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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元

編者的話

跨領域學習，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文｜親子天下出版暨產品中心副總監 張文婷

特企

華文世界的薩提爾推手—

李崇建

AI 時代來襲，什麼人才不會被人工智慧所取

本《巴巴洋與魔法星》 （P.68）＋思辨力學習親師

代？《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的作者發現：恆毅

手冊。林世仁《不可思議先生故事集》 （P.55）陪

力、 熱 情、 自 制 力、 自 我 覺 察 力 等「 非 認 知 能

讀者『打破框架』，增加生命能量。【理財小達

人稱阿建老師的李崇建，身形清瘦，有著無比

力」，才是促使孩子願意自我超越的根本。無論

人】（P.69）是孩子的第一套理財橋梁書，從小學

的耐心，總是願意花時間與人對話。他經營作文

是即將上路的 108 新課綱，或是世界各國的教改

會觀察經濟議題，建立正確金錢觀。

班，常有班上的孩子或家長找他談話；他在因出

方向，都指出能主動思考、不被動等待答案的才
是未來需要的人才。在親子天下童書出版邁入第
13 年之際，我們重新對焦閱讀與學習版圖，尋
求更多有趣的新嘗試，培養孩子 IQ 以外的多元
能力。

培養小創客並不難

保持文字的敏感度，理解人情世故

話的對象是誰，他永遠專注的看著對方的雙眼，

采續集。故事新穎有趣的【妖怪醫院】 （P.48）讓

用包容、理解的態度陪伴對方。他的招牌問句

中年級小朋友閱讀力無痛升級。

「怎麼啦，你願意跟我說說嗎？」幾句簡單的話

【少年天下】（P.55-P.60） 讓青少年透過小說看
見更寬廣動人的世界：讓人愛上宋詞的《詞靈》；

孩子是天生的創客（Maker），只要提供符合

《獵書遊戲 2：被詛咒的寶藏》帶推理迷去舊金
山尋寶；千萬人淚推的電影原著小說《奇蹟男孩》

的陪伴共玩，都能從益智性的遊戲中得到成就

用愛化解先天缺陷。
國中生不可錯過【張曼娟論語學堂系列＋孔夫

產品：【賴馬給 0-3 歲寶寶的遊戲書】（P.15）、【快

子大學堂有聲書】（P.61），以及【晨讀 10 分鐘】

手模型小達人】（P.18）、《動物堆堆》（P.15）、

（P.64-P.65） 兩本新書。

《小豬乖乖的立體花園遊戲屋》 （P.13）、《小豬
乖乖的歡樂遊戲寶盒》 （P.13）。

STEM教育加強版

話，不知不覺間，他已對談超過兩千人。不論對

入門讀本【閱讀 123】（P.36-P.46） 推出多本精

真實情境、需求的媒介，即使是幼兒，透過大人
感。因此我們推出更多讓幼兒成長發展變有趣的

書而展開的各種演講與分享會上，也與參加者對

以STEAM新素養，
幫助孩子成為未來的人才

語，堅定而溫暖，往往能讓談話者安心，慢慢打
開心防。

大家的暖心好朋友，
探索內在，開啟自己與他人的深刻對話
年輕時的阿建老師做過各種工作，從工人到

們，其實非常需要薩提爾；透過冰山式的對話，

酒店少爺，生命混亂迷失，找不到方向。三十歲

幫助老師更容易進入學生心裡的世界，改善了師

時，因緣際會到全人中學任教，為他打開一扇新

生關係，也改善了親師關係。讓我們跟著阿建老

的窗；幾年後，他參加了一場以薩提爾為題的演

師，一起進入薩提爾的世界吧！

講，從此改變他的一生。學習薩提爾後，他漸漸

當「學習成就」不再是孩子未來人生的保證，

找到自己內在和諧的方式，循著冰山的脈絡，他

較大的孩子可以挑戰 【小孩的科學】新品和

「成功」的定義必須被重寫。在少子化的時代，

STEAM 智 慧 積 木《 爬 牆 機 器 人 》（P.80）。 閱

改善了與家人的關係，也改善了與自己的關係。

我們一起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打造機器人搶不

讀 STEAM 讀 本【 生 活 中 的 數 學 】（P.77） 了 解

薩提爾最重視的是「一致性」，與自己連結，忠

走的競爭力，成為主動學習、應用知識、創新未

實面對自己的感受。現在的阿建老師非常一致，

數學如何解決生活中問題；【知識化繁為簡的

來的人才。

還有餘力幫助別人。

INFOGRAPHIC】 （P.73） 破解圖表如何讓知識理
解化繁為簡；動手動腦玩科學】 （P.76）用膠水、
剪刀就能做實驗；【改變世界的好設計】（P.68）：

老師們的輔導老師，

解析「設計思考」理念和架構。

不藏私推廣薩提爾，撫平眾人心中的痛

思考力訓練最佳素材

完整梳理了冰山的脈絡，並為老師舉辦大量工作

資訊超載時代，孩子更需要具備思辨的能力。
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夫婦首度為孩子編寫故事讀

阿建老師近年專注書寫薩提爾及冰山對話，
坊，將薩提爾推到教學現場。教學第一線的老師

33

特企

華文第一暢銷作家後,
繼續坐穩童書天王寶座—

賴馬

最受矚目的國際級
繪本創作家 —

陳致元

2016 年親子天下與賴馬攜手合作，締造了堪稱

為寶寶創作了優質的啟蒙作品。而年年受到讀者

作 品 被《 華 盛 頓 郵 報 》 盛 讚 為「 繪 本 裡 的 珍

奇蹟似的光榮，讓賴馬成功以童書作家的身分奪

喜愛的賴馬延伸商品，自然也是出版的重點之一，

下博客來年度華文暢銷作家第一名的殊榮，成功

2017 年推出了「動物堆堆 賴馬的益智積木疊疊

寶 」， 陳 致 元 的 創 作 之 路 始 於 2000 年 作 品《 想

翻轉書店通路對童書市場的印象。2017 年親子天

樂」，再次擄獲大小讀者的心。

的兩部作品，一為華文世界必讀的經典，《十二
生肖的故事》，一為賴馬與楊麗玲聯手創作的《胖
先生與高大個》，全書挑戰全景超展開技術，成

後陸續出版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勇奪國外大獎：
瑞典 Peter Pan Prize 小飛俠圖畫書獎、美國「國

下本著更深的使命，協助賴馬持續不懈的累積創
作能量與聲量，再度為賴馬重新復刻創作生涯中

念》，初試啼聲便獲得國內信誼幼兒文學獎，之

往下深耕,服務0歲起的寶寶,
為小讀者埋下閱讀的種子
2017 年親子天下為賴馬量身企劃製作一套精緻

家教師會」年度最佳童書、美國《出版人週刊》
年度最佳童書等，堪稱國際級繪本創作家。沉潛
多 年 後 2016 年 陳 致 元 再 度 出 發， 將 眼 光 放 諸 幼
兒，開始致力耕耘低幼市場，矢志以優質的創作

為綿延 586 公分的超級大書，豐富細緻的圖像堪

的「賴馬給 0-3 歲寶寶的遊戲書」，以最受喜愛

稱幼兒版的清明上河圖，入圍「台北國際書展書

的角色生氣王子艾迪為主角，設計多款好玩又具

親子天下本著深耕本土作家的使命，自 2016 年

展大獎」。

啟發功能的遊戲書：機關重重、啟發感官的布書，

起與陳致元攜手展開多面向的合作，除了為小行

防潑水、不怕撕咬的防水遊戲書，以及好聽好玩

星幼兒誌量身訂做四個靈魂人物、開展主題故事

的動動身體中英兒歌本，結合視覺、聽覺、觸覺

外，更於 2017 年企劃、發表一系列引起幼兒高度

和動手操作，陪寶寶一起探索世界，還製作了精

共鳴的【小豬乖乖】角色故事，成為讀者送給孩

美的艾迪安撫布偶，深受寶寶喜愛。

子的第一份成長禮物的首選。

除了為 3-8 歲的讀者服務之外，更將觸角往下

探入 0-3 歲幼兒，將讀者深深的期待付諸實現，

滋養、啟蒙幼兒，市場一片期待之聲。

持續提供優質作品，
並復刻經典，再次喚起感動
2018 年 親 子 天 下 將 持 續 為 陳 致 元 深 耕 低 幼 市
場，出版小豬乖乖續集，以及周邊商品，更協助
其重新出版經典之作《想念》，復刻母親的溫柔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走出國際
在賴馬榮獲國內多項重量級的圖畫書大獎、締
造驚人的銷售佳績後，親子天下將更加積極的將
賴馬的作品推向國際舞台，除了中國大陸、香港、
新加坡、馬來西亞、澳門等的，希冀也能放眼歐
美，成為台灣童書之光。

平面之外，擴展觸角，
進級全方位發展

滋養外，更體恤、同理異鄉遊子的心情，作品擴
大觸及成人讀者，再次喚起感動。

除了平面書籍經營外，親子天下也為陳致元開
展不同的觸角，為其角色故事創造數款周邊商品，
如：小豬乖乖的歡樂遊戲寶盒、小豬乖乖插畫貼
紙、小豬乖乖的立體花園遊戲屋等，新穎有趣，
深受讀者喜愛。
2017 年 親 子 天 下 舉 辦「 我 的 童 書 大 冒 險 」 活
動，為本土創作者與讀者搭建一座橋梁，陳致元
以繪本達人的身分近身指導孩子尋找自我的創意
美學，更透過小豬乖乖的形象立體化，成功將角
色深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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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金石堂年度風雲人物
—張 曼 娟

