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教育教養

0∼6歲育兒

叢書

叢書

0-6歲幼兒的
健康與照護
百位醫師在你家

教育書

華人育兒百科
作者╱林奏延等

ISBN ╱ 978-986-241-952-6
定價╱ 699 元
★ 台灣第一本！國內逾百位專業醫師共同編著，前長庚兒童醫院院長，林奏延教授領軍策畫
★ 一本抵百本！所有育兒疑問讓小兒醫師、幼教專家來解答！
★ 榮登博客來親子教養年度暢銷書、金石堂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300 個關於身體、心理、發展、教養的育兒疑難雜症
70 個嬰幼兒常見的感染、內科、外科等身心疾病
24 個促進幼兒學習發展的親子遊戲
從母親的產前準備－孕期養護－產後適應，到孩子 0-6 歲的日常照顧、發展等所有育兒重要知識，由逾百位
長庚醫師、幼教專家，根植本土生活經驗，為所有父母提供最可信賴的權威解答！

抓出育兒細節裡的小關鍵！
【請問長庚醫生】系列──
分齡解讀：針對不同年齡的身心靈發展階段，提供相對應的疑難解方
跨科診斷：提供家長多方觀點，了解疾病徵兆的成因可能不只一種
從頭到腳：依身體各系統，分門別列整理各式 QA 問題
家長觀點：搜羅家長最常見，在診間卻不知如何說、不敢問的問題

ISBN ╱ 978-986-241-928-1
定價╱ 350 元
★ 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百大暢銷書

總策畫

黃璟隆

作者

林口長庚醫院兒童醫學中心

ISBN ╱ 978-986-933-393-1
定價 300 元
3-9 歲

頭好體壯愛學習，
學齡兒身心教養100+
ISBN

978-986-933-394-8
定價 300 元
10-18 歲

長高成熟轉大人，
青春期重點守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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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瑽寧

食物過敏、異位性皮膚炎、呼吸道過敏，3 大

好吃好睡好健康，
嬰幼兒關鍵照護100+

Nicaslife

從現在開始，帶孩子遠離過敏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0-2 歲

本圖選自《繪本大變身》，繪

廣受父母家長信賴的
小兒科醫師──黃瑽寧

ISBN ╱ 978-986-933-395-5
定價 300 元

過敏問題一次破除與預防
對抗過敏疾病的戰場，從懷孕時期就已經開
打。本書清楚說明過敏誘發的成因，讓父母
能即早預防；即便已發生過敏症狀，也能在
本書找到對應方法。

發燒免驚──（含 130 分鐘有聲 CD）
搞懂流感、腸病毒，小兒生病不心慌
作者

黃瑽寧

ISBN

978-986-92920-5-4
400 元

定價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年度百大暢銷書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小孩生病，誰是元兇？是病毒還是細菌？何
時要用抗生素？怎樣聰明打疫苗？究竟哪種治
療方法，最能改善不適，又不造成身體上的傷
害？搞清楚敵人是誰，就能紓解因為小朋友生
病帶來的焦慮情緒，在育兒路上走的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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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歲育兒

0∼6歲育兒

0-6歲幼兒的
發展與教養

0-6歲幼兒的
生活與教養

掌握寶寶發展的一切關鍵

愛有方法，伴他成長
新書
推薦

跟著王宏哲，早期教育 so easy
── 0-3 歲 baby 聰明帶的 84 個技巧

聽寶寶說話

作者╱王宏哲

ISBN ╱ 978-986-924-861-7
定價╱ 320 元

新書
推薦

繪本大變身！
── 152 個情境遊戲，玩出大能力

作者╱周育如

作者╱袁巧玲

幼兒學習，關鍵問
作者╱愛彌兒幼教團隊

ISBN ╱ 978-986-94215-1-5

圖╱ Nicaslife

ISBN ╱ 978-986-919-101-2
定價╱ 400 元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年度百大暢銷書

ISBN ╱ 978-986-926-148-7
定價╱ 380 元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

★博客來網路書店百大年度暢銷書

生理發展╳認知發展╳語言發展╳社會情緒發展

★金石堂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0-6 歲建構出來的大腦好不好用，將影響孩子

從 38 本繪本出發，設計 152 款生活遊戲，陪

者專業分享。從語文、數學、音樂、美感、遊

想豐富孩子的學習，也要用對方法。依循孩

一生的發展。兒童發展專家──周育如博士，

著孩子玩中學，引導自發學習，全面啟動孩子

戲、幼小銜接等不同面向，提供家長正確的幼

子 0-3 歲各階段的發展重點，用正確的方式，

帶你從四大構面，全面掌握 0-6 歲兒童發展觀

的社交、溝通、動作發展、認知與感官能力！

兒學習觀念。

養出聰明又健康的好寶寶。

念與教養技巧！

副食品界天后級人物──小雨麻

在家也能蒙特梭利（2015 全新換裝版）

圖╱王佩娟、陳怡今

定價╱ 380 元
44 道關鍵 QA，12 個親子遊戲，7 則完整教
學紀實。幼兒學前教育，最 FUN（放）心！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日本知名繪本作家誠摯推薦，20 位國內幼教學

小雨麻的副食品全紀錄

最受父母信任與喜愛的幼教專家──李坤珊博士

作者╱提姆 • 沙丁

ISBN ╱ 978-986-398-034-6
定價╱ 350 元

（2015 全新增修）
作者╱小雨麻

圖╱陳怡今

★ Selena

洪淑敏

經典推薦

帶你長大

讓孩子安心做自己

作者╱李坤珊

作者╱李坤珊

ISBN ╱ 978-986-398-059-9
定價╱ 400 元

ISBN ╱ 978-986-241-879-6
定價╱ 320 元

ISBN ╱ 978-986-241-3807
定價╱ 260 元

★ 2015 超強增訂 46 頁全新內容

連 Google 創辦人當年都深受啟發的教學法，

★蟬連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百大暢銷書

提供詳細的範例與具體建議，讓你在家也能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

★博客來、金石堂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金石堂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蒙特梭利！

