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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傑琪的運動會 相原博之 愛米粒 861.599 4743

小熊學校運動會的日子就快到了，

小熊小朋友今天也在操場上活力滿滿地練習。

只有傑琪心情很不好，

為什麼呢？……

2 在足球比賽跳芭蕾的麥特  貝樂 (Behl, Anne-Kathrin) 韋伯文化國際 875.599 6022
麥特喜歡跟好朋友小米玩，但是更喜歡跳芭蕾舞，雖然其他男生都覺得，只有女生才跳芭蕾。全班男生都忙著練足球，這樣才能在比賽中打贏巴肯鎮坦克隊。到了

比賽當天，麥特在場外默默看著比賽，結果全隊最厲害的前鋒突然受傷，被迫下場。沒想到，替補的人竟然是最怕球的麥特！但是，麥特很快就抓到訣竅，巧妙將

芭蕾舞技巧融入踢足球……

3 瓢蟲運動會 希多.凡.荷納賀頓(Guido van Genechten) 韋伯文化國際 881.7599 2525
瓢蟲運動會即將到來囉！在這之前，每位瓢蟲選手都十分努力地練習，他們都希望能在運動會上有最好的表現。運動會在點燃聖火後便緊鑼密鼓地展開，首先是跳

高、跳遠、還有瓢蟲體操，這些對小瓢蟲伊格來說都還太難了，接下來的舉重和乒乓球也都不適合小小的伊格，但是伊格一點也不灰心，因為他最拿手的好戲才正

要開始呢！小小的伊格是划船比賽中的舵手，伊格即將賣力地帶領他的隊友們取得勝利，但是，正如瓢蟲會長所說的：「參賽比獲勝更重要！」

4 蟲蟲盃足球大賽 杵川希文 ; 近藤薰美子圖 遠流 861.599 4824
全書透過生動逗趣的繪圖&精采爆笑的情節，巧妙帶出「昆蟲的生物特徵與生態習性」以及「足球的簡單規則」－－球場配置、球員組成、角色任務 (守門員、前

峰、後衛…PK、黃牌、頂球…)等；看雄壯威武的鍬形蟲擔任隊長、頭角崢嶸的獨角仙擔任前鋒、嗓門超大的蟬擔任進攻中場、長毛蜘蛛擔任守門員、會放臭氣的椿

象則是全隊的秘密武器……不僅好玩，又具知識性。

5 不會游泳的青蛙  阿德蝸 小兵 859.6 7125
沒有人是完美的，也不是每個人生來都很幸運。故事中的小綠出生時就沒有蹼，沒辦法像其他小青蛙一樣「天生就會游泳」。好在有一群關心他的朋友，體諒他的

不方便，陪伴他嘗試各種可能學會游泳的方法。這些好朋友發自內心的關懷，給了小綠無形的力量，讓他沒有壓力，終於學會游泳，在快樂與自信中成長。

6 波波學游泳 露西．卡森 滿天星  ++ 2104

嘩啦嘩啦！波波要去游泳了！

她踢踢腳、吹泡泡、漂浮在水面上…游泳池裡有好多東西要學哦！

游泳的感覺是怎麼樣呢？跟著波波一起來游泳吧

在這一本體驗書中，波波跟著朋友一起去游泳，游泳前要準備甚麼東西呢？

游泳的感覺是甚麼呢？在游泳池裡會發生甚麼事情呢，有那些游泳的姿勢呢。

哪些事情在游泳池裡是不能做的呢？這些都可以跟著波波一起去體驗喔。

7 貓咪雷弟學游泳 羅伯．史卡頓 小天下 873.599 5025
雷弟不希望史派克到家裡玩，他怕史派克會玩壞他的玩具，吃光他的糖果魚！他也不想學游泳──水太恐怖了！又溼又可怕！他想，這一定是最倒楣的一天。