充滿情感、美感的故事，
成為孩子成長路上最知心的陪伴
2017 年【 學 堂 系 列 】 推 出 了 全 新 主 題 企 劃，
這次張曼娟同時以故事和有聲書的型式，帶領孩

娟左手教書、右手創作，以細膩筆觸和獨特文字
風格席捲華文出版圈三十年。近年來更因為跨足
少兒教育，與親子天下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童書，
成為少見成人和童書雙棲的暢銷作家。

繼 2016 年以《仙靈傳奇 1：詩魂》入圍誠品閱
讀職人年度最期待作家後，2017 年又以《詞靈》
再次獲得同一獎項的肯定。這不僅代表作者豐沛
的創作能量，更意味著讀者對其作品的喜愛，才
能在眾多優秀的創作者中脫穎而出。

子認識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究竟滋

在翻譯小說當道的潮流中，為什麼在國外求學

養我們民族品格思維的，是怎麼樣的一群人？為

的陳郁如卻堅持以東方元素走出自己的道路？一

什麼《論語》足以成為代代相傳的經典？這些千

方面是因為有感於現今的孩子對東方文化都很陌

年經典中的智慧，要如何落實在現代日常生活之

生，也是因為她相信，只要細細打磨，源自千年

中？

前的經典，仍舊可以在現代發光發熱。

張曼娟始終像個溫柔的引路人，持續用親近好
自第一本小說集《海水正藍》出版以來，張曼

華文奇幻第一女作家
—陳 郁 如

讀的故事，為孩子開啟進入經典的大門，用故事
回應孩子們生命中的成長課題。

以詩詞元素架構奇幻國度
於是在陳郁如的妙筆揮灑下，相繼推出了以唐
詩宋詞為元素的《詩魂》及《詞靈》。或許有人
擔心，以詩詞寫成的奇幻小說，會不會很難懂啊？
但這也正是陳郁如的厲害之處。她沒有因為以這
些古典元素讓故事喪失半分趣味，在她的筆下，
這些詩詞有時是主角冒險穿越的場景，更是解開
謎團的重要線索，即使原本不熟悉詩詞的讀者，
也可以輕鬆在她所創造的奇幻世界裡遨遊，領略
詩詞之美。

老少咸宜的東方題材，
滿足大小讀者們的想像力
陳郁如以自身的所學經歷，完美的融合東方題
材和西方奇幻小說的寫作手法，成就了一個個精

為孩子打開經典的智慧大門，
提昇孩子對文字的敏感度
2006 年，張曼娟以多年來創作與教學所蓄積的

采的奇幻冒險故事。每次一有新作推出，不只孩
子迫不及待，就連大人們也很愛看，無論男女老
少，都能在她精心打造的奇幻故事中貫通古今、
拓展無限的想像力。從不在故事中刻意說教，但

能量，企劃了以奇幻、成語及唐詩等主題的【學

讀者每每看完陳郁如的小說都會心生體悟，忍不

堂系列】，經由她的重新詮釋，那些經典故事有

住查找原典，這就是陳郁如小說作品

了全新的生命，從單純背誦理解的文本學習，過

最大的魔力！

渡到與每個年輕讀者的生命產生連結──不論是
學會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與自己珍惜的事物分
離，或是其他在人生路上可能遭遇的種種挑戰，
這些作品不僅是孩子學習語文的最佳素材，也是
他們成長路上的明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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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企

符合新課綱精神，幫助孩子定位未來

STEAM嚴 選 好 書

文｜親子天下童書出版中心知識線主編

若 提 及 去 年 臺 灣 科 普 童 書 市 場 的「 關 鍵

對未來挑戰及解決問題的能力，「STEAM」也順

強調孩子只要拿起剪刀、膠水與透過剪貼摺畫，

字 」， 很 多 人 映 入 腦 海 的 第 一 印 象 大 概 就 是

理成章成為現今臺灣童書市場、營隊活動、教材

就能輕鬆認識各種科學知識。例如可以親手完成

「STEAM」？究竟什麼是「STEAM」？為什麼

教案最重要的關鍵字。

一棵紙做的樹、在玻璃罐裡裝入看起來真的會飛

眾多出版社會一股腦推出以「STEAM」為號召的
童書呢？
STEAM 顧 名 思 義， 指 的 是 S ＝ Science
（ 科 學 ）、T ＝ Technology（ 科 技 ）、E ＝
Engineering（工程）、A ＝ Art（藝術）、M ＝
Mathematics（數學）等五大學習領域，並強調須
具備 「跨領域」、「動手做」、「生活應用」、
「解決問題」、「五感學習」等五大學習精神。
STEAM 新教育一開始是由美國開始倡議，目前已
有許多國家跟隨推廣。

什麼才是符合STEAM精神的好書？
不過，究竟什麼條件，才是最符合「STEAM 教
育新素養」的嚴選好書呢？一百個專家學者，或
許就會提出一百種解答。其實最容易判讀的觀點，
就是運用 STEAM 的「五大學習領域 X 五大學習
精神」做為評選的準則，通常符合的條件愈多項，
愈接近所謂的「STEAM 好書」。
舉例來說，目前童書市場有許多可讓孩子動手
遊戲的勞作書，勞作書雖然具備「動手做」和「五

臺灣方面，十二年國教即將在明年上路，而教
育部已頒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針對「核心素養」則指出：「素養指人在
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時，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和態度。」正與 STEAM 新教育所倡導
的學習精神符合。為了培養孩子因應新課程、面

感學習」，或許還有一些「生活應用」的特色，
卻因沒有傳遞豐富的跨領域知識，也少有引導孩
子解決問題的設計，所以很難被稱為符合 STEAM
精神的選書。
但 親 子 天 下 2017 年 出 版 的【 動 手 動 腦 玩 科 學

1-2】套書卻是少數例外的 STEAM 好書。這套書

動手動腦玩科學

生活中的數學 1-6

專為小學生設計的
STEAM 操 作 書， 從 做
中學，奠定厚實的生物
與天文科學基礎

第一套結合職業介紹、跨學
科學習與解題應用的知識
書，以全新的角度，將數學
呈現在真實生活中

的紙蝴蝶，還有超級酷的宇宙塵收集器和火星探
測車……，當跨領域的科學知識與有趣的實作活
動完美結合，孩子會更願意主動投入，也能得到
更多啟發。

林欣靜

從「做中學」印象更深刻
如 果 您 的 孩 子「 相 對 沒 有 那 麼 愛 看 書 」， 也
可以選擇符合 STEAM 精神的科學教具、玩具，
從做中學，一樣能開啟孩子的學習動機。例如親
子天下與臺灣積木大廠跨界合作的《小孩的科學
STEAM 系列 vol.01：爬牆機器人》，強調「STEAM
學習＋智慧積木」，讓孩子懂得「用」知識、發

厚植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另一類的 STEAM 好書，則是透過故事或主題
式的包裝，引導孩子去關注平日不容易注意到，
卻真真實實散布在你我生活中的各種應用知識。
例如親子天下出版的【生活中的數學 1-6】套書，
從孩子們最有興趣的「飼養員」、「潛水員」、「消

展解決問題的能力。內附的學習手冊，則讓有興
趣進一步探索的孩子，學習齒輪機械、馬達動力
與吸盤大氣壓力等科學知識，並透過機器手臂改
裝的工程模擬任務，由淺至深、逐一解決問題，
從實際應用與回饋機制中，重新學習知識，並且
找出自己的興趣。

防員」、「恐龍專家」、「探險家」和「太空人」

真實世界的問題，不是單一學科可以解決，孩

等六大職業切入，帶領孩子去認識這些專業人士

子必須脫離背誦、記憶、為考試而學的教育方式，

的工作，以及他們如何運用數學來解決日常生活

開始為興趣而學，養成挑戰未知的習慣，才能面

中會遇到的各種問題，讓孩子不僅能得到「讀故

對複雜又瞬息萬變的挑戰，期盼親子天下嚴選的

事」的樂趣，也能厚植「解決問題」的能力，還

STEAM 好書，能陪伴孩子定位方向、學習解決問

可以探究其他與生活緊密連結的跨領域知識。

題，探索未來的航道。

小孩的科學 STEAM 系列

小孩的科學

vol.01：爬牆機器人

vol.07：數學魔術師

最佳 STEAM 科學玩具，榮獲
2017 年德國紐倫堡玩具展創新
獎、美國亞馬遜書店 STEM 玩
具編輯選品等多項大獎殊榮

台日數學專家聯手打造，最搭
小學生的數學學習魔術，包含
13 個數學主題和 24 種玩法
( 預計 2018 年 4 月出版上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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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新，體制內外聯手，引爆學習的無限可能

特企

探訪教育創新版圖，大膽想像學習的未來──

學習本就不該孤立於課本與教室之內。如何帶領孩子走入生活，參與世界？如何整
合資源，讓傳統學校體制整合產業或非營利組織，碰撞出更多火花？

面對AI崛起，108課綱箭在弦上，
如何翻轉思維，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面對變動的未來，破壞與創新，已是科技與教