★金石堂教養類暢銷書

★李偉文、蔡穎卿、Selena 等親情推薦

為何孩子總愛唱反調？上學前的分離焦慮如

十八個從兒童本位出發的幼兒實用教養守則

何處理？擔任波士頓教師訓練中心及幼兒園

面對小小孩的哭鬧與無理，該怎麼做？兼備

第一線教師的李坤珊老師，用簡單的文字直

理論與實務經驗的李坤珊博士，誠摯寫下這

指核心，提供父母幼教現場實戰技巧，只要

本幫助父母了解小小孩行為動機的幼兒實用

讀懂孩子的心，就沒有解決不了的教養難題！

教養守則。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共享暢銷書

跟著小雨麻，依著當令食材，輕鬆用心做出
健康營養的副食品。

實用育兒好好三書
全球暢銷百萬餘冊 • 德國育兒寶典 2015 嶄新改版上市
超人氣媽媽部落客 艾胥黎 Ashley、水瓶面面、彭菊仙

副食品天后 小雨麻

台中榮總醫師 陳昭惠 一致好好推薦

★由德國兒童心理治療專家與小兒科醫師合力撰寫，全球暢銷逾百萬冊。

從孩子出發，是教養最舒服的方式

82

叢書

★以科學育兒出發，用簡單的言語讓父母快速掌握重點，提供清楚明晰的行動策略。

建立愛與信任感的引導式對話法
──媽媽不抓狂，寶寶好聽話

掌握 0-6 歲 27 個關鍵第一次

文╱本田千織

ISBN ╱ 978-986-241-844-4
定價╱ 300 元

作者╱親子天下 Baby 季刊

每個孩子都能
學好規矩

每個孩子都能
好好睡覺

每個孩子都能
好好吃飯

作者╱安妮特．卡斯特尚

作者╱安妮特．卡斯特尚

作者╱安妮特．卡斯特尚

ISBN ╱ 978-986-921-175-8
定價╱ 300 元

哈特穆．摩根洛特

哈特穆．摩根洛特

ISBN ╱ 978-986-921-173-4
定價╱ 300 元

ISBN ╱ 978-986-921-174-1
定價╱ 300 元

ISBN ╱ 978-986-241-488-0
定價╱ 260 元

★博客來親子教養年度暢銷書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共享暢銷榜

★王宏哲

本書鎖定 0~3 歲小小孩的新手父母，運用心

嬰兒的一舉一動，都隱含生理發展的意義和

理學的「引導式對話法」，針對不同的教養

需求，只要父母嘗試理解寶寶藉由表情、聲

用對的方法教會他！

讓大人、小孩都能睡得好好！

讓餐桌不再成為親子角力的戰場！

實境，提供明確實用的教養建議、和寶寶溝

音和動作所發出的各種訊息，並給予積極的

本書以大量實例說明孩子為什麼不守規矩，

孩子睡的好，更有助於他們的學習與發展。

本書將為家長說明為什麼孩子不肯好好吃飯，

通互動的要領，讓父母輕鬆育兒不抓狂！

回應，就能為幼兒大腦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每個年齡的孩子該遵守哪些規矩、如何訂定

本書清楚分析了孩童的睡眠模式和問題，再

每個年齡的孩子該遵守哪些吃飯的規矩，並

也能因為理解與同理的互動關係，展開美好

家規……。從設定界限開始進行三階段計畫，

提出有效的睡眠計畫與輔助方案，讓全家人

提出「好好吃飯法則」。讓家長免緊張，孩

的親子關係。

幫助讀者重新評估、並改善自己的教養方式。

都能好好睡覺！

子沒壓力。

李思儀

黃瑽寧專業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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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生活

請問洪蘭老師

成就美滿豐富的親子生活
新書
推薦

請問洪蘭老師

我想做個好父母

陪伴孩子成長時，家長時常遇到教養問題，卻不得其解，愈擔心只會愈焦慮。
其實這些問題的產生，在於家長不了解孩子的大腦發展，重量不過一公斤多的大腦，掌握著人類命運的鑰匙，
人的成長或衰敗，關鍵都在大腦中。

作者╱蔡穎卿

ISBN ╱ 978-986-928-155-3
定價╱ 360 元

「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給孩子規條，而是我們自己樂意做個『好大人』，給孩子一個好的
──蔡穎卿
身影跟隨。」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洪蘭

富邦文教基金會董事 陳藹玲

趨勢科技文化長 陳怡蓁

素直推薦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年度百大暢銷書

新書
推薦

教養不必惱，自然就好
──只求全心陪伴，不必當完美父母
ISBN ╱ 978-986-939-1870
定價╱ 320 元
父母的陪伴有助於孩子的大腦發育嗎？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現在孩子好難教，該如何教導他們誠實呢？
從小教孩子背古詩古文，有益處嗎？

引導新手父母思索教養初心。在教育價值觀紛擾的當下，娓娓道出教育中應牢牢堅守的、那些「基本的小事」……

跟著洪蘭老師帶你跳脫教養迷思，從孩子的生理發展、情緒、閱
讀、品格與親子關係等五大核心，以科學方法啟發大腦，讓父母

小雨麻的100 道馬克杯料理，上桌！

有你，更能做自己

作者╱小雨麻（謝宛均）

作者╱鄧惠文

ISBN ╱ 978-986-929-208-5
定價╱ 350 元

ISBN ╱ 978-986-921-178-9
定價╱ 350 元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博客來心理勵志類年度暢銷書

★博客來飲食類年度暢銷書

★誠品、金石堂心理勵志類暢銷書

1 個人可以豐富的單品料理，2 個人也可以甜

婚姻是轉化成熟的空間，不是壓抑自我的寒

請問洪蘭老師

蜜的雙人套餐，全家人都可以共享的營養全

窯。懂得添柴調溫，爛泥瑣事也能燒成幸福。

餐，不必顧火，1 指搞定主食湯品甜點與副食

伴侶必須了解自己心理深層的問題，也了解

品；100 道暖心、飽足又美味的馬克杯料理，

對方深層的問題，不斷克服內在的恐懼，超

ISBN ╱ 978-986-241-468-2
定價╱ 280 元

輕鬆上桌！

越慣性的防衛，面對真實，才能創造一個滋
養涵容的關係。

作者╱賴馬、賴曉妍

ISBN ╱ 978-986-926-142-5
定價╱ 380 元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教養生活不簡單中也有簡單之處！

安心陪伴，還能培養樂在學習、高品格、好情緒與高 EQ 的孩子。

洪蘭老師，我想問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金石堂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徐玫怡的 Mother Style
── Meiyi's 育兒手記，展現自我
的媽媽風格

從理性出發分享教養策略。面對無數家長焦慮迫切的提問，洪蘭
老師宛若一盞明燈，總為廣大父母啟發出有別傳統的教養思維。
本書彙總台灣家長普遍共有的教養困惑，邀請洪蘭老師直搗核心，
提出精闢剖析與建議。

