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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香港陳一心家族基金會在陳范儷瀞女士鼎力贊助、書伴我行 (香港) 
基金會協助下，於2008年在香港成立「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
這是第一個國際級的華文兒童圖畫書獎，也是目前華文世界獎金
最高的圖畫書獎。

「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每兩年舉辦一次，旨在表彰作家、畫家
創作優質華文兒童圖畫書；鼓勵出版社出版原創兒童圖畫書；促
進公眾重視原創兒童圖畫書及其閱讀。書獎組委會經常在兩岸三
地舉辦相關的推廣活動，如得獎作品巡迴展、專業圖畫書論壇等
等，希望藉此促進華文兒童圖畫書的創作、出版、閱讀以及國際
交流，並將更多的優秀華文圖畫書介紹給讀者。

圖畫書是兒童文學裡獨特的文類，兒童觀點及文圖關係是現代兒
童圖畫書最重要的基本條件。著名藝術家豐子愷先生雖然沒有創
作過現代形式的圖畫書，但是他畢生關注兒童，強調對兒童的理
解與尊重，豐子愷先生對文學與繪畫的熱誠和理念，使他足以成
為彰顯現代華文兒童圖畫書精神的代表人物。

｢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得到豐子愷先生女兒豐一吟女士的支持，
並在其允許下，以豐子愷之名命名。

內容和形式適合3-12歲兒童讀者。

內容具有趣味和創意，知識傳達正確無誤。知識類圖畫書的插
畫必須正確、清晰。

藝術技巧成熟，且整體視覺效果具美感。

文字與圖像能適當表現與詮釋主題、情節、概念、角色、場景、
氛圍等，且有良好的文圖合作關係。

除圖畫以外，其他元素對整體的影響亦列入考慮，例如字體大
小、版面設計、印刷、裝幀等。

鼓勵創新，並對讀者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簡介

豐子愷先生與兒童圖畫書

圖畫書評鑒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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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玉虎（童書作家，編輯）

《盤中餐》創造了自己獨有的圖像言說方式，即在同一個

對頁上實現了大圖和小圖、全景和特寫的交疊。小圖跟大場景

一起共同承擔著敘事的功能，而且一大一小兩張圖之間的關係

是多樣性的，值得細味。比如正文的第二至第三頁，大場景描

述的是雨水季節天逐漸暖和起來，春雨給梯田留下充足的水分

，特寫鏡頭描述的是人們開始為新一年的耕種做準備。在這張

對頁上，大場景和特寫鏡頭把兩個空間的事物拉到了同一個平

面上。第十至十一頁更是如此，大場景中的小男孩在趕牛，小

圖則是小男孩跟牛犢頭頂頭在玩耍，展現了人與動物和諧相處

的溫馨畫面。

     第四頁的特寫鏡頭給了一窩張著嘴巴嗷嗷待哺的雛燕，但在

這一頁的文字中並沒有關於燕子的描述 哦，原來特寫鏡頭呼

應的是第五頁的大場景裡的細節：在大場景中，兩隻燕子在山櫻

花間穿梭，恐怕是在給雛燕找吃的吧。而且，這一個對頁上的山

櫻花呼應了前一個對頁裡的文字描述。再看第八頁至第九頁。小

圖上農民播種跟大圖中的水面特寫完成的是一個連續性動作，因

而讀者能夠很清楚地看到稻種漂浮在秧田裡的情景。這種強調作

用也體現在第十二至十三頁上，文字中描述道：人們把秧苗拔出

來，綁成一捆一捆的。這在大場景只能看到個模糊的大概，於是

小圖把特寫鏡頭給了捆好的秧苗。而第十六頁的小圖則是一個伏

筆，一隻鳥站在棉桃枝上，在第二十五頁，我們可以在畫面的一

角看到它的枯枝敗葉，暗示著時令的變化。由此可見，作者于虹

呈對大圖和小圖、全景和特寫的運用非常嫺熟，極大地豐富了畫

面資訊。這種常見於漫畫中的圖像表現手法被運用到圖畫書的創

作中，從視覺上賦予一本圖畫書獨特的節奏感。

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首獎

作、繪者：于虹呈 

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

是掛滿稻葉的雨珠，也是動物形狀的雲朵

《盤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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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別一提水碾碾米的場景。據作者的後記透露，即使在雲南的哈