孩子更善於考試，而是幫助孩子更熱愛學習。透

育先進國爭相競逐的關鍵字；而回顧過去 10 年的

過有效的教學方法，善用合宜的學習工具，幫助

台灣，國內教育先行者的翻轉與實驗，更是一段

每一個孩子得以自我實現。

又一段試圖掙脫框架、戮力突圍的接力賽。

尤其在少子化的現實下，「讓每個孩子都學得

平心環顧各產業，「追求創新」不再只是科技

會、學得好，懂得如何終身學習」，已是國家生

廠商求變圖存的必備元素。Google 搜尋、數位平

存與永續的必須。這是新課綱何以強調「素養」

台、知識網紅……日新月異的科技力量，對教育

的初衷，也是為什麼先進國家持續發掘創新的方

領域形成莫大衝擊；「破壞式創新」已兵臨城下，

法與模式，實現個人化學習，企圖提供寬容多元

過去百年相對穩固的教育產業，也到了不得不改

的課程與學習環境，允許不同背景、能力、興趣

變的關鍵轉捩點。

與特質的孩子，都有多元發展與成功的機會。

走在這條教育改變的路上，值得欣慰的是台灣

歷經十年寒暑，不斷記錄台灣教育領域劇烈變

並不落後。我們是全亞洲第一個通過實驗教育法

化的《親子天下》，持續關注教育的「創新因子」，

的國家，各式各樣突破體制的教育模式取得合法

深度挖掘教育創新的特種部隊。透過多元形式的

地位，各種各類學習樣貌百花齊放。許多積極熱

出版型態，匯聚各界對教育的省思與經驗，幫助

情的老師，打開教室，勇敢嘗試教學的創新與改

你擁有與時俱進的教育觀點，開創與眾不同的宏

變；也有更多家長同意，教育的目的，不是訓練

觀視野。

不孤單，一起走

老師，是孩子遲來的父母

不太乖世代

教育不應只在教室內，看體制外
光頭教師如何串聯資源，落實生
活即教育。

從程式教育到跨科教學，從校園跨
入社區，看見教育真正的需要。

打開認同寬度，窺見年輕世代
的自我追尋之旅，讓雜學引爆
下一代的無限創意。

洞見趨勢，展望跨界多元的未來教育
打破分科教學框架，聚焦跨界整合能力，遠眺世界教育浪潮，打造台灣的人才優勢，是所有政策制
定者、教育工作者，無法迴避的關鍵課題。

設計思考

翻轉教育

翻轉教育 2.0

學習的革命

向頂尖企業 IDEO 取經，
掌握教育裡的破框思維，
教學設計師就是你。

獲亞洲 APA 出版優等獎，深
入剖析本土中小學教育問題、
爬梳策略解方的專書。

用動手做翻轉無動力世代，翻
轉被動課堂，開啟真實學習。

獲亞洲 APA 出版大獎，深入
探究日本「學習共同體」的教
學底蘊。

提升學習動機，啟動兼具深度與廣度的有效教學
一群由下而上、從基層而起的熱血教師，勇於起步展開教學變革；找尋適合各自教室與不同學生的教
學方法，啟發孩子的學習動機。

看見異才，幫助每一個孩子實現自我
未來的教育，不該是制式一致的罐頭工廠，而是多元奔放的生態花園。如何打造安全的基地堡壘，
幫助孩子發揮潛能，開展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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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

明日教育

翻轉過動人生

剖析非認知能力，了解恆
毅力、自信心、正向動機
才是成功之鑰。

從芬蘭、英美、日本到台
灣，全盤了解課綱改革、
程式教育與實驗教育。

從中輟生到哈佛學者，看
多元適性，從 1 到無限的
未來教育。

為未來而教

學思達 / 學思達增能

溫美玉備課趴 / 數學趴

拿下全球創新教學首獎，台大電
機教授葉丙成，如何用 BTS 思維
翻轉課堂？

中山女高教師張輝誠，主動打開教室
大門，吸引亞洲各國前來觀課。

創意源源不絕，從閱讀寫作、數學到班
級經營，向全台最大教師社群挖寶。

我的草根翻轉

親師 SOS/ 交心

翻轉偏鄉，南投爽文國中教師
王 政 忠， 讓 孩 子 從 不 會 到 學
會，從共學到自學。

營造真切同理孩子的希望教
室，向親師最暖心的陪伴者
老ㄙㄨ老師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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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17年，歷時3年，運用電影分鏡手法，勾勒回憶中的一幕幕都賺人熱淚
想念

3
8

978-957-9095-39-6
400 元（全彩平裝，無注音）
25.3×23.5 cm，172 頁

★信誼幼兒文學獎
你，有最想念的那個人嗎？
女孩住在一個擁擠、匆忙的城市裡。母親，是她最深切的掛念。
搭車回家的途中，在半夢半醒間，兒時場景一幕幕鮮活的湧現，爬樹、打水仗、烤地瓜，地
瓜香、笑聲甜，友情濃又純。不久，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母親，但，在夢幻間，母親的形影卻
漸漸的模糊……
小豬乖乖

》，繪

陳致元

孩子的第一套成長禮物：交朋友、戒尿布、懂禮貌，
最佳幼兒生活自理指南，引導孩子踏出學習第一步

12

《小豬乖乖》系列，暖爸育兒生活對照，再造兒童成長好朋友

小豬乖乖系列：乖乖溜滑梯、乖乖坐馬桶、乖乖愛幫忙
ISBN
規格

2018 全新作品
敬請期待

小豬乖乖系列：不怕打針、不拖拖拉拉

471-721-1022-70-2 定價 840 元（全彩精裝，有注音）
19.5×20 cm，每冊 24 頁，全書圓角設計使用安心

★博客來 2017 年度百大 ★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人氣粉絲團推薦！

12

角色扮演、生活認知、美學培養、想像創造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環境體驗、操作練習，遊戲式學習更自然

英語力+想像力+美感力 ALL IN ONE

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2018 全新作品
敬請期待

7

- 歲適讀．讀本

圖選自《

-歲適讀．圖畫書

ISBN
定價
規格

小豬乖乖歡樂遊戲寶盒（附 150 枚造型磁鐵及英文字母磁鐵）

小豬乖乖立體花園遊戲屋（附 60 張貼紙 + 手指偶）

EAN

EAN

471-721-1022-43-6 定價

1,200 元（精裝提盒，透明收納隔板）

規格 長 20 寬 28 高 4.5 cm，3 歲以上適玩
75 枚造型磁鐵，75 枚字母磁鐵，4 大主題場景，1 張字母學習小海報

★金石堂 2017 年度百大
★台灣標準檢驗局及 ST 玩具檢驗雙認證，安心使用！

471-721-1023-34-1 定價

899 元

規格 長 37.5 寬 36 高 4.3 cm，平面展開面積 56.8×54.5 cm
3 歲以上適玩

★黃彥鈞職能治療師強力推薦！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10
15

13

作家推薦．陳致元

2018年最動人療癒系親情繪本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國際繪本創作家 陳致元 暖心獻禮

0
6

幽默、創意生活， 啟動孩子的情緒力及問題處理能力

永不退燒，居家必備情緒繪本：不哭‧不氣‧要勇敢

12

生氣王子

勇敢小火車——

愛哭公主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卡爾的特別任務

定價

978-986- 9261-45-6
360 元（有注音）

978-986- 3980-19-3
360 元（有注音）

ISBN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定價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360 元（有注音）

978-986- 931-926-3
360 元（有注音）

★金鼎獎
★「好書大家讀」入選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文化部動畫繪本獎 No.1
★文化部兒童文化館選書

賴馬20週年經典不敗，賴式幽默賦予故事新生命
新書
推薦

賴馬野餐貼紙遊戲書

設計 蔡宗翰（漢克叔叔） 圖 賴馬
EAN 471-721-102-271-9
定價 880 元（無注音）
規格 長 18.4 寬 14 高 6.2 cm
3 歲以上適玩

EAN
定價
規格

★益智健腦觸覺辨識，學習一次滿足！
★ 3+ 以上，5 種玩法，從記憶訓練到平
衡堆疊，由淺入深耐挫力 UP

★榮登博客來、金石堂暢銷排行榜

★書附「艾迪起床囉！」感官布書、
「是誰在玩水？」防水遊戲書 、
中英雙語兒歌本（附律動 CD）
★視覺 × 聽覺 × 觸覺 × 肢體律動
0 歲開始感官多種體驗一次滿足

471-721-102-123-1
380 元（有注音）
200 張可重覆黏貼的貼紙 +
50 公分寬幅大拉頁
3 歲以上適玩

十二生肖的故事

胖先生和高大個

早起的一天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978-957-9095-24-2
360 元（有注音）

★獨家收錄「賴馬創作過程
大公開」，一窺圖畫書天
王的創作小宇宙。

978-986-9421-50-8
360 元（有注音）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
暢銷榜

978-986-9443-32-6
620 元（有注音）

978-986- 9261-47-0
360 元（有注音）

★雙封面、雙故事，全長 586 公分， ★金鼎獎
喻有繪本界清明上河圖之稱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中國時報開卷最佳童書

2018 全新作品
敬請期待

慌張先生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ISBN
定價

978-986-9261-46-3
360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978-986-933-399-3
360 元（有注音）

978-986-935-453-0
399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動物的游泳課

12

FUN 英文遊戲卡

賴馬的益智遊戲 100

幫幫遊樂園（EQ 故事互動桌遊）

遊戲設計 吳敏蘭 圖 賴馬
EAN 471-721-101-896-5
定價 320 元（無注音）

圖 賴馬
EAN 471-721-102-044-9
定價 380 元（有注音）
規格 可重複書寫卡片 50 張、解題答案卡、
無毒白板筆乙支
4 歲以上適玩

設計 2PLUS 遊戲工作室 圖 賴馬
EAN 471-377-440-351-4
定價 750 元（有注音）
規格 長 25.5 寬 26.6 高 4.5 cm
5 歲以上適玩

★十種玩法，循序漸進，從遊戲中自然
建立語文能力
★超值獨家「無敵不哭不氣情緒加值卡」

★博客來、金石堂暢銷榜

★榮登博客來暢銷排行榜
★說故事．玩桌遊．學 EQ：培養同理
心 × 解放宅小孩 × 提昇人際力

文．圖 賴馬
EAN 471-721-102-184-2
定價 650 元
規格 長 20 寬 20 高 4 cm
42 張牌卡、8 片大拼圖、實木火車頭、實木勇氣勳章
3 歲以上適玩