作者╱徐玫怡

ISBN ╱ 978-986-241-885-7
定價╱ 350 元

看似毫無章法又搞怪的管教風格，卻是孩子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

們放心長出創意、做自己的大大天地，好幾

★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個不尋常的家庭手做，三不五時讓人笑到歪

31 篇精采圖文創作 + 6 篇發人深省、有著濃

腰的童言童語童問題，這是賴馬一家，平凡

濃人生體悟的心情散文＝實境呈現徐玫怡獨

中很不凡的家庭週記。

有的 Mother Style ！

風雨無阻

在愛裡，我逆著光飛翔
──音樂夢想家黃裕翔的成長故事

洪蘭老師開書單
洪蘭老師開書單 1：
良書相伴，快樂成長
──親子、師生共讀，開啟深度對
話的 48 本閱讀提案

洪蘭老師開書單 2：
悅閱人生
── 44 本好書，分享教育趨勢、大
腦科學、內省心靈與多元視野

作者╱洪蘭

作者╱洪蘭

ISBN ╱ 978-986-241-778-2
定價╱ 300 元

★中天電視－「文茜的世界週報」節目專訪

ISBN ╱ 978-986-241-883-3
定價╱ 350 元

ISBN ╱ 978-986-241-777-5
定價╱ 300 元
★ 榮登金石堂暢銷排行榜

★ 榮登金石堂暢銷排行榜

★書稿獲荷蘭哈林精神病理學博物館夏季特

★博客來親子教養年度暢銷榜

父母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是，帶他進入閱讀的

要改變教育，就要改變我們對教育的看法，

★王宏哲

門，使他一生一世受用不盡。這是一本「介

就必須多讀有益的書。本書由洪蘭教授精心

作者╱朱瑄文

ISBN ╱ 978-986-398-006-3
定價╱ 300 元

展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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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推薦

親職作家蔡穎卿，再次帶領讀者回頭思索教育初衷。27 篇振聾發聵的雋永好文，27 個圖文並茂的實作靈感與提醒，

賴馬家的 52 週生活週記簿

叢書

故事╱黃裕翔

文字╱李翠卿

李思儀

黃瑽寧專業推薦

這不僅是一個職業婦女【犧牲小我】的故事，

二十七歲的音樂夢想家黃裕翔，雖然失去視

紹好書」的書，集結了六年來洪蘭教授曾細

挑選適合家長與教師閱讀的書籍，包括學校

而是建築師媽媽走進自閉症兒子的世界，完

力，但卻擁有絕對音感。對媽媽來說，裕翔

心導讀、深情推薦的親子適讀書籍，包括童

與教育、大腦與學習、人生這堂課、閱讀與

成一趟小手牽著大手，自我追尋的探索旅程。

跟明眼孩子的差別只是認識世界的方式不一

書繪本、青少年小說、勵志傳記，以及以家

世界，提供家長關於教育教養的不同視野，

樣，正是母親這樣的毫不遲疑，讓裕翔深信

長為對象的教養書，一次總覽四十八本好書

進而改變教育孩子的方式，使親子關係更圓

自己「只要勇敢踏出去，凡事就有可能」。

的魅力風采。

融，家庭生活更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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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出學習力

教出學習力

多元智能，找到學習好方法
翻轉教育 2.0 ──動手做，開啟真學習
作者╱親子天下編輯部

ISBN ╱ 978-986-241-938-0
定價╱ 999 元

新書
推薦

探索思辨，未來無限可能

翻轉教育──
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
作者╱何琦瑜等

★榮登博客來親子教養類暢銷榜

ISBN ╱ 978-986-241-801-7
定價╱ 250 元

動手做的教學如何進行？孩子如何重新回到學
習核心？本書遠赴美國採訪記錄，讓你看見孩子
的創造力與主動學習的熱情；同時深入台灣教育

新書
推薦

不太乖世代──
不是叛逆，更不是反骨，而是堅持乖
乖做自己！

愛還是錯愛──
關於教育與人格養成的思辨

作者╱蘇仰志、陳慧婷及親子天下雜誌編輯群

ISBN ╱ 978-986-398-048-3
定價╱ 320 元

作者╱顏擇雅

★上市即橫掃博客來暢銷榜！

ISBN ╱ 978-986-937-199-5
定價╱ 380 元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亞洲出版大獎「最佳亞洲社會洞察力非小說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顏擇雅的教育、教養書寫，一向跳脫框架，角度

如果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那麼教育，就應該

新穎。她觀察敏銳，擅於發現別人沒發現的問

類」優等獎

現場，讓你看見創意教師的努力，翻轉了被動無

《親子天下》歷經五年深入採訪教育現場、跨國

是從 1 到無限的各種可能。本書介紹各式各樣

題，勇於挑戰人云亦云。行文節奏明快，風格獨

力的教室。

探索世界與教育的變化，透過溫暖正向，又貼近

「不太乖」的人物故事，深入挖掘教育的不同樣

樹一幟。篇篇文章都帶來思想撞擊，不只幫助下

雙 DVD 影片內容（片長約 60 分鐘）

教育現場需求的報導寫作，讓所有關心教育發展

貌及可能性，讓所有人都能適性發展，找到屬於

一代養成強健人格，也是大人自己的成長之旅。

1. 美國趨勢：動手做，開啟真學習
2. 台灣現場：翻轉教師，扭轉無動力世代

的家長、教師，都能快速掌握這場寧靜變革的

自己的一條路。

緣起、翻轉的脈絡，與孩子共同整備未來能力，

跟著課本去旅行

發現孩子的亮點

作者╱林韋萱、王韻齡等《親子天下》編輯部

作者╱詹志禹

分數之外的選擇──
陳安儀的教育實驗手記

ISBN ╱ 978-986-241-915-1
定價╱ 350 元

ISBN ╱ 978-986-241-818-5
定價╱ 300 元

作者╱侯惠澤

作者╱陳安儀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ISBN ╱ 978-986-931-927-0
定價╱ 300 元

ISBN ╱ 978-986-921-171-0
定價╱ 320 元

用「課本」規劃島內旅行，以「深度」設計行程，

★吳思華、吳靜吉、鄭石岩、陳安儀、陳藹玲、

★金石堂網路書店教育類暢銷書

★李崇建╱陳怡光╱彭菊仙 誠摯推薦

是父母帶孩子遠離 3C，與自然親近的好用秘笈，

教育學者詹志禹教授以理性又溫暖的書寫，檢視

第一本兼顧理論與實例的「遊戲式學習」專書，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十段結合趣味知識的旅程，就等你帶孩子走出教

