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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品格故事，孩子的學習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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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

《小紅母雞》經典寓言新風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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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作者 皮耶．德里 繪者 瑟西兒．羽德希吉耶

ISBN
定價

【我長大了】生活自理學習必買推薦書

溫柔的小紅母雞發現一些小麥種子，興奮的邀請朋友小豬、小
貓、小鴨一起栽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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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重量級推手．林真美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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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緒教育專家 楊俐容
的快樂寶寶！
系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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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佐藤和貴子

ISBN

ISBN

978-986-2410-77-6
26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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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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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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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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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真的能如願留在家裡嗎？

好朋友3+1，小象散步，學會分享，友誼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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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759-95-6
26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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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770 元

471-721-101-934-4

單書規格 21×21cm 16 頁 全彩有注音 定價 220 元

熊寶貝當寶寶第一個學習夥伴：開心洗澡、快樂分享、安心睡覺
系列特色

系列特色
①長銷超越40年，暢銷超過百萬冊，日本幼兒閱讀最
經典的角色之一。
②簡潔的語彙，堆疊的故事結構，培養孩子語言和故
事體驗的最佳讀物。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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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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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①日本累銷40萬冊，入選MOE繪本大賞，大小朋友人
手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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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故事再推薦，冒險患難劇情豐富孩子夢鄉

②美國《出版家周刊》、《柯克斯書評》與Amazon
大小讀者五顆星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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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故事摩天輪：
108 個晚安故事

晚安故事摩天輪 2：
108 個夢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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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史黛菲．卡曼麥爾、米雪艾拉．魯道夫

文 桑德拉．格林 圖 安娜 馬莎

圖 安娜．卡瑞娜、比肯史多克

ISBN

ISBN ╱ 978-986-241-765-2
定價╱ 499 元（全彩無注音）

定價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榮登金石堂、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乘著傳說中的龍一起飛翔、一起探
險；跟著小兔子去尋找新奇的事物；
淡淡月光下，每晚都有新鮮事！

熊寶貝生活學習禮物組｜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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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4717211022764

單書規格 寬 26× 長 21.5cm 各 32 頁 全彩有注音 單書不分售 定價 280 元

4個轉盤、13個主角、場景任你搭
配！108「道」晚安故事讓孩子當每
晚的故事主廚！

978-986-919-108-1
499 元（全彩無注音）

★榮登金石堂、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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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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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高畠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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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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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買東西！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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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來跳舞吧！

定價

①緊扣幼兒的四大生活自理：刷牙、洗澡、吃飯、睡覺。

7

978-957-909-507-5
280 元（全彩有注音）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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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母雞

NEW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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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品格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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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生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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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扮演遊戲＋動腦＋互動＋知識，快手模型小達人！
系列特色
②易清楚理解的專業知識
④可多人玩角色扮演遊戲

ISBN 978-986-936-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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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馬遜4.5顆星

快手模型小達人 - 建築工地

③可操作的模型車與隊員

ISBN 978-986-935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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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歲陪著一起玩，5 歲以上自己玩
規格 長 25cm× 寬 18cm× 高 5.5cm

每冊定價
女生也會
愛上喔！

1.

799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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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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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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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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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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上深受好評的中英雙語劇場版故事 CD，

馬，二十年來以獨特的創作風格風靡大小讀

以及專為粉絲設計的「賴家節日及情緒語錄

者。從 2014 年起，賴馬攜手親子天下，以圖

貼紙」，療癒又實用。第三季推出圖畫書《給

畫書加上周邊衍生商品的多元樣貌，締造了

你一個禮物》( 書名暫定 )，看看賴大師要送

各項佳績以及殊榮。2014 年《愛哭公主》榮

給孩子什麼樣神祕的禮物。以及推出最受孩

獲兒童及少年圖書金鼎獎，與情緒系列《生

子喜愛的賴馬貼紙書，豐富精緻的場景搭配

氣 王 子 》 和《 勇 敢 小 火 車 》 累 計 逾 20 萬 本

各種貼紙遊戲，走到哪貼到哪，樂趣無窮。

的亮眼銷售成績；2016 年賴馬以童書作家的

第四季推出由兒童英語第一把交椅的吳敏蘭

身分奪下博客來年度華文暢銷作家第一名；

老師ㄨ賴馬的中英雙語點讀故事，陪孩子一

2018 年再度以《朱瑞福的游泳課》拿下金石

邊聽故事一邊學英語。這麼多、這麼豐富的

堂十大影響力好書。
出發嘍！

34.5cm

2019 年，我們將更積極拓展賴馬ㄨ親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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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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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冊定價