★榮登博客來暢銷排行榜
★結合瞬間記憶、圖形認知、邏輯策略、創意想像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猜一猜我是誰

7

10
15

賴馬的經典益智翻翻卡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7

12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金太陽與銀太陽

10
15

14

動物堆堆 賴馬的益智積木疊疊樂

作者 林芳萍 圖 賴馬
EAN 471-721-102-3150
定價 1,499 元（無注音）
規格 長 23 寬 35 高 5.5 cm

遊戲中學習：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觀察、猜測、情緒處理

12

10
15

賴馬給 0-3 歲寶寶的遊戲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3
8

2018 愛哭公主
暢銷回饋改版
敬請期待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3
8

愈玩愈有趣的感官遊戲書，0歲開始玩出多元能力

15

作家推薦．賴馬

幽默圖像創意大師 賴馬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貼心的故事，吸睛的圖像，深受亞太地區大小朋友瘋狂喜愛。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作家推薦．賴馬

0
6

12

作者 皮耶．德里
繪者 瑟西兒．羽德希吉耶
ISBN 978-957-9095-07-5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系列特色
①緊扣幼兒的四大生活自理：刷牙、洗澡、吃飯、睡覺
②幼兒最愛角色扮演，滿足寶寶自主學習的心理需求
③最佳幼兒生活自理指南：由「觀察」到「模仿」，
循序漸進引導幼兒展開練習
④硬紙板材質 × 貼心圓角設計：適合幼兒學習翻閱，
安心使用不傷小手
王宏哲、寶血幼兒園園長 何翩翩、兒童發展專家
周育如、臨床心理師 洪仲清、小兒科醫師 黃瑽寧、情緒教育
專家 楊俐容 好評推薦（以姓氏筆劃排序）

全套共 4 冊｜原價 880 元｜特價

兒童發展專家

作者

珍．克拉克 繪者 喬治雅．博琪 EAN

單書規格

21×21cm

16 頁

770 元

471-721-1022-76-4

全彩有注音

定價 220 元

熊寶貝陪孩子：開心洗澡、快樂分享、安心上床睡覺

不愛睡覺．說髒話．愛吃糖果．討厭上學．說反話，導正每個孩子成長中的小．困．擾！
母雞奶奶不以大道理，不提供單一解答，趣味橫生的
故事刻意留白，讓小讀者自己去咀嚼拼湊，讓孩子有
更多元的思考。
── 文學名家 廖玉蕙

系列特色
①加贈文學名家廖玉蕙老師跨界獻聲，魔法有聲劇場CD！
②故事情節奇思妙想，哄睡容易，輕鬆擊破小困擾！
③圓弧形書角設計，翻閱使用好安心！

①日本累銷40萬冊，入選MOE繪本大賞

12

③流 暢溫暖的文字，柔軟童趣的插畫，讓幼兒在安
穩、正向鼓勵中，情緒被同理，合作解難題
④套書限量原版小黃熊偶，當孩子的好朋友，一起聽
故事，玩角色扮演

每套 6 冊 +1CD ｜原價 1,180 元｜特價
EAN

1,299 元

（內含：3 本繪本 +1 片中英雙語朗讀 CD、附英文手冊 +1 隻小熊偶）
作者 雪莉．派倫托 繪者 大衛．沃克 EAN

單書規格

23×34.5cm

32 頁

471-721-1022-76-4

全彩有注音

單書不分售

好朋友3+1，小象散步，學會分享，友誼力量大！

單書規格

19×19cm

24 頁

全彩有注音

990 元

繪本重量級推手．林真美推薦
來跳舞吧！

去買東西！

文、圖 高畠純
ISBN 978-986-2410-77-6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佐藤和貴子
ISBN 978-986-6759-95-6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可愛的動物們比賽跳舞，表情逗趣滑
稽，還要唸出咒語才跳得好。動物表
演完，換你囉！還記得「跳舞」咒語
嗎？

②《小象散步》長銷逾40年，暢銷超過百萬冊，是日本
幼兒閱讀最經典的角色之一
③簡潔的語彙，堆疊的故事結構，是培養孩子語言和
故事體驗的最佳讀物

10
15

套書不單售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小女孩要幫媽媽買東西，但是外面刮風下雨。小女孩想了許多
不出門的理由，但她真的能如願留在家裡嗎？

河馬先生

④溫暖互助的友誼故事，增加孩子的生活體驗能力

全套共 3 冊｜原價 770 元｜特價

⑤套書加贈可愛動物棒偶DIY，一起演出故事好好玩！

文、圖 中野弘隆 EAN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單書規格

26.5×19.5cm

28 頁

599 元

471-721-1018-08-8

全彩有注音

定價 250 元

文 岸田衿子 圖 中谷千代子 ISBN

978-986-2411-15-5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日本全國小學圖書館協議會選定圖書 ★日本厚生省中央兒童福祉審議會特別推薦
小朋友喜歡看動物，其實，動物也在看人喔！透過視角的轉換，
從河馬及小烏龜的眼睛，看動物園的一天。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①臺灣繪本閱讀重量級推手、小大讀書會創辦人林真
美強力推薦！

① 471-721-1017-08-1；② 471-721-1021-194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熊寶貝生活學習禮物組｜特價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7

12

7

②美國《出版家周刊》、《柯克斯書評》與Amazon
大小讀者五顆星推薦

系列特色

16

【母雞奶奶晚安故事】1+2，化解小毛病，變成好習慣

系列特色

10
15

10
15

3
8

溫柔的小紅母雞邀請朋友一起栽種，但是朋友們卻找各
種理由拒絕幫忙；辛苦收成的小麥做成蛋糕後，朋友們
卻自告奮勇地要「幫忙吃」，忍氣吞聲的小紅母雞會怎
麼回應想不勞而獲的朋友們呢？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小紅母雞

17

經典品格寓言故事

12

和孩子一起享受這四首小小生活練習曲，將幫助爸爸
媽媽輕鬆完成教養任務，讓孩子成為具有「我能感」
的快樂寶寶！
── 情緒教育專家 楊俐容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為什麼他不用做？為什麼都要我做？」、「一定要分享、退讓的才是懂事的好孩子嗎？」
透過故事客觀思考，跟小紅母雞一起學習「付出」與「收穫」的人生哲理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3
8

《小紅母雞》經典寓言新風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我長大了】生活自理好簡單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我長大了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操作＋扮演遊戲＋動腦＋互動＋知識，功能4＋1，樂趣無上限！
系列特色
快手模型小達人 - 消防站

②易清楚理解的專業知識

盒裝內容 32 頁消防工作與模型圖解書、拼接
92 公分軌道、40 片模型組件（消防直升機、雲
梯消防車、消防員）

③可操作的模型車與隊員
④可多人玩角色扮演遊戲

ISBN

978-986-9366-80-9

快手模型小達人 - 建築工地

★亞馬遜4.5顆星

盒裝內容 32 頁建築工地知試圖解書、拼接 100
公分建築工地、60 片模型組件（堆土機、挖土機、
砂石車、建築工地工人及配件）
ISBN 978-986-9354-58-5
尺寸 長 25cm× 寬 18cm× 高 5.5cm

12

每冊定價

1.

女生也會
愛上喔！

799 元

2.

①美國知名兒童心理諮商師專為兒童撰寫，有系統理
論基礎的情緒教育繪本
②中英雙語附注音，是兒童人格與情緒教育的最佳輔
助教材
③以兒童第一人稱敘述情緒感覺，貼近生活經驗，自
然搭起溝通橋梁
④具體描繪兒童8大情緒，透過淺顯易懂的文圖，提供
各種簡單可行的解方
⑤每個主題搭配專家導讀及衍伸活動，輔助家長共讀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教育部生命教育出版品優選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推薦

★榮登誠品、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全套共 8 冊（中英雙語繪本 + 中英雙語故事 CD+ 親子情緒遊戲卡）｜套書定價

新書
推薦

作者 康娜莉雅．史貝蔓 繪者 凱西．帕金森＆南西．寇特 EAN

我好擔心

單書規格

17.5×22cm

2,080 元

471-721-1023-617

40 頁

全彩有注音

定價 260 元

12

【小小公民教育】教孩子做情緒的主人

超級變變變，一本書也可以變一台車！
這本立體書對我家的小車車控來說，簡直無敵！對於
把閱讀當遊戲的孩子而言，讀完書、攤開再摺起來、
嚕來嚕去滿屋子跑，可以重複玩得樂此不疲。
── 繪本作家 賴馬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今天去哪裡
探險呢？

系列特色
①變身3部曲，2D變3D，車子動起來：可以變成圖畫
書→遊戲墊→玩具車的變形玩具
②學習5樂趣，邊玩邊學：閱讀×創意×動手做×角色
扮演×建構空間概念

第一課 我不生氣：

第二課 我會和好：

我贏了！ 我輸了！

臭小羊！ 呆頭鵝！
系列特色

出發嘍！

34.5cm

①獨具創意的雙封面設計
②四堂必修課，養成高EQ，
培養好品格

34.5cm

③情緒教育的最佳進階讀物
★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推介
第三課 我會分享：
哇！一本書變一台車：變身！探險小火車 ISBN
哇！一本書變一台車：變身！英勇消防車 ISBN
單書規格

34.5×34.5cm

12 頁

全彩有注音

50cm

978-986-3980-42-1
978-986-3980-43-8

每冊定價

899

元

第四課 我很誠實：

小恐龍不見了！ 小恐龍是我的！ 不是我做的！——認錯和道歉的故事
70cm

全套 4 冊｜原價 1,000 元｜特價
單書規格

21×28cm

30 頁

879 元

全彩有注音

EAN

471-721-101-337-3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10
15

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可單售

12

18

7

★加贈32張【我的感覺】親子遊戲卡，提供24種情緒處方帖，
小朋友隨時都能找到樂趣，時時好心情。

3.

