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4-Love You 「兔」及前「兔」無量—兔主題繪本及成人適讀館藏清單
新項次 原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出版年 索書號

兒1 245 酷狗寶貝之魔兔詛咒 : 格林.達金作 ; 余欲弟譯. 青林國際, 2005[民94]. C 987.88 3480

兒2 34 快樂小兔. 張放之編繪. 博海文化, 2019[民108]. C 947.41 1103-2 v.1

兒3 330
鋸齒耳小綿尾兔 :

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 林俊義,邱守
榕譯.

彙豪, 1996[民85]. C 947.41 1051 v.2

兒4 275 兔子山 /
羅伯特.勞森原著 ; 區國
強譯寫 ; 馮毓嵩繪圖.

臺灣東方, 2003[民92]. C 889 4698 v.119

兒5 77
滑雪小兔 /

克勞蒂亞.路耶達
(Claudia Rueda)文圖 ;

黃筱茵譯.

青林國際, 2016[民105]. C 885.7359 3443

兒6 85

魔術師與兔子毛毛 /

帕傑特(Gabrielle

Paquette)文 ; 千伯特
(Sebastien Chebret)圖
; 魏蘭懿譯.

韋伯文化國
際,

2015[民104]. C 885.359 4622

兒7 12

752隻兔子 /

弗杭索瓦.布雷(Franç

ois Blais)文 ; 薇樂希.柏
瓦凡(Valérie Boivin)圖 ;

尉遲秀譯.

親子天下, 2021[民110]. C 885.359 4010

兒8 136

貝拉和邦妮兔 /

安德魯拉森(Andrew

Larsen)著 ; 凱特安得
(Kate Endle)繪 ; 賴青萍
譯.

神燈, 2011[民100]. C 885.359 3928 v.2

兒9 285
泰迪熊和兔子 /

Gerlinde Wiencirz著 ;

Giuliano Lunelli繪圖 ;

周正滄譯.

小牛津國際文
化,

2002[民91]. C 882.559 7713

兒10 87
當狐狸向兔子道晚安 /

莎樂爾(Kathrin

Scharer)圖文 ; 劉孟穎
譯.

韋伯文化國
際,

2015[民104]. C 882.559 4421

兒11 61
勇敢兔子,膽小狼! /

雅德維加.科瓦斯卡
(Jadwiga Kowalska)圖
文 ; 張孟珣譯.

韋伯文化國
際,

2017[民106]. C 882.559 2142

兒12 156

小鼴鼠妙妙和兔寶寶 /

漢娜.杜斯克挈洛娃
(Hana Doskocilova)作 ;

茲特尼克.米勒爾
(Zdenek Miller)繪圖 ;

林蒔慧翻譯.

青林國際, 2010[民99].
C 882.459 9774 2010

v.3:1

兒13 35

不要羨慕別人,其實你
很棒! :

Bonnie Grubman著 ;

Carolien Westermann

繪 ; 童夢館編輯部譯.

双美生活文
創,

2019[民108]. C 881.759 4246

兒14 63
奇奇的生日派對 /

G. V. 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 ; 蘇
家慧譯.

双美生活文
創,

2017[民106]. C 881.759 2141 v.4

兒15 66
奇奇認識很多朋友 /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 ; 蘇家慧
譯.

双美生活文
創,

2017[民106]. C 881.759 2141 v.3

兒16 71
奇奇和妮妮 :

G.V.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 ; 蘇家慧
譯.

双美生活文
創,

2016[民105]. C 881.759 2141 v.2

兒17 72
勇敢的奇奇 :

G. V. 傑納頓(Guido

van Genechten)作 ; 蘇
家慧譯.

双美生活文
創,

2016[民105]. C 881.759 2141 v.1

兒18 158 米飛和塌耳兔 /
迪布納(Dick Bruna)文.

圖 ; 林真美策劃翻譯.
天下雜誌, 2010[民99]. C 881.659 9124 v.3

兒19 29 麥麥要找兔寶寶 /
珊.洛門(Sam Loman)文
圖 ; 吳愉萱譯.

采實文化, 2020[民109]. C 881.659 3777

兒20 82

好想睡覺的小兔子 /

卡爾-約翰.佛森.厄林
(Carl-Johan Forssen

Ehrlin)著 ; 艾莉娜.茂紐
恩(Irina Maununen)繪 ;

幸佳慧譯.

如何, 2016[民105]. C 881.359 7144



兒21 325

小野兔拉比 /

Berenice Capatti原著 ;

喬凡娜.奧色拉美
(Giovanna Osellame)

繪圖 ; 郭希改寫.

錦繡, 1997[民86]. C 877.59 0740 v.26

兒22 231
龜兔賽跑,然後呢? /

Agnes Bardon著 ;

Cassandre Montoriol圖
; C.莫譯.

三采文化, 2006[民95]. C 876.59 7712

兒23 268 小兔子奧布拉 / 艾姿碧塔著 ; 徐素霞譯. 玉山社, 2004[民93]. C 876.59 4314

兒24 110
說話要算話 /

史蒂芬妮.布雷克
(Stephanie Blake)文.圖
; 楊雯珺譯.

遠流, 2014[民103]. C 876.59 4044-3 v.3

兒25 108
我是超人兔 /

史蒂芬妮.布雷克
(Stephanie Blake)文.圖
; 楊雯珺譯.

遠流, 2014[民103]. C 876.59 4044-3 v.2

兒26 109
誰是便便噗~ /

史蒂芬妮.布雷克
(Stephanie Blake)文.圖
; 楊雯珺譯.

遠流, 2014[民103]. C 876.59 4044-3 v.1

兒27 338 小兔子找表哥 / Chottin, Ariane. 東方出版社 民國82. C 876.59 0322 v.4

兒28 229
兔子努利,你的牙齒為
什麼卡在紅蘿蔔裡? /

馬蒂亞斯.索德克文.圖 ;

賴雅靜譯.

阿布拉教育文
化,

2006[民95]. C 875.59 4024 v.2

兒29 280 兔子坡 /
Robert Lawson著 ; 陳
詩紘譯.

新苗文化, 2003[民92]. C 874.59 9940

兒30 336

小黑兔沙得拉 /

邁德特. 狄楊(Meindert

Dejong) 原作 ; 莫里斯.

桑達克(Maurice

Sendak)插畫 ; 賈惠文
翻譯.

智茂, 1994[民83]. C 874.59 8622 v.18

兒31 3

鴨子?兔子? /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
(Amy Krouse

Rosenthal)作 ; 湯姆.利
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繪 ; 楊郁慧
譯.

遠流, 2022[民111]. C 874.59 6041 2022

兒32 75

鴨子?兔子? /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
(Amy Krouse

Rosenthal)作 ; 湯姆.利
希騰赫德(Tom

Lichtenheld)繪 ; 楊郁慧
譯.

遠流, 2016[民105]. C 874.59 6041

兒33 266 兔子蛋糕 /
露絲瑪麗.威爾斯文.圖 ;

張淑瓊譯.
上誼文化, 民93. C 874.59 5314

兒34 267 兔子錢 /
露絲瑪麗.威爾斯文.圖 ;

張淑瓊譯.
上誼文化, 民93. C 874.59 5314

兒35 30
兔子的婚禮 /

哥斯.威廉士(Garth

Williams)文.圖 ; 馮季眉
譯.

字畝文化, 2020[民109]. C 874.59 5304

兒36 250
絨毛兔 /

瑪格莉.威廉斯(Margery

Williams)作 ; 恩佐繪 ;

劉清彥譯.