尼族村落裡，這種水碾也早已被小型電動打米機取代，為了讓更多的人瞭

解過去人們是怎樣把稻穀碾成大米，她找當地曾經用過水碾的農民打聽它

的用法，希望能借由藝術的形式還原當年的場景。

     我不想把作者的這個行為看作是在為農耕文明唱挽歌，我更願意把它

看作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要敬畏自然，甚至做回自然的一部分，去感受

生命個體與天地、四時的永恆聯結。想想看，假如五十年後，一百年後，

當機器人可以取代農民，甚至當高科技食物可以取代糧食的時候，我們的

後人從書架上取出這本《盤中餐》，像看古董一樣看著現在的我們，會是

一種怎樣的感受呢？就像竹簡被紙張取代、紙書被電子書取代，到底是完

全的進步還是有所損失呢？

     我想當作者用各種顏色的米粒在封面和封底分別拼出一碗「盤中餐」

的時候，除了讚美先人們的智慧和農耕文明，留給我們思考的還有很多很

多。

     學院派的寫實畫風，會讓《盤中餐》給人中規中矩的第一印象，但是

我卻認為此書給人的是那種果實累累的富足感和厚重感。仔細品味《盤中

餐》的每一幅畫面，可以發現作者極力地為這些辛苦的勞作場面尋找一個

美得詩意的角度。比如第四至五頁，是透過山櫻花的角度去俯視灌水鬆土

的場景；第八至九頁裡的大幅特寫，看到漂滿水面的稻種間夾雜著繽紛的

花瓣和樹葉，耳邊即刻響起優美的旋律；第十八至十九頁，用朋友的話來

說取的是「鼴鼠的視角」，雨中的農人戴著斗笠披著蓑衣漸行漸遠，近景

處一片綠油油的稻葉上掛滿了雨珠 我想像過我就是作者，用畫筆一顆

一顆地去描繪這些透明的雨珠，起碼有上千顆吧，真是需要極大的耐心啊

。

     在那些需要像人體解剖一樣去觀照，容不得半點取巧的畫面上，作者

也不忘在天空中做文章，從第十二頁至十五頁，蔚藍的空中飄著大團的雲

朵，而那雲朵的形狀卻是一隻狼和一隻狐狸，到了下一頁，又變成了一隻

狼和一隻綿羊！所以說，《盤中餐》不僅僅是中規中矩的周全和精緻，也

是詩意和俏皮的。正是因為作者賦予了這些辛勞生活之外的詩意和俏皮。

《盤中餐》《盤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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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話、傳說、歷史、藝術

作品中，有許多英雄的事蹟不斷

被傳頌謳歌，英雄精彩刺激的冒

險歷程，為人津津樂道，英雄開

創新局的豐功偉業，被仰慕者尊

崇，人心深切渴望英雄橫空出世

，來解除現實的苦難，以拯救世

人於水火，這樣的心情自古至今

皆然。

    蔡兆倫創作的《杯杯英雄》發出了「現代英雄」的召集令，

相較於「古典英雄」為公眾犧牲奉獻的氣魄，杯杯國以爬上高

塔、奪得獎盃，成為拿下英雄令譽的條件，英雄的誕生淪為一場

競奪私利的遊戲，分外凸顯其中嘲諷的意味。的確，在媒體傳播

無遠弗屆的當代，對許多從小在影音刺激中長大的小孩而言，英

雄的形象大多來自動漫、電玩，以及影視中具有超能力的超級英

雄，傳統的英雄在虛擬世界中相形落寞。

文：莊世瑩（圖畫書閱讀推廣人）

召喚真正的英雄

    杯杯國的廣場猶如真實社會的縮影，為了登上英雄的寶座，

杯杯們奮勇爭先、花招百出，不惜爾虞我詐，爭得你死我活。作

者以杯喻人，精心設計了224個造型獨具的杯杯，無論是圍觀、
鼓譟、還是盲從的群眾，芸芸眾生個個有戲。本書的視角切換靈

活生動，文字非常簡明有力，圖像中隱藏了多線並行的故事而不

紊亂，並且統一收束在主情節之下平穩前進，故事的節奏極富韻

律感。

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

作、繪者：蔡兆倫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杯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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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著「究竟誰能獲得英雄盃」

