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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繪本作家日本繪本作家日本繪本作家日本繪本作家」」」」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主題書展書目書目書目書目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    

1 彎彎的河流 吉田遠志  青林國際 2007 

2 腳步聲 吉田遠志 青林國際 2007 

3 被生下來的孩子 佐野洋子 青林國際 2006 

4 老伯伯的雨傘 佐野洋子 上誼文化 1997 

5 五歲老奶奶去釣魚 佐野洋子 
大穎文化出版 凌

域國際總經銷 
2004 

6 
怎麼辦?怎麼辦? 掉進洞裡

啦 
木村裕一  上誼文化 2009 

7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田中伸介 格林文化 2006 

8 金色翅膀 田中伸介 

格林文化出版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05 

9 你是誰? 松橋利光 格林文化 2009 

10 月亮不見了 和田, 誠 格林 2007 

11 企鵝 HEART 坂崎, 千春 
美の繪本出版 城

邦文化發行 
2003 

12 企鵝 STYLE 坂崎, 千春 
美の繪本出版 城

邦文化發行 
2003 

13 企鵝 JUMP 坂崎, 千春 
美の繪本出版 城

邦文化發行 
2003 

14 30 層樓的 30 隻貓咪 杉田比呂美 
大穎文化出版 知

已圖書總經銷 
2009 

15 
マ-シャと白い鳥 : ロシア

の民話 
出久根育 偕成社 2006 

16 海兔與狐狸 出久根育 

格林文化出版 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2005 

17 寶寶睡 睡飽飽 萩野千夏 格林文化 2008 

18 獅子大開口 萩野千夏 
格林出版 城邦總

經銷 
2005 

19 我的小雞雞 山本直英 維京國際 2003 

20 小波的聖誕夜 野村辰壽 維京國際 2000 

21 我的蠟筆   長新太 維京國際 2007 

22 花的貓 長新太 
天下雜誌出版 大

和總圖書經銷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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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狗的鬼 長新太 
天下雜誌出版 大

和圖書總經銷 
2008 

24 橡皮頭蹦太郎 長新太 青林國際 2006 

25 壁櫥裡的冒險 古田足日 維京國際 2007 

26 山田家的氣象報告 長谷川義史 維京國際 2008 

27 我吃拉麵的時候 長谷川義史 遠流 2010 

28 爺爺的幸福咒語 長谷川義史 
奧林文化出版 大

和圖書總經銷 
2007 

29 我要去遠足 長谷川義史 大采 2007 

30 你最愛誰? 長谷川義史 
天下遠見出版 大

和書報圖書總經

銷 
2007 

31 好大好大的大蕃薯 赤羽, 末吉 
信誼基金出版 上

誼文化總代理 
2008 

32 馬頭琴 赤羽, 末吉 台灣英文雜誌社 1995 

33 小金魚逃走了 五味, 太郎 信誼 2009 

34 創意的遊戲書 五味, 太郎 上誼文化 2003 

35 我的朋友 五味, 太郎 上誼文化 1998 

36 窗外送來的禮物 五味, 太郎 上誼文化 2001 

37 藏在誰那兒呢? 五味, 太郎 上誼文化 2002 

38 阿立會穿褲子了 西卷, 茅子 臺灣英文雜誌社 1993 

39 我的衣裳 西卷, 茅子 遠流 1997 

40 黃色的小雨傘 西卷, 茅子 上誼文化 2002 

41 喜歡畫畫兒的貓咪 西卷, 茅子 青林國際 2002 

42 隔壁的貍貓 瀨名, 惠子 小魯文化 2007 

43 好~恐怖喔! 瀨名, 惠子 三之三文化 2006 

44 美麗的箱子 瀨名, 惠子 臺灣麥克 2005 

45 露露的襪子 瀨名, 惠子 臺灣麥克 2005 

46 哇哇大哭 瀨名, 惠子 臺灣麥克 2005 

47 禮物 田中, 宇佐  讀家文化  2009 

48 紅線 田中, 宇佐 讀家文化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