但當其他同學紛紛進到游泳池，雷弟和史派克卻發現，他們彼此竟然有些共同點。雷弟能夠克服對水的恐懼，進到游泳池裡嗎？他又會用什麼方法，幫助史派克達

成同樣的目標呢？

8 游泳去 = Peppa goes swimming 艾斯特力 (Astley, Neville) 小熊出版 873.599 4424
粉紅豬小妹是一隻非常可愛的小粉紅豬，她與弟弟喬治、爸爸、媽媽快樂的住在一起。

今天佩佩和家人一起去游泳，但是弟弟喬治卻有點害怕。豬爸爸和豬媽媽要怎麼鼓勵喬治下水呢？

9 游泳 鄧正祺/圖文 信誼基金出版社 859.9 1713
夏天不用開冷氣也可以清涼一下的好方法。一起去游泳吧!蛙式、仰式、自由式、狗爬式，還有……狐狸式？

狐狸穿著新泳褲，蹦蹦跳跳、開心的來到游泳池，什麼都不會的他，一看到游泳池，就迫不及待的想往泳池裡衝……狗卻一把抓住他，還說：「要先做暖身操

喔！」只見狐狸一下子東搖西晃的失去平衡，彎腰的時候，又一下子整個倒栽到地上，手忙腳亂的樣子，十分逗趣。

10 大鯨魚瑪莉蓮 大衛.卡利(Davide Cali) 米奇巴克 877.599 2160
瑪莉蓮不喜歡游泳課，因為她覺得自己的身材好圓、好胖，每次她一跳進水裡，就會濺起巨大的水花。其他人看了，都會大聲嘲笑她：「瑪莉蓮是大鯨魚！」同學

們的嘲笑讓她覺得很難過。有一天，教練告訴她：「如果你試著想像自己的身體很輕，你就會游得很好。因為，有時候，我們的想法會決定我們成為什麼樣的

人。」瑪莉蓮決定試試看，她想像自己是大巨人，是袋鼠，是小兔子，是火箭，結果……真的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11 不愛洗澡的里歐遇上鯊魚阿海 姆爾 (Muhl, Iris) 韋伯文化國際 882.5599 4710
里歐不喜歡水，所以他很討厭每個禮拜四，因為這代表洗澡的日子又到了！這次，當里歐心不甘情不願地脫下衣服，沒想到，當他拉開浴簾時，竟然看到一隻鯊

魚！原來，鯊魚先生的視力已經大不如前，明明是想去找他的朋友敘舊，卻跑錯了地方來到里歐的家。里歐和鯊魚先生分享了他怕水的秘密，鯊魚先生因此決定要

陪里歐一起練習游泳，讓他不再害怕水，成為一個勇敢的游泳健將！

12 投出吧,好球! 黃奕禎著 螢火蟲 859.6 4403
學校的風雲人物家賢和布農族轉學生阿昌，在一次扣人心弦的籃球鬥牛之後，成為學校裡出名的死對頭。但是，在後來一連串不打不相識的過程中，他們看到了彼

此的長處，交流了心中最誠摯的情感，成為無話不談、同甘共苦的的好朋友。這兩個生命小勇士，一起面對校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棒球比賽，究竟是否能打入全國決

賽呢？在比賽的最後一刻，王牌投手家賢，把手中的棒球交給阿昌，阿昌是怎麼面對這個挑戰的？他能投出致勝的好球嗎？

13 我們全家都愛球 梅祖菱 大紅文化 859.9 0405
阿丹一家都愛運動，尤其是球類運動。爸爸打棒球、媽媽玩沙灘排球、妹妹踢足球、哥哥打撞球、叔叔和伯伯喜歡刺激的美式足球，阿丹自己最擅長的是籃球。每

個星期日是全家的運動日，大夥兒到運動場，玩自己喜歡的球類運動，有時也大家一起玩個夠。

14 小小的願望 鯨魚媽媽 科寶文化 859.6 2244
六年四班的「小小」，人小心不小，志氣比天高，他最大的願望是長大後可以和林書豪一樣，在籃球場上奔馳，享受眾人的目光，展現精湛的球技。但籃球運動，