晨星, 2005[民94]. C 874.59 5304

兒37 197

兔子和松鼠的戰爭 /

卡拉.拉羅(Kara

LaReau), 史考特.麥肯
(Scott Magoon)著 ; 丁
凡譯.

三之三文化, 2008[民97]. C 874.59 5060

兒38 238

龜兔大賽 /

雪莉.哥頓.葛拉瑟
(Shirley Girton Glaser)

文 ; 米爾頓.葛拉瑟
(Milton Glaser)圖 ; 王慧
雲譯.

天下雜誌, 民95. C 874.59 4451

兒39 56

公主出任務.

珊寧.海爾(Shannon

Hale), 迪恩.海爾(Dean

Hale)文 ; 范雷韻
(LeUyen Pham)圖 ; 黃
筱茵譯.

字畝文化, 2017[民106]. C 874.59 4410 v.3

兒40 262
小兔子整天都在做什
麼? /

朱蒂.麥絲川傑羅文.圖 ;

黃迺毓譯.
上誼文化, 2004[民93]. C 874.59 4222



兒41 8 一起來做兔子吧 /
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文.圖 ; 葉嘉青譯.
步步, 2021[民110]. C 874.59 4027

兒42 76
小白兔,跳啊跳 /

凱文.漢克斯(Kevin

Henkes)文.圖 ; 李紫蓉
譯.

維京國際, 2016[民105]. C 874.59 3444

兒43 91

兔子先生和可愛的禮
物 /

夏綠蒂佐羅托(Charlotte

Zolotow)文 ; 莫里斯桑
達克(Maurice Sendak)

圖 ; 賴羽青譯.

格林文化, 2015[民104]. C 874.59 2465

兒44 122 復活節兔與彩蛋戰士 /
威廉.喬伊斯(William

Joyce)著.繪 ; 黃瑋琳譯.
聯經, 2012[民101]. C 874.59 2044 v.2

兒45 324

逃家小兔 /

瑪格麗特.懷茲.布朗
(Margaret Wise Brown)

文 ; 克雷門.郝德
(Clement Hurd)圖 ; 黃
迺毓譯.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997 C 874.59 1412

兒46 370 傅家小兔們的故事 / 夏祖麗. 純文學出版社 民國67. C 873.598 3424 v.17

兒47 368 一隻壞小兔的故事 / 林海音. 純文學出版社 民國67. C 873.598 3424 v.13

兒48 369 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 林海音. 純文學出版社 民國67. C 873.598 3424 v.12

兒49 371 小兔彼得的故事 / 曾子. 純文學出版社 民國66. C 873.598 3424 v.1

兒50 316
三小貓和母鴨潔瑪的
故事 /

波特原著 ; 何凡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9

兒51 317 格洛斯特的裁縫 / 波特原著 ; 林良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7

兒52 320 刺蝟溫迪琪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林海音編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6

兒53 314 青蛙吉先生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夏祖麗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5

兒54 315 貓布丁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何凡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3

兒55 321 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林海音編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2

兒56 313 小兔彼得的贈禮 : 林朱綺編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13

兒57 319 小豬柏郎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林海音編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1997[民86]. C 873.59 9222 v.12

兒58 318 母鴨潔瑪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林海音編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10

兒59 322 小兔彼得的故事 / 波特原著 ; 林海音編譯.
青林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民86. C 873.59 9222 v.1

兒60 101
刺蝟溫迪琪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 林海音翻
譯.

青林國際, 2014[民103].
C 873.59 9222 2014

v.6

兒61 138
小兔彼得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 林海音翻
譯.

青林國際, 2011[民100].
C 873.59 9222 2011

v.1

兒62 139
小葉的外星兔 /

狄克.金史密斯(Dick

King-Smith)著 ; 游峻軒
插圖 ; 沈芳戎譯.

晨星, 2011[民100]. C 873.59 8534 v.6

兒63 273 遇見小兔彼得 :
卡蜜拉.赫利南(Camilla

Hallinan)著 ; 蔡正雄譯.
青林國際, 2003[民92]. C 873.59 4424

兒64 79

小兔子送錯蛋 /

提摩西.奈普曼(Timothy

Knapman)作 ; 大衛.沃
克(David Walker)插畫 ;

李紫蓉譯.

遠見天下文
化,

2016[民105]. C 873.59 4086

兒65 103
小兔子拉里拉耷 /

海倫.庫柏(Helen

Cooper)文圖 ; 柯倩華
翻譯.

青林國際, 2014[民103]. C 873.59 4046

兒66 80

通緝!偷書賊兔子洛菲
/

愛蜜莉.麥肯錫(Emily

MacKenzie)文.圖 ; 黃筱
茵譯.

阿布拉教育文
化,

2016[民105]. C 873.59 4024

兒67 228 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 林
海音翻譯.

青林國際, 2007[民96]. C 873.59 3424 v.3

兒68 213 三小貓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著 ; 何凡譯.
青林國際, 2007[民96]. C 873.59 3424 v.11



兒69 133
小豬柏郎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 林海音翻
譯.

青林國際, 2011[民100]. C 873.59 3424 v.1

兒70 225 小兔彼得的故事 /
碧雅翠絲.波特原著 ; 林
海音翻譯.

青林國際, 2007[民96]. C 873.59 3424 v.1

兒71 81
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 :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原著 ; 林海音等
翻譯.

青林國際, 2016[民105]. C 873.59 3424

兒72 165

挖開兔子洞 :

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原著 ; 約翰.田尼
爾(John Tenniel)原插圖
; 張華譯注.

遠流, 2010[民99]. C 873.59 2737

兒73 129
兔子偷天火 /

喬安娜.特洛頓(Joanna

Troughton)文.圖 ; 張劍
鳴譯.

阿爾發國際文
化,

2011[民100]. C 873.59 2435

兒74 186 歡樂動物園 /
Derek Matthews著 ; 賴
雅靜譯.

上人文化, 2009[民98]. C 873.59 0722 v.5

兒75 10
愛說不要的小兔子 /

瑪佑克.亨瑞克斯
(Marjoke Henrichs)文.

圖 ; 柯倩華譯.

水滴文化, 2021[民110]. C 873.59 0144

兒76 255 春天,小兔來! /
喬依絲.唐巴文 ; 蘇珊.巴
蕾圖 ; 丁凡譯.

遠流, 2005[民94]. C 873.59 0053

兒77 23 塑膠袋小兔的冒險 : suyu圖.文. 飛柏創意, 2020[民109]. C 863.59 9545

兒78 11 想念兔小妹 / 王元容作 ; 黃淑華繪.
遠見天下文
化,

2021[民110]. C 863.59 1013

兒79 28
愛擔心的大兔子和勇
敢的小兔子 /

李兀琳文圖 ; 賴毓棻譯. 采實文化, 2020[民109]. C 862.59 4011

兒80 26 野兔甜點師傅的祕密 /
小手鞠琉衣作 ; 土田義
晴繪 ; 陳瀅如譯.

臺灣東方, 2020[民109]. C 861.59 9241

兒81 40
小兔兒好想要一個聖
誕禮物 /

矢崎節夫文 ; 黑井健繪 ;

思謐嘉譯.
日月文化, 2018[民107]. C 861.59 8285

兒82 20 好想飛的兔老大 /
Q-rais(キューライス)著
; 許婷婷譯.

小麥田, 2021[民110]. C 861.59 6704

兒83 169
天鵝絨兔子 /

瑪格利.威廉斯.比安可
原著 ; 酒井駒子文.圖 ;

陳珊珊譯.