3
8

12

★美國歐本漢玩具系列金獎 ★美國河岸街學院年度最佳童書

7

10
15

【我的感覺】這套書最好的地方，在於它把情緒的症狀
清楚的描寫出來，然後告訴孩子，該怎麼回復情緒的
平靜，是父母、老師都應該讀的書。
──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洪蘭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系列特色

單冊定價 250 元

19

我的感覺

①可動手組合的立體模型

【我的感覺】50萬冊口碑．經典不敗情緒繪本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3
8

【快手模型小達人】交通工具控的最愛！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快手模型小達人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嘰哩呱啦，我是小小推理家！

讓我們帶著孩子透過蒙特梭利「日常生活教育的練習」、「感官教育的探索」、「數學邏輯概念的建
立」，以及「語言的表達」四個領域，來一趟探索之旅。

到底是誰呀？

系列特色

文．圖 奧立維．塔列克
ISBN 471-721-1020-60-9

誰是假裝的？

①培養幼兒四大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空間建構能力、多層次的想像力、動手做的能力
③專家撰寫導讀及延伸活動：邀請蒙特梭利教育專家洪淑敏撰寫單書導讀及設計相關延伸活動

全套 2 冊｜原價 520 元｜特價

文．圖 鈴木守
EAN 471-721-1014-43-1
定價 280 元（無注音）

單書規格

- 歲適讀．讀本

●

12

●

新書
推薦

98×69 公分超大遊戲紙盤！兩人玩不嫌少，
六人玩不嫌多。
多種玩法！可依玩家年齡調整變化，挑戰創
意樂無窮。

399 元

全彩有注音

單冊定價 260 元

一直長大的神奇屋

7

12

★法國朗德諾書獎得主－奧立維．塔列克又一暢銷系列

嘿，平平靜靜妹妹，小小心心 哪，
裡裡面面可可能能會會有有危危險險！

六個最聒噪的小孩遇上會長大的神奇房子，
因為無限想像力，驚奇一波波……
到底是一艘船？還是房子？裡面有沒有魔鬼啊？
文

羅宏．希沃雷格

圖

奧立維．塔列克

譯

單書規格

尉遲秀

25×18cm

32 頁

全彩有注音

定價 260 元

12

媽媽……
啊～

小小火車向前跑

小小火車變變變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ISBN 978-986-398-040-7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ISBN 978-986-2412-71-8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ISBN 978-986-241-540-5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榜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榜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小小火車超值組】共 3 冊 + 豪華遊戲組｜原價 1,030 元｜特價

系列特色

899 元

①兼具圖鑑與繪本故事，讓孩子學到百分百的車子知識
②50種以上常見及工程用車一次收錄，大人小孩一起學
③不只認識車子名稱與外型，還能了解功能與用途
④可愛串場角色貫穿全書，邊找邊讀真有趣
★誠品書店年度TOP暢銷書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全套 4 冊｜原價 800 元｜特價
大家一起來畫畫

大家一起搭積木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大家一起玩】共 4 冊｜原價 1,000 元｜特價

大家一起做料理

大家一起鋪鐵軌

★「好書大家讀」入選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750 元

單書規格

24×23cm

全彩精裝

有注音

單書規格

17.7×15cm

32 頁

650 元

全彩有注音

套書不分售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10
15

【ㄅㄨ ㄅㄨ 車子來了】車輛小百科

10
15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小小救援隊，出動！

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封面以實際出版為準。

12

20

32 頁

文 羅宏．希沃雷格 圖 奧立維．塔列克
ISBN 978-957-9095-34-1

7

10
15

14.5×29.5cm

- 歲適讀．讀本

7

小小火車總動員——超豪華遊戲組

3
8

單冊定價 250 元

21

嘰哩呱啦

兩頁一組Q&A，一頁情境提問A，一頁趣味角色A。
古靈精怪的小角色＋藏匿線索的幽默畫面，
兩兩一組挑戰你的理解、觀察力。
擦亮眼睛、仔細搜尋，將發現意想不到的妙趣答案！

②內容貼近幼兒的生活經驗：從幼兒日常的遊戲中出發，探索世界，建構新的體驗

-歲適讀．圖畫書

大家一起玩

-歲適讀．圖畫書

3
8

【大家一起玩】在家也能蒙特梭利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唐唐
短耳兔12歲了，最初是好朋友達文茜寫給唐唐兒子兔兔
的故事，後來竟然可以加入小象莎莎的角色，成為鼓勵
更多孩子的作品，這個變化真奇妙。
小狗噗噗要搬家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文．圖 唐唐
ISBN 978-986-948-449-7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ISBN 978-986-241-741-6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 2018 義大利波隆納書展選書

★榮登金石堂、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睡覺囉！

學電影的黃郁欽，喜歡天馬行空
的幻想、自由自在的畫圖。學
法律的陶樂蒂，創作風格明亮、
溫柔，喜歡使用大塊面繽紛的色
彩。兩個人一起創作，互相幫
忙，創作出一個個有意思的故
事。

文．圖 陶樂蒂
ISBN 978-986-241-742-3
定價 220 元（全彩無注音）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抓抓背、抓抓肚子……招攬瞌睡蟲
的完美魔法，讓孩子如同吸允蜜汁
般，香甜入夢鄉！

給我咬一口

給你咬一口

文．圖 黃郁欽、陶樂蒂
ISBN 978-986-241-933-5
定價 260 元（全彩無注音）

文．圖 黃郁欽、陶樂蒂
ISBN 978-986-931-925-6
定價 260 元（全彩無注音）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雙重課題的學習，「分享」「信任
感」一次學習。

除了分享，還要學習信任他人，一
段關於分享及信賴的故事……

12

22

短耳兔考０分

短耳兔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ISBN 978-986-2413-63-0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ISBN 986-715-827-X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榮登誠品、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義大利波隆納童書展台灣館推薦作品
★教育部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考完試，冬冬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他居然抱了一顆大鴨蛋！這
張考卷絕對不能讓任何人發現，冬冬不停的動腦再動腦，但是
祕密卻像雪球愈滾愈大！

小兔子冬冬從小就與眾不同，為了讓耳朵變長，冬冬想了好多
方法：幫耳朵澆水、用曬衣夾拉長耳朵……他真的能達成心
願，讓自己的耳朵變得又長又白嗎？

崔永嬿

小猴子，你要去哪裡

每次創作總有想關心的對象，她
讓他們在繪本裡變成主角，變得
溫柔可以看得清楚。這些年永嬿
持續以繪畫、雕塑、兒童繪本等
形式創作，希望透過說故事的形
式，呈現孩子內心細微的世界。

文．圖 崔永嬿
ISBN 978-986-937-191-9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小猴子在樹下拾到一個小東西，抱在懷裡，小心翼翼的護著，
沒有抬頭，也沒有說話。他到底要去哪裡呢？

奶奶的記憶森林

亂七八糟

文．圖 崔永嬿
ISBN 978-986-241-967-0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崔永嬿
ISBN 978-986-241-147-6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選書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兒童文化館「繪本花園」動畫選書

毛奇妮的奶奶漸漸忘了很多事跟彼此的祕密，毛奇妮好害怕，
奶奶會不會有一天連她也忘了……。

亂七八糟是個小女孩，她容易被新奇的事物吸引，但總是弄得
亂七八糟。這一天，她決定為媽媽做一件事……

不挑食，
我的第一套好好吃食育繪本
專業營養師操刀，從認識食材到料理實作，共創溫暖親子料理
系列特色

12

①健康飲食料理繪本︰結合營養師營養學專業×教育
現場推動經驗所設計
②健康管理從小扎根：四個健康小精靈帶孩子認識食
物類別，養成飲食營養均衡概念
③培養愛惜食物觀念：由兩個可愛的祖孫角色,帶領孩
子從認識食材、採買到烹飪的過程，發現料理美味
健康的祕密
④美味食譜動手做：書末附有故事中的好吃菜單，可
帶孩子跟著動手做料理，體會食物得來不易的心情。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
「好書大家讀」入選
★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選書

食育繪本再推薦
班班愛漢堡
文 艾倫．都蘭 圖 松岡芽衣
ISBN 978-986-398-032-2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榜

班班討厭吃蔬菜，他只吃漢堡。媽媽警告他：「總有一天，你會變成大
漢堡！」沒想到，班班竟然真的變成漢堡了，班班該怎麼辦？媽媽能把
他救回來嗎？

7

全套 3 冊｜原價 900 元｜特價
23×26cm

780 元

32 頁

全彩有注音

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 可單售

定價 300 元

單書規格

10
15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10
15

冬冬這次遇上了超級大麻煩！「麻煩」像個跟屁蟲黏著冬冬不
放，卻也和冬冬成為公認的最佳拍檔，這號神祕人物到底是
誰？一個訴說好朋友互相依存的溫馨故事，溫暖呈現友誼的真
諦。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小狗噗噗和主人住在花繁葉茂的鄉村裡。每天，噗噗最期待的
就是和主人出門散步。一天，主人突然搬家，噗噗跟著展開了
新生活，踏在全新的土地上，噗噗的生活及心情也有意想不到
的變化。

12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7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12