對小個子的人，從來就是不公平的，對「小小」當然也不例外，不管小小如何努力，都抵擋不住隊友質疑聲音、懷疑的目光，小小真的只要努力就能像他說的「我

一定會上場！」

15 飆球 李光福 小兵 859.6 4093
《飆球》 球場上，有七個愛打籃球的孩子，他們被稱為「戰國七雄」，是老師眼中的頭痛人物。 其實，他們不壞，只是不愛讀書而已。 幸好，後來出現了一位神

祕的江老師，江老師將他們導引上正規的籃球訓練之路，開啟了他們的另一扇天空，也導正了他們的生活。 只可惜，當他們逐漸步上軌道之時，江老師卻因癌症復

發，英年早逝，留給孩子無盡的傷痛，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喪志，反而更加積極努力，希望能有一天，由他們幫老師實現未完的籃球夢！

16 板凳奇兵 廖炳焜 小魯文化 859.6 0099
一本激勵熱血運動迷的青春校園小說 國中二年級的阿龍，與媽媽、阿力叔和同母異父的小珠過著一家四口的生活；直到阿力叔被裁員後，阿龍被迫送到鄉下未曾謀

面的阿公阿嬤家。在那兒他槓上俠女個性的表姐柯曼芬；結交學校的籃球夥伴哈士奇與猴子；拜師行蹤怪異但球技超人的海盜大叔；忍受沒球技的麥克靠著立委老

爸享特權，奇怪的是遠方的媽媽和阿公都反對阿龍加入籃球隊，似乎和他曾為職籃選手的親生亡父──林英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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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小其實並不小 林芬名 國語日報 ++4442
小小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她有三個熱愛足球的哥哥他們無時無刻不談論著足球的事。小小實在搞不懂足球有什麼好玩的，直到有一天，她意外的

參加了哥哥的足球比賽，從此，她和哥哥一樣，成了超級足球迷。

18 足球冒險王 亞喬 文房文化 859.6 1020
艾克思是一個十歲小孩，他的足球技術非常厲害，從來沒有人比他踢得高、踢得遠、踢得漂亮，所以大家都叫他足球王。

艾克思幻想著自己是顆足球，可以飛到遙遠的地方旅行。雖然不能成為足球，但他想到了一個方法，決定把球踢出去，然後循著球飛出去的方向，開始冒險，直到

找到球為止。他在足球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抖抖腳，扭扭腰，腳一抬，用盡全身的力氣將球踢出去，冒險旅行就此開始。

19 怪傑佐羅力之恐怖足球隊 原裕 天下雜誌 861.59 7138
佐羅力迷上了足球運動，想組成一支靠犯規贏球的足球隊，連建造佐羅力城堡的夢想都拋諸腦後。這時，附近小學的少年足球隊正好練球完畢，佐羅力本來想對他