899 元

50cm

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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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愛哭公主》改版，除了好看的圖畫書外，

哇！一本書變一台車：變身！探險小火車 ISBN

年度盛禮，是不是很令人期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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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品牌力，以四季為軸線，一年產出四樣
好看好玩的產品獻給大小粉絲。第一季推出

3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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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幼兒成長心理的幽默圖像大師賴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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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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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推薦．賴馬

快手模型小達人 - 消防隊

-歲適讀．圖畫書

①可動手組合的立體模型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交通工具控的最愛，造一台自己的專屬車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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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馬

-歲適讀．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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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童書天王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快手模型小達人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貼近生活的故事，吸睛的圖像，亞太地區家庭指定必買書單。

賴馬 2018 博客來華文暢銷作家‧金石堂

風雲人物‧誠品書店閱讀職人大賞

不哭不氣要勇敢，還有堅持不放棄！

愈玩愈有趣的感官遊戲書，0歲開始玩出多元能力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生氣王子 ☑電子書

勇敢小火車—— ☑電子書

2019 暢銷 10 萬慶改版

☑電子書

ISBN

卡爾的特別任務

ISBN

ISBN

978-957-503-319-4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金鼎獎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978-986- 9261-45-6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

朱瑞福的游泳課 ☑電子書
ISBN ╱ 978-957-909-591-4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博客來 2018 年度百大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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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 3980-19-3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ISBN

978-986- 931-926-3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文化部兒童文物館選書

賴馬給 0-3 歲寶寶的遊戲書

動物堆堆 賴馬的益智積木疊疊樂

賴馬野餐貼紙遊戲書

作者 親子天下童書編輯部、林芳萍（兒歌）

設計 蔡宗翰（漢克叔叔） 圖 賴馬

ISBN

ISBN

設計 親子天下童書編輯部

471-721-102-271-9
ISBN 471-721-102-3150
定價 880 元（無注音）
定價 1,499 元（寶寶的中英文動動兒歌有注音） 規格 長 18.4 寬 14 高 6.2 cm
3 歲以上適玩
規格 長 23 寬 35 高 5.5 cm
圖 賴馬

★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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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全新創作
給你一個禮物
書名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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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721-102-123-1

圖 賴馬
定價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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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登博客來、金石堂暢銷排行榜

遊戲中學習：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觀察、預測、情緒處理

賴馬20週年經典不敗，賴式幽默賦予故事新生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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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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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哭公主 ☑電子書

12

NEW

金太陽銀太陽 ☑電子書

十二生肖的故事 ☑電子書

胖先生和高大個

早起的一天 ☑電子書

ISBN

ISBN

ISBN

ISBN

978-957-9095-24-2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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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
暢銷榜

978-986-9443-32-6
定價 620 元（有注音）
★雙封面、雙故事，全長 586 公
分，有繪本界清明上河圖之稱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暢銷榜

978-986- 9261-47-0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讀物

FUN 英文遊戲卡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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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親子天下編輯團隊

設計

ISBN

圖 賴馬

ISBN

定價

471-721-101-896-5
320 元（無注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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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471-721-102-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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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
4 歲以上適玩

定價

★博客來、金石堂暢銷榜

12

賴馬的經典益智翻翻卡
設計 親子天下編輯團隊

ISBN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電子書 猜一猜我是誰？ ☑電子書

慌張先生 ☑電子書

ISBN

ISBN

978-986-9261-46-3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ISBN

978-986-933-399-3
定價 360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978-986-935-453-0
399 元（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定價

圖 賴馬

★榮登博客來暢銷排行榜
★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副教授跨界
推薦
★說故事．玩桌遊．學 EQ：培養同理
心 × 解放宅小孩 × 提昇人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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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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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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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LUS 遊戲工作室 圖 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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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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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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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推薦．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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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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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作家推薦．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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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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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陳致元 用童書精釀純真
2018年最動人療癒系親情圖文書
想念 ☑電子書
定價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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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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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訴為人子女對母親的縷縷情衷；演繹異鄉遊子對家鄉的
切切思念；運用獨特的運鏡手法，演出動人的紙上電影；
突破格局，篇幅加長，意涵加深，引人熱淚，撫慰你我。

