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暑假作業 

年級 科別 作業內容 建議閱讀書單 
備

註 

一年級 

（新生） 

國文 無 無  

英文 

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且符合自

己的程度的英文書，做廣泛閱

讀。 

參見附件 

全

年

級 

數學 

可汗線上學習。 

https://www.khanacademy.org

/join-class/7DN3DSN2 
 
（進入網站後需自行在 

右側畫面建立帳號） 

無 

全

年

級 

化學 
1. 圖解化學（易博士出版社） 

2. 大人的化學教室（台灣東販） 
無 

全

年

級 

生物 無 

1. 祖先的故事 

2. 這就是生物學 

3. 完美先生達爾文 

4. 一粒細胞見世界 

5. 槍砲、病菌與鋼鐵 

6. 最衰者生存 

7. 人類大歷史 

8. 免疫兵團（修訂版） 

9. 大腦的秘密檔案（修訂版） 

10.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11. 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紅毛

猩猩與天堂鳥之地 

12. Life Itsel: Exploring the Realm 

of the Living Cell. 

13. DNA: The Story of the Genetic 

全

年

級 

https://www.khanacademy.org/join/PDPWUFDF
https://www.khanacademy.org/join-class/7DN3DSN2
https://www.khanacademy.org/join-class/7DN3DSN2


Revolution. 

14.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 

15. The Rhythms of Life: The 

Biological Clocks that Control 

the Daily Lives of Every Living 

Thing. 

16. Seasons of Life: The Biological 

Rhythms that Enable Living 

Things to Thrive and survive. 

歷史 無 無  

地理 任課教師自訂 任課教師自訂 
全

年

級 

公民 無 無  

二年級 

（一升二） 國文 
撰寫讀書心得，評量方式由各班

任課老師決定。 

書目以高二國文課本作家作品

為優先，可放寬到中學生網站可

接受之書目。 

全

年

級 

英文 
Around the World in 80 Topics: 

Unit 1-5 暑輔施測 
8月號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全

年

級 

數學 無 無  

化學 複習高一化學 無 
全

年

級 

生物 複習高一生物課程 
科學人雜誌、科學教育月刋等科

普雜誌 

全

年

級 

歷史 無 無 
全

年

級 

地理 任課教師自訂 任課教師自訂 
全

年

級 

 公民 任課老師自訂 任課老師自訂  



三年級 

（二升三） 
國文 

自行先複習國文前四冊，作業或

評方式由各班任課老師決定。 
無 

全

年

級 

英文 
1. 複習三民版英文課本 1-4 冊 

2. 英文科學測歷屆試題 
7月號常春藤英語雜誌 

全

年

級 

數學 無 無  

化學 複習學測化學 無  

生物 
複習高一、高二課程，以準備模

擬考 
無 

 

歷史 無 無 
全

年

級 

地理 任課教師自訂 任課教師自訂  

公民 任課老師自訂 任課老師自訂  

    

 



附件            109 學年度 台中一中高一新生 暑期建議書單（英文科） 

 

親愛的小高一你們好： 

 

恭喜你們成為一中的新鮮人。暑假是非常珍貴的，這樣不被打擾的長時間，最適合拿來閱讀了。

相信很多同學是喜歡閱讀的，不為考試，只為興趣，畢竟，好故事人人愛聽。你能回想起上一次純粹

被故事吸引，欲罷不能、渾然忘我的時候嗎？那感覺真的很棒，對吧？ 

 

 這個暑假，英文科老師們想建議你們 嘗試一下英文的廣泛閱讀 (extensive reading)。廣泛閱

讀是培養語感和閱讀速度的利器，而且，如果書選得好，不僅無痛，還很享受。有些同學可能有追劇

的經驗，如果英文書挑得好，就像追一齣好劇，你會捨不得把書放下來喔！而且在潛移默化中，你的

英文語感就這樣培養起來了。 

 

 要怎麼挑書呢？除了挑自己喜歡的主題，更重要的就是符合自己的程度。生字不能太多，不能常

常被打斷、停下來查單字。否則，就變成精讀 (intensive reading)了。精讀就比較目的導向、考試導向

一點，不是純粹為了樂趣而讀。開學後，課堂上的精讀不會少，我們就不在此特地推薦了。 

 