的懸念，一路隱藏在圖像中默默行

動的清潔員小巴，他的現身讓故事

峰迴路轉，並將情節推向出人意表

的高峰，為讀者帶來閱讀的驚喜。

在杯杯國廣場舉行的尋找英雄盛會

，不禁讓人聯想起武俠小說中的武

林大會，為了爭奪武林盟主的冠冕

，各路英雄好漢聚集在名山之巔，

每每纏鬥不休時，會突然出現一位

無名的掃地僧，帶著絕世武功，弭

平江湖恩怨。小巴就像是長期隱身

在藏經閣裡的掃地僧，日復一日的

打磨修練他的基本功 那就是心

無旁鶩的掃、不停的掃⋯⋯

    世人皆期待英雄，但是當許多平

凡人做出英雄的行為時，卻未必被

大家注意和認可。全心為貧苦人服

務的德蘭修女曾說：「我們當中極

少數人能做偉大的事情，但是每個

    作者不僅重新定義「英雄」，還

安排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局，整個

故事因而更有張力。當成人和孩子

共讀這本書時，不必急切的為開放

式結局做出定論，成人只需簡單的

引導，讓孩子在反覆閱讀中，尋找

隱藏在細節裡的趣味和巧思，這個

探索的過程，更能擴展想像的空間

。只要打開一本書，都是全新的體

驗，如同每一個人的人生旅程，都

是獨一無二的英雄之旅。

人都可以用崇高的愛去做平凡的事

。」她還說：「小事雖小，但在小

事上忠誠，卻是一大成就。」小巴

專注在自己的本分，認真助人於所

需，即使工作辛苦卑微，但是他默

默無求的奉獻，讓他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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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芓程（圖畫書閱讀推廣人）

等待，與你相見

    書的封面是一隻灰色的貓，身體微微傾前，鼻子正好奇地探

索 是嗅到熟悉的氣味？牠輕輕抬起了手，似乎要離開腳下

暖烘烘的舊毛毯，出發到新的地方去。書封面的背景是一片和

暖的珊瑚色，既像貓手掌的小肉粒，也像初生小貓獨有的那種

粉粉嫩嫩肚皮。隨著貓的目光，翻到封底，即見一個臉頰透紅

的小寶寶，正拿著弄貓棒來逗玩呢。創作者精準地以頁面鋪排

，引起了讀者的好奇，亦預告了貓與人的關係。同樣微妙的空

間運用，在蝴蝶頁也可見到。故事開首，貓自書左頁朝中間走

；書末的蝴蝶頁則顯示小寶寶自右頁出發，同是朝中間走。二

人相遇的過程，就是故事。

    對貓來說，這個故事由無數的「等」組成。等待嬰兒的到

來，等待機會接近他、認識他、陪伴他。貓展示了對生命莫

大的信任與冀盼 這個小人兒與自己是相等的，他和我共

享一個家，共同擁有父母的愛。因此，創作者讓貓的個性在故

事中活靈活現，牠一直安心地做自己，靜靜守候。然而，等待

也有孤獨的一面。在父母離家準備分娩的一幕，讀者可見滿滿

一碗貓糧放在地上，兩人背影遠去。貓彷彿剎那間就變成大哥

哥了，成長來得突然，也帶點無奈。隨著嬰兒來到家中，貓被

    「等」字的由來，跟書息息相關。古時造書，要用到大量等

長的、好品質的竹簡，更要經過連串繁複的程序。造好一本書，

需要耗費不少時日跟心思。因此，「等」引申出「等待」、「相

等」、「等級」等幾重意思。作者高佩聰《等待》由初稿至正式

出版歷時近五年，精雕細琢中蘊含多少心血和堅持，跟數千年前

的創作者遙遙呼應。

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

作、繪者：高佩聰

出版社：香港繪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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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到最後，貓兒守得雲開見月明，孩子終於「看見」牠了。

兩人對望的一刻，正是孩子脫離自我中心、嘗試與人同在的開端

。這個故事令人感動的，正是「時間」微妙的工程，創作者亦成

功捕捉了生命自起始，以至與其他生命相遇相知、互相滋長的旅

程。感動不必驚天動地，我們可能只需看進一雙清澈的眼睛，便

會知道，願意等待，全因為愛。

    家有新生兒，父母多是手忙腳亂、日夜顛倒的。《等待》中

這對父母，卻難得地有著貓一樣的悠然與從容。創作者以淡雅

的風格，勾畫出他們與孩子相處的日常：餵奶、換尿布、洗澡

、說故事⋯⋯平凡之中見默契，感情內斂但處處流露。貓呢？

對孩子的愛，同樣細水長流。書中文字以貓的第一人稱來寫：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你發現我⋯⋯」，長長的省