小豬乖乖：幼兒成長中的好朋友，最佳生活自理指南

7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12

12

生活自理 Х 人際分享 Х 克服恐懼 Х 時間管理
NEW

NEW

12

作品被《華盛頓郵報》盛讚為「繪本裡的

12

2017 年陳致元將眼光放諸幼兒，致力耕耘

珍寶」，陳致元的創作之路始於 2000 年的「想

低幼市場，發表了一系列引起幼兒高度共鳴

乖乖慢吞吞 ☑電子書

乖乖不怕打針 ☑電子書 乖乖溜滑梯 ☑電子書

乖乖坐馬桶 ☑電子書

乖乖愛幫忙 ☑電子書

念」，初試啼聲便獲得國內信誼幼兒文學獎。

的「小豬乖乖」低幼繪本，成為送給孩子的

ISBN

ISBN

ISBN

ISBN

之後陸續出版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勇奪國

第一份成長禮物首選。除了平面書籍外，陳

外 大 獎： 瑞 典 Peter Pan Prize 小 飛 俠 圖 畫 書

致元也展開不同的觸角，將故事角色延伸出多

19.5×20 cm，每冊 24 頁，全書圓角設計使用安心
單冊定價 280 元（全彩精裝，有注音）

獎、美國「國家教師會」年度最佳童書、美

樣的周邊商品：「小豬乖乖歡樂遊戲寶盒」、

國《出版人週刊》年度最佳童書等，堪稱國

「小豬乖乖插畫貼紙」、「小豬乖乖立體花園

際級繪本創作家。

遊戲屋」等，新穎有趣，深受小讀者喜愛。
2018 年，陳致元重新出版經典作品《想念》，

978-957-909-569-3

978-957-909-571-6

ISBN

978-986-945-315-8

978-986-945-316-5

978-986-945-317-2

規格

環境體驗、操作練習，遊戲式學習更自然
角色扮演、生活認知、美學培養、想像創造 一次滿足

英語力+想像力+美感力 ALL IN ONE

NEW

復刻母親的溫柔滋養，更將異鄉遊子的思鄉
之情刻劃的絲絲入扣，再次喚起感動。期待
2019 年陳致元養精蓄銳後為讀者帶來動人的

10
15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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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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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小豬乖乖立體花園遊戲屋（附 60 張貼紙 + 乖乖手指偶）

小豬乖乖歡樂遊戲寶盒（附 150 枚造型磁鐵及英文字母磁鐵）

ISBN

471721102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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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黃彥鈞職能治療師強力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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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721102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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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15

作家推薦．陳致元

ISBN

-歲適讀．圖畫書

│

陳致元

-歲適讀．圖畫書
作家推薦．陳致元
3
8

繼名作「Guji Guji」後睽違17年，費時3年，突破自我，再造顛峰

國際繪本創作家

作家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透過 聽、說、讀、玩 奠定孩子閱讀啓蒙能力

吳敏蘭陪小孩聽英文童話（兩書）

哈佛名師 吳敏蘭 × 語文專家 侯秋玲團隊 × 兒童文學家 劉思源 三大領域專家共同監製

＊名師伴讀，建構良好英文基礎＊
24×25.3cm

唱兒歌學注音（兩冊）

作者

每冊 68 頁 加贈兩冊親子手冊

吳敏蘭、吳敏嘉 ISBN

978-957-503-071-1 定價

900 元

＊終結注音恐慌，不死背，輕鬆學＊

3
8

小行星點讀筆

24×25.3cm 每冊 48 頁
ISBN 978-957-503-074-2

＊聽說讀玩學習好上手＊

作者 游書珣、顏志豪

內含記憶體 8G

定價

USB 連接線

重量 500g（需另購 3A 1.5V 鹼性電池 2 入）

900 元（兩冊）

幼小銜接

ISBN

×
×

聽語文，玩故事（四冊）

定價

471-721-102-484-3
1,999 元

7

15×19.3cm
作者
定價

- 歲適讀．讀本

＊提昇閱讀力，詞彙力 UP ！＊

12

12

每冊 64 頁

劉思源 ISBN

978-957-503-080-3
1,100 元（四冊）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7