至於要怎麼知道一本書是不是符合自己程度呢？每個同學程度都不同，買書前請你先翻個幾頁，

或者在網路書店上面試閱、試聽。Amazon 網站上通常會提供試聽，或者你也可以用「書名 + audiobook」

去 google。這都是為了確定你選的書，單字量適中。至於到底怎樣算適中？國外是有做過研究的： 

 

Extensive reading texts should contain no more than 5% unknown tokens (excluding proper nouns) 

and preferably no more than 2.5% to ensure that comprehension and guessing can occur. (Paul Nation, 

2001) 

 

 簡單來說，生字約在 2.5%~5%左右最佳。剩下就是依你的口味挑你喜歡的菜(主題)囉！既然是廣

泛閱讀，就是為了樂趣而讀，因此英文科老師們不會安排任何考試。如果你讀完之後深深為內容感動，

可以嘗試用英文記下隻字片語。如果你不知如何下筆，有這幾種方向可以寫： 

1. 劇情摘要 

2. 從故事中學到什麼 

3. 讀完後，我有什麼感覺？ 

4. 如果我是故事中的某某角色，我是否會做出一樣的行為？ 

 

英文科老師們不強迫大家繳交心得，僅建議大家可以為閱讀做紀錄。好書帶給你的啟發，如果被

時間遺忘，會有點可惜。同樣的，書單有限，好書無限，只要符合生字 2.5~5%的原則，你可以自由

挑書，不一定要挑我們列出來的。你也可以挑書林出版社的書單

https://www.bookman.com.tw/reading/2020reading/bookList/index.html，書林出版社有舉辦讀書心得比

賽，如果你看完有寫下心得，還可以投稿，一舉數得。比賽網址：

https://www.bookman.com.tw/reading/2020reading/ 

 

希望你們享受閱讀、享受假期！開學見！ 

https://www.bookman.com.tw/reading/2020reading/bookList/index.html
https://www.bookman.com.tw/reading/2020reading/


主題：種族、歧視、寬容 

1. The Hate U Give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260325?loc=P_003_027  

https://www.amazon.com/Hate-U-Give-Angie-Thomas/dp/0062498533 

★美國《娛樂週刊》、《紐約雜誌》、兒童青少年圖書館協會 2017 年最佳選書 

  ★震撼書市、媒體熱議，九成讀者五星好評，此時此刻必讀的書！ 

  ★出版前火速售出電影版權，二十世紀福斯即將搬上大銀幕 

 

在粉飾的平等之下，有多少無辜性命默默消逝？ 

  譁然之後，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獲得正義？ 

  那天晚上，警察攔下他們的車，在星兒面前射殺了手無寸鐵的柯立歐。 

  槍擊案件登上新聞，媒體和檢方審判的卻是死去的十六歲男孩。 

  流氓、毒販、死有餘辜。只因為他們是黑人，就被社會視為潛在罪犯。 

 

  在調查期間，星兒一家不僅受到警方壓迫，當地黑幫更送來死亡威脅。 

  她還沒有時間走出傷痛，令人窒息的恐懼及憤怒便籠罩她的生活。 

  她受夠了，他們全都受夠了。 

  為了自己、為了柯立歐，為了所有在不公不義之下犧牲的生命，星兒決定用盡全力反擊── 

  這一次，她要挺身而出，為自己發聲！ 

 

 

 

2.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544069?loc=P_003_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jvCcq-4gg&list=PLKwtZgvBM54WsDpIxmU2k