上誼文化, 2010[民99]. C 861.59 6061

兒84 45 害羞的小白兔 / 田島香文.繪 ; 思謐嘉譯. 日月文化, 2018[民107]. C 861.59 6022

兒85 200 小鱷魚史瓦尼
中川宏貴文 ; 阿部弘士
圖 ; 游珮芸策劃翻譯.

遠流, 2008[民97]. C 861.59 5235 v.2

兒86 7
歡迎光臨小兔子咖啡
館 /

松尾里佳子文.圖 ; 蘇懿
禎譯.

小熊, 2021[民110]. C 861.59 4762

兒87 116 小兔找朋友 /
木村裕一文 ; 福澤由美
子圖 ; 王蘊潔譯.

天下雜誌, 2013[民102]. C 861.59 4431-3 v.4

兒88 202 大野狼肚子餓日記
木村裕一著 ; 山下ケン
ジ圖 ; 黃雅妮譯.

三采文化, 2008[民97]. C 861.59 4431-2 v.4

兒89 203 大野狼肚子餓日記
木村裕一著 ; 山下ケン
ジ圖 ; 黃雅妮譯.

三采文化, 2008[民97]. C 861.59 4431-2 v.3

兒90 205 大野狼肚子餓日記
木村裕一著 ; 山下ケン
ジ圖 ; 黃雅妮譯.

三采文化, 2008[民97]. C 861.59 4431-2 v.2

兒91 204 大野狼肚子餓日記
木村裕一著 ; 山下ケン
ジ圖 ; 黃雅妮譯.

三采文化, 2008[民97]. C 861.59 4431-2 v.1

兒92 89 兔子的生日宴會 /
木村裕一文 ; 黑井健圖 ;

蘇懿禎譯.
青林國際, 2015[民104]. C 861.59 4431

兒93 233 討厭紅蘿蔔的兔子 /
垣內磯子文 ; 松成真理
子圖 ; 徐月珠譯.

三采文化, 2006[民95]. C 861.59 4411

兒94 248 小兔子的鋸齒耳兔 /
寮美千子文 ; 金尾惠子
圖 ; 湯心怡譯.

大穎文化, 民94. C 861.59 3821

兒95 92 小兔子學孵蛋 / 岩村和朗文.圖 ; 米雅譯.
遠見天下文
化,

2015[民104]. C 861.59 2423

兒96 93 小兔子和牛阿姨 / 岩村和朗文.圖 ; 米雅譯.
遠見天下文
化,

2015[民104]. C 861.59 2423

兒97 94 小兔子去草原 / 岩村和朗文.圖 ; 米雅譯.
遠見天下文
化,

2015[民104]. C 861.59 2423

兒98 295 兔子小白的禮物樹 /
佐佐木田鶴文 ; 三好碩
也圖 ; 鄭明進譯.

上誼文化實業
有限公司

2000[民89]. C 861.59 2246

兒99 54 月球旅行指南 :
縣秀彥監修 ; 服部美法
繪圖 ; 林劭貞翻譯.

小熊, 2018[民107]. C 861.59 2220

兒100 234 不要朋友的長耳兔 /
鬼頭浩惠文.圖 ; 亞妡翻
譯.

三之三文化, 民95. C 861.59 2135



兒101 363 兔子先生去散步 / 五味太郎.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987 C 861.59 1643 c.2

兒102 356 農夫和兔子 / 馬景賢 ; 吳毓琦. 理科出版社 民國78. C 859.908 1282 v.13

兒103 296 兔小弟遊臺灣 / 林良文 ; 仉桂芳圖. 國語日報社 2000[民89]. C 859.8 4430

兒104 51 兔子阿姨露營記 / 陳素宜文 ; 顏銘儀圖. 幼獅, 2018[民107]. C 859.7 7553

兒105 57 兔子阿姨的春花秋葉 /
陳素宜文 ; Yating Hung

圖.
幼獅, 2017[民106]. C 859.7 7553

兒106 311
農夫和兔子.井裡的青
蛙 /

馬景賢文 ; 吳毓琦圖. 理科出版社 民國87. C 859.608 8225 v.15

兒107 327 再見！小兔子 /
約克史坦納原著 ; 約克
米勒繪圖 ; 薇薇夫人譯.

格林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民85. C 859.608 6732 v.4

兒108 355 早安!兔寶寶 / 隆發編譯部. 新寶圖書公司 民國79. C 859.608 2865 v.4

兒109 357

兔爺爺變魔術 /

史蒂文.卡格羅夫
(Cosgrove, Stephen) ;

羅萍.詹姆斯(James,

Robin).

鹿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989 C 859.608 2364 v.37

兒110 310 羅伯兔 /
Hiawyn Oram撰文 ;

Yan Nascimbene繪圖.
理科出版社 民87. C 859.608 0728 v.8

兒111 312 羅伯兔和海盜 /
Hiawym Oram撰文 ;

Yan Nascimbene繪圖.
理科出版社 民86. C 859.608 0728 v.4

兒112 252 毛毛兔變禿禿兔 / 可白文 ; 徐建國圖. 小兵, 2005[民94]. C 859.6 9974 v.3

兒113 253 鴨腳毛毛兔 / 可白文 ; 徐建國圖. 小兵, 2005[民94]. C 859.6 9974 v.10

兒114 241 小兔沙比立大功 / 陳肇宜文 ; 達姆圖. 小兵, 2006[民95]. C 859.6 9079 v.1

兒115 333 馴兔記 / 鄭淵潔. 故鄉出版社 民國84. C 859.6 8733 v.2

兒116 130 兔子的試探 : 林奇梅著. 新銳文創, 2011[民100]. C 859.6 8000 v.5

兒117 290 中國兔子德國草 / 周銳著 ; 季青圖. 民生報, 2001[民90]. C 859.6 7788

兒118 42
兔子洞探案 /

黃健琪, 劉子韻, 方秋雅
文 ; 陳麗雲編審 ; 陳志
鴻繪.

康軒文教, 2018[民107]. C 859.6 7511 v.3

兒119 332 小野兔丁丁 /
Marcus Pfister文字.插
畫 ; 劉恩惠翻譯.

鹿橋文化, 1996[民85]. C 859.6 7265 v.3c.2

兒120 191
聰明的兔子 :

黃淑慧, 詹琇玲, 潘慧芬
故事 ; 羅門藝術中心繪
圖.

人類智庫, 2009[民98]. C 859.6 6291-2 v.2

兒121 227 聰明的兔子 /
黃淑慧,詹琇玲,潘慧芬
故事 ; 羅門藝術中心繪

跨世紀文化, 2006[民95]. C 859.6 6291 v.2

兒122 298 小白兔尋師記 / 林瑞景作.
百盛文化出版
公司

2000[民89]. C 859.6 5980 v.9

兒123 73 兔子兔子紅眼睛 / 王文華文 ; 陳志鴻圖. 康軒文教, 2016[民105]. C 859.6 4533 v.26

兒124 174 Bitbit,我的兔子朋友 = 蔡穎卿文 ; 翁書旂圖. 時報文化, 2009[民98]. C 859.6 4427

兒125 62 雪兔的孩子 / 范先慧文 ; 周一清圖. 信誼基金, 2017[民106]. C 859.6 4425 2017

兒126 115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 達文茜文 ; 唐唐圖. 天下雜誌, 2013[民102]. C 859.6 3404

兒127 135 短耳兔考0分 / 達文茜文 ; 唐唐圖. 天下雜誌, 2011[民100]. C 859.6 3404

兒128 334 誰在兔子的房子裡? /
阿德瑪(Aardema,

Verna).