12

12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6

＊遊戲中理解中文字＊

點讀海報.indd 1

※ 配件加購

＊貼在牆壁上，隨時隨地學ㄅㄆㄇ＊
長 43 × 寬 60cm 材質 紙

ISBN
定價

471-721-102-491-1
150 元

16 ×10.5 cm

作者

侯秋玲、謝秀芬、鄭貴霖、周靖麗、李佳琪、蔡藍儐

ISBN

471-721-102-488-1 定價

400 元

點讀錄音貼紙（560 顆）

＊簡單四步驟，有聲故事帶著走＊
長 18 × 寬 14cm

ISBN

560 顆錄音貼紙（共 10 大張）
471-721-102-490-4 定價 250 元

第一套專為學齡兒童設計，
聽說讀玩無壓力學習。

2018/11/22 上午 11:50:10

開心認識ㄅㄆㄇ（注音海報）

外盒

一起來唸ㄅㄆㄇ（注音墊板）

※ 配件加購

＊書桌必備，37 個注音輕鬆學＊
長 19.8 × 寬 28cm、雙面

ISBN
定價

471-721-102-492-8
150 元

材質 塑膠

8 書 ＋ 50 張識字遊戲卡 ＋ 600 個以上
的互動學習遊戲 ＋ 1000 以上的音效，
隨時、隨地、隨點隨學，在家輕鬆打
造「幼小銜接」的自主學習環境！

2019 全新出版
賴馬 × 吳敏蘭
英文點讀繪本
敬請期待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10
15

識字遊戲 100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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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點讀筆系列

幼小銜接

- 歲適讀．讀本

7

打造符合幼兒發展的最佳啟蒙教材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幼小銜接．點讀筆系列
3
8

幼小銜接＋中英語學習＋閱讀養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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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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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玩出閱讀樂趣及多種能力


【我的感覺】
超過50萬冊銷售肯定，十年經典，金獎肯定
系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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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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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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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康娜莉雅．史貝蔓 繪者 凱西．帕金森＆南西．寇特 ISBN

可單售

寬 18.4× 長 14× 高 6.2 cm

主要材質：50 張卡片、1 支

主要材質：木頭、紙

水性白板筆、3 張三原色貼紙

適玩年齡：4 歲以上
定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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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教育必修課，教孩子做情緒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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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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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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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小小火車總動員——超豪華遊戲組
文．圖 鈴木守 ISBN
定價

學習傾聽，理解自我

●

第二課 我會和好：

臭小羊！ 呆頭鵝！

系列特色

小小火車向前跑

小小火車變變變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ISBN

ISBN

ISBN

定價

978-986-398-040-7
26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登誠品書店暢銷榜

定價

978-986-2412-71-8
25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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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

978-986-241-540-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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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品書店年度 TOP 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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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 元

2019 全新作品

③情 緒教育的最佳進
第三課 我會分享：
階讀物
小恐龍不見了！ 小恐龍是我的！
★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第四課 我很誠實：

如何解讀他人話語背後真正

不是我做的！

的含意，到與同儕的相處及

——認錯和道歉的故事

互動，最重要的是透過大人
引導，正確的認識自己，建

471-721-101-337-3

全套 4 冊｜原價 1,000 元｜特價
30 頁

879 元

全彩有注音

單冊定價 250 元

10
15

努娜的讀心魔法棒
努娜的魔法橡皮擦

立自信，尊重人我的差異，
才能擁有開闊的人生。

敬請期待

大家一起來畫畫

大家一起搭積木

文 竹下文子 圖 鈴木守 ISBN

471-721-100-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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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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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冊定價 250 元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②四堂必修課，養成
高EQ，培養好品格

21×28cm

NEW

NEW

①獨具創意的雙封面
設計

單書規格

18

第一課 我不生氣：

我贏了！ 我輸了！

小小救援隊，出動！

471-721-1014-43-1

280 元（無注音）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ISBN

7

12

●

10
15

560 元（無注音）

2 款經典桌遊 36 張牌卡 7+ 玩法，玩出策略思考 × 創造力
× 問題解決 團隊合作 × 口語表達

3
8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2

商品規格╱

寬 16 × 長 11.4 × 高 2.4 cm

ISBN ╱ 471-721-102-271-9

系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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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擔心