們的足球動歪腦筋，突然聽到一個更吸引他的話題──「學校的廁所裡有幽靈」！

20 星期天的足球賽 = Soccer on Sunday 奧斯本 (Osborne, Mary Pope) 遠見天下文化 874.59 2745

傑克和安妮必須為魔法師梅林找到第四個偉大的祕密，完成任務後才能再次返回到卡美拉王國！

這一次，神奇樹屋帶著他們穿越時空，來到1970年舉辦世界盃足球賽的墨西哥城。傑克和安妮拿著冠軍決賽的票，要前往阿茲特克體育場找球王比利，只是要前往

阿茲特克體育場的路似乎很複雜，要轉很多次捷運和電車，多虧了新朋友羅柏多的幫忙，傑克和安妮才得以及時趕到足球場，觀看這場盛大的比賽。但是，全場座

位爆滿，而且比賽結束時，傑克和安妮還必須找到比利！他們要如何在十萬名球迷中發現偉大的祕密？他們的任務會成功嗎？偉大的祕密會出現在他們最意想不到

的地方嗎？

21 為什麼國王一家人不戴皇冠 露意絲 (Louise, Martha) 上誼文化 881.4599 1002

你知道嗎？現代挪威的第一任國王是個不折不扣的丹麥人。西元1905年，新上任的國王和王后帶著奧拉夫小王子，從丹麥搭船來到挪威。為了融入當地生活，成為

道地的挪威人，國王和王后派給小奧拉夫一項重要的任務：去調查挪威的獨特傳統。

第一次，小王子和一群挪威小孩堆雪人，玩得不亦樂乎；第二次，小王子學其他小孩坐雪橇，度過開心的一天。令人擔心的是，每當小王子進行任務時，頭上的皇

冠總會發生不好的事。

第三次，國王和王后決定陪著小王子，一起學習每個挪威人都會的運動——滑雪。這一次，國王一家人會遇上什麼事？他們的皇冠究竟到哪兒去了呢？

22 滑雪小兔 魯達 (Rueda, Claudia) 青林國際出版 885.73599 2734

23 輪椅上的網球手 林羽穗 培育文化 859.6 4412

24 我的爸爸是棒球 蕭逸清 國語日報  859.6 4433

一對求子心切的夫妻，聽說向百年才相遇地球一瞬的神奇彗星許願會成真。先生趕緊低頭：希望彗星賜給我們一個健康的孩子，最好他能成為棒球──明星！願望

的最後兩個字尚未脫口，彗星的奇蹟之光就消失了！結果，孩子出生時大家都嚇呆──生出了一顆健康的棒球！熱愛棒球的爸爸，決定為他取名為「好球」。好球

在見識過真正的棒球賽後，也愛上了它，拚命想加入棒球的行列。以好球嬌小的個頭和身形，如何支持棒球、成為球場上的一份子呢？對棒球充滿熱情的好球，如

何實現他名副其實的「棒球人生」！一場充滿夢想的精采好球，正式開打！

25 小火龍棒球隊 哲也 親子天下 859.6 5244
火龍和人類的世紀棒球決鬥，開打──！一顆大如炮彈的棒球，點燃了火龍和人類的百年戰火，世紀棒球決鬥即將開打！不會打棒球的火龍棒球隊能贏得這場比賽

嗎？火龍也會打棒球嗎？沒錯，火龍真的會打棒球！而且人類一聽到火龍棒球隊，就嚇得發抖。

26 陽光下的少年投手 姜蜜 飛寶國際文化 859.6 8032
到了新學校的李維，幸運的成為棒球隊的當家投手，李維希望自己能在全國國小棒球比賽中一舉贏得冠軍。就在棒球隊挺進冠亞軍爭奪賽時，李維終於對上了前一

個小學的好朋友阿傑，興奮地李維心想終於再次和阿傑相遇了，然而隊長卻在這時候告訴李維，為了贏得冠軍，希望李維故意將球擊中阿傑，好讓阿傑提早離場，

面對自己的好朋友，李維能這樣做嗎？可是為了贏得冠軍，李維能違背隊長的意思嗎？陷入兩難的李維又想起了爸爸說的正直，李維會怎麼做呢？

27 獨臂投手 李光福 小魯文化 859.6 4093
雖然林文昌只有一隻正常的左手，但他用他的行動、決心證明給大家看，他也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投手，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同為泰昌國小的獨臂投手搖旗吶喊

吧！

28 天生好手 劉碧玲 九歌 859.6 7211
滿腦除了棒球，還是棒球的陳健，因為課業退步每天都在挨罵中度過，還被媽媽禁止收看棒球賽轉播。雙腳行動不便的弟弟陳亮卻剛好相反，非常喜歡閱讀。

有一次陳健陪弟弟到馬場進行馬術復健，發現負責的領馬員竟然是他崇拜的棒球明星阿興，從此，陪伴弟弟的苦差事，成了生活中最快樂的事。

29 飛翔吧小星星少棒隊 陳三義 九歌 859.6 7518
曾經是叱吒風雲的職棒黃金投手，也是龍龍偶像的爸爸，竟然選擇上山擔任小星星少棒隊教練，這個雜牌軍組成的少棒隊，游擊手的長臂猿手腳老是慢半拍、左撇

