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 四大權利

1 我是小孩我有權利 阿朗‧賽赫 字畝文化 兒童 四大權皆有

2 透明的小孩：無國籍移工兒童的故事 幸佳慧 宇畝文化 兒童 最佳利益

3 大箱子 湯妮‧莫里森, 史萊德‧莫里森 青林出版 兒童 表意權

4 黑孩子 潘晌仁 宇畝文化 兒童 生存發展

5 麥提國王執政記 雅努什‧柯札克 心靈工坊 青少年 表意權

6 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 朱宥勳 大塊文化 青少年 最佳利益

7 但我想活：不放過5％的存活機會，黃博煒的截後人生 黃博煒 蔚藍文化 青少年 生存發展

8 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 雅努什‧柯札克 大塊文化 成人 最佳利益

9 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李雪莉, 簡永達, 余志偉 衛城出版 成人 生存發展

10 受傷的孩子和壞掉的大人 陳志恆 圓神出版 成人 最佳利益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 四大權利

11 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山本敏晴 親子天下 兒童 最佳利益

12 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 湯馬克．包格奇/圖文 親子天下 兒童 四大權皆有

13 奧利佛是個娘娘腔 湯米．狄咆勒 三之三 兒童 禁止歧視

14 不是我的錯 雷．克里斯強森 和英出版 兒童 禁止歧視

15 蝴蝶朵朵 幸佳慧 宇畝文化 兒童 生存發展

16 各種各樣的家：家庭大書(新版) 瑪莉．霍夫曼 維京 兒童 禁止歧視

17 街道是大家的 庫路撒 遠流出版 兒童 表意權

18 不要叫我秀子了！ 於保誠 玉山社 兒童 生存發展

19 艾瑪・媽媽 孫心瑜 小魯文化 兒童 禁止歧視

20
人，你有權利 瑪格澤塔．凡葛潔茨卡, 伊沃娜．

札別絲卡—斯達德尼克

玉山社 兒童 四大權皆有

21 弟之夫(共4冊) 田龜源五郎 臉譜出版 青少年 禁止歧視

22 16：是誰讓少年帶著痛苦與懼怕走完他的人生 蔚藍文化 時報出版 青少年 生存發展權

23 天堂小孩 幸佳慧 玉山社 青少年 生存發展

24
我是馬拉拉【青少年版】：一位因爭取教育而改變了世界

的女孩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派翠西亞．

麥考密克

愛米粒 青少年 生存發展

25 靈魂裡的火把 幸佳慧 小典藏出版 青少年 表意權

26 壞學姊 張友漁 遠流出版 青少年 禁止歧視

27 巧克力戰爭 羅柏．寇米耶 遠流出版 青少年 禁止歧視

28 尋水之心 琳達‧蘇‧帕克 博識圖書 青少年 生存發展權

29 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 雅努什‧柯札克 心靈工坊 成人 最佳利益

30
垃圾場長大的自學人生：從社會邊緣到劍橋博士的震撼教

育

泰拉．維斯托 愛米粒 成人 生存發展權

31
陪你讀下去：監獄裡的閱讀課，開啟了探求公義的文學之

旅

郭怡慧 網路與書出版 成人 生存發展權

32
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 陳昭如 財團法人人本教

育文教基金會

成人 生存發展權

33 誰把孩子丟到水裡去了？臺灣教育的困境與兒童人權教育 林惠真 桂冠 成人 最佳利益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類別