498q87BK1HxQ&index=2&t=0s 

『一本罕見的傑作，幾近於完美之境！』──【愛爾蘭獨立報】 

◎榮獲【愛爾蘭國家書卷獎】年度讀者選書獎等 5 項國際大獎！  

◎入圍【英國國家書卷獎】、【德國青少年文學獎】等 16 項世界各大好書獎！  

◎全世界熱賣突破 1,500,000 冊！並已拍成電影！  

◎蟬連愛爾蘭暢銷排行榜冠軍 66 週！國際媒體佳評如潮！  

◎榮登美國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及英、法、德、西班牙等多國暢銷排行榜！ 

  《穿條紋衣的男孩》是一本在全世界各地入圍、得獎無數，並且口碑載道、備受讚譽的一

本書。通常對於這樣的書，我們都會有很多話想說，都會迫不及待的想要向你介紹劇情，但是

這一次，我們決定不那麼做，因為我們認為那將會毀掉你的閱讀樂趣。我們希望，你能夠在完

全不知道故事的情況下，自己和書中的男孩布魯諾一起展開這場未知的探險。 

  當你翻開這本書後，你將隨著九歲的布魯諾踏上一段旅程，並且還會跟他一起來到一面圍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260325?loc=P_003_027
https://www.amazon.com/Hate-U-Give-Angie-Thomas/dp/0062498533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544069?loc=P_003_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jvCcq-4gg&list=PLKwtZgvBM54WsDpIxmU2k498q87BK1HxQ&index=2&t=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jvCcq-4gg&list=PLKwtZgvBM54WsDpIxmU2k498q87BK1HxQ&index=2&t=0s


籬前，認識另一個男孩。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像這樣的圍籬在全世界都有，但我們衷心希望你永遠也不會碰上

這樣的圍籬…… 

 

 

3. Number the Stars    難度：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3163181221378&kw=Number

+the+Stars&pi=0 

https://www.amazon.com/Number-Stars-Lois-Lowry-audiobook/dp/B00023O

146 

勇敢的真諦  

要做好正確的事，通常是很困難的，有時候還很危險……  

《記憶傳承人》作者露薏絲‧勞瑞首部紐伯瑞文學金牌獎之作 

 

一位居住在納粹占領下的十歲丹麥小女孩—─安瑪麗‧約翰生。對她而言，占領區的生

活除了平常的家庭生活與上學時光之外，還有物資短缺和無所不在的德國士兵。 

 

當附近的鈕扣行不預警關店、姊姊的男友行色匆匆，甚至她最好的朋友愛蓮必須和她假

裝是姊妹，還得把從不曾取下的大衛之星項鍊藏起來……她漸漸發現一切原來是那麼不尋常！ 

她必須抉擇，並鼓起勇氣，因為一九四三年希特勒的軍隊展開「重新發配」丹麥猶太人的行動。她決心和家人冒著生命

危險，幫助愛蓮一家逃避納粹的搜索。 

本書透過安瑪麗的眼睛，讓全世界的讀者見識了丹麥反抗軍驚人的英勇之舉，進而體悟每個人都應該心無偏見的善待他

人。 

 

 

4. Wonder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918226?loc=P_003_002  

https://www.audible.com/pd/Wonder-Audiobook/B0074O9UF6 

命運對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但愛，讓生命化為不可思議的奇蹟！ 

  「我不會把我的長相描述給你聽的。無論你腦中有什麼想像，恐怕都比那要糟得

多。」——奧吉，十歲 

   

  成長，對他來說，是一條異常艱辛的道路，每跨一步，都需要比別人還多的勇氣…… 

   

  怪物、外星人、噁心鬼、蜥蜴臉、突變人……別人總是在他背後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他是奧吉，一個遺傳罕見基因，天生臉部有殘缺的男孩。一出生，醫生就斷定他活不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3163181221378&kw=Number+the+Stars&pi=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3163181221378&kw=Number+the+Stars&pi=0
https://www.amazon.com/Number-Stars-Lois-Lowry-audiobook/dp/B00023O146
https://www.amazon.com/Number-Stars-Lois-Lowry-audiobook/dp/B00023O146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918226?loc=P_003_002
https://www.audible.com/pd/Wonder-Audiobook/B0074O9UF6


過三個月，但奧吉卻憑著旺盛的生命力活了下來，經過大大小小的面部整容手術，他逐漸朝「正常人」的路走去，但五

官仍然非常扭曲，像有人用大鉗子把他的臉從中間壓扁。小時候，他不論走到哪都戴著一頂太空人頭盔，因為唯有躲在

頭盔之下，才不會引來別人異樣的眼光。 

十歲這一年，奧吉第一次踏進學校，進入了醜的、胖的、和別人稍有不同就會被霸凌的殘酷青春期。就在他即將融

入新學校之際，一場萬聖節的惡作劇把奧吉的自信打到谷地。惡作劇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因奧吉所掀起的戰爭，又