子布小破總是看不清球路揮棒落空、接球靈活的胖頭跑步總是氣喘噓噓、對棒球熱情有餘，能力不足的鶴子和阿剛，還有小翔和短蘿蔔，而讓從城市裡來到山上小

學的龍龍最無法接受的是，投手竟然是一個女生海兒，而不是曾經是王牌投手的自己。

30 飛踢吧!男孩 楊瑞泰 文房文化 859.6 4615

怎麼有這麼挫屎的事！原本以為可拿到生平第一場勝投的比賽，竟然被逆轉勝！即將畢業的書民，悲情創下了湖東國小第一位零勝投手的歷史紀錄。

不過，沒關係！自從認識了亦晴，他的人生就從黑白變成彩色了！她甜甜的笑、深深的酒窩似乎給了書民無窮的希望，一顆心就好似被浸在蜜裡的蘋果；他渴望每

天能看著亦晴笑，跟她念同一所國中，永遠守護著她。

可是，世事似乎無法盡如人願，主角生來就是要接受比喜馬拉雅山還要嚴峻的挑戰！為了留住幸運女神，成為配得上亦晴這位黑帶高手的男子漢，書民回顧自己過

去的羞恥紀錄，斷然拋棄了宇宙無敵霹靂瞎的棒球生涯，轉而加入跆拳道隊。只是，當書民踏入練習場時，不禁大驚失色，因為所有隊員腰上繫的都是象徵高手級

的黑帶，只有他的是代表初學者的白帶！

31 揮棒吧!男孩 楊瑞泰 文房文化 859.6 4615
咦？身穿破爛汗衫，頭戴買農藥送的帽子，胸前還掛著超大塊護身符的老頭，竟然是我們的棒球隊教練？

嗄？用被狗追的怪招來練體能、跟球棒說一千次『對不起』來治亂甩棒的毛病……有這種訓練方法？

就這樣，這個神祕老頭在兩個月內把我們這支肉腳隊伍訓練成擁有巨砲、強投、鐵捕的超級勁旅……

32 蝌蚪運動會 阿部夏丸 和融 861.59 7014
一隻尾巴特別短的蝌蚪，游泳（賽跑）總是比別人慢，同學決議要讓他五公尺，他放棄了這種「優待」，堅持要跟大家以相同的規格競賽，雖然他仍然是最後到達

的一位，但是他堅持到底的這種毅力，寫來十分生動，可以激發讀者為維護尊嚴而努力。

33 運動會開始! 木村次代加 九童國際文化 861.599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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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運動會 = Sports day 奈維爾.艾斯特力(Neville Astley) 小熊 873.599 4424
今天是學校的運動會，

佩佩參加了賽跑，弟弟喬治參加了跳遠。

現在，男生和女生對決的拔河比賽正要開始！

35 昆蟲學校運動會 布莉奇 新苗文化 859.6 4044
噹噹噹，昆蟲學校運動會即將開跑，重頭戲兩人三腳也熱鬧登場啦！但是青蛙同學真的很生氣，他覺得自己為什麼一定得跟蟾蜍一組啊？嬌嬌女蝴蝶的大小姐脾氣

，也讓好朋友蜻蜓忍不住翻臉。哎呀，難道三年一班什麼都厲害，偏偏卻註定輸在團體競賽嗎？結局即將揭曉！

36 小公主蘇菲亞夢想與成長讀本. 1, 皇家運動會 美國迪士尼公司 三采文化 874.599 3478 盛大的皇室運動會終於開始了！蘇菲亞想要開心的玩，但是詹姆士一心一意只在乎輸贏。最後他們能夠玩得開心嗎？