各種教育現象與教養迷思，讓父母與師長能得到

內含「微翻轉遊戲」範例說明與設計原則，並精

13 篇實驗教育全紀錄，16 篇課業之外的家庭教

室，體驗真實的學習樂趣。

一些關於幫助孩子成長、學習，適性發展的教養

選 15 款教育遊戲的內容與使用說明，立刻帶孩

育，分享親子過招與實驗教育的精采呈現。

校園公播價 8,000 元

邁向新學習時代！

遊戲式學習──
啟動自學╳喜樂協作，一起玩中學！

子玩出學習樂趣。

學習動機（2016 全新增修）──
幫助孩子更輕鬆有效學習

專注力（2016 全新增修）──
決定孩子學習成敗的關鍵

作者╱伊旭．塔雷曼

作者╱佩特拉．索爾布里茲

ISBN ╱ 978-986-924-867-9
定價╱ 280 元

ISBN ╱ 978-986-924-868-6
定價╱ 280 元

★本書包含「動機測試」表，讓家長更了解孩子

★從台灣本土出發，深入淺出汲取德國成功經驗

的學習動機有多高！
★掌握 8 個增強動機的成因 × 為期一週到半年

★10 招增進良好專注力的方法╳為期一週到半
年的短中長期專注力行動計畫

這是一本實用好讀，體驗式學習的家庭指南，也

黃哲斌、老ㄙㄨ老師等聯名推薦

叮嚀。

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學習共同體：構想與實踐力

文╱佐藤學

文╱佐藤學

譯╱黃郁倫

譯╱黃郁倫

ISBN ╱ 978-986-241-494-1
定價╱ 380 元

ISBN ╱ 978-986-241-678-5
定價╱ 250 元

★ 2012 亞洲出版大獎（APA）「書籍類最具亞

★打造「學習共同體」學校的最佳實踐入門書

洲社會洞察力」優等獎
★蟬連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百大暢銷書
★金石堂 2012 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
★縣市教育局、中小學、教育團體指定團購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日本教育大師佐藤學觀摩世界各國 10,000 多間
教室，累積 1,000 所學校失敗的經驗，從授課、
學習方式、課程、校內研習的改革，校長領導能

本書從他對亞洲各國現況與困難的分析，以及他

力的改善，到與社區建立協力關係，佐藤教授完

專注是可以學習的。專注力不只對學習很重要，

親自訪視一萬所學校的現場經驗，以及帶領學校

全傳授。

透過本書將能了解動機機制，而父母也可了解如

對往後的生活也很重要。本書的測驗與練習可讓

成功的改革歷程，完整呈現在台灣讀者的面前。

何協助和鼓勵孩子獲得更多的學習樂趣。

父母採取合適的步驟與做法，培養孩子的專注力。

翻轉過動人生──
多元適性，從 1 到無限的未來教育

做孩子的學習好夥伴──
超級老師王文華，給親師的 20 道學
習錦囊

的短中長期動機增強計畫

作者╱陶德．羅斯

ISBN ╱ 978-986-398-054定價╱ 350 元

作者╱王文華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ISBN ╱ 978-986-241-472-9
定價╱ 280 元

★朱德庸、何秋蘭、吳沁婕、李佳燕、周育如、

★親子天下總編輯

幸佳慧、彭新維、劉明麗 、嚴淑珠等感動推薦

86

叢書

何琦瑜推薦

是小學老師、是童書作家，也是孩子的爸爸的王

報告！這裡沒有校長室──
印度河濱學校的六堂課，化知道為做
到的熱血教育

成就每一個孩子──
從芬蘭到台北，陳之華的教育觀察筆記

作者╱許芯瑋、上官良治

ISBN ╱ 978-986-241-166-7
定價╱ 350 元

作者╱陳之華

ISBN ╱ 978-986-241-632-7
定價╱ 280 元

★博客來網路書店

★印度河濱學校校長

★吳祥輝、林良、洪蘭、柯華葳、劉欽旭、盧蘇

吉蘭．瑟吉專文推薦；吳

靜吉、沈芯菱、陳之華、黃明正、蔡佳宏等聯
名推薦

人文科普暢銷書

偉、蕭慧英等誠摯推薦
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祕密在哪裡？「以孩子為

作者在 13 歲那年，身上有了新標籤－ ADHD，

文華老師，面對孩子提出的疑難雜症，早已練就

印度的亞美達巴德市有一所河濱學校，這所學校

中心」的真義是什麼？不論政府、學校、老師、

處罰挨罵是日常寫照。現在他是教育神經科學領

一套「王氏心法」，想給孩子快樂學習的童年，

沒有校長室，他們嘗試改變不合腳的教育，將書

家長都以孩子的需求為最優先，協助孩子培養一

域的頂尖學者，透過他的親身經歷，他將告訴深

打造邁向成功人生的好品格？父母師長最需要

本上的知識化為具體的行動，鼓勵孩子「感受」

生受用、帶著走的能力，永遠幫孩子留一扇機會

陷相同困境的父母，轉變的契機其實無所不在……

的教養祕技，就讓王文華老師告訴你！

周遭的問題並解決它，找到學習的目的！

之窗，就是芬蘭教育世界第一的祕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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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出學習力

教出閱讀力

進入國際教學現場，學習動起來！

叢書

閱讀2.0，從閱讀到思考
有效提問──
閱讀好故事、設計好問題，陪孩子
一起自我探索

有效閱讀──
閱讀理解，如何學？怎麼教？

作者╱陳欣希、許育健、林意雪等編著

ISBN ╱ 978-986-2417-51-5
定價╱ 320 元

作者╱鄭圓鈴

ISBN ╱ 978-986-241-934-2
定價 350 元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百大暢銷書