1 長襪皮皮 阿思緹．林格倫 親子天下   兒童

2 馬拉拉和伊克巴勒：世界上最勇敢的女孩和男孩 貞娜．溫特 愛米粒出版 兒童

3 孩子，你就是世界的一片拼圖 泰莎‧史垂克蘭德, 凱特‧德帕爾馬 小樹文化 兒童

4 我不敢說，我怕被罵 皮姆．凡赫斯特 大穎文化 兒童

十　 大　 推　 薦

經　 典　 推　 薦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相 關 書 籍



5 我不喜歡你這樣對我！ 史蒂芬．柯洛 大穎文化 兒童

6 暴風雨過後：用愛拂去心中的恐懼 愛蓮．羅曼諾 字畝文化 兒童

7 旅程 法蘭切絲卡．桑娜 字畝文化 兒童

8 候鳥：季節性移工家庭的故事 梅芯．托提耶 字畝文化 兒童

9 我和怕怕 法蘭切絲卡．桑娜 字畝文化 兒童

10 小孩也會有煩惱 安丹兌 大穎文化 兒童

11 每一件善良的事情 賈桂琳．伍德生 維京出版 兒童

12 島國的孩子 朱諾．狄亞茲   時報出版 兒童

13 不可以！ 大衛．麥克菲爾 遠流出版 兒童

14 被欺負時，可以打回去嗎：我不想傻傻被欺負 高大永 采實文化 兒童

15 孩子應該知道的秘密：時間是怎麼回事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16 死亡是怎麽回事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17 我們為啥長頭髮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18 小孩子的權力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19 生命是怎麽回事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20 我們怎樣遠離暴力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21 我們怎樣接受不同 （瑞典）佩妮拉·斯達菲爾特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兒童

22 我有絕招I 可白 小兵出版 兒童

23 我有絕招II 可白 小兵出版 兒童

24 我有絕招III 可白 小兵出版 兒童

25 不只是地圖 尼克．柯倫 台灣東方 兒童

26 如果地球是個小村莊 認識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 大衛．史密斯 台灣東方 兒童

27
我們都應該知道 呂淑恂、林小杯、林宗賢等…共

12位

前衛出版 兒童

28 請為每個孩子著想 凱洛琳．凱索 遠流出版 兒童

29 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 張蓓瑜 三民出版 兒童

30 不肯沉默的公雞！ 卡門‧阿格拉‧狄地 三民出版 兒童

31 捍衛平等權的帕克斯 瑞秋•魯伊茲 韋伯出版 兒童

32 Guji Guji 陳致元 信誼基金出版社 兒童

33 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孩 賈斯丁．羅伯茲 維京出版 兒童

34
露芭—貝爾森的天使 米雪兒．麥坎, 露芭．崔森斯卡．

費德瑞克

道聲出版社 兒童

35 瘋狂愛上書 裘蒂．席耶拉 阿布拉出版 兒童

36 誰偷了便當 葉安德 和英出版 兒童

37 人人生而自由 洪蘭 與國際特赦組織合作出版 聯經出版公司 兒童

38 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 齊米雷絲卡 字畝文化 兒童

39 穿裙子的男孩 大衛‧威廉斯 聯經出版 兒童

40 天下的孩子都是一樣的：一本關心全球兒童的書 大衛‧史密斯  台灣東方 兒童

41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來自7個國家的7個孩子，食

衣住行都不同的一天

麥特‧拉莫斯 小天下出版 兒童

42 公平與不公平 布莉姬‧拉貝, 米歇爾‧布許 米奇巴克出版 兒童

43
自由與不自由 拉貝 (Labbe, Brigitte) ; 布許

(Puech, Michel)