3
8

23

食育繪本

新書
推薦

陶樂蒂+黃郁欽

-歲適讀．圖畫書

自我探索

-歲適讀．圖畫書

3
8

接納你我大不同，繪本的溫暖療癒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只要曾愛過，
溫暖就會被記得
雲上的阿里
文．圖 城井 文
ISBN 978-986-942-152-2
定價 320 元（全彩有注音）

雲上的小綿羊阿里，在前往天堂的隊伍間，遙望著在床上什
麼都不想做的媽媽。他從隊伍悄悄溜了出來，想從雲上爬回
家……
新書
推薦

文．圖 吉竹伸介
ISBN 978-986-939-180-1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日本《MOE》繪本屋大賞第 1 名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榮登博客來暢銷榜

理由歪不歪？換個腦袋想一想，世
界因此大不同！用幽默轉換情緒，
我們就是最佳親子拍檔！

反抗妹來踢館，老爸如何接招？用
幽默取代否定，化解緊繃的育兒情
緒。用爸爸擅長的右腦創意，從容
解除親子警鈴。

【爆走大王貝蒂】系列，切中親子痛點的情緒繪本

新生命帶來希望
因為寶寶笑了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貝蒂不想不想去睡覺

文．圖 西蒙娜．希洛羅
ISBN 978-986-954-422-1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大成由子
ISBN 978-986-926-141-8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史帝夫．安東尼
ISBN 978-986-398-058-2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史帝夫．安東尼
ISBN 978-986-924-866-2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獲 2015 年第 8 屆《MOE》
雜誌「繪本屋大賞」

★榮登金石堂書店暢銷榜
★博客來 2015 年度百大暢銷
★教育部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榮登金石堂、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以前的姊姊會陪小女孩玩，現在的姊姊總是關在房裡……情節
隨著小女孩的情緒從疑惑、好奇、探索、失望、孤單到共享愉
悅，即使相愛，改變仍無所不在，只要願意理解與接納，改變
會讓愛更加豐富、不斷成長！

創作源自日本311大地震災區中，一位母親的真情告白：「因
為寶寶笑了，所以我也會沒事的。」看到寶寶的笑容，就算站
在絕望邊緣的人們，也能重獲希望與力量……

愛與自省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愛與付出
有一天 （新版）

文．圖 尤塔．鮑爾
ISBN 978-986-398-068-1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艾莉森．麥基 圖 彼德．雷諾茲
ISBN 978-986-241-869-7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登誠品、金石堂、博客來暢銷榜
★德國青少年文學獎繪本大獎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有一天，企鵝媽媽好生氣，氣得對小企鵝大吼大叫。小企鵝嚇
得全身都散掉了！牠的頭飛向外太空、身體飛到大海中、翅膀
掉進叢林裡、嘴巴降落在山頂……這下該怎麼辦呢？

翻開書頁，映入眼簾的是一幕幕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甜蜜回憶，
還有那小生命帶來的滿足喜悅，如詩如歌般的語言，傳達出母
愛濃厚與誠摯的情感。

愛與自省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

愛與付出
沒關係，沒關係

文．圖 劉旭恭
ISBN 978-986-241-083-7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伊東寬
ISBN 978-986-241-485-9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教育部悅讀 101 小一新生推薦書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當我還是小小孩的時候，有好多事不明白、有好多事令人害
怕，但爺爺總是告訴我：沒關係、沒關係……。作者以清新溫
暖的筆觸，述說一個關於成長，關於祖孫情誼的動人故事。

7

12

7

12

娜娜的假期

娜娜的煎餅（新版）

文．圖 錢茵
ISBN 978-986-241-931-1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錢茵
ISBN 978-986-241-932-8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一段驚喜連連的旅程！娜娜睡在雲裡；娜娜在湖上跳芭蕾；娜
娜坐上免費的雲霄飛車；娜娜還擔任一日蛋糕師傅。每天，娜
娜都玩得不亦樂乎，除了思念爺爺的時刻之外……

阿摩的聰明藥
文 平田明子 圖 高畠純
ISBN 978-986-935-452-3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在娜娜的眼裡，姊姊世界裡是那麼的多采多姿，凡事都想跟隨
姊姊的娜娜，什麼時候才會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來幫忙囉！家事小幫手
文 辰巳渚 圖 住本奈奈海
ISBN 978-986-93918-1-8
定價 32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榮登金石堂書店暢銷榜
★博客來 2015 年度百大暢銷
培養孩子的「生活力」就從開心動手做家事開始！從小細節做
起，讓孩子朝著照顧自己，獨立自主的路途邁進。
大猩猩阿摩住在森林裡，喜歡在晚上偷偷吃一種喜愛的東西。
不料，一天晚上被貓頭鷹發現了！阿摩隨口胡說那是「變聰明
的藥丸」。沒想到，事情一傳十、十傳百，整座森林的動物都
來換聰明藥……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讓你捧腹大笑之外，更
有深思和討論的餘韻。

我想做壞事
文 澤木耕太郎 圖╱三角芳子
ISBN 978-986-921-176-5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登博客來暢銷榜
阿媽從廟裡求了一張平安符，符上寫著：「五百羅漢交通平
安」，從此小孫子到哪都戴著平安符，五百個羅漢總是用生
命在身旁保護他……直到有一天，小孫子獨自乘座的列車翻覆
了，僅剩最後一位羅漢搖搖欲墜……

3
8

好動，是因為好奇！父母越自然看
待孩子越能正向成長！看小搗蛋如
何完美演繹「探索」與「收拾」的
藝術， 看媽媽如何淡定完成「新
教養主義」。

10
15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24

我有意見

文．圖 吉竹伸介
ISBN 978-986-929-209-2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小咪開始上幼兒園了，無論是娃娃車上、教室或學校中庭裡，
小咪沒有說話，也沒有笑容……媽媽左思右想，上學前在小咪
的掌心畫了一個笑臉，還說：「開心時就盡情的笑，如果想哭
也沒有關係喔。」

我有理由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文 瀧村有子 圖 藤田陽生子
ISBN 978-986-944-339-5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幽默創意圖像大師‧吉竹伸介最新話題

接納使愛更圓滿
我的姊姊怎麼了

7

12

分離焦慮，用愛化解
掌心的祕密

25

情緒教育

★金石堂 2017 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好書
★ 2017 年博客來童書 TOP10
★誠品書店 2017 年閱讀職人「最想幫孩子說服爸媽買的圖畫書」

新書
推薦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12

新書
推薦

繪本中的品格教育，開啟親子對談思辨之門

-歲適讀．圖畫書

親情家庭

-歲適讀．圖畫書

3
8

親情溫暖繪本，圖像帶來力量療癒人心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小奇的藍絲帶

威洛比先生的神奇樹

文╱克勞蒂亞．米爾斯
圖╱ R.W. 艾利
ISBN 978-986-7158-12-1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羅勃．巴利
ISBN 978-986-694-825-1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小奇不喜歡上體育課，因為他每次總是得到最後一名。直到有
一天，小奇發現一個可以開開心心的上課，還可以得到第一名
藍絲帶的方法， 他是怎麼做到的？

- 歲適讀．讀本

文 安喜亞．賽門絲 圖 喬治雅．博琪
ISBN 978-986-241-221-3
定價 各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教育部 Bookstart 選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誠品、博客來年度排行

家裡有東西不見了，找媽
媽就對了！只要先念一段
咒語，東西就變出來！只
要看完這本書，你也可以
把不見的東西變出來！

一直一直往下挖

文 麥克．巴奈特 圖 雍．卡拉森
ISBN 978-986-931-791-7
定價 32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麥克．巴奈特 圖 雍．卡拉森
ISBN 978-986-241-935-9
定價 320 元（全彩有注音）

專家達人好評推薦

★榮登誠品、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美國凱迪克銀牌獎
★好書大家讀年度選書
★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選書

兩隻烏龜發現了一頂帽子，兩個戴起帽子都好看。問題是，帽
子只有一頂，兩個都好想要，該怎麼辦呢？

蘋果是我的

真是太過分了！

這不是我的帽子

文．圖╱福田直
ISBN 978-986-675-933-8
定價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派特．湯姆森 圖╱強納森．艾倫
ISBN 978-986-398-030-8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 雍．卡拉森
ISBN 978-986-241-713-3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中國時報開卷專文推薦
★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榜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獎 ★中國時報開卷最佳童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美國凱迪克金牌獎

森林裡，大家的肚子好餓，突然一顆蘋果掉下來！猴子搶到
了，獅子說：「我要把 你吃掉！」大象說：「我要把你踩
扁！」 猴子嚇得從懸崖跳下去……出人意料的結 局即將發
生。

「真是太過分了！我只是偷喝了點牛奶，就被趕出來！」整個
農場上的動物都知道貓咪 受了委屈，大家紛紛為他抱不平，
可是貓咪 真的只是「偷喝了點牛奶」嗎？

一隻小魚，偷了大魚的帽子，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一隻螃蟹撞
見了，他保證不會吐露小魚的行蹤，小魚能相信他嗎？

小紅嘴鳥的奇幻飛行
院子裡的好朋友 2 ── 灑水器爺爺

珍妮小霸王

文．圖 大野八生
ISBN 978-986-241-622-8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艾莉克斯．歐尼爾
圖 蘿拉．胡莉絲卡 - 貝絲
ISBN 978-986-398-031-5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院子裡一個又破又舊的灑水器爺爺，
帶你體驗最溫暖的情誼，最具智慧
勇氣的改變，希望往往在微小之處發
芽！讓孩子感受大自然萬物友情的力
量。