跟著閱讀教育的資深教授，從螞蟻式進化到

依據「自我探索」4 大主題，精選 25 個優質

蜜蜂式的閱讀學習，讓課堂從「回答標準答

繪本、小說與影片。從選擇文本、引導提問、

案」邁入「思考與討論」，更讓孩子真正領

閱讀活動設計，全面提供完整閱讀教學策略。

略閱讀的美好滋味。

學習，動起來 1 ──
英國：創造力的學習

學習，動起來 2 ──
上海：思考、提問、表達的學習

學習，動起來 3 ──
日本：學習共同體

每書皆有詳細的閱讀教案與提問設計，是閱

作者╱陳雅慧

作者╱許芳菊

作者╱佐藤學

ISBN

ISBN

定價

文學盛筵──
談閱讀，教寫作
ISBN ╱ 978-986-2411-03-2
定價╱ 320 元

讀課程上的最佳工具書。

從理論，到實踐；從跨國影音，到在地記錄，

記得這堂閱讀課──
偏鄉教師楊志朗用閱讀翻轉孩子的
人生

2012 年英國奧運展現十足的創造力，驚豔全

十年來，上海經歷了轟轟烈烈的二次課改，

為積極、熱情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更深入、

作者╱楊志朗

球，到英國教育現場，直擊創造力改革的威力。

在兩岸的教育改革路上，誰能引領下一代走

實用、具體的實戰指南。

本產品包含一本專書 + 一片 DVD

向國際、走向未來？

本產品包含一本專書 + 一片 DVD

ISBN ╱ 978-986-241-838-3
定價 300 元

一堂精采的國文課，帶你看見文學裡的繁花盛景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百大暢銷書

國文課不只是語詞教學，而是導引學生進入

★各大校園教師指名團購，百位閱讀典範教

人生的文學風景。經典要怎麼讀？作文該怎

定價

978-986-241-594-8
699 元

校園公播價 3,500 元

定價

978-986-241-595-5
699 元

本產品包含一本專書 + 一片 DVD

校園公播價 3,500 元

1,200 元

校園公播價 8,000 元

作者╱廖玉蕙

麼寫？廖玉蕙為所有關心國語文教學的讀者，

師共同力挺

做出最精彩的示範。

本書收錄了楊志朗老師推動閱讀有成的策略，

在家啟動英語力

以及如何帶動全校、乃至家長都齊心響應的具
體做法，看楊老師如何用生命與偏鄉、貧窮、
弱勢等劣境拚搏，用愛翻轉了孩子的人生。

教出閱讀力 2 ──
培養 Super 小讀者

教出閱讀力
文

柯華葳

ISBN
定價

978-986-6948-31-2
220 元

文

柯華葳

ISBN

978-986-6582-97-4
250 元

★中時開卷、自由時報專文推薦

定價

★榮登博客來網路書店暢銷排行榜

透過本書分析與提供的閱讀策略和閱讀教學、

國內第一本符合國情的「閱讀力」學習聖經，

實用教案，讓孩子成為有策略的「優質」S 讀

提供系統化的方法與步驟，引導父母和教師，

者（Strategic & Super reader）。

有效提升孩子的閱讀力。

小熊媽的經典英語繪本 101+
作者

小熊媽（張美蘭）

ISBN

978-986-398-035-3
360 元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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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 123，用五感玩出寶寶的英語
好感度

100 個一定要會的英文部首

晨讀 10 分鐘

文╱徐薇

文

作者

吳敏蘭

978-986-241-752-2
380 元

ISBN ╱ 978-986-241-249-7
定價╱ 399 元

ISBN

ISBN

100 個一定要會的英文字根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台港兩位教師國語文課程教學實錄

文╱徐薇

本書舉出 78 種晨讀成功實施的策略，提高孩

★教學策略的設計概念、閱讀策略 8 大問題

ISBN ╱ 978-986-241-261-9
定價╱ 399 元

子閱讀興趣，有效從閱讀產生專注力、思考

定價

閱讀，動起來 4 ──
閱讀，可以輕鬆玩策略

定價

南美英

978-986-6759-22-2
299 元

ISBN

978-986-241-626-6

定價╱ 699 元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
★榮登金石堂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排行榜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

親子共讀英語繪本，父母美麗無暇的發音，

★榮登金石堂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排行榜

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學到單字與用法、

掌握 0-6 歲黃金關鍵期，讓寶寶自然愛上第二

勇於使用外國語言，才是有用的學習！如果

語言！

父母真的無法為孩子朗讀，不妨充份利用網

0-6 歲是語言的黃金啟蒙階段， 透過故事和繪

路的豐富資源，讓父母在最經濟的花費下，

本圖像，孩子不但可以學習大量語彙，還能

必 學 的 100 個 部 首 &100 個 字 根 +2400 個 必

也能陪伴孩子走入英語繪本的閱讀世界。

學會如何應用。用五感引導寶寶閱讀英文，

背單字與實用參考例句

於閱讀素養常見的疑問，是閱讀策略教學的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英文啟蒙老師。

超值組合：2 本單字書＋ 8 小時 MP3 光碟

最佳範例。

★榮登博客來、金石堂書店暢銷書排行榜

重點整理
★內含「台北 VS. 香港一課兩教」DVD ＋「閱

力，是父母和老師必備的教育指南。
校園公播價 3,500 元

讀，可以輕鬆玩策略」行動專書
影像記錄兩堂精采的國語課現場，專書並完
整記載分享兩位教師的教學策略，與 8 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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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

情緒教育

情緒教育

人生最重要的情緒教育

情緒教養教戰手冊
新書
推薦

28 本情緒書單 ╳ 10 道遊戲導引╳ 18 個桌遊提案
親師聯手，掌握情緒教育的具體方法，種下 EQ 好種籽。
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副教授 周育如

叢書

戒吼媽──挑戰！ 21 天不生氣的教養提案
作者╱ Jaguar 小姐 × 親子天下雜誌編輯部

POWER 教師、台中市大元國小教師 蘇明進 誠摰推薦

國內第一本情緒教育完整專書

ISBN ╱ 978-986-92013-0-8
定價╱ 320 元
★博客來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書、金石堂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兼顧學校與家庭情境，提供課程心法╳共讀共玩技巧，一本蒐羅

雙效閱讀！專業的情緒教養文╳ Jaguar 小姐親身血淚

聚焦本土、借鏡國際，全面掌握情緒教育實踐經驗與重點知識

告白文

新書
推薦

三效合一！媽媽的自我放鬆術╳好好說科學教養術

情緒教育，怎麼教？
──家校攜手，共讀共玩的 50+ 提案

╳婚姻不氣爆

當孩子鬧情緒時，妳會選擇冷靜以對，還是跟著一起

作者╱《親子天下》編輯部、呂俐安、黃欣妏、黃瑞瑛、楊俐容、賴奕銘等

失控崩潰？看過好多教養書，為什麼書上的乖小

ISBN ╱ 978-986-933-391-7
定價╱ 350 元

孩都不在我家？怎麼說孩子還是叫不動，吼完小
孩後又後悔到不行！

本書企圖由國際經驗著手，帶領讀者拉高視野，探討「家庭」與「學校」

此次《親子天下》特別與人氣部落客 Jaguar 小姐合

如何協作，從課程分享、成人自我情緒的覺察，到親子間能輕鬆進行的

作，帶領媽媽們從認識自我情緒開始，理解自我與

情緒繪本與桌遊，讓情緒教育落實在生活之中，開啟社會的正向循環。

孩子、與伴侶的關係，最後成為情緒的主人，打破
崩潰育兒的循環，開啟家庭正向的能量！

楊俐容的情緒教養課
找對方法，與你的青春期兒女對話
情緒教養，從小開始

青少年教養的最佳指南

作者╱勞倫斯 • 比若、札克 • 佩塔 - 海勒、
安娜 • 格林沃爾德

面對孩子的青春期，大多數父母是緊張擔憂

作者╱楊俐容

與失去對策；事實上，青春期反而是親子關

ISBN ╱ 978-986-241-848-2
定價╱ 350 元

係絕地大反攻的最佳良機，能將不可能調整

★博客來網路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ISBN ╱ 978-986-241-670-9
定價╱ 300 元