略號，讓貓的期盼在空氣中迴盪，久久不去。孩子的懵懂，跟

貓的深情產生強烈對比：他寧願跟玩具熊玩，也沒有理會伴在

排除在「一家三口」以外的次數漸多。到故事中段，我們看見

貓獨自在夜裡舐淨身體；空無一人的房間，天上一彎月牙，都

滲透著淡淡的寂寞。但熟悉貓習性的讀者都會知道，貓舔舐自

己，有安慰、鎮定及療癒的作用 寂寞中又有了希望。

身邊的貓；他把貓糧撒滿一地，卻在自己沒有餅乾吃的時候哭

鬧。他讓我們記起，原來自己也曾被這樣無條件的接納，無止

境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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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繪者：湯姆牛

出版社：小天下 / 遠見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我相信多數作家下筆之時，心中必有隱含讀者之存在，知道

自己非得藉作品述說的主旨為何、對誰說、怎麼說？因此，閱

讀圖畫書，可以先做好的心理前置準備，便是思考作家採用的

語言 不論圖象或文字之「所以然」是什麼？

      因此，問題一便是《林桃奶奶的桃子樹》為什麼選擇以桃子

為主角？林桃奶奶可以種的果子多得很，葡萄、柑橘等，皆為

吐子落地便可成長的水果，為什麼作者一定要選用桃子？

      當翻至書末的雙開摺頁，大片灰濛色調的左上方，只見唯有

林桃奶奶家既明亮又暖豔的桃紅色，而右下角一艘小舟，表情

略顯不安的男子划行而來。咦，這不就是「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的那位晉太原中、武陵人嗎？此人細雨中一扁舟，忽逢桃

花林啦。

      問題二，林桃奶奶為什麼姓林名桃？作家選此名字，有何意
涵？

      所以，以桃子為主要圖象，便清楚作者要表達的是什麼了。

其實這也是文學中常見的母題：人人嚮往一個善美之地，那兒

無雜樹，芳草鮮美，所有居民過著怡然自樂的生活，不知外間

      而林桃此名號，作者也有著「林／鄰家就是桃花源」的設想

：如果左鄰右舍，家家戶戶皆為桃花源，步出家門，往左走向

右走，都見落英繽紛，隨時可以與鄰人設洒殺雞作食，誰不想欣

然規往？

      從故事一開始的「花開了」，到結束時的「等到花謝了」，

以大自然再平凡不過的簡單生長行事曆，也對照著萬物之間的消

長，天地自有最佳安排。一次又一次，花會開，也會謝，生息不

已循環著；人際間，當然也該依如此簡單卻能永續生存的法則過

日子。林桃奶奶不就是這樣？她是有能力施與者（她的家門口有

棵高大桃樹，是擁有資源的人），大方分食給所有索取者；最終

，善念讓桃子播種得更多，她也收穫更多。善的循環，便能塑造

出永遠的桃花源。

閱讀《林桃奶奶的桃子樹》之「所以然」

文：王淑芬 (圖畫書閱讀推廣人、作家)

紛擾。這是全人類最願意永住的理想國，林桃奶奶的桃子園，

便是桃花源記的另一模本。
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

作、繪者：湯姆牛
出版社：小天下 / 遠見天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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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湯姆牛擅長以簡潔造形與色彩，說著本就是該簡潔易懂