37 電子鍋參加運動會 村上詩子 台灣東方 861.59 4201
小朋友可以參加運動會，為什麼每天認真工作的電子鍋就不能參加呢？運動會當天，健一家的電子鍋不煮飯了，因為她想參加運動會。「快一點，運動會要開始了

啦！」電子鍋自己放假，參加運動會！怎麼會這樣呢？到底電子鍋在運動會上表現如何呢？一起來看看「小鍋」在借物比賽、拔河比賽的優異表現唷！

38 我要當運動員 陳夢敏 螢火蟲 859.9 4413
號外！號外！吃飽睡、睡飽吃的小豬，要參加運動會啦！「誰說豬沒辦法當運動員？」小豬貝貝很不服氣。他不管大家的嘲笑，也不管家人的反對，每天努力練

習。運動會就要到了，小豬貝貝真的能戰勝偏見，證明自己的實力嗎？

39 預備 開始! 中愉垣孝 台灣東方 861.599 5494
今天是社區的運動會，大人、小孩都來參加。從最初登場的「短跑競賽」到「蜈蚣競走」，以及困難重重的「障礙賽」、「爬高比賽」、「拔河比賽」、「借物競

賽」、「滾大球競賽」、「騎馬打仗」你知道最後是哪隊獲得勝利嗎？趕緊翻開這本有趣的《預備 開始！》吧！

40 小兔安安跳高高 月亮喵喵 福地 859.4 7066

小兔安安只有一隻腳，跑不快，也跳不高，但他好想像森林裡的其他小動物一樣，在陽光閃耀下的美麗森林自在跳躍。這個月底，乖乖森林和旺旺森林將一起舉辦

運動會，火雞教練已經選好代表乖乖森林的選手，當然，裡面沒有安安的名字。媽媽安慰沮喪的安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如果沒辦法當選手，就做一個稱職

的啦啦隊吧！於是，他帶著精心製作的加油看板，賣力的為每個選手加油。就在這時，跳遠選手袋鼠強強因為意外而無法參賽，火雞教練環顧大家，尋找替代人選

，安安能如願以償，達成參加比賽的美夢嗎？

41 恐怖亨利發財啦 法蘭西斯卡.賽門(Francesca Simon) 小魯文化 874.59 3044
運動會上總是輸，怎麼做才能反敗為勝？

別擔心，亨利統統有辦法！

亨利是行動家，完成你想做但不敢做的夢想。

42 吼吼吼！ 畢多福(Rob Biddulph) 格林文化 873.599 6005
綠綠的森林裡，有個悠久的傳統，每年都會舉辦比賽，選出最棒的熊！冠軍不僅要會抓魚、搖呼拉圈，還要吼得夠大聲才行。棕熊阿福已經是連續三年的冠軍，他

每天都花很多時間訓練，根本沒有空跟朋友一起玩。

沒想到，比賽當天，阿福最自豪的「吼聲」不見了！是誰偷走了？阿福會找回吼聲，並明白人生中除了成為冠軍，還有更重要的事嗎？

43 魔法小翅膀 吉富多美 台灣東方 861.59 4328

四年級的小莓和夏實，從幼稚園薔薇班開始就是好朋友。夏實不論學業或體育，總是樣樣得第一；小莓很有想像力，運動神經卻很差，笨手笨腳。這兩個不同特質

的好朋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一起認識了女巫「水窪小奇神」。但說也奇怪，自從遇到水窪小奇神之後，夏實突然對小莓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有時把小莓

當空氣，對她不理不睬；有時又對小莓冷嘲熱諷，甚至聯合班上其他女生排擠小莓！接下來的運動會大會舞練習和用圓規畫圓，小莓表現都不好，不但影響全班成

績，還差點把同學拖下水，集體被罰！這一連串的事情，讓夏實對小莓愈來愈嚴苛，甚至因擔心小莓會在運動會當天拖累全班而激動落淚。小莓看見夏實哭了，便

保證運動會當天，自己會請假在家……

44 忍者三小豬 柯莉史瓦茲(Corey Rosen Schwartz) 格林文化 874.599 5048 大野狼來了，三隻小豬決定要學功夫防身！豬大哥學合氣道，豬二哥學柔道，豬小妹學空手道，到底他們之中誰能打敗大野狼，解救大家？