7

發現一頂帽子

發現一頂帽子，
發現自己心中的真善美。
── 親職溝通作家 羅怡君

文．圖 亞嘉特．德摩、文生．高鐸
ISBN 978-986-929-206-1
定價 399 元（全彩有注音）

★「德國最美麗的書」獎作品
★榮登博客來、誠品暢銷榜

好朋友山姆和大衛，帶著小狗一起去挖寶，他們一下往下挖、
一下往右挖，一下分開挖，一下一起挖，卻和寶藏失之交臂。
突然，地面崩塌了！他們不停的往下掉、往下掉……

你是一隻獅子！

美麗細緻的風景圖×立體的視覺體驗
拿起書附的神奇濾鏡，跟上幻想探險家小紅嘴鳥的翅膀，一起
踏上不可思議的奇幻之旅！

12

7

12

──跟著動物們一起做運動
文．圖 余泰恩
ISBN 978-986-241-624-2
定價 260 元（全彩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誠品書店選書
★榮登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身體開始動作，深吸一口氣，然後變成各種動物！跟著動物一
起做運動，探索身體，感受世界！

莉莉愛問為什麼
文 林西．坎普 圖╱湯尼．羅斯
ISBN 978-986-398-007-0
定價 280 元（全彩有注音）

★親子作家黃瑽寧專文推薦
★亞馬遜讀者五顆星評價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珍妮是班上的老大，如果有人擋路，
她就又推又擠又欺壓。小霸王珍妮永
遠不吃虧，直到來了一位新同學──
可愛小不點凱絲，好像說聲「哇！」
就會嚇跑她……

3
8

莉莉總是有問不完的「為什麼？」讓爸媽想得頭昏腦脹！有一
天下午，公園裡突然出現一艘神祕的太空船。「地球人，發抖
吧！我們要來毀滅你們的星球！」大家嚇得全身發抖，這時，
莉莉問 ……

10
15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 歲適讀．知識學習 叢書
26

上學時間到了，糟糕，爸爸的老爺車
好像有點故障耶！如果到了回家時
間又發不動，那爸爸就不能來接我
了......這下該怎麼辦呢？小迪好害怕
啊。別擔心，交給超人爸，一定會有
好辦法！

文．圖 童嘉
ISBN 978-986-241-823-9
定價 270 元（全彩有注音）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媽媽變魔術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一個讓孩子體會手足情深的故事，讓孩子在
看似矛盾衝突、卻妙趣橫生的手足關係中，
學習「分享」與「愛」的真諦。

12

延伸閱讀

文 娜汀．布罕 - 柯司莫
圖 奧荷莉．吉耶黑
ISBN 978-986-949-834-0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美國凱迪克獎雙料殊榮／雍．卡拉森

分享
分享 2：當我們同在一起

7

爸爸總是有辦法

- 歲適讀．讀本

7

神奇樹愈變愈小，幸福卻愈分愈多！小樹梢不斷被「分享」出
去，經歷不同的人物和小動物，陪伴大家一起度過歡樂的節
日。

超人爸用想像力帶孩子遨遊
新書
推薦

27

創意想像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12

10
15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榮登誠品、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繪本趣味，挑戰想像力極限

-歲適讀．圖畫書

品格教育

-歲適讀．圖畫書

3
8

自我認同，發現自我，分享同理找回自信心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得獎作品推薦
教育部「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推薦圖書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適讀年齡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學齡前

睡覺囉！

P.23

學齡前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P.25

學齡前

有一天

P.24

學齡前

發現一頂帽子

P.27

學齡前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

P.24

學齡前

這不是我的帽子

P.27

學齡前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P.24

學齡前

我有理由

P.25

學齡前

你是一隻獅子！跟著動
物們一起做運動

P.27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圖書
適讀年齡

104

書名

國中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P.32

國中

窗邊的小荳荳
（三十週年紀念版）

P.32

那年春假，
貓，小哲與我

P.59

國中

替未來尋找一顆星：
來自科展的故事

P.82

國中

忘記告訴你的那些事

P.59

國中

身體裡的探險家

P.82

國中

寫給未來的日記

P.60
P.77

國中

康提基號北極探險記 :
長征 3000 公里的北極
熊追尋之旅

P.82

國中

天才都是這樣想的！：
27 位大師 X 27 個
創意訓練，開啓
火花四射的創意腦！

P.82

國中

你比想像的更聰明 :
用對方法 ,
開啓你的多元智能

P.82

國中

超科少年 SSJ3：
電學祕客法拉第

P.77

國中

超科少年 SSJ4：
星際使者伽利略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P.24

國小

熊啊

P.69

國小

來幫忙囉！家事小幫手

P.25

國小

冬芽合唱團

P.69

國小

怪傑佐羅力 32：
怪傑佐羅力和神祕魔法屋

P.30

國小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 II
咚咚戰鼓闖戰國

P.70

國小

窗邊的小荳荳（繪本版）

P.32

國小

P.70

國小

大熊醫生粉絲團

P.43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 II
達達馬蹄到漢朝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 II
悠悠蒼鷹探元朝

P.70

國小

精靈製造機——
林世仁的 6 個音樂奇想
故事

國小

P.52

國小

可能小學的歷史任務 II
搖搖紙扇訪宋朝

P.70

國小

三個問號偵探團 9：
鼴鼠任務

P.54

國小

達克比辦案 4：
尋找海洋怪聲

P.75

國小

三個問號偵探團 12：
魔法師的陰謀

P.54

國小

P.75

國小

明星節度使
（十週年書衣紀念版）

P.57

達克比辦案 3：
放屁者聯盟——
動物世界的射擊高手

國小

一張紙玩一首詩

P.102

國小

一張紙做立體書

P.102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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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3

國小

小頭目優瑪 1：
迷霧幻想湖

P.57

國小

雨蛙博士的
野莓點心教室

P.67

國小

雨蛙博士的
深夜驚喜音樂會

P.67

P.79

國中

P.77

國小

科學築夢大現場 3：
蛙做的夢是什麼顏色？
古溼地復育記

P.59

超科少年 SSJ2：
生物怪才達爾文

P.23

國中

國中

國中

班班愛漢堡

P.79

P.58

國中

國小

科學築夢大現場 2：
歡迎光臨機器人時代！
百變智慧機器人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
騎單車

P.69

P.22

國中

不會哭泣的魚

國小

小猴子，你要去哪裡

P.79

國中

超科少年 SSJ1：
力學奇葩牛頓

國小

科學築夢大現場 1：
一起離開地球上太空！
ARRC 自製火箭

P.58

從山裡逃出來，
垃圾，丟啊！

P.14

國中

看不見的敵人

P.69

生氣王子

P.78

國中

貝雷的新衣

國小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資料統
整力，現在開始學習！

P.58

國小

P.14

國中

口琴使者

P.68

早起的一天

P.78

國中

我做得到！
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以
斯帖．墨里斯

國小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情緒調
適力，現在開始學習！

P.56

國小

P.14

國中

詩魂

P.67

國小

書介

國中

雨蛙博士的
拯救綠池大作戰

勇敢小火車：
卡爾的特別任務

書名

P.33

國小

P.14

適讀年齡

岩崎知弘繪畫的
33 個祕密：
溫潤彩筆下的純真童年

國中

適讀年齡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書介

書介

書介

國小

書名

書名

P.77

金鼎獎

Openbook 最佳青少年圖書獎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國中

詩魂		

P.56

國中

悶蛋小鎮

P.60

適讀年齡
國小

書名
改變世界的好設計 01
用心點亮世界：影響人
類百年文明的視障者

書介

P.67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新生閱讀推廣計畫選書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國小

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

P.23

國小

一直一直往下挖

P.27

國小

真是太過分了！

P.26

國小

小紅嘴鳥的奇幻飛行

P.27

國小

珍妮小霸王

P.26

國小

貝雷的新衣

P.69

國小

媽媽變魔術

P.27

國小

昆蟲森林 1：相撲大賽

P.75
105

適讀年齡

書名

書介

國中

尋找雨兒

P.55

國中

詩魂（仙靈傳奇 1）

P.56

國中

獵書遊戲

P.56

國中

晴空小侍郎
（十週年書衣紀念版）

P.57

國中

戰爭遊戲

P.58

國中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
騎單車

P.59

國中

奇蹟男孩

P.59

國中

悶蛋小鎮

P.60

國中

寫給未來的日記

P.60

國中

再見吧！橄欖樹

P.60

國中

晨讀 10 分鐘：
親情故事集

P.64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適讀年齡

106

書名

適讀年齡

晨讀 10 分鐘：
青春無敵早點詩．
中學生新詩選

P.65

國中

晨讀 10 分鐘：
愛．情故事集

P.65

國中

老虎條紋
是橫的還是直的？

P.76

國中

天才都是這樣想的！：
27 位大師 X 27 個創意
訓練，開啓火花四射的
創意腦！

P.80

國中

河馬教授說故事：
大自然裡的生命教育

P.101

國中

夢想 • 零極限：
極地超馬選手陳彥博
的熱血人生

P.101

學齡前～
國小低年
級

發現一頂帽子

P.27

學齡前

學齡前～
國小低年
級

一直一直往下挖

P.27

國小

我有理由

P.25

國小

窗邊的小荳荳（繪本版）

P.32

國小

小火龍 6：小火龍上學記

P.37
P.47

國小

松鼠們的瘋狂遊戲

P.52

國中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P.32

國中

詩魂（仙靈傳奇 1）

P.56

國中

晴空小侍郎

P.57

國中

看不見的敵人

P.58

國中

那年春假，
貓，小哲與我

P.59

國中

科學築夢大現場 3：
蛙做的夢是什麼顏色？
古溼地復育記

國中

康提基號北極探險記：
長征 3000 公里的北極熊
追尋之旅

P.79

P.82

3-6 歲幼兒閱讀啟蒙月刊第一選擇

閱讀習慣從小培養
5 大精選素材 帶孩子多元閱讀探索天賦
好好聽
好好看
小行星讀本：兒童文
學名家及作繪者短
篇故事，涵蓋幼兒學習指
標，觸發多元能力！

書名

書介

嘰哩呱啦找一找：
到底是誰呀？

P.21

學齡前～
國小低年
級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P.14

國小

猜一猜 我是誰？
( 創作 20 週年紀念版 )