的人生真諦。在「分享得更多」這樣的亙古母題中，以簡化得

有如幾何圖形拼組的動物造形呈現，亦巧妙傳達出「人世許多

複雜，本該回歸到最簡單的原初」之概念。

      既以桃子為主視覺，於是大片的粉紅桃色，便不時穿插書中

。粉紅色雖甜美，頗符合本書情境，但運用起來其實有點危險

，一不小心，容易變得矯情豔俗。幸而作者調配得宜，讓粉

紅以深淺不同層次，或前或後的鋪開，且讓這些粉紅，以繁複

或單純、大片或細碎的方式，在點、線、面上構建出變化，不

致於讓整片粉紅灑得太野麗。尤其有幾頁，幾乎全為粉紅：其

中有山有天、有屋宇地面、有樹有花有果，有人物有器具，如

果不是精心安排，很難在單一色彩中，呈現情節豐富的那些天

地悠適感、林桃奶奶與動物之間逗趣溫暖的肢體語言。這一點

，應該是圖畫書一大挑戰，想必作者在構成這幾頁粉紅時，應

該雙眼也跟著粉紅了（笑）！

      搭著「分享得更多」這樣的主題，於是故事情節也很理想化

的有如桃花源中的善男女們，「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洒食」

，有好東西便施予他人；不論大大小小的動物來索討，林桃奶

奶都不吝給。而最後一顆果實，也沒忘了犒賞自己。緩慢來遲的

烏龜，一樣得到皆大歡喜結局。沒有壞人的故事，再次提醒讀者

，理想中的家園本該如此。

      但本書與陶淵明〈桃花源記〉原文最後的結果大不相同。陶

淵明感嘆著已不復得的人間美善，偶遇的桃花源，再也找不到。

而本書，卻給了歡樂的承諾：最後一頁，前來避雨的武陵人，快

樂的滿載而歸，而千花百果的桃林岸上，動物與女孩歡送揮手，

意味著歡迎他隨時再來。林桃奶奶有傳人了，善舉將不斷延續

。林桃、鄰桃，有一天將真的可能是鄰家即桃花源，只要先從我

家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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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龜一家去看海》就是一本質樸與精彩同在，留白與深意

並行的原創圖畫書。

    讀者初次閱讀此書極易被其封面質感十足的刺繡布藝風格所

吸引。翻開前環襯頁，不同質感、顏色深淺不一的布片相疊出雲

霧繚繞的山形，近近遠遠、疏落散布，營造出似青花、染水墨般

的山水意境。書名頁與前環襯頁，這一文一圖看似靜止的開場，

    往往，某些最終被定義為「偉大」的旅程，啟程時的初心卻

異常平凡。如同，小烏龜一家：去看海，本是一家三口的約定。

於是，他們便在睡醒後的春季上路了⋯⋯

    旅途中，作者設計了喜鵲、小螞蟻、毛驢、蒲公英的種子、

小河或是小魚等角色依次出場。由此，故事鮮活起來、旅途波折

起來、結局撲朔迷離起來，吊足了讀者的「聽故事」的胃口。

    殼殼與朋友們一問一答的對話內容，回應著讀者對故事進展

的好奇心；殼殼重複提出的同樣的問題與朋友們屢次不同的答覆

，形成富有節奏的文字表述中的不變與變化。縱觀其對話的言簡

意賅，足見作者張寧對所選角色之間對比鮮明的個體化差異的精

準把握；而殼殼得到的每一種答覆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差異，則間

接展示出旅途中的不確知性與不可控性。

文：孫慧陽(圖畫書閱讀推廣人、童書譯者)

卻生發出讀者「文未啟、心已遠」的猜測來：這是烏龜一家去看

海時的途徑之處嗎？旅途，本就是個「故事」和「事故」的多發

之地啊。

質樸與精彩同在，留白與深意並行

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佳作獎

作、繪者：張寧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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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選擇以文字客觀陳述事態的發展，留白了「差異性」存