臺灣英文雜誌
社

民國84. C 859.6 2446 v.87

兒129 340 兔子偷天火 / 喬安娜.特洛頓 ; 張劍鳴.
臺灣英文雜誌
社

民國82. C 859.6 2446 v.57

兒130 157 開滿鮮花的兔兒坡 : 顧鷹文 ; 馬小得圖.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C 859.6 2407 v.6

兒131 258 小灰兔找朋友 :
湯素蘭著 ; 錢繼傳,錢錫
青圖.

京中玉國際, 2004[民93]. C 859.6 2244 v.3

兒132 126 動物狂想曲. 張友漁文 ; 陳盈帆圖. 天下雜誌, 2012[民101]. C 859.6 2204-2 v.8

兒133 150 小兔安安跳高高 / 月亮喵喵作 ; 黃正龍繪. 福地, 2010[民99]. C 859.6 2204 v.7

兒134 127 兔子爺爺愛生氣 /
徐瑞蓮作 ; Monroe Lee

繪.
福地, 2012[民101]. C 859.6 2204 v.18

兒135 221 小丑.兔子.魔術師 / 林秀穗文 ; 廖健宏圖. 信誼基金, 2007[民96]. C 859.6 2027 v.18:3

兒136 118 小兔子的奇怪阿嬤 / 信子文.圖. 聯經, 2013[民102]. C 859.6 2017 v.1

兒137 1 兔媽媽搬家 /
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
委員會.

臺灣省教育會 C 859.6 1445

兒138 21 動物狂想曲圖像小說.
張友漁文 ; 貓魚(蔣孟
芸)圖.

小光點, 2021[民110]. C 859.6 1143-3 v.1



兒139 47 森林裡的怪咖 / 張友漁文 ; 蔡嘉驊圖. 遠流, 2018[民107]. C 859.6 1143-2 v.4

兒140 48 送給大海的讚美 / 張友漁文 ; 吳孟芸圖. 遠流, 2018[民107]. C 859.6 1143-2 v.3

兒141 49
有了三隻怪獸,然後
呢? /

張友漁文.圖. 遠流, 2018[民107]. C 859.6 1143-2 v.2

兒142 50 吃胡蘿蔔的七種方法 / 張友漁文 ; 薛慧瑩圖. 遠流, 2018[民107]. C 859.6 1143-2 v.1

兒143 270 雪兔不見了 = 王蘭, 張哲銘作. 糖菓樹, 2003[民92]. C 859.6 1044-2 v.2

兒144 328 雪兔不見了 : 王蘭,張哲銘作.
童畫藝術國際
文化事業公司

1996 C 859.6 1044 v.2

兒145 44 我的玉兔店長 / 許芳慈文 ; 蔡兆倫圖. 小兵, 2018[民107]. C 859.6 0848 v.1

兒146 302 新十二生肖故事集 徐建國圖 ; 張友漁著. 文經社 1999[民88]. C 859.6 0270 v.53

兒147 27 龜兔賽跑第二回 :
鄭雯娟文 ; 顏銘儀, 楊雅
涵, 丁冬香圖.

康軒文教, 2020[民109]. C 859.6 0198 v.4

兒148 208 小兔阿歪,異想天開 / 康逸藍著.
秀威資訊科
技,

2008[民97]. C 859.6 0034 v.4

兒149 364 狐狸與白兔 / 著者不詳. 眾文圖書公司 民國75. C 859.408 4600 v.14

兒150 350 兔子和狐狸 / 哈利斯 ; 楊玉雪. 光復書局 民國80. C 859.408 4246 v.50

兒151 349 銀兔 / 葛查諾 ; 林淑玟. 光復書局 民國80.
C 859.408 4246

v.106

兒152 342 迷你兔找朋友 / 洪淑美.
華一書局有限
公司

民國82. C 859.408 4192 v.32

兒153 348 大嘴巴的長耳兔 / 不著撰人. 正揚文化公司 民國80. C 859.408 2274 v.5

兒154 297 兔子比一比 / 賴曉珍著 ; 季青圖. 民生報社 2000[民89]. C 859.408 0097 v.28

兒155 341 白兔姑娘 / 侯維玲 ; 葉慧君.
遠流出版事業
公司

民國82. C 859.408 0056 v.16

兒156 339 小白兔和他的敵人 / 喬埃爾.錢得萊.哈里斯.
天衛文化圖書
公司

民國82. C 859.4 9700 v.2

兒157 55
媽媽,我可以養兔子
嗎? /

廖曉君作 ; Lyneette Lin

繪.
康軒文教, 2017[民106]. C 859.4 9052 v.18

兒158 160 比比兔 /
余慕潔文.構圖 ; 李玲瑩
繪圖.

阿布拉教育文
化,

2010[民99]. C 859.4 8043

兒159 166 小白兔的聚寶盆 / 余治瑩文; 鄔斯琪圖. 喬福圖書, 2010[民99]. C 859.4 8039 v.1

兒160 74
好兔子班吉奇遇記 =

戴薇著 ; 譚俊德譯 ;

Tulip Game U.S.A. Inc.

繪.

青橄欖, 2016[民105]. C 859.4 4344-2 v.3

兒161 90 雪兔不見了 = 王蘭, 張哲銘著.
泛亞國際文
化,

2015[民104]. C 859.4 4205 v.3

兒162 243 短耳兔 / 達文茜作 ; 唐唐繪. 天下雜誌, 2006[民95]. C 859.4 3404

兒163 211 学说狼话的兔子 / 张秋生著 ; 刘勇插图. 海燕出版社, 2007 C 859.4 3041 v.4

兒164 335 小乖熊的兔兒爺 / 潘人木.
信誼基金出版
社

民國83. C 859.4 2800 v.8

兒165 373 年兔子 / 朱傳譽. 正中書局 民國48. C 859.4 2527

兒166 372 小白兔 / 朱任安. 旋風出版社 民國49. C 859.4 2523 c.2

兒167 162 小兔子的願望 :
張秋生原著 ; 李美華改
編 ; 陳珮瑋圖.

巧育文化, 2010[民99]. C 859.4 2385 v.4

兒168 215 兔子的胡蘿蔔 / 王一梅作 ; 卜佳媚繪圖.
明天國際圖
書,

民96. C 859.4 2131 v.4

兒169 67 兔子先生的導盲龜 / 張英珉文 ; 沈健詩圖.
新北市政府文
化局,

2017[民106]. C 859.4 1141

兒170 244 十隻兔子逛夜市 / 兔子波西文 ; 陳維霖圖. 愛智, 2005[民94]. C 859.4 1131

兒171 300 兔子先生去散步 / 五味太郎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
社

2000[民89]. C 859.4 1083 v.26

兒172 303 小兔子吹樹笛 /
溫水千穗文 ; 津田櫓冬
圖 ; 游珮芸譯.

信誼基金出版
社

1999[民88]. C 859.4 1083 v.13

兒173 2 兔子皮皮的歷險 /
李文英作 ; 蔡景文, 陳和
凱繪.

Pan Asia

Culture,
2022[民111]. C 859.4 0942 v.19

兒174 239 兔奶奶的麵包屋 / 郭玫禎文 ; 陳佩娟圖. 三采文化, 2006[民95]. C 859.4 0713 v.3

兒175 31 偷蛋龍. 唐唐文.圖.
遠見天下文
化,

2020[民109]. C 859.4 0000 v.3

兒176 32 偷蛋龍. 唐唐文.圖.
遠見天下文
化,

2020[民109]. C 859.4 0000 v.2

兒177 362

兔子的短尾巴,狐猴兔
馬的故事 /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 編輯
委員會.