P.14

國小

妖怪小學 2：
遲到六人組

P.40

國小

去問貓巧可

P.42

國小

貓巧可 2：
貓巧可你選誰？

P.42

國小

妖怪醫院 1：
妖怪也會感冒

P.48

國小

檸檬水戰爭 3：
神秘情人節

P.51

國中

獵書遊戲

P.56

國中

口琴使者

P.58

國中

那年春假，
貓，小哲與我

P.59

國中

阿國在蘇花
公路上騎單車

劇場 CD：幼兒最
愛的角色、配樂等
劇場效果，從聽覺學習中
打好語文學習基礎！

好好玩
創意遊戲書：涵
蓋趣味益智遊
戲、動手做等單元，並加
碼贈送孩子最愛精美貼
紙組！

好書大家讀入選圖書
適讀年齡

神祕圖書館偵探 1：
芽門、彩花籽與
小小巫婆

書介

國中

書介

國小

書名

好好學
知識讀本：從生活
知識出發，啓發孩
子的好奇心和觀察力！

好好讀
親子手冊：結合親
子天下教養專業，
輕鬆親子共讀的好秘笈！
好評不斷，
超過 7 萬次
下載

親子天下故事有聲書APP
走到哪聽到哪

榮獲

數位奇點獎
最佳企業網站
及APP創意獎

銅獎

嚴選超過 700 則以上好故事，由台灣專
業聲音演員錄製，呈現豐富的劇場版效
果。卸下收納大量故事 CD 的煩惱，讓
孩子隨時隨地想聽就聽。

小行星現訂戶獨享！
每月還可免費獲得APP小行星有聲故事
兩大平台免費下載 APP，立即體驗
Download on the

贊助單位

P.59

107

最值得信賴的親子購物網站

給家長、老師知識後援・雙向交流・情感分享

6大社群網路服務

掃描 QRCODE，
立即加入

時時關心 貼身陪伴

必逛三大特色

最值得信賴的親子社群平台。
專為 6-15 歲孩子的家長，
提供教育教養、家庭生活、
親密關係等主題資訊。
親子天下

連結改變教育的力量，
提供最新教育趨勢觀察、
教學創意分享與交流，
是教育夥伴的自學平台。
翻轉教育

會員獨享！每日推薦超值商品，花小錢養出聰明兒
商品依孩子年齡、需求分類，讓父母輕鬆選購
一次買齊優質童書繪本、編輯嚴選玩具、專家推薦好書
少兒閱讀
書單服務

110

新手父母
育兒照顧

3-6 歲幼兒
閱讀啓蒙

百大部落客
好文精選

111

2018特別優惠訂購證

請放大傳真至（02）2662-6048
通路代碼：BB686
單書任選3本75折；套書75折

書號

書名

定價

數量

書號

書名

定價

BCKCD060P

妖怪小學1：誰來報到？

240

BCKCK002P

說謊的阿大

300

BKKCD062P

妖怪小學2：遲到六人組

250

BKKCK009P

看不見的敵人

300

BKKCD074P

妖怪小學3：相反咒語

260

BKKCK008P

不會哭泣的魚

300

BKKCD061P

去問貓巧可

250

BCKCK004P

檸檬水戰爭

260

BKKCD064P

貓巧可2：貓巧可你選誰？

250

BCKCK005P

檸檬水犯罪事件

260

BKKCD066P

大熊醫生粉絲團

250

BKKCK011P

檸檬水戰爭3：神秘情人節

280

BCKNF001P

再見吧！橄欖樹

380

BCKNF003P

奇蹟男孩

360

BCKNF010P

戰爭遊戲

360

BKKNF024P

戰爭遊戲外傳：安德闇影

380

BCKNF011P

悶蛋小鎮

280

BKKCD080S
BKKCJ032P
BKKCJ033P
BKKCJ035P
BKKCJ039P
BKKCK001S

「爆笑小火龍」
成長故事套組（共6冊）

1,580

神祕圖書館偵探1：
芽門、彩花籽與小小巫婆

260

神祕圖書館偵探2：
爆米花、年輪椅與失竊的 魔法書
妖怪醫院1：妖怪也會感冒
松鼠們的瘋狂遊戲
小頭目優瑪五部曲套書
（十週年紀念版，全五冊）

260
260
280

BCKNF023P

寫給未來的日記

320

BKKNF027P

忘記告訴你的那些事

320

1,420

BKKNF028P

那年春假，貓，小哲與我

320

BKKNF029P

口琴使者

380

BKKNF030P

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

280

BKKNF031P

詩魂（仙靈傳奇1）

380

BKKNF037P

詞靈（仙靈傳奇2）

380

BKKNF033P

獵書遊戲

360

BKKNF039P

獵書遊戲：被詛咒的寶藏

360

BKKNF035P

尋找雨兒

320

BKKNF038P

甲蟲男孩

360

BKKNF040P

別告訴愛麗絲

320

BKKCK006P

晴空小侍郎（十週年重量級紀念版）

320

BKKCK007P

明星節度使（十週年書衣紀念版）

320

BKKCK010P

精靈製造機——
林世仁的6個音樂奇想故事

280

BKKKC061P

改變世界的好設計01
用心點亮世界：
影響人類百年文明的視障者

300

改變世界的好設計02
用手走路的發明王：
身障發明家劉大潭

300

BKKKC062P

數量

金額小計（A）原總價 ________ × _______本______折 = 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親子天下影音系列產品，陪伴忙碌中的您，一同行走於教養之路

親子天下影音產品
全方位滿足親子家庭教養知識需求
影音免費看
盡在親子天下影音頻道
宅女小紅與專家對談，育兒資訊輕鬆看
請問長庚兒科醫生直播，
育兒健康線上問
孩子共賞的溫馨影音
名人婚姻與教養觀點

最新內容搶先看
親子天下影音頻道

立即訂閱 親子天下 Youtube
親子天下

超值加價購，只要下單，即可以下列特惠價格訂閱《親子天下》或《小行星幼兒誌》月刊
產品代號

定價

特價

P1205J

加訂《親子天下》6期499元，自_____年______月起訂

方案名稱／書名

1,320

499

S1607D

加訂《小行星幼兒誌》半年6期1,299元，自_____年_____月起訂

2,394

1,299

數量

金額小計
金額（B）＿＿＿元

Ａ＿＿＿＿＿＿＿＿ +Ｂ＿＿＿＿＿＿＿＿ = 總計：＿＿＿＿＿＿＿＿＿＿＿ 元

本次購買金額總計：

■訂購人資料（請務必詳實填寫，以確保購書權益）

■發票資料（如無特別說明，發票將直接寄予收件人）

姓名：＿＿＿＿＿＿＿＿＿ 性別：□男

發票抬頭：＿＿＿＿＿＿＿＿＿＿＿＿＿＿＿＿＿

婚姻：□單身 □已婚

□女

生日：西元 ＿＿＿＿ 年 ＿＿＿ 月 ＿＿＿＿ 日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日）＿＿＿＿＿＿ （夜）＿＿＿＿＿＿（行動電話） ＿＿＿＿＿＿＿＿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
■訂購方式
□信用卡訂購
卡別：□VISA□MasterCard□JCB□聯合信用卡
卡號：＿＿＿＿＿＿＿＿ - ＿＿＿＿＿＿＿＿-＿＿＿＿＿＿＿＿-＿＿＿＿＿＿＿
有效期限：＿＿＿＿月

西元＿＿＿＿ 年

總金額：＿＿＿＿＿＿＿＿＿＿＿ 元

持卡人簽名：＿＿＿＿＿＿＿＿＿＿＿＿（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劃撥訂購（我們將於收到劃撥款項後，立即為您寄書）
帳號：50331356 戶名：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1.本優惠專案有效期限至107年6月30日止。
2.填妥的資料請傳真回（02）2662-6048或電洽客
服中心：（02）2662-0332。
3.本優惠專案不適用於任何書店門市或零售通路，
亦不適用於天下雜誌網路書店。
4.成為親子天下訂戶，並填寫email及手機，將直
接升等為親子天下網路會員，享專屬會員權益。
5.email為網路會員預設帳號，手機為預設密碼；
若您已是網路會員，請以原帳密登入即可。
6.本人同意天下雜誌以電腦資料庫處理本人資料，
並接受相關產品與活動訊息，若不願收到其他資
料，本人將致電天下雜誌客服部告知。

名師出列
帶你深入理解幼兒身心發展，
找到自己的教養對策
特色❶ 育兒知識系統化，
避免片段與經驗談
特色❷ 理論與實作兼具，
幫助家長現學現用
特色❸ 課程採分段設計，
可在零碎時間學習

立即點選，
開啟您的教養力

線上
開講

封面封底圖選自《小豬乖乖》
繪／陳致元

最值得信賴的教育教養品牌，影響力最大的親子社群平台

(02)2662-0332
bill@service.cw.com.tw
版權聯繫 pcrights@cw.com.tw
投稿信箱 parenting@cw.com.tw
地
址 台北市(104)建國北路一段96號11樓
客服專線
客服信箱

影響力最大的
親子社群平台

最優質童書
閱讀平台

0-6歲父母
育兒實用資訊

提供全球育兒
好物最新資訊

連結改變
教育的力量

最值得信賴的
親子購物平台

走到哪聽到哪
的故事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