為可能。以對話代替衝突的交談，顧全親子

★年年暢銷，眾多父母指名購買

★提供「21 篇問題透析」、「14 項教養好策

關係才是大局；若父母急速展開高壓的管教

★誠品書店年度暢銷書

★以圖解方式清楚呈現教養觀念，清楚易懂，

作者╱楊俐容

略」，具體提供青春期教養對策

★義大利波隆納童書展台灣館優良圖書推薦
你的孩子愛生氣、不耐挫、是個「磨人精」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位情緒教練，楊俐容根據多年的親職教育經驗，透過簡單的遊戲、親
密的對談，提供父母、老師實用方法，幫助孩子培養正向的性格與品
格、增進社交技巧、提高學習動機與挫折忍受力。

深度了解青春期的變化

方式，是不管用的。讓德國「家庭研究室」
豐富的經驗案例，協助父母找到教養子女的
新方法！

ISBN ╱ 978-986-241-439-2
定價╱ 200 元

本書中的四十個活動可以幫助孩子們學習用
正面的方式處理他們的怒氣，這些技能將促
使孩子在家的行為變得更好，學會控制情緒，
也幫助孩子與朋友間相處得更好。

給青少年父母的情緒、學習、教養對策
楊俐容建議父母學習做個「轉型父母」，從「保母」變成「顧問」、把

我不再害羞了──
42 個練習克服畏縮

交個朋友吧──
輕鬆擁有友誼的 40 個方法

焦點從「孩子為什麼要狂飆」，轉移到「孩子需要的是什麼」。因為了解，

作者╱理查 • 布洛素維奇、琳達 • 闕斯

作者╱勞倫斯 • 夏皮羅、茱莉亞 • 侯姆斯

才能放心和放手。透過愛與智慧，成就親子雙方最美好的自己。

ISBN ╱ 978-986-241-438-5
定價╱ 200 元

ISBN ╱ 978-986-241-437-8
定價╱ 200 元

害羞源自基因，先天脆弱不公平的限制了他們

孩子需要方法與引導，來練習對他人表達善

親子間最大、最多的衝突，經常是在青春期階段，面對青春期孩子，

生涯探索，SOS ！

的未來。研究證實，透過練習絕對可以克服害

意，並告訴他們怎麼交朋友。跟著書中 40 個

作者╱楊俐容

羞的。本書一步一步搭出一座堅實的橋，從孩

對策活動一步步完成練習，讓孩子漸漸掌握

30 招，教出高 EQ 小孩

ISBN ╱ 978-986-241-857-4
定價╱ 350 元

子內心，一個接一個的練習帶他們走出畏縮。

社交技巧。

作者╱楊俐容

★ 14 個生涯學堂，從專業測驗與理論，讓孩

別找我麻煩

終結霸凌

作者╱蘇珊 • 艾考芙 • 格林

作者╱王美恩

ISBN ╱ 978-986-241-443-9
定價╱ 200 元

ISBN ╱ 978-986-241-263-3
定價╱ 250 元

發現潛能、追逐夢想，給青少年父母的陪伴守則

★王浩威、王育敏、侯文詠、蕭慧英推薦

★王浩威、王育敏、侯文詠、蕭慧英推薦

這是第一本由心理學家，透過理論及心理測驗，配合孩子的生長階段，

過度的嘲弄與霸凌將傷害孩子的自尊，本書

第 1 本完整有系統的霸凌預防對策專書

提供常見問題與解決方式的生涯發展書。父母可從本書了解自己是否

提供具體策略，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如何

作者綜整多年輔導經驗，創新運用「ORID」

對孩子過度投射，破除生涯迷思，就能減少親子間的衝突與拉扯，成

有效且安全的面對霸凌，讓孩子懂得面對嘲

對話模式，幫助家長和教師引導孩子建立同

為孩子最好的生涯教練。

弄與其他難堪處境，建立自信。

理心，在真實生活中學會尊重，友愛與正義。

ISBN ╱ 978-986-241-671-6
定價╱ 300 元

子了解自己的興趣與能力
★ 18 個生涯迷思大破解，釐清親子間常有的
衝突與盲點

調查顯示，現在的小孩更容易生氣、容易衝動又愛鬧彆扭情緒化。本
書為家長量身打造四堂課，從「溝通力、品格力、學習力、社交力」
來談 EQ 教養，提供 30 個好用妙招，教父母建立有效的親子溝通，讓
孩子培養好的品格、學習動機，與人際關係，與孩子一起克服情緒管

90

ISBN ╱ 978-986-398-018-6
定價╱ 300 元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
40 個幫助孩子控制怒氣的活動

青春期，SOS ！

情緒教養，從家庭開始 ─
高 EQ，是父母教出來的

理問題。

作者╱賈斯伯．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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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

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

教出好品格與好習慣

叢書

認識世界，與孩子開拓視野
夢想零極限──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的熱血人生
作者

陳彥博

ISBN

978-986-241-811-6
350 元

定價

★博客來網路書店、金石堂心理勵志類暢銷書
★陶晶瑩、歐陽靖、潘瑞根、蕭青陽、謝怡芬 Janet、謝金河、魏德聖熱血推薦
不管身在何處，只要你準備好了，那裡就是夢想的起點！
22 歲，他立志用極限馬拉松環遊世界；5 年後，完成了全球七大洲八大站的極限
馬拉松賽事。本書精采記錄我國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三大賽事的驚險歷程，以
及他歷經咽喉癌開刀住院、最愛的狗弟弟皮皮離去後，對生命價值的種種體悟。