在的原因。此處的「為什麼」與「是什麼」，恰是書外大、小讀

者可以探討的空間，頗有「以小見大」的哲學意味。     那些於旅途中爬山涉水真實行走的畫面，呈現出烏龜一家去

看海所經歷的時空變化；漂浮與星空中的畫面，呼應著閱讀文字

所需的想像；月夜山頭烏龜一家剪影方式的處理，何嘗不在傳遞

途中困惑與迷茫時的內心情感；面對小河，一家三口的背影將畫

面的重點讓渡於小河的水流滔滔；無論全景或特寫，無論行走次

序如何改變，畫面中一家三口始終不離不異；不同布料材質、色

彩組合出的海底世界，不僅絢爛多彩、更有堅柔多元的質感傳遞

而出；與鰩魚同游的畫面，傳遞出的何止一波一波蕩漾的海水，

更有透過海水映射而下的陽光；後環襯燦若晚霞的層巒叠嶂，更

講述著季節的更迭⋯⋯

    本書對紮染蠟染的傳統技法處理、布刺繡的方式、水墨青花

的色調、寫意留白的構圖、俯仰多元的視角⋯⋯富含濃郁的東方

意蘊，呈現出媒材組合使用的創意與可能性，可謂質樸而精彩。

    故事裡，烏龜一家不忘初心，無論風雨收穫著旅途，終得償

所願。行走於華文原創圖畫書創作旅程中的創作者，何嘗不似行

走在一條「看海」的旅途之中呢？每一次嘗試，都有價值；每一

次挫折，都有意義。

    通常，故事性較為完整的文本，挑戰的是作者運用圖畫講述

及表達的功力。無論是插畫家常用的各種顏料，或偶見的紙張、

黏土、金屬件、樹葉、木材⋯⋯不同媒材組合運用於圖畫書的創

    此外，作者對圖像的處理給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呈現。

      這一段迢迢跋涉尋路看海的旅程，在兒童熟悉的一問一答的

對話方式之中，在書頁上烏龜一家不斷前行的腳步之中，在每一

次「大海有多遠」的不變的追問之中，成為一段殼殼經歷與體驗

的旅程，成為他在朋友們的經驗中成長自己的旅程，成為烏龜一

家穿越季節、挑戰毅力的旅程。

作過程，其要義絕不是紙面上的炫技，亦非視覺上的差異度、豐

饒與吸引，而在於其藝術表現形式與故事氛圍與意境的營造，在

於故事內容與情感的傳遞，在於與故事精神內核之間的默契與相

得益彰。聚焦華文原創圖畫書創作，這亦是所需突破的難點，即

如何將世界熟知的中國元素變為有效地講述故事的世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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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推薦圖畫創作獎

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評審推薦創作獎

歷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得獎書目

《喀噠喀噠喀噠》

作者：林小杯

繪者：林小杯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股份有限公司

《棉婆婆睡不著》

作者：廖小琴

繪者：朱成梁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小喜鵲和岩石山》

作者：劉清彥  

繪者：蔡兆倫

出版社：社團法人台灣彩虹

           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牙齒，牙齒，扔屋頂》

作者：劉洵

繪者：劉洵

出版社：中國福利會出版社

《拐杖狗》

作者：李如青

繪者：李如青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得獎作品

《團圓》

作者：余麗瓊 

繪者：朱成梁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第一屆得獎作品

《躲貓貓大王》

作者：張曉玲 

繪者：潘堅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我和我的腳踏車》

作者：葉安德

繪者：葉安德 

出版社：和英出版社

《一園青菜成了精》

作者：編自北方童謠 

繪者：周翔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安的種子》

作者：王早早 

繪者：黃麗 

出版社：上誼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我看見一隻鳥》

作、繪者：劉伯樂

出版社：青林國際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很慢很慢的蝸牛》

作、繪者：陳致元 

出版社：和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最可怕的一天》

作、繪者：湯姆牛

出版社：小天下/

天下遠見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愛動物》

作者：黃麗凰

繪者：黃志民

出版社：小熊出版

《看不見》

作、繪者：蔡兆倫

出版社：小兵出版社

           有限公司

《進城》

作者：林秀穗 

繪者：廖健宏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門》

作、繪者：陶菊香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迷戲》

作、繪者：姚紅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下雨了！》

作、繪者：湯姆牛

出版社：天下遠見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青蛙與男孩》

作者：蕭袤 

繪者：陳偉、黃小敏 

出版社：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屆得獎作品 第二屆得獎作品

首獎 首獎

佳作獎 佳作獎

優秀兒童圖畫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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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兒童圖畫書獎

第一屆得獎作品

《星期三下午，捉‧蝌‧蚪》

作者：安石榴

繪者：安石榴  

出版社 : 信誼基金出版社 

《荷花鎮的早市》

作者：周翔

繪者：周翔 

出版社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想要不一樣》

作、繪者：童嘉 

出版社：遠流出版公司

《猜一猜 我是誰？》

(前書名：《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嗎？》)

作者：賴馬

繪者：賴馬

出版社：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和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池上池下》

作、繪者：邱承宗 

出版社：小魯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作者：賴馬

繪者：賴馬  

出版社：親子天下股份

            有限公司

(初  版：和英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西西》

作者：蕭袤 

繪者：李春苗、張彥紅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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