華一書局有限
公司編輯委員
會

民國77. C 859.3 4157 v.73

兒178 293 風信子山的兔子 /
提姆.普瑞斯頓文 ; 羅娜.

哈賽圖 ; 賴雅靜譯.
上人文化, 2000[民89]. C 815.96 9334 v.6



兒179 281
小兔沙得拉 /

門得特.德瓊(Meindert

Dejong)著 ; 錢志龍,于
卉譯.

河北少年兒童
出版社,

2002 C 815.96 6734 v.29

兒180 232 大醜怪與小石兔 /
克里斯.沃梅爾(Chris

Wormell)著 ; 林佩熒譯.
遠流, 2006[民95]. C 815.94 9712 v.1

兒181 309 小小兔與狐狸 /
Gerda Wagener文 ;

Marie-Jose Sacre圖.

小牛津國際文
化公司

1998 C 815.94 9346 v.5c.2

兒182 111 兔子怕怕 /
松橋利光攝影.文字 ; 木
場葉子繪圖 ; 張東君譯.

小魯文化, 2014[民103]. C 815.94 9280 v.24

兒183 141
我的朋友,兔子 /

艾瑞克.羅曼(Eric

Rohmann)文.圖 ; 鄧詠
淨譯.

小魯文化, 2011[民100]. C 815.94 9246 v.6

兒184 124

棉花糖兔子 /

克萊兒.特雷.紐伯瑞
(Clare Turlay

Newberry)文.圖 ; 黃筱
茵譯.

小魯文化, 2012[民101]. C 815.94 9246 v.15

兒185 194

狐狸與兔子 /

尤里.諾勒斯堅(Yury

Norshteyn)著 ; 佛蘭西
斯卡.亞部索娃
(Francheska

Yarbusova)圖 ; 兒島宏
子俄譯日 ; 鄭明進日譯
中.

小魯文化, 2009[民98]. C 815.94 9227 v.1

兒186 263 龜兔賽跑 /
卡洛琳.瑞許文 ; 艾利森.

傑伊圖 ; 吳孟皎.
小魯文化, 2004[民93]. C 815.94 9225 v.22

兒187 242 小野兔和陌生人 :
凡妮莎.以耶(Vanessa

Hie)繪 ; 李友平譯.
臺灣商務, 2006[民95]. C 815.94 9014 v.21

兒188 195 兔娃娃快長出來 /
黃善美作 ; 徐恩英繪 ;

Sunflower譯.
漢湘文化, 2008[民97]. C 815.94 8484 v.7

兒189 187

不愛洗耳朶的兔子 /

安柏.史都華(Amber

Stewart)文 ; 蘿拉.瑞金
(Laura Rankin)圖 ; 柯
倩華翻譯.

幼獅, 2009[民98]. C 815.94 7025 v.7

兒190 289 三隻小兔 /
麥克斯.波利格文 ; 約瑟
夫.威爾康圖 ; 洪翠娥譯.

三之三文化 2001[民90]. C 815.94 4642 v.23

兒191 106

可怕小兔最搞怪 /

約翰.席斯卡(Jon

Scieszka), 麥克.巴內特
(Mac Barnett)文 ; 馬修.

邁爾斯(Matthew Myers)

圖 ; 賴羽青譯.

格林文化, 2014[民103].
C 815.94 4423

v.195:1

兒192 104 兔寶兔怎麼叫? /
卡麗韋斯頓文 ; 理查伯
恩圖 ; 賴芳如譯.

格林文化, 2014[民103]. C 815.94 4423 v.181

兒193 247 鼠牛虎兔 / 王家珍文 ; 王家珠圖. 格林文化, 民94. C 815.94 4423 v.123

兒194 272 我的兔子朋友 /
艾瑞克(Eric Rohmann)

文.圖 ; 楊令怡譯.
格林文化, 2003[民92]. C 815.94 4423 v.112

兒195 256 海兔與狐狸 /
格林兄弟文 ; 出久根育
圖 ; 張莉莉譯.

格林文化, 2005[民94]. C 815.94 4423 v.111

兒196 307 波利的兔布偶 /
布里姬特.溫尼格文 ; 伊
芙.塔列特圖 ; 李紫蓉譯.

臺灣麥克有限
公司

1999 C 815.94 4344 v.18

兒197 331 黑兔和白兔 /
威廉士(Garth Williams)

文圖 ; 林真美譯.
遠流, 1996[民85]. C 815.94 4209 v.4

兒198 323

兔子先生,幫幫忙好
嗎? /

夏洛特.佐羅托
(Charlotte Zolotow)文 ;

墨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圖 ; 林真美譯.

遠流, 1997[民86]. C 815.94 4209 v.23

兒199 254

兔子 /

約翰.馬斯坦(John

Marsden)文 ; 陳志勇
(Shaun Tan)圖 ; 黃聿君
譯.

繆思, 2005[民94]. C 815.94 2858 v.15

兒200 288
送禮小兔子波利 /

布里姬特.溫尼格文 ; 伊
芙.塔列特圖 ; 賴雅靜翻
譯.

上人文化, 民90. C 815.94 2802 v.12

兒201 58 小兔子公寓 / 野花遙作.繪 ; 陳瀅如譯. 臺灣東方, 2017[民106]. C 815.94 2593 v.84

兒202 102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

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文.圖 ; 謝蕙心
譯.

米奇巴克, 2014[民103]. C 815.94 2518 v.13



兒203 38 我們不是膽小兔 /
約克.希爾伯特(Jörg

Hilbert)文.圖 ; 杜子倩
閣林文創, 2019[民108]. C 815.94 2025 v.8

兒204 367 桃樹下的小白兔 / 趙冰波寫 ; 歐陽教家畫.
少年兒童出版
社

1980? C 815.93 9728 v.2

兒205 351 兔子和烏龜 / 伊索原著 ; 嶺月譯寫.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0[民79]. C 815.9 4112 v.4

兒206 14

守護鄉村 :

琳達.艾洛威茲.馬歇爾
(Linda Elovitz Marshall)

文 ; 伊拉莉亞.烏比娜提
(Ilaria Urbinati)圖 ; 黃筱
茵譯.

字畝文化, 2021[民110]. C 784.18 7161

兒207 224 波特女士 :
金.克利姆(Kim Kremer)

文 ; 劉清彥譯.
青林國際, 2007[民96]. C 784.18 4016

兒208 196 彼得兔之母 :
凌明玉著 ; 陳學建, 張清
龍圖.

文經社, 2008[民97]. C 781.08 5192 v.39

兒209 16
小兔子學理財.

辛德絲.麥克勞德
(Cinders McLeod)文.圖
; 顏銘新譯.

親子天下, 2021[民110]. C 563 4467 v.4

兒210 17
小兔子學理財.

辛德絲.麥克勞德
(Cinders McLeod)文.圖
; 顏銘新譯.

親子天下, 2021[民110]. C 563 4467 v.3

兒211 18
小兔子學理財.

辛德絲.麥克勞德
(Cinders McLeod)文.圖
; 顏銘新譯.

親子天下, 2021[民110]. C 563 4467 v.2

兒212 19
小兔子學理財.

辛德絲.麥克勞德
(Cinders McLeod)文.圖
; 顏銘新譯.