商品規格╱

【大家一起玩】在家也能蒙特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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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圖 親子天下編輯團隊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12

★教育部生命教育出版品優選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推薦

——二合一益智桌遊

ISBN ╱ 471-721-102-215-3
定價╱ 399 元（有注音）

定價╱ 399 元（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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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小行星六角拼拼

文．圖 親子天下編輯團隊

適玩年齡：3 歲以上

⑤每個主題搭配專家導讀及衍伸活動，輔助家長共讀

7

小行星益智遊戲 100

19

大家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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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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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情緒教育

3
8

情緒教育，經典不敗，學會當情緒的主人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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嘰哩呱啦，我是小小推理家！

把缺點變力量，繪本的溫暖療癒

到底是誰呀？

ISBN

978-986-928-154-6

唐唐

誰是假裝的？

ISBN

978-986-928-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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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圖 奧立維．塔列克

全套 2 冊｜原價 520 元｜特價
單書規格

14.5×29.5cm

32 頁

399

小狗噗噗搬新家 ☑電子書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 ☑電子書

文．圖 唐唐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ISBN

ISBN

定價

元

全彩有注音

單冊定價 260 元

978-986-948-449-7
280 元（全彩有注音）

★ 2018 義大利波隆納書展選書

定價

978-986-241-741-6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榮登金石堂、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3
8

一直長大的神奇屋
- 歲適讀．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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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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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朗德諾書獎得主－奧立維．塔列克又一暢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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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以實際出版為準。

短耳兔 ☑電子書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文 達文茜 圖 唐唐

ISBN

ISBN

978-986-2413-63-0
250 元（全彩有注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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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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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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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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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978-986-937-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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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10
15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系列特色

986-715-82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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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ㄅㄨ ㄅㄨ 車子來了】車輛小百科

定價

7

12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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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耳兔考０分 ☑電子書

定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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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歲適讀．讀本

7

③不只認識車子名稱與外型，還能了解功能與用途

奶奶的記憶森林 ☑電子書

亂七八糟 ☑電子書

文．圖 崔永嬿

文．圖 崔永嬿

ㄅㄨ ㄅㄨ，車子來了

ISBN

ISBN

文 鈴木守
ISBN 471-721-101-166-9

定價

④可愛串場角色貫穿全書，邊找邊讀真有趣

20

★台北市兒童深耕閱讀選書
★教育部中小學生閱讀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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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書規格

17.7×15cm

978-986-241-967-0
270 元（全彩有注音）

32 頁

650 元

全彩有注音

套書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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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978-986-241-147-6
25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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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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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21

親情家庭

-歲適讀．圖畫書
情境式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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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圖畫書

3
8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親情相伴，家人及祖孫間的傳承流動

愛與自省
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

愛與付出

圖 李察 • 瓊斯

文、圖╱薇菈．布洛思寇

文．圖 尤塔．鮑爾

ISBN ╱ 978-957-909-588-4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ISBN

文 艾莉森．麥基

★ 2017 年凱迪克銀牌獎
★美國《赫芬頓郵報》2016 年度最
佳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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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適讀．圖畫書
親情家庭

ISBN ╱ 978-957-9095-11-2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12

NEW

NEW

媽媽最想對孩子說『別來煩我！』
但，再怎麼很煩，還是「最愛」孩
子。一本超越年齡界限的繪本，大
人、小孩絕對都能樂在其中。

★一上市旋即售出全球 20 種語言的國際版權，透過友誼、勇
氣與愛的主題療癒人心。
★榮獲「謝菲爾德兒童書獎」的吉姆 . 黑爾摩最動人的繪本新作。
★一本美麗又令人安心的繪本，獻給「想要踏出第一步」的你。
有時候，世界顯得如此巨大，讓你感覺自己太渺小。
有時候，你只是需要一個特別的朋友，幫你找到隱藏在內心的
勇氣。

只要曾愛過，
溫暖就會被記得
雲上的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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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命帶來希望
因為寶寶笑了
文．圖 大成由子
ISBN 978-986-926-141-8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離別只在第一晚哭泣
2019 新書預告
象爸的背影