有什麼驚人的內幕？在充滿潛規則的中學校園，一不小心，就會從「受歡迎」淪落為「被排擠」的邊緣人……到底誰是

敵、誰是友？敵友的分界，是否真的如此壁壘分明？奧吉要如何靠著他的智慧和幽默感，化解危機？每個人的不同抉擇，

又將如何扭轉自己和他人的命運？ 

 

 

主題：青春校園 

1.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2735068 

https://www.amazon.com/Perks-of-Being-Wallflower-audiobook/dp/B075H2QT

9D 

亞馬遜書店編輯年度推薦好書第一名！！ 

亞馬遜書店青少年暢銷榜第一名！！ 

一出版即突破 20 刷，暢銷百萬冊，出版 10 年仍高居亞馬遜排行榜！ 

亞馬遜讀者五顆星滿分評價（超過千人評價，九百多人給了滿分五星讚賞） 

查理是個害羞而內斂的高一學生，擁有超越他年紀的聰明，總是默默觀察身邊的家人和朋友，他可以說是一個「壁

花男孩」。從一封封查理寫給不知名的「親愛的朋友」的信中，我們越來越認識查理。查理遇到了許多青少年在這個年

紀會遇到的挫折，包含交友、迷戀、家庭壓力、感情、性探索、毒品，同時他還必須從好友的自殺、姑姑的意外死亡中

調適過來。 

  還好此時他遇到了一個開明的導師和兩個高三的好朋友珊和派屈克，他們給予查理許多的幫助和友情。讀者就像書

中的「親愛的朋友」一樣，分享了最真實、最坦承、如日記般的親切的真實筆記……閱讀本書就像重回青少年的時期，

重溫那些徬徨、無助和荒唐，也是給青少年學子的最佳課外讀物！ 

 

 

2. 13 Reasons Why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938615?loc=P_017_0_201  

https://www.audible.com/pd/Thirteen-Reasons-Why-Audiobook/B002VA9TI6 

改編自作家傑伊艾夏 Jay Asher 同名小說的美國電視劇 

由《驚爆焦點》（Spotlight）導演 湯姆．麥卡錫（Tom McCarthy）執導 

普立茲獎得主布萊恩．佑奇（Brian Yorkey）編劇 

Netflix 於 2017/3 月全球同步上架 

曾經飛揚的青春，為了什麼無聲墜落？ 

按下回轉鍵，一切是否能夠重來…… 

七卷錄音帶，十三面，十三個故事。這些故事將會告訴你，我為什麼會走到生命的盡

頭。如果你也聽到了錄音帶，那麼，你就是我結束生命的理由之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2735068
https://www.amazon.com/Perks-of-Being-Wallflower-audiobook/dp/B075H2QT9D
https://www.amazon.com/Perks-of-Being-Wallflower-audiobook/dp/B075H2QT9D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938615?loc=P_017_0_201
https://www.audible.com/pd/Thirteen-Reasons-Why-Audiobook/B002VA9TI6


一個懸疑曲折，深情動人的故事，一本獲獎無數的小說，同時也是父母、老師以及所有關心周遭親友心靈的人必讀

的震撼之作，締造出美國出版界史無前例的奇蹟。在吸血鬼和巨龍盤據的美國書市上，這個自殺少女的故事悄悄潛入暢

銷書排行榜，主宰了閱讀市場…… 

兩個禮拜以前，學校裡多出了一張永遠空下來的座位。漢娜‧貝克，一個傳言滿天飛、備受爭議的女孩，吞安眠藥

自殺。十七歲的男孩克萊，在某天放學回家後，發現門口有一個包裹，沒有回郵地址，沒有寄件人，而其中是七卷錄音

帶，每一面上都寫了一個數字，從 1到 13。 

  按下收音機的播放鍵，裡頭傳出的竟是漢娜的聲音。漢娜發生了什麼事？自己又為何會成為她結束生命的理由？ 

 

 