培養小孩的挫折忍受力

培養小孩的責任感

培養小孩正確的價值觀

文╱羅伯特 • 布魯克斯、薩姆 • 戈爾茲坦

文╱福斯特 • 克林、吉姆 • 費

文╱布麗吉特 • 拜勒

ISBN ╱ 978-986-241-445-3
定價╱ 350 元

ISBN ╱ 978-986-241-441-5
定價╱ 280 元

ISBN ╱ 978-986-241-442-2
定價╱ 300 元

暨南國際大學教授 李家同

國立陽明

華人廣告教父 孫大偉

大學教授 洪蘭 真心推薦

院長 詹志禹

★博客來、誠品、何嘉仁年度暢銷書

長 唐可珊 專文推薦

政大教育學院

格林菲爾兒童學校執行

擁有高指數的 AQ，比 IQ、EQ 更加奠定小

當爸媽放輕鬆，孩子會比你想像的更自動自

孩的健全與成功。

發！

提供父母在培養小孩挫折忍受力中，必須知

本書提供四十一則實際教養範例，與分享如

道的十個原則與實踐。全書貫穿生動真實的

何傳遞價值觀給孩子等，幫助父母培養孩子

諮商案例，積極協助父母提振子女不屈不撓

自己做抉擇的能力，並學會承擔責任。

的精神、責任感與同理心等正向人格成就。

漸凍人生又怎樣？
──我胡庭碩自己的人生自己扛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作者

胡庭碩

作者

張文亮

ISBN

978-986-241-997-7
280 元

ISBN

978-986-241-762-1
300 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詹志禹 專

定價

文推薦

★教育部長吳思華等揪甘心推薦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博客來、誠品親子教養類暢銷書

★首位以學測滿級分考入台大的狀元身障生，

★李偉文、范欽慧、凌拂、張淑瓊、陳藹玲、

教會孩子責任感、同理心、樂觀、獨立、助

定價

劉克襄品味推薦

二○一四年總統教育獎得主

人……將讓他將來成就大事。

我一直在對自己喊話：漸凍的只是身體，不

為何情侶們總是在大王椰子樹下拍照？

本書針對父母最常遇到的教養問題，提出正

該是我的人生！

茄苳樹能在洪水中屹立不搖，是救命樹？

確而實際的方法。讓孩子擁有正確的價值觀，

在二十多年「正常退化的不正常人生」中，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學習教室，所有的智慧與

對生命充滿熱情和希望，是父母給孩子最好

他以三倍速的節奏來經營人生，他說：「我

知識都寫在植物上，跟著河馬教授，帶著孩

的生命禮物。

不樂觀，也不勇敢。正因忙著做自己想做的

子走近植物，觀察習以為常的大自然，發現

事，所以我沒時間害怕！」

植物的生命之旅，擁有一輩子的生命。

邁向目的之路
──幫助孩子發現生命的召喚

10 個與孩子的重要對話

用電影與孩子談心
新書
推薦

作者

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

譯者

許芳菊

ISBN

978-986-241-689-1
350 元

定價

★誠品書店 2013 選書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 4.5 顆星強力推薦
★ 9 大祕訣、12 關鍵步驟幫助年輕人找到一
條通往目的之路
今天年輕人所缺乏的，是動機的來源，是對於

作者

施慕禮 • 巴迪奇

ISBN ╱ 978-986-6759-07-9
定價 250 元
★洪蘭、黃迺毓、高淑貞真情推薦
本書是現今價值混亂時代中，父母最佳品格
教育指南，包含：為人、童年、求知、尊嚴、
寬恕、恐懼、家庭、愛、尊重女性、信仰。
談對了問題，才會教對方向。這十個對話幫
助你連結孩子的內在，好讓他對人生重要的
課題及早做好準備。

目的感的缺乏。父母若能掌握關鍵訣竅，就能
培養出年輕人的目的感，而這將可以啟動他們
邁向更滿足豐富，屬於自己的英雄旅程。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作者╱李偉文

電影裡的追夢人生 ─
62 部電影，滋養孩子的熱情、冒
險與勇氣

愛，無國界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

作者

王美恩

文

ISBN

ISBN

作者

定價

978-986-241-815-4
320 元

劉清彥

ISBN ╱ 978-986-241-224-4
定價╱ 320 元

作者

李偉文

ISBN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定價

978-986-929-202-3
360 元

★孫效智、陳立言、陳進隆、陳藹玲等誠摯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定價╱ 320 元

★王意中、李崇建、陳建榮真心推薦

★博客來、金石堂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跨國尋找幸福。從台灣到荷蘭，探訪原生家

李偉文精選五十部中外佳片，邀請父母帶著

當孩子懵懂發出愛情的嫩芽時，那些無法直

精選 62 部親子共賞電影，針對不同年齡層的

庭、收養父母與孩子的心路歷程，不僅省思

劉清彥精選五十本圖畫書，帶領孩子們看見

孩子一起用電影分享與探索最重要的生命議

接對孩子說的話，就從電影開始，陪孩子預

孩子，幫助父母累積親情存款，滋養孩子的

台灣收養文化的迷思，更牽引出親職角色的

生命典範，並隨著故事主人翁的經歷，思索

題。

修關於愛情一定要學會的 3 大學分！

夢想、勇氣與冒險精神。

真實涵意。

自己的人生和夢想。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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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的愛情學分 ─
51 部影片，陪孩子談情說愛

李偉文

ISBN ╱ 978-986-929-2030

定價

978-986-2414-11-8
320 元

愛，不必靠血緣來定義，也不必被國界所侷限。

★博客來網路書店排行榜暢銷書

五位台灣之子，遠渡重洋來到鬱金香國度，

★孫效智、黃迺毓、柯倩華、陳進隆、陶晶
瑩真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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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

打造創造力

打造創造力

動手做，激發無限想像力

五感體驗，啟發創造與自信
科學玩具自造王── 20 種培養創造力、思考力與設計力的超有趣玩具自製提案

神奇手工書達人作家──王淑芬
新書
推薦

作者

一張紙玩一首詩

一張紙做立體書

作者╱王淑芬

作者╱王淑芬

插畫

陳怡今

ISBN

ISBN

978-986-935-4547
380 元

定價

定價

插畫

ISBN

金克杰

978-986-937-194-0

定價 399 元
陳怡今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暢銷書

978-986-92013-3-9
380 元

3 種《大人的科學》創意改造、6 種超酷炫 3D 列印組
7 種閃閃發光、五彩繽紛的發光玩具、20 種上天下海、可操作互動的小朋友最佳玩伴

★博客來網路書店、誠品童書年度暢銷書

力學、電學、光學、機械原理，這些光看名字就覺得艱澀的專有名詞，都可以透過自製科學玩具來理解。從迷你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童書暢銷書