2019 新書預告
媽媽還沒回來嗎？
敬請期待

★榮獲 2015 年第 8 屆《MOE》
雜誌「繪本屋大賞」
源自日本311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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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職業婦女及孩子

（書封暫定）

978-986-241-869-7
26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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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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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焦慮，用愛化解
掌心的祕密

文．圖 西蒙娜．希洛羅

文 瀧村有子

ISBN

ISBN

978-986-954-422-1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圖 藤田陽生子

978-986-944-339-5
28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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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自省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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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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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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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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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12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0
15

★蟬聯三年博客來金石堂誠品暢銷榜
★號稱最催淚的親情繪本

定價

陪孩子學會好好愛
我的姊姊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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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942-152-2
320 元（全彩有注音）

ISBN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10
15

定價

圖 彼德．雷諾茲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12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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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文．圖 城井 文

7

定價

978-986-398-068-1
270 元（全彩有注音）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7

吉姆 • 黑爾摩

有一天 （新版）

22

23

親情家庭

分離焦慮，用愛化解
別來煩我！ ☑電子書

-歲適讀．圖畫書

找尋隱藏在心底的勇氣
雪獅 ☑電子書
文

3
8

愛與自省，勾起人母最初的愛與堅持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繪本中的品格教育，開啟思辨之門

定價

★榮登博客來暢銷榜

由學思達創辦人張輝誠老師親自撰寫引導提問，無
論在家、在校都可以輕輕鬆鬆和孩子學思達！跟著
自學．思考．分析．歸納．表達．寫作，讓孩子得
到一生帶得走的能力

阿摩的聰明藥

全套 5 冊＋ 1 親師手冊｜定價

ISBN

23×24cm

1,500 元

每冊 32 頁

全彩有注音

定價

定價 300 元

ISBN ╱ 978-986-694-869-5
ISBN ╱ 986-715-845-8

978-986-935-452-3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圖╱吉竹伸介

- 歲適讀．知識學習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貝蒂不想不想去睡覺
文．圖 史帝夫．安東尼

ISBN 978-986-398-058-2 ISBN 978-986-924-866-2
★榮登金石堂書店暢銷榜 ★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
東西要不到、吃不到、玩不到，馬上情緒大暴走。用瞭解和包容，滋養孩子的
情緒力，迎戰幼兒叛逆期！
單書規格 寬 24.5 x 長 24.5 cm ｜各 32 頁｜全彩有注音｜單書定價 280 元

文．圖 陶樂蒂

ISBN
定價

978-986-241-742-3
220 元（全彩無注音）

我的第一套好好吃食育繪本

7

12

系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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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 3 冊｜原價 900 元｜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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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書規格 23×26cm 32 頁 全彩有注音
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 可單售 定價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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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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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育繪本再推薦
班班愛漢堡

陶樂蒂的開學日 ☑電子書

文 艾倫．都蘭 圖 松岡芽衣

☑電子書

文．圖 黃郁欽、陶樂蒂

ISBN

文．圖 黃郁欽、陶樂蒂

ISBN ╱ 978-957-909-580-8
定價╱ 30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978-986-241-933-5
978-986-931-925-6
26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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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為新生入學的孩子量身訂
做的安撫繪本
小女孩陶樂蒂的角度，從認識校
園、排身高選座位、知道廁所方
位，到午餐時間等校園日常的活動
中，觀察開學第一天的同班同學。

定價

978-986-398-032-2
280 元（全彩有注音）

2019 全新作品
吃東西要小心
食育系列繪本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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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全新作品
老鷹想飛
敬請期待

10
15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給我咬一口．給你咬一口

ISBN
ISBN

780 元

文 吉田隆子 圖 瀨邊雅之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睡覺囉！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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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

- 歲適讀．知識學習

ISBN ╱ 978-986-929-209-2 ISBN ╱ 978-986-939-180-1
★日本《MOE》繪本屋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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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想像力起飛，讓壓力
釋放！用幽默轉換情緒，我們就是最佳親子拍檔！日本讀者讚喻：令人放
寬心的育兒好書！
單書規格 寬 19X 長 25cm ｜各 64 頁｜全彩有注音｜單書定價 300 元

單書規格 26 Ｘ 21cm
各 48 頁｜全彩有注音
單書定價 260 元、270 元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關於旅行的體驗、感受以及珍視親
情故事。