3. Simon vs. the Homo Sapiens Agenda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071845?sloc=main 

https://www.audible.com/pd/Simon-vs-the-Homo-Sapiens-Agenda-Audiobook/B

00TYOC9XO 

電影《親愛的初戀》原著小說 

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團隊精心打造，登上大銀幕 

你喜歡誰，不重要！要他也喜歡你，那才是重點！ 

但為什麼只有喜歡上「同性」的人需要出櫃？ 

西蒙說：凡是正處於戀愛進行式的人，都應該出櫃一下， 

不管你喜歡的是同性或異性……這樣才算公平！ 

十六歲的西蒙，從外表看起來就是交過幾任女朋友的普通高中生，但他心中一直藏著一個

祕密，那就是：他其實喜歡男生，唯一知道這件事情的，只有西蒙用匿名交的網友小藍。 

 

 

主題：奇幻冒險 

1. The Giver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191036?sloc=main 

https://www.audible.com/pd/The-Giver-Audiobook/B002UUQUB6?source_code

=ROWGB13108101800ND&gclid=Cj0KCQjw6PD3BRDPARIsAN8pHuEkptwT_cXhqs

fiKfnpKBGfkbez-5O7DpSzu12456oAoDV9oryOEnYaAk3aEALw_wcB 

1994 年美國紐伯瑞金獎作品(Newbery Medal) 

在同化社區裡， 

只有特定的一個人能享有歡樂、愛戀、飢餓、痛苦…… 

如果可以選擇，你會選擇獨享還是共同承擔？ 

在這個社會裡，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社區」裡，所有的公民對過去沒有任何的記憶，也都受到高度的「照顧」，任

何人不需要自己找工作，也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政府或者大老們會分配工作給每一個人。Jonas 生長在這個一切都有秩

序完美的社會，但最後他最選擇逃離，為什麼？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4071845?sloc=main
https://www.audible.com/pd/Simon-vs-the-Homo-Sapiens-Agenda-Audiobook/B00TYOC9XO
https://www.audible.com/pd/Simon-vs-the-Homo-Sapiens-Agenda-Audiobook/B00TYOC9XO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3191036?sloc=main
https://www.audible.com/pd/The-Giver-Audiobook/B002UUQUB6?source_code=ROWGB13108101800ND&gclid=Cj0KCQjw6PD3BRDPARIsAN8pHuEkptwT_cXhqsfiKfnpKBGfkbez-5O7DpSzu12456oAoDV9oryOEnYaAk3aEALw_wcB
https://www.audible.com/pd/The-Giver-Audiobook/B002UUQUB6?source_code=ROWGB13108101800ND&gclid=Cj0KCQjw6PD3BRDPARIsAN8pHuEkptwT_cXhqsfiKfnpKBGfkbez-5O7DpSzu12456oAoDV9oryOEnYaAk3aEALw_wcB
https://www.audible.com/pd/The-Giver-Audiobook/B002UUQUB6?source_code=ROWGB13108101800ND&gclid=Cj0KCQjw6PD3BRDPARIsAN8pHuEkptwT_cXhqsfiKfnpKBGfkbez-5O7DpSzu12456oAoDV9oryOEnYaAk3aEALw_wcB


 

2.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114793?sloc=main 

https://www.amazon.com/James-and-Giant-Peach-audiobook/dp/B00DTW62

X0 

 

詹姆斯在四歲時成了孤兒，跟兩個一胖一瘦的壞阿姨住在一起。可憐的詹姆斯必須做所

有的家事，而且非常孤單。 

  有一天，一個奇怪的老人給了詹姆斯一瓶魔法葯水，讓他脫離悲慘的生活，詹姆斯

卻一不小心，把它灑在後院，原本生長在那裡的桃樹，突然長出一顆桃子，而且不斷的

長啊長……長成像房子一樣大。他的阿姨將巨桃圍起來，開始賣票收費。詹姆斯在夜裡發現巨桃有一個小通道，一直通

到了桃核，在那裡，他發現了令他驚奇的東西…… 

 

 

