷺保護區。 
 

評語   
39.書名 

    
查理和蘿拉系列：照顧我們的地球 

大意   
評語  這是一本給孩子的最佳環保概念書。 
40.書名 

    
花和蝴蝶 

大意  結合童詩、現代詩與歌謠，讓孩子了解詩歌之美。 
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