★金石堂童書暢銷書

彈珠台、電流急急棒、會發光的晴天娃娃到紙飛機發射器，提供適合製作各玩具的年齡，及可參考的科學原理。

10 招全新摺紙密技教學 +10 種多元媒材繽紛

技法升級！清楚分享 20 種「立體書經典技法

低年級由家長陪同一起做，中年級學習獨立完成，高年級進一步改造玩具。就讓課本裡的知識，透過親手玩具製

創作 + 40 個輕鬆入門寫詩提案

╳製書結構」

作的過程，立刻變得鮮活、實用！

將文字加加減減、重重疊疊、打散排列…再

貼心設計！依據不同小書型式提供適合的寫

裝入量身打造的紙盒子裡，讓詩變成特別的禮

作提案建議與延伸玩法

物！只要一張 A4 紙，剪一剪、摺與貼，做出

從 2D 到 3D，平面到立體，好多翻轉、扭摺、

簡單小紙玩。運用各種紙玩型式，搭配寫詩，
就能進行最具創意的語文遊戲與卡片設計。

世界的微笑
──純真與感動的瞬間

美力，孩子看不見的競爭力

拉頁、透視等神奇效果，大小朋友都能充分

作者

許培鴻

ISBN

享受與紙張互動、閱讀與創意的樂趣！！

ISBN

978-986-241-886-4
580 元

定價╱ 320 元

定價

978-986-922-618-9

★誠品書店藝術類暢銷書

★文學大師白先勇提字推薦

創作、鑑賞、戲劇、繪本、音樂等 6 大領域

精緻裸背裝禎方式，讓跨越 12 國、近 200 張

╳ 23 個玩藝術的創意點子！

精彩影像完全平攤無縫呈現

Otto2 藝術美學課堂裡的精彩藝術課，藉由獨

作者╱王淑芬 插畫

每張照片皆有專屬故事，訴說著該地迷人的

特的蜂巢式創意啟發，從色彩到戲劇，從閱

風情與生活文化

讀故事到音樂賞析，帶領家長從「藝術好好

★博客來網路書店、誠品童書年度暢銷書

在紙上與各國孩童相遇，了解不同生活風貌。

玩」的角度，啟發孩子的自信心與創造力。

★金石堂童書暢銷書

這是一本專業的攝影集，也是父母能夠帶孩

陳怡今

978-986-241-961-8 定價

380 元

20 款手作小書、20 幅插畫獻技，100％簡單
易學的手作小書。
搭配 60 個寫作提案，與孩子發揮創意，畫一
本圖畫書再也不困難！
一張紙，可以只是單純的一張平面，也可以

我的第一本 DIY 立體禮物書

子飛往世界的第一張門票。

作者

王淑芬

978-986-2418-07-9
550 元

掉進兔子洞：幸佳慧帶路，跟著
經典童書遊英國

繪本之眼

ISBN

文

ISBN ╱ 978-986-2412-34-3
定價 320 元

定價

插畫

王乃薇、陳怡今

幸佳慧

978-986-241-578-8

文

林真美

是充滿魔法的各種奇想之書；長期沉浸在手

★榮登金石堂書店暢銷排行榜

ISBN

工書世界的王淑芬老師，特別為初學者挑選其

6 招入門技巧＋ 6 張立體卡片＋ 155 個彩繪圖樣，訂製一本獨一無二的

定價╱ 320 元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中二十種入門款技法，簡單有趣又實用，立

手工書，完整呈現你的創意點子，獻給最親愛的人。只要準備好剪刀

★榮獲「最佳文學語文類圖書獎」金鼎獎

★誠品書店選書

刻就能體會手工書的無窮魅力。

和白膠，都可以輕鬆上手。無挫折，完成一本可愛童趣的立體手工書。

★台灣第一本結合經典童書介紹與英國旅遊

★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推薦作品

的朝聖指南

親子創意玩生活達人──Selena
文╱ Selena Hung（洪淑青）

在家啟動創造力：55 個超簡單的親
子手作，拼拼貼貼玩出好教養

ISBN

文╱ Selena Hung（洪淑青）

孩子們，玩創作

定價

978-986-922-612-7
380 元

ISBN

978-986-241-653-2
380 元

品，搭配繪本內頁圖示，全彩印刷，精采呈

居、童書中的場景，並介紹作家創作當時的背

現經典繪本真實原貌；剖析繪本閱讀重要議

景及生前死後的軼聞趣事，讓讀者來一趟英國

題，詳解圖文的美妙關係與兒童觀。

經典童書朝聖之旅！

打開藝術眼：親子美術的 12 堂課

梵谷的美術課

文╱林千鈴

作者╱林千鈴

ISBN

978-986-241-024-0
定價╱ 320 元

ISBN

★博客來網路書店排行榜暢銷書

定價

16 種遊戲方式 × 50 個創意提案 × 64 本延伸

★榮登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年度暢銷榜

從觀察、寫生、色彩、布局、線條、造形、

閱讀

★政大創造力講座主持人吳靜吉專業推薦

創意、媒材等共 12 堂課程，40 種實作活動，

大元國小教師 老ㄙㄨ老師

高雄榮

創意無所不在，孩子更是創作的源頭，不分時段、場域，所有感受都
可以是發現的泉源與靈感。
葉子做書、衣服變抱枕，喜歡的話就收藏今天的天空吧！大手帶小手，
玩出無限創意、玩出帶不走的美感力。

完整介紹繪本發展史上重要名家及其代表作

幸佳慧一一走訪這些英國兒童文學作家們的故

★博客來網路書店親子教養類暢銷榜

華幼稚園園長 蔡瑞驊 好好玩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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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tto2 藝術美學創辦人詹秀葳暨團隊

一張紙做一本書──
每個人都能上手的超創意小書，王
淑芬教你輕鬆做！
ISBN

手工書達人 王淑芬

叢書

978-986-241-086-8

定價╱ 899 元

從文字、從圖片、從影像、從遊戲，為讀者

55 個手作，隨著時令，跟著節慶，利用家裡隨手可得的材料，從孩子

引導孩子認識美學特有的形式語言，內化、

熟悉的環境、親密的家人出發，在生活中恣意玩耍，在創作中營造幸

累積成素養品格。

福，啟動創造力。

《教學現場 DVD》：以影音呈現兒童美術教

的最佳指引。

學活動現場，讓讀者清楚理解全系列貫穿的

超值組合：

觀念和想法。

1. 《梵谷的美術課》專書
2. 《在美術教室遇見梵谷》上下集 DVD
3. 《梵谷，這麼好玩！》遊戲書

全方位解讀梵谷，是一套進入梵谷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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