★榮登金石堂書店暢銷榜
★博客來 2015 年度百大暢銷

我有理由．我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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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茵

圖 高畠純

用幽默取代否定，化解緊繃的育兒情緒

陶樂蒂+黃郁欽

芽芽搬新家．娜娜的煎餅

文 平田明子

3
8

25

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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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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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細膩的觀察力與扎實的學習力，讓孩子朝
著照顧自己,獨立自主的路途邁進。

★榮登博客來暢銷榜

978-986-921-176-5
270 元（全彩有注音）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品格教育
24

ISBN

978-986-93918-1-8
320 元（全彩有注音）

★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讀物

ISBN ╱ 471-721-102-449-2

12

10
15

文 澤木耕太郎 圖╱三角芳子

ISBN

圖 許匡匡、 WaHa Huang、李小逸、黃祈嘉、楊念蓁

7

10
15

我想做壞事！

文 辰巳渚 圖 住本奈奈海

文 張輝誠

單書規格

12

來幫忙囉！家事小幫手

定價

孩子的第一套「學思達小學堂」繪本 ☑電子書

3
8

7

生活力，從做家事開始！

學•思•達，培養孩子一生帶的走的必備能力
NEW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自我認同，發現自我，分享同理找回自信心
小奇的藍絲帶

威洛比先生的神奇樹

小紅嘴鳥的奇幻飛行

莉莉愛問為什麼

文╱克勞蒂亞．米爾斯

文．圖 羅勃．巴利

文．圖 亞嘉特．德摩、文生．高鐸

文 林西．坎普 圖╱湯尼．羅斯

圖╱ R.W. 艾利

ISBN

ISBN

ISBN

ISBN

定價

定價

978-986-7158-12-1
25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安喜亞．賽門絲

978-986-241-221-3
978-986-241-661-7
定價 各 25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珍妮小霸王

文．圖╱福田直

文 艾莉克斯．歐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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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子裡的好朋友 2
── 灑水器爺爺

媽媽變魔術
文．圖 童嘉

978-986-949-834-0
300 元（全彩有注音）

ISBN
定價

978-986-241-823-9
27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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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凱迪克獎雙料殊榮：雍．卡拉森

圖 蘿拉．胡莉絲卡 - 貝絲

ISBN
定價

978-986-398-031-5
280 元（全彩有注音）

文 麥克．巴奈特 圖 雍．卡拉森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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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10
15

978-986-931-791-7
320 元（全彩有注音）

專家達人好評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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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的帽子

一直一直往下挖

文．圖 余泰恩

文．圖 雍．卡拉森

文 麥克．巴奈特 圖 雍．卡拉森

ISBN

ISBN

ISBN

ISBN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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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978-986-241-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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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動物一起做運動，探索身體，感受世界。讓孩子的身．
心．靈在趣味律動中平衡發展！

定價

978-986-241-713-3
270 元（全彩有注音）

定價

978-986-241-935-9
320 元（全彩有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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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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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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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跟著動物們一起做運動

文．圖 大野八生

978-986-241-623-5
260 元（全彩有注音）

12

發現一頂帽子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你是一隻獅子！

7

- 歲適讀．少兒小說

- 歲適讀．少兒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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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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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是我的
978-986-675-933-8
250 元（全彩有注音）

7

- 歲適讀．知識學習

- 歲適讀．知識學習
26

ISBN

3
8

12

圖 奧荷莉．吉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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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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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娜汀．布罕 - 柯司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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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
15

爸爸總是有辦法

圖 喬治雅．博琪

ISBN
ISBN

7

★親子作家黃瑽寧專文推薦
★亞馬遜讀者五顆星評價

★「德國最美麗的書」獎作品
★榮登博客來、誠品暢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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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398-007-0
280 元（全彩有注音）

- 歲適讀．讀本

- 歲適讀．讀本

12

定價

超人爸用想像力帶孩子遨遊

分享
分享 2：當我們同在一起

7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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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

978-986-929-206-1
399 元（全彩有注音）

27

創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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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86-694-825-1
280 元（全彩有注音）

★「好書大家讀」入選
★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
★榮登誠品、博客來書店暢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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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繪本趣味，挑戰想像力極限

-歲適讀．圖畫書

-歲適讀．圖畫書
品格教育

3
8

0
6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歲適讀．寶寶起步走

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