親子天下, 2021[民110]. C 563 4467 v.1

兒213 206 兔子兔子紅眼睛 : 王文華著 ; 陳慧縝圖. 康軒文教, 2008[民97]. C 538.5 1004 v.4

兒214 261 和米拉一起畫畫
米拉.柏同文/圖 ; 施瑞瑄
譯.

上誼文化, 2004[民93]. C 523.37 4677 v.2

兒215 33

如何抓到兔子? /

克萊兒.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文 ; 莫妮卡.

費里皮那(Monika

Filipina)圖 ; 黃筱茵譯.

東雨文化, 2020[民109]. C 428.89 3925 v.43

兒216 41 長耳兔 / 白周鉉文.圖 ; 黃譯嫺譯. 東雨文化, 2018[民107]. C 428.89 3925 v.26

兒217 292 兔子比利 /
Maurice Pledger原著 ;

賴雅靜譯.
上人文化, 2000[民89]. C 428.83 4422 v.4

兒218 284 小兔子吱嘎叫! / 賴雅靜譯寫. 上人文化 2002[民91]. C 428.8 9334 v.1

兒219 329 親子遊戲動動兒歌 / 李紫蓉.
上誼文化實業
有限公司

民國85. C 428.8 4024 v.4

兒220 326 兔子 /
Nadine Saunier著 ;

Marcelle Geneste繪圖.
啟思文化, 民86. C 381.087 3625 v.8

兒221 347

兔子 /

勞斯頓(Angela

Royston)撰文 ; 白瑞.華
茨(Berrie Watts)攝影 ;

李紫蓉譯.

上誼文化實業
有限公司,

民國81. C 380.8 2611 v.5

兒222 68
棉尾兔破耳 /

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
(Ernest Thompson

Seton)著 ; 蔡昭儀譯.

木馬文化, 2017[民106]. C 380 1051 v.3

兒223 107 狡兔三窟的熱能 /
林秀賢著 ; 金明浩畫 ;

蟲子男爵譯.
晨星, 2014[民103]. C 308.9 1244 v.4

兒224 346 兔子蹦蹦跳 / 何佳芬 ; 張義文.
親親自然雜誌
社

民國81. C 308.9 0022 v.25

兒225 305 科學家兔子丁丁 / 吳燈山著 ; 羅敬智圖. 文經社 1999[民88]. C 307.9 2744 v.1

兒226 308 兔年話兔 / 沈石溪文 ; 沈麗香圖.
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

1998[民87]. C 083.7 5470 7227

兒227 366 龜兔又賽跑 / 許漢章.
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

民國70.
C 083.7 5470

11196c.3

兒228 374 頑皮的小白兔 / 辛媛英. 正中書局 民國46. C 080 0044 c.2

兒229 125 音樂彩虹世界
鹿橋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2012[民101]. AP 913.8 0225 v.2



兒230 112

小兔彼特當哥哥 :

雅爾梅勒.何努特
(Armelle Renoult)原著 ;

克萊兒.弗勞薩(Claire

Frossard)繪圖 ; 吳愉萱
翻譯.

明天國際圖
書,

2013[民102]. AP 876.59 9281 v.7

兒231 145
小猴和小兔的壞習慣
=

麥可.洛克(Mike

Lockett)作 ; 米仁繪.

鳴嵐國際智
識,

2010[民99]. AP 874.59 3740 v.6

兒232 83 兔子家的蜜糖豬 /
申季浩文 ; 李甲圭圖 ;

閣林編譯小組譯.
閣林文創, 2015[民104]. AP 862.59 5023

兒233 183

多元文化繪本.

臺北縣政府教育局新住
民文教輔導科製作 ; 卓
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動
畫設計製作.

臺北縣政府教
育局,

2009[民98]. AP 859.6 2102 v.2:1

兒234 287 小黑兔 / 趙映雪文 ; 莊孝先圖. 三民, 2002[民91]. AP 859.6 0091 v.12

兒235 257 小兔子東尼 /
Leah Scott文 ; 吳佩蓁
圖 ; 小豆娘改寫.

彩虹兒童文
化,

2004[民93]. AP 859.4 9674 v.5

兒236 216 聰明兔 / 吳冠婷文 ; 楊子桂圖. 世一文化, 民96. AP 859.4 4129 v.4

兒237 282 綠豆爺爺與兔子 /
李尚嬌編寫 ; 林倩兒,權
才令,李雄期繪圖.

風車圖書, 2002[民91]. AP 859.4 2365 v.1

兒238 217 玉兔下凡 / 熊亮作 ; 熊亮,段虹繪. 和英, 2007[民96]. AP 859.4 2100

兒239 226 小迷糊兔蓋房子 /
楊紅櫻原著 ; 顏青工作
室繪圖.

明天國際圖
書,

2006[民95]. AP 859.4 0044 v.5

兒240 269 絨布兔子 /
瑪格芮.威廉斯文 ; 何樵
暐繪 ; 樂透文化編譯.

樂透文化, 2004[民93]. AP 815.96 7704 v.6

兒241 212
龜兔賽跑 =

司可達(Scudder Smith)

文 ; 安娜蘿拉(Anna

Laura Cantone)圖.

格林文化, 2007[民96]. AP 815.94 3025 v.1

兒242 274
小白兔與溜滑梯 :

多明尼魁.布雷洛作 ; 昆
童.葛蕾邦文圖 ; 春池編
輯部翻譯.

春池文教, 2003[民92]. AP 815.94 2202 v.4

兒243 151 垂耳兔的新家 :
Angel Feng作 ; 簡漢平
繪.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AP 563 9381 v.2

兒244 120 兔媽媽的晚餐 : 鐵皮人美術圖.文. 幼福文化, 2012[民101]. AP 428.84 3488 v.8

兒245 96 愛祖父母的毛毛兔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陳立妍翻譯.

閣林國際, 2014[民103]. AP 176.52 2212 v.4:4

兒246 98 愛寵物的毛毛兔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陳立妍翻譯.

閣林國際, 2014[民103]. AP 176.52 2212 v.4:3

兒247 97 愛朋友的毛毛兔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陳立妍翻譯.

閣林國際, 2014[民103]. AP 176.52 2212 v.4:2

兒248 99 愛家的毛毛兔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陳立妍翻譯.

閣林國際, 2014[民103]. AP 176.52 2212 v.4:1

兒249 155
毛毛兔喜歡晚安時間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黃慧芳翻譯 ; 呂佳
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AP 176.52 2212 v.3:4

兒250 152
毛毛兔喜歡學校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黃慧芳翻譯 ; 呂佳
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AP 176.52 2212 v.3:3

兒251 154
毛毛兔喜歡玩遊戲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黃慧芳翻譯 ; 呂佳
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AP 176.52 2212 v.3:2

兒252 153
毛毛兔喜歡自己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黃慧芳翻譯 ; 呂佳
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10[民99]. AP 176.52 2212 v.3:1

兒253 175 毛毛兔不想生氣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2:4

兒254 176 毛毛兔不會害怕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2:3

兒255 177 毛毛兔不會嫉妒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2:2

兒256 178 毛毛兔不怕孤獨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2:1

兒257 179 毛毛兔不悲傷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1:4

兒258 180 毛毛兔好快樂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1:3



兒259 181 毛毛兔很善良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1:2

兒260 182 毛毛兔學會愛 /
Trace Moroney原著.繪
圖 ; 呂佳蓉主編.

明天國際圖
書,

2009[民98]. AP 176.52 2212 v.1:1

成1 230

達文西的鏡子和生不
完的兔子 /

伊凡.莫斯科維奇(Ivan

Moscovich)著 ; 繆靜芬,

黃柏瑄譯.