米奇巴克出版 兒童

44 彼得王子和泰迪熊 大衛．麥基 和英出版 兒童

45 我吃拉麵的時候...... 長谷川義史 遠流出版 兒童

46 冬冬，等一下 大衛．麥基 和英出版 兒童

47 天堂島 查爾斯．奇賓 遠流出版 兒童

48 凱琪的包裹 坎達絲‧弗萊明 台灣東方 兒童

49 和平樹：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事 貞娜‧溫特 小魯文化 兒童

50 正義使者 宮西達也 小熊出版 兒童

51 請為每個孩子著想 凱洛琳．凱索 遠流出版 兒童

52 請不要忘記那些孩子 阿貝爾斯文 遠流出版 兒童



53 戰火中的孩子 岩崎知弘 青林出版 兒童

54 孩子之國班波斯塔 申惠恩 聯經出版 兒童

55 四隻腳，兩隻鞋 凱倫‧威廉斯, 卡卓拉‧穆罕默德 小天下出版 兒童

56 開往遠方的列車 伊芙．邦婷 和英出版 兒童

57 有色人種 傑侯姆．胡里埃 和英出版 兒童

58 向世界打招呼 長新太 小魯文化 兒童

59 戰爭來的那一天 尼古拉‧戴維斯（ Nicola Davies

）

水滴文化 兒童

60 我是文字小鬥士馬拉拉 凱倫．萊格特．阿伯拉雅 愛米粒出版 兒童

61 瓶中的辛德勒名單 珍妮弗‧羅伊 韋伯出版 兒童

62 流離家園的人們 蘇珊‧雪德里希 韋伯出版 兒童

63 海蒂的逃離旅程 蜜雪兒‧畢森 韋伯出版 兒童

64 世界中的孩子系列1-4：一起認識影響全球的關鍵議題 路易絲‧史比爾斯布里, 凱里‧羅伯

茲

親子天下 兒童

65 我的小雞雞 山本直英 維京出版 兒童

66 小精子向前衝 尼可拉斯．艾倫 維京出版 兒童

67 輝輝的小臉蛋 藤井輝明 維京出版 兒童

68 小艾，天花板沾到泥巴了！ 黛西．赫斯特 維京出版 兒童

69 再見書 陶德．帕爾 維京出版 兒童

70 巴巴洋與魔法星 姬庫‧阿達托, 邁可‧桑德爾 親子天下 兒童

71 鏡之孤城 辻村深月 皇冠出版 青少年

72
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

路

愛彌．埃利絲．諾特 時報出版 青少年

73 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 皇冠出版 青少年

74 非關命運 因惹‧卡爾特斯 遠見天下 青少年

75 孤兒列車 克莉絲汀娜‧貝克‧克蘭 遠流出版 青少年

76 安妮．法蘭克―密室裡的女孩 約瑟芬．普利 維京出版 青少年

77 小小國 蓋爾．法伊 大塊文化 青少年

78 鋸齒形的孩子 大衛．格羅斯曼 大塊文化 青少年

79
小於18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版 江淑文 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青少年

80 喂，穿裙子的！ 張友漁  幼獅文化   青少年

81 暗黑孤兒院 潘．斯麥 小麥田出版 青少年

82 下雨天，不上學 相澤沙呼 博識圖書 青少年

83
我決定我是誰：在負能量爆表的人生路上， 我不活在別人

的嘴裡！

鍾明軒 大樂文化 青少年

84
被天堂遺忘的孩子：一場重現愛與勇氣的冒險之旅 索妮雅．納薩瑞歐 樂果文化 青少年

85 柑橘與檸檬啊！ 麥克．莫波格 小魯文化 青少年

86 我是乳酪 羅柏．寇米耶 小魯文化 青少年

87 西奧律師事務所4：黃口罩的逆襲 約翰．葛里遜 遠流出版 青少年

88 逃難者  艾倫‧葛拉茲 親子天下 青少年

89 第94只風箏 麥克．莫波格 小天下出版 青少年

90 打斷史達林的鼻子 尤金．葉爾欽 小天下出版 青少年

91 記憶傳承人 露薏絲．勞瑞 台灣東方 青少年

92 辛德勒名單：木箱上的男孩 萊昂．雷森 國語日報 青少年

93 鳥街上的孤島 烏里．奧勒夫 台灣東方 青少年

94 穿條紋衣的男孩 約翰．波恩 皇冠出版 青少年

95 十三歲新娘 葛羅莉亞．魏蘭 台灣東方 青少年

96 一個阿富汗女孩的故事之戰火下的小花 黛伯拉．艾里斯 台灣東方 青少年

97 一個阿富汗女孩的故事之帕瓦娜的旅程 黛伯拉．艾里斯 台灣東方 青少年

98 飛越戰火的女孩 金柏莉‧布魯貝克‧伯萊德利 小天下出版 青少年

99 如果我是文化部長 卡洛兒•弗蕾歇特 玉山社 青少年



100 平克和薛伊 Patricia Polacco 遠流出版 青少年

101 神啊，你在嗎？ 茱蒂‧布倫 小麥田出版 青少年

102 小偵探愛彌兒 耶里希．凱斯特納 小麥田出版 青少年

103 一百件洋裝 艾蓮諾．艾斯提斯 維京出版 青少年

104 最近的一扇門  希瑟．夸爾斯 維京出版 青少年

105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 木馬文化  成人

106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

老師的見證

吳曉樂 網路與書出版 成人

107
向下扎根！德國最受歡迎的思辨讀本系列1～6：人權與民

主、政治、哲學、流亡與融合、經濟、世界宗教

克莉絲汀．舒茲—萊斯, 布克哈德

・懷茲, 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

夫

麥田出版 成人

108 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 米蘭達．弗里克 八旗文化 成人

109 我不漂亮：外表決定一切，但我決定我自己 裴銀貞 大田出版 成人

110 別只教孩子善良與光明：其實孩子的世界是一場江湖 雙寶娘（譚惋瑩） 方智出版 成人

111
學校讓我們變笨嗎？為何教這個、為何學那個？──文豪托

爾斯泰的學校革命實錄

列夫‧托爾斯泰 小麥田出版 成人

112 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藍佩嘉 春山出版 成人

113 新工作大未來：從13歲開始迎向世界 村上龍 時報出版 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