45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 米奇巴克 886.81599 5046
在非洲的草原上，有一隻凶惡的獅子，他仗著比其他動物強壯，到處欺負弱小。動物們都受不了獅子的霸凌，但是誰也沒有勇氣阻止他。一隻來自歐洲的小兔子搭

船抵達非洲…誰也沒想到，這隻小不點兔子竟然贏了每一場比賽！不論是比賽吃棉花糖、機智問答、彈跳耐力賽、畫圖或是越野賽跑……真是一隻神奇的兔子！獅

子只好乖乖臣服，答應從此以後不再欺負草原上的動物。

46 天生好腳 黃容 聯經  859.6 4430 一個跆拳道運動員努力向上的故事，同時展現著同儕間的競爭與友誼。

47 拉拉去溜冰 茉莉.艾德爾(Molly Idle) 遠見天下文化 874.599 4421

無字繪本

可愛又帶點頑皮的小女孩拉拉回來了！這次，她帶著溜冰鞋、頭戴毛帽來到了結冰的湖面上。拉拉穿好溜冰鞋，邀請從冰洞中探出頭的企鵝和她一起溜冰。旋轉、

跳躍、滑行，拉拉和企鵝開心的展開優美的雙人花式滑冰，他們溜啊溜、滑啊滑，企鵝忽然跳回冰洞，這讓拉拉有點不高興，其實企鵝是要抓魚送給拉拉，而拉拉

卻不領情把魚丟回湖中，這下企鵝也生氣了，他們之間產生了誤會……拉拉該怎麼和企鵝重新恢復友情，再一起快快樂樂的溜冰呢？

48 拉拉跳芭蕾 茉莉.艾德爾(Molly Idle) 遠見天下文化 874.599 4421

無字繪本

一開始，可愛又帶點頑皮的小女孩拉拉，身穿泳衣、腳穿蛙鞋、頭戴泳帽一腳踏進了水池，她搖搖晃晃、滑稽的模仿紅鶴優雅的舞姿，學習他曼妙的舞步，甚至不

小心跌倒；而紅鶴由原本的略帶敵意，到後來看到難過的拉拉時心生同情，他伸出翅膀，真心的教拉拉跳芭蕾舞。小女孩拉拉與紅鶴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默契與

信任，旋轉、轉身、跳躍，他們滿心歡喜的舞出優美動人的雙人芭蕾舞，也建立起彼此間的友情。

49 波波學溜冰 梁曉勤, 郭玫禎 大好書屋 859.9 7076

今天天氣真好，波波開心極了，媽媽幫他買了一雙溜冰鞋，這可不是一般的溜冰鞋喔，它還能叮叮噹的唱歌呢！嘿嘿，波波準備大展身手囉。但是，沒想到和預期

的完全不一樣，波波不但學不會溜冰，他差點兒就摔跤了，而且溜冰鞋也不會唱歌。他慢慢的溜、一小步一小步溜，真奇怪，溜冰鞋就是不唱歌。於是他既難過又

沮喪的停了下來，完全不想再練習了。這時候，朋友莎莎出現了。看到波波的狀況，莎莎溫柔的鼓勵波波，還教他溜冰的祕訣。差點半途而廢的波波，這下子能學

會溜冰嗎？

50 小蟲蟲的金牌夢 朵兒佛瑞曼(Tor Freeman) 三之三文化 873.599 2526
蟲蟲運動大賽的日子到了，小蟲安安卯足勁兒地的認真練習，希望能為自己贏得一面金牌。他抬腿、伸展、伏地挺身的不停練習著，比賽項目一項項的過去，蚱蜢