3. A Wrinkle in Time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075957?sloc=main 

https://www.amazon.com/-/zh_TW/A-Wrinkle-in-Time-audiobook/dp/B006VO

VINM/ref=sr_1_1?dchild=1&keywords=wrinkle+in+time&qid=1593673925&s=a

udible&sr=1-1 
★ 美國兒童文學最高榮譽「紐伯瑞金牌獎」 

★ 亞馬遜網路書店編輯激烈評選「一生必讀的 100 本書」，史上最高榮耀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杜明城 專文推薦 

★《學校圖書館期刊》讀者票選為「史上百大兒童小說」第二名，超越《哈利波特》 

★ 美國國家教育協會網路票選為「教師的百大童書」 

★ 橫跨五十餘年，超時空經典奇書 

 

全宇宙都在對抗黑色魅影，這是一場壯闊又激烈的戰爭！ 

梅格愛打抱不平，卻常常因此弄得滿身傷。 

她的五歲弟弟查爾斯天賦異稟，卻總是被其他的孩子嘲笑。 

梅格的同學凱爾文善體人意，在學校是風雲人物，卻有不為人知的家庭窘境。 

在一個狂風暴雨、雷電交加的夜晚，梅格家來了一個神祕的新鄰居「啥太太」。她在瘋狂的言談中，隱隱透露出重

大的訊息，可能跟梅格失蹤多年的爸爸有關。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1114793?sloc=main
https://www.amazon.com/James-and-Giant-Peach-audiobook/dp/B00DTW62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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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關懷 

A Long Walk to Water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2504615 

https://www.audible.com/pd/A-Long-Walk-to-Water-Audiobook/B00GIR459G 

    ★紐約時報、亞馬遜暢銷書榜少年小說第一名！ 

  ★全美熱銷突破 1,000,000 萬冊，話題效應持續發酵。 

  ★紐伯瑞金牌獎得主琳達‧蘇‧帕克 依據真人真事改編。 

  ★ 「水資源」教育、提升「國際觀」最佳教材，班級共讀學習單免費下載！ 

  ★這本書的力量，撼動世人！全美各界串連募款，100 萬美金援助，逆轉蘇丹無數孩童

命運！ 

  ★水資源學者葉欣誠，專文迴響。教育界、NGO 各界齊聲推薦。 

 

在一個戰亂國度，乾旱的大地上，有個無家可歸的男孩，堅強地走著，走著…… 

  

  妮雅每天要走八個小時往返池塘取水，才能供她的家人維持生活。同村的居民，和許多其他村莊的人，都必須這樣

做才有水可用。 

  薩爾瓦在教室上課時，被一陣槍響打斷。戰爭打到了他的村莊。薩爾瓦跟著大家逃跑，沒想到這一逃，沒辦法再回

家。他成了「失落男孩」，在逃難途中被迫面對非洲大地上各種人為和自然的危險。 

  兩個孩子，兩段故事，在不同的年代展開，都發生在戰爭不斷、缺乏水源的蘇丹。在那困難的生存環境中，孩子會

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他們對未來是否還能抱有期待？這兩段故事的發展、交會，讓我們體會到妮雅和薩爾瓦的困境，

卻也強力注入了翻轉現實的希望。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2504615
https://www.audible.com/pd/A-Long-Walk-to-Water-Audiobook/B00GIR459G


幽默推理 

 

Hoot   難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0373690?sloc=main 

https://www.amazon.com/-/zh_TW/Hoot-Carl-Hiaasen-audiobook/dp/B0000X

8R9I/ref=sr_1_1?dchild=1&keywords=hoot&qid=1593674439&s=audible&sr=1

-1 
★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 

  ★ 美國《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書 

  ★ 美國圖書館協會推薦書 

  ★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百大閱讀與分享選書 

  ★ 美國童書書商協會推薦好書 

 

  一個朋友都沒有的轉學生，意外解開鎮上謎團重重的難題，以真誠的信念凝聚起社區

的力量，成為拯救瀕臨絕種貓頭鷹的生態英雄。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經典作品   

  讓你屏息、開懷大笑、再次愛上貓頭鷹！ 

 

  不上學的赤腳男孩究竟要跑向何處？ 

  佛羅里達的黑夜到底埋藏了多少祕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0373690?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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