究竟, 2006[民95]. 997 4422

成2 236
謝謝你毛毛兔,這個下
午真好玩 /

幾米著. 大塊文化, 2006[民95]. 947.45 2290

成3 144 兔本幸子の插畫教室.
兔本幸子作 ; 潘舒婧翻
譯.

楓書坊文化, 2010[民99]. 947.45 1541

成4 185 兔本幸子の插畫教室.
兔本幸子作 ; 楊哲群翻
譯.

楓書坊文化, 2009[民98]. 947.45 1541

成5 198 兔本幸子の插畫教室 : 兔本幸子作 ; 潘舒婧譯. 楓書坊文化, 2008[民97]. 947.45 1541

成6 199 兔本幸子の插畫教室 : 兔本幸子作 ; 潘舒婧譯. 楓書坊文化, 2008[民97]. 947.45 1541

成7 220 兔本幸子的插畫教室 : 兔本幸子作 ; 潘奕玲譯. 楓書坊文化, 2007[民96]. 947.45 1541

成8 277 在我心裡跳舞 : 唐唐圖 ; 茱麗葉文. 小知堂, 2003[民92]. 947.45 0000

成9 344
龜兔賽跑事件現場推
論 /

敖幼祥.
時報文化出版
公司

民國81. 947.41 5823

成10 214 兔本幸子の素描教室 : 兔本幸子著 ; 潘奕鈴譯. 楓書坊文化, 2007[民96]. 947.16 1541

成11 149 鴻兔大展 : 卿敏良總編輯.
北縣鶯歌陶瓷
博物館,

2010[民99]. 938 7783

成12 142 卯春獻瑞 : 蔡昭儀總編輯. 臺灣美術館, 2011[民100]. 937 2725 v.26

成13 148 大過兔年 / 吳美雲總編輯. 漢聲雜誌, 2010[民99]. 937 2681

成14 304 玉兔迎春 : 洪惠冠總編輯.
新竹市立文化
中心

民88. 902.2 3457

成15 193
遇見野兔的那一年 /

亞托.帕西里納(Arto

Paasilinna)著 ; 武忠森
譯.

寶瓶文化, 2009[民98]. 881.157 4162

成16 36

兔子啊,這不過是個過
程 :

馬克西姆.萊奧(Maxim

Leo), 約亨.古奇(Jochen

Gutsch)著 ; 宋淑明譯.

臺灣商務, 2019[民108]. 875.6 4427

成17 286 大兔子 :
Burkhard Spinnen著 ;

黃琬鴻譯.
新苗文化, 2002[民91]. 875.57 5032

成18 251 找死的兔子 :
安迪.萊利(Andy Riley)

著.
小知堂, 2005[民94]. 874.6 4422 v.2

成19 22 找死的兔子 :
安迪.萊利(Andy Riley)

圖.文 ; 梁若瑜譯.
大田, 2021[民110]. 874.6 4422

成20 259 找死的兔子 /
安迪.萊利(Andy Riley)

著.
小知堂, 2004[民93]. 874.6 4422

成21 161 兔子安息 /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著 ; 李亞男譯.
晨星, 2010[民99]. 874.57 7844 v.4

成22 163 兔子富了 /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著 ; 吳萼州譯.
晨星, 2010[民99]. 874.57 7844 v.3

成23 147 兔子歸來 /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著 ; 李懷德譯.
晨星, 2010[民99]. 874.57 7844 v.2

成24 168 兔子,快跑 /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作 ; 謝欽仰譯.
晨星, 2010[民99]. 874.57 7844 v.1

成25 353 兔子,跑 /
歐普戴克(Updike,

John) ; 陳淑卿.

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

民國79. 874.57 7844

成26 358 兔子歸來 /
歐普戴克(Updike,

John).

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

1988 874.57 2418

成27 359 兔子富了 /
歐普戴克(Updike,

John).

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

1988 874.57 2418

成28 360 兔子跑吧 /
歐普戴克(Updike,

John).

黑龍江人民出
版社

1988 874.57 2418

成29 53 紐約客故事集.
安.比蒂(Ann Beattie)著
; 周瑋譯.

INK印刻文學, 2018[民107]. 874.57 1646 v.3

成30 222 波特小姐 :
理察馬特比作 ; 吳朝朝,

丁士琦譯.
青林國際, 2007[民96]. 873.57 7122

成31 119
當時,上帝是一隻兔子
/

莎拉.溫曼(Sarah

Winman)著 ; 尤傳莉譯.

新經典圖文傳
播,

2012[民101]. 873.57 3660

成32 13 花豹與白兔 : 蔡怡著. 時報文化, 2021[民110]. 863.57 4493

成33 65 兔子的薯泥砸猴子 / 猴子貓著. 遠景, 2017[民106]. 863.51 4712



成34 6 殺死彼得兔 / 李讚英著 ; 黃莞婷譯. 高寶國際, 2022[民111]. 862.57 4004

成35 172 猴兔超人. 田宮知佳著 ; 黃瓊仙譯. 木馬文化, 2009[民98]. 861.6 6382 v.2

成36 209 猴兔超人. 田宮知佳著 ; 黃瓊仙譯. 木馬文化, 2008[民97]. 861.6 6382 v.1

成37 173 全力兔. Ikeda Kei作 ; 張曉彤譯. 木馬文化, 2009[民98]. 861.6 2656 v.3

成38 218 全力兔. Ikeda Kei著 ; 黃瓊仙譯. 木馬文化, 2007[民96]. 861.6 2656 v.2

成39 223 全力兔 / Ikeda Kei著 ; 吳忠恩譯. 木馬文化, 2007[民96]. 861.6 2656

成40 306 來自彼得兔的村子 / 岩野禮子著 ; 王蘊潔譯.
探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民88. 861.6 2631

成41 5 好想變帥的兔老大 / Q-rais住 ; 許婷婷譯 小麥田, 2022[民111]. 861.599 6704

成42 78 兔之眼 /
灰谷健次郎著 ; 藍嘉楹
譯.

新雨, 2016[民105]. 861.57 7823 2016

成43 167 強尼兔之教父本色 / 東山彰良作 ; 黃薇嬪譯. 野人文化, 2010[民99]. 861.57 5203

成44 46 陰陽師. 夢枕獏著 ; 茂呂美耶譯. 木馬文化, 2018[民107]. 861.57 4444 v.18

成45 113 兔子麵包 / 瀧羽麻子著 ; 張秋明譯.
馬可孛羅文
化,

2013[民102]. 861.57 3101

成46 43 白兔 /
伊坂幸太郎作 ; 高詹燦
譯.

皇冠, 2018[民107]. 861.57 2444

成47 352 兔王賣耳 / 鄭淵洁著.
湖南少年兒童
出版社

1990 859.6 8733

成48 246 赤兔馬有幾匹馬力? :
金兌豪,李庭模著 ; 張琪
惠譯.