跳得比較遠，水黽滑水滑得比較快，舉重也贏不過獨角仙，就連比大聲都比不過蟬......總是有比自己厲害的蟲蟲贏走了金牌，安安既沮喪又失望，他能達成夢想，為

自己的人生贏得第一面金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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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功夫 湯姆牛 信誼基金 859.9 3642
月黑風高，土匪頭刀疤率眾來襲，在慌亂中，有一個神祕大俠救走了三個小孩，並把他們帶回山上的家。這三個哭哭啼啼的跟屁蟲，整天吵著：「師父，師父，您

什麼時候教我們功夫呢？」……可是，他也只是分配不同的日常工作讓他們做。十年後……土匪頭刀疤帶著盜匪們來到了神祕大俠的住處。這三個小孩要怎麼靠著

自己的能力和智慧退卻敵人呢？

52 動物奧運會 文鍾勳 小魯文化 862.599 0082

動物們要參加人類舉辦的奧運會？！

各有專長的動物們會怎麼選出選手？

人類該怎麼為他們準備選手村？

比賽過程中又會發生哪些趣事呢？

最後他們會贏得各項比賽嗎？

一場前所未有、跨越種族的競賽就此展開！

53 星期天的體育館 村上詩子 遠見天下文化 861.59 4201

星期天的體育館熱鬧滾滾，體育器材和掃除用具正在玩躲避球。

羽毛球抱怨抹布不想比賽，害他們輸球了。

可是抹布既不喜歡運動，也不喜歡比賽，

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使他打起精神來呢？

體育館的夥伴們一起動動腦吧

54 芭比：我可以成為體操選手
 朱莉亞．孔蒂、艾蜜莉．凱莉/原案,

蘇珊．瑪蓮蔻/作
狗狗 無館藏

芭比和她的朋友們都是體操隊的成員。這天，她被教練指定為全國體操錦標賽的參賽選手之一！在興奮之餘，芭比很清楚比賽的競爭非常激烈，她必須不斷練習，

配合教練和朋友們的幫助，才能順利贏得比賽。

魔鬼訓練才正要開始！芭比能不能贏得好成績呢？

55 芭比：我可以成為武術高手
 朱莉亞．孔蒂、艾蜜莉．凱莉/原案,

蘇珊．瑪蓮蔻/作
狗狗 無館藏

武術的種類和技巧非常多，芭比和斯佩決定一起報名武術課程。學習武術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同時鍛鍊身心，因此，芭比決定讓害怕獨自入睡的小凱莉一起來參

加。

在演練武術的過程中，她們能體會到哪些樂趣？得到什麼的成果呢？小凱莉能變得更有自信嗎？

56 芭比：我可以成為網球選手
 朱莉亞．孔蒂、艾蜜莉．凱莉/原案,

蘇珊．瑪蓮蔻/作
狗狗 無館藏

斯佩報名了一個慈善網球比賽，她希望芭比能跟她一起參加！在這個比賽中獲勝的隊伍可以將獎金捐給指定的慈善機構，芭比希望將獎金捐給她擔任志工的動物之

家，好讓他們擴建場地，收留更多流浪動物。

然而網球雙打考驗的是兩人的默契，芭比從來沒有試過雙打，現在由經驗豐富的斯佩帶領，進行頻繁的練習。

她們能不能順利贏得獎金呢？

57 芭比：我可以成為潛水員 阿瑪莉雅．詹尼克 狗狗 無館藏

身為演員的芭比，來到美麗的加勒比海拍攝電影，她卻面臨了一項大挑戰──必須學會潛水，電影才能完成拍攝。芭比雖然很喜歡海洋生物，但她對潛水有些害

怕。在朋友們的鼓勵與陪伴下，芭比決定鼓起勇氣嘗試。

於是芭比和朋友們一起上潛水課、穿上潛水裝備，然後「啪！」的一聲跳入水中。這時，泰瑞莎發覺芭比的動作有點奇怪……她遇到了什麼意外嗎？芭比能不能學

會潛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