高寶國際, 2005[民94]. 857.4523 8080

成49 345 兔子判官 / 文傑. 地球出版社 民國81. 856.808 0025 v.9

成50 301 橘子的養兔記事簿 / 橘子著 ; Zizz繪.
幼獅文化事業
公司

1999[民88]. 855 4717

成51 140 我在巴黎當跪族 : 艾慈著. 方智, 2011[民100]. 855 4480

成52 131
離春天只有二十公分
的雪兔 /

李娟作. 本事文化, 2011[民100]. 855 4046

成53 164 就是愛出包 / 兔包圖文.
華人版圖文
化,

2010[民99]. 855 1727

成54 283 兔子懷胎 / 愚溪著. 普音文化, 2002[民91]. 851.486 6032 v.8

成55 375 劉智遠白兔記 ; 林侑蒔主編. 天一, 民? 834.6 4424 v.169

成56 291 李潼的兒童文學筆記 李潼著. 宜縣文化局, 民89[2000]. 815.9 4030

成57 25
韓語兔的行動韓語發
音班 /

韓語兔小學堂著. 眾文圖書, 2020[民109]. 803.24 4029

成58 207
波特小姐與彼得兔的
故事 /

琳達˙李爾(Linda Lear)

著 ; 張子樟等譯.
聯經, 2008[民97]. 784.18 4010

成59 114 琥珀眼睛的兔子 /
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著 ; 黃煜文譯.
漫步文化, 2013[民102]. 784.17 2411

成60 123 掉進兔子洞 : 幸佳慧著. 天下雜誌, 2012[民101]. 784.12 4025

成61 249 掉進兔子洞 : 幸佳慧著. 時報文化, 2005[民94]. 784.12 4025

成62 188 荷蘭最美 : 楊若蘭作.攝影. 太雅, 2009[民98]. 747.29 4644

成63 276 三分之二個兔子假期 / 謝金玄文.圖.
馬可孛羅文
化,

2003[民92]. 741.9 0480

成64 132 兔躍藝百迎媽祖 : 葉樹姍總編輯. 中市文化局, 2011[民100].
733.9/115.4 4543

2011

成65 37 日本貓島旅行 : Erica Wu著.攝影. 悅知文化, 2019[民108]. 731.9 2643

成66 278
60分鐘抓住學習的兔
子 :

薇蕾娜.史坦納(Verena

Steiner)著 ; 車云譯.
如何, 2003[民92]. 521.16 5042

成67 134 兔子,我要你更優秀! : 伊藤守著 ; 沈儷芯譯. 經濟新潮社, 2011[民100]. 494.386 2743 2011

成68 260 如何訓練一隻兔子 :
伊藤守著 ; 村田伊吹圖 ;

沈儷芯譯.
經濟新潮社, 2004[民93]. 494.386 2743

成69 137

盯住你的長耳兔 /

崔文 & 萊斯莉.豪斯荷
德(Trevan & Leslie

Householder)著 ; 羅若
蘋譯.

方智, 2011[民100]. 494.35 0442

成70 190
佼兔智慧學 :

史蒂芬.史畢爾(Steven

J. Spear)原著 ; 蘇希亞,

吳昭怡譯.

麥格羅希爾, 2009[民98]. 494.2 5041

成71 201 龜兔賽跑新法則 :
約翰.凱(John Kay)著 ;

陳琇玲譯.
商周, 2008.09. 494.1 2711

成72 294 兔子阿Mei大事記 / 橘子著 ; 楊麗玲繪圖.
幼獅文化事業
公司

2000[民89]. 437.68 4717

成73 189 兔子的高明飼養法 : 大野瑞繪著 ; 彭春美譯. 漢欣文化, 2009[民98]. 437.37 4612



成74 4 兔言兔語 :
Graphic-sha編輯部文 ;

森山標子圖 ; 郭家惠譯.
遠流, 2022[民111]. 437.37 4241

成75 105 羊毛氈easy戳! : 藤田育代著 ; 黃瓊仙譯. 日月文化, 2014[民103]. 426.7 4602

成76 95
玩裝家家酒 兔妞&熊
妹的可愛穿搭日記 :

秦玉珠作. 雅書堂文化, 2014[民103]. 426.4 5011

成77 100
每一天,都是風格的練
習 :

黑兔兔著. 方智, 2014[民103]. 422.5 7711

成78 69 說醫不二 : 懶兔子著/繪. 地平線文化, 2017[民106]. 413 9711

成79 264 鼠與兔教養小百科 /
霍野晉吉監修 ; 劉佩伶
譯.

世茂, 民93. 389.6 1614

成80 240 薛丁格的兔子 :
布魯斯(Colin Bruce)著 ;

葉偉文譯.
天下遠見, 2006[民95]. 339.1 4024

成81 117 數字人 :
齊斯.德福林(Keith

Devlin)著 ; 洪萬生譯.
五南, 2013[民102]. 310.9952 2454

成82 271 10個跑贏兔子的方法 / 施以諾著.
基督橄欖文
化,

2003[民92]. 244.9 0820

成83 192
狐狸與白兔道晚安之
處 :

庫特.約斯特勒(Kurt

Osterle)作 ; 唐薇譯.
橡樹林文化, 2009[民98]. 226.65 2424

成84 60

闖進兔子洞 :

大衛.馬斯頓(David

Marsten), 大衛.艾普斯
頓(David Epston), 蘿
莉.馬克漢(Laurie

Markham)著 ; 張美惠

張老師, 2017[民106]. 178.8 7145

成85 184
在1250度C遇見最棒
的自 :

Kim bum Jin作 ; 崔冬梅
譯.

漢宇國際文
化,

2009[民98]. 177.2 2224

成86 59

是鴨子還是兔子 /

漢娜.蒙耶(Hannah

Monyer), 馬丁.蓋斯曼
(Martin Gessmann)著 ;

薛宇桐譯.

麥田, 2017[民106]. 176.33 4417

成87 279
你是誤闖叢林的兔子
嗎? :

蓋瑞.奧密勒著 ; 姜靜繪
譯.

方智, 2003[民92]. 173.7 2734

成88 235 給長耳兔的36封信 : 李崇建作 ; 辜筱茜繪. 寶瓶文化, 2006[民95]. 173.2 4021

成89 88
跟著白色的兔子走,到
哲學的世界裡去 :

菲利普.希伯爾(Philip H

übl)著 ; 王榮輝譯.
橡實文化, 2015[民104]. 100 4021

成90 52

麻糬兔之幻想 : 康而雅撰.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碩
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

2018[民107]. 008 903 107-211 c.2

成91 121

AZ兔的多重性自我影
像 :

蔡芙郡撰.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碩
士班,

2012[民101]. 008 903 101-121 c.2

成92 15

短髮雪兔和會說話的
光蠟樹 =

賴冠樺撰.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語文與創
作學系碩士

2021[民110].
008 523.31 110-101

c.2

成93 9
如果,鳥 /

貝翠斯.維達爾(Beatriz

Martin Vidal)作 ; 林暄
涵譯

南十字書屋, 2021[民110]

成94 70
蹦蹦兔

Reiner Knizia作 ; 廖培
德中文翻譯.

Pegasus

Spiele GmbH

;

2016

成95 84 彈彈兔拉力賽 Sylvain Menager作.
Habermaass

GmbH ;
2015

成96 86 小兔不乖 富士山下作
聯合線上(紅
袖添香),

2015

成97 128 十二支降妖記 飛雲作
銘顯文化事業
公司,

2011

成98 143 兔男的迷宮 木子尋著
向上出版事業
公司,

2010

成99 170 Bitbit,我的兔子朋友
翁書旂, 蔡穎卿, 翁樂旂
著

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公司,

2009

成100 171 Bitbit,我的兔子朋友
翁書旂,蔡穎卿,翁樂旂
著;郭玢玢編

時報文化 , 2009[民98]

成101 210 養兔寶典 凡妮莎著
大都會文化事
業公司,

2007



成102 343
龜兔賽跑事件現場推
論

敖幼祥.
時報文化出版
公司

民國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