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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顧問曹俊彥老師

《猜猜有什麼寶物？》

去游泳池游泳吧！《要去哪裡玩？》

 兩大系列，八大特色

智力、情緒、社交的發展。 滿足孩子知識與情感的需求，促進語言、
全套兩大系列：知識啟蒙和行為發展，

有如左腳和右腳，讓孩子穩健的邁步向前。

結合知識與幼兒實際生活
針對臺灣孩子的生活經驗，精心企劃製作，結構完

整，內容多元，有如幼兒小百科，共分六大單元：

WHAT、WHERE、WHEN、WHO、WHY、HOW

閱讀多變化促進孩子思考
十種翻翻書設計，引導孩子不斷覺察、辨識、想

像、推理、創造，從小發展大能力。

《玩出多元智慧》延伸知識及親子討論
介紹每冊的學習目標、目的、玩法和畫面指引，引導親師與孩

子的討論，以及延伸生活常識或教養觀念。

點讀筆扮演小老師
有如老師父母在旁陪伴，點讀筆會提醒幼兒更注意畫面、以及

補充知識、說明玩法，還會引導唱歌、做動作等。句子、句子

結尾的小種子圖案、角色，都可點選。

認知系列

涵蓋常見的幼兒行為問題
根據父母、老師最關切的幼兒行為問題，規劃出四大單元：

一、社會關係：�從親子互動、手足相處，到一般同伴的關係，以及

對他人的關懷。

二、社會行為：理解秩序、道德的重要，學習團體的參與。

三、生活態度：情緒的正向發展、禮儀的養成、處理問題的態度。

四、生活習慣：飲食、排泄、睡眠、穿著等習慣，以及保護身體。

多元的語文學習
★�〈暢談多功能點讀筆〉點選

1.繪本的頁面2.多功能墊板的

圓標3.貼紙本的封面貼紙，都

能聽中英文的故事內容。

★�多功能墊板的小字典可查1200

個常用英文單字。

★�多功能墊板和貼紙本的錄音種

子圖案，能錄下自己發音。

行為系列

指偶扮演促進親子溝通
1個故事，1座橋梁，讓孩子感到被瞭解與愛。當孩子感受到被理

解與關愛，他便能夠認同父母，願意跟隨父母的引導。每冊附2個

故事角色指偶，增加親子交流的機會。

小種子有聲劇場提供創意演出
豐富的劇場音效啟動孩子的想像力，增加演出的動機和效果。兩

旁的動物樂隊分別有6種打擊樂器以及5種管弦樂器和電子琴的樂

音，如三角鐵、鈴鼓、烏克麗麗琴、長笛、小提琴等。內頁有打

雷、下雨、鼓掌、車聲、鳥叫、鐘聲等6種音效，以及歡樂、行

進、恐怖、睡覺、甜蜜家庭、結婚等6種情境配樂。 《創造UP的動力》傳授教養祕訣
由教育部核定幼稚園輔導人員

蔡春美教授執筆，撰寫每冊導

讀，分為4個單元：1.觀察故

事2.掌握問題3.分析問題4.提

出策略。

小種子UP和幼兒教育六大領域對照

 認知系列  行為系列

身體與健康    ˇ

  認知    ˇ

  語文    ˇ    ˇ

  社會    ˇ    ˇ

  情緒    ˇ

  美感    ˇ    ˇ

 認知系列  行為系列

覺知辨識    ˇ

表達溝通    ˇ    ˇ

關懷合作       ˇ

推理賞析    ˇ    

想像創造    ˇ    

認知系列       ˇ

小種子UP和幼兒教育六大能力對照

全套規格：

★48冊全彩精裝故事繪本

★1本漢中對照讀本（認知系列）

★30片雙語CD

★1支暢談多功能點讀筆

★1張多功能墊板

★50個故事指偶

★�1個小種子有聲劇場舞臺

★1本貼紙書

小種子UP＝幼兒生活小百科

          自然科學         社會文化                 數學

  人體 猜猜有什麼寶物 /感官

你怎麼了 /疾病

怎麼會這樣 /安全

  動物 什麼怪東西 /人類飼養的動物

小蝸牛 /動物園、自然生態

誰能幫我追氣球 /有翅膀的動物

水上甜甜圈 /會游泳的動物

  植物 今天想吃什麼 /常見蔬果

自然現象 春夏秋冬在哪裡 /四季

小水滴，你在哪裡 /天氣變化

交通工具 要坐什麼車呢 /交通工具

  時間 現在大家在做什麼 /1 天、小時

我的生日還多久 /1 年、月

爺爺，你幾歲 /人生階段

  錢幣 這個多少錢、那個多少錢？ /錢幣、數的加減

  環境 咦？什麼聲音 /家庭

哥哥今天去哪裡 /學校

要去哪裡玩 /公共場所

身分與職業 這是誰的包包 /家人

是誰啊 /家中訪客

這是誰做的 /一般職業

故事大王，怎麼辦 /服務業

  音樂 音樂會開始了沒 /樂器

每個孩子的內在都有一顆
種子，它充滿奧祕，我們

不知道它何時發芽，會往

哪個方向成長，因此有時
我們會說：這個孩子突然

開竅了！

對於幼兒的教育，父母
老師是孩子學習環境的

經營者、學習內容的引
導

者，也是學習活動的夥伴
。《小種子UP》是暢談文

化出版的第三套故事繪本
，我們以當孩子學

習的經營者、引導者和夥
伴為目標，結合國內外龐

大的資源，以3年時間製
作出語文、美感、

身體動作、健康、認知、
社會、情緒兼具的幼兒產

品。

48本圖畫書的設計，都是
以孩子最熟悉的環境和人

事物為起點，讓孩子逐漸
理解自己、理解

外在人事物、理解人事物
之間的關係和整體環境，

以及讓自己被理解。無論
是外在的知識或內

在的情緒，每次的閱讀，
加上操作，都能讓孩子從

覺察問題開始，然後辨識
、推理、想像、創

造，最後建立概念，自主
管理。

我們的孩子非常珍貴，非
常優秀，充滿著無限潛力

。我們如此看重孩子，因
此極其用心的推出

《小種子UP》。作為出版
人，心情就像播種者，期

望《小種子UP》的出版理
念，能夠落到更多

人的心田，創造出更多U
P的動力。

                               
                              

暢談文化發行人祝秦梁
��������������������《這是誰的包包？》

結合國內外資源，創造UP的動
力。

孩子的發展，決定於幼兒時期擁有生活語言豐富、可以自由探索的環境；而父母
是這個環境的最佳設計者。──「哈佛大學學齡前研究計畫」總負責人伯頓·懷特博士（Dr. Burton L. White）

《咦，什麼
聲音？》



我的朋友，公主老
大／與朋友相處
艾莉塔公主最要好的朋

友是表妹愛麗絲，但在一起

玩時，老是由艾莉塔當老

大，決定遊戲規則，要愛麗

絲扮演無聊又辛苦的角色。

愛麗絲終於受不了，向艾莉

塔抗議。艾莉塔本來不在

意，後來發現愛麗絲的重

要，向她道歉，但艾莉塔真

的會改變嗎？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
小馬桶？／他人物
品的取用
這是個大家要便便的故

事。小蘇西每天都要用她的

小馬桶便便，但是有一天，

小馬桶竟然不見了，她著急

的到處尋找！同一時間，其

他動物卻突然發現一個超好

用的便便盆，個個搶著用。

到底小馬桶為什麼不見，是

被偷走的嗎？小蘇西能不能

找回來？

他的比較多！
／分配和分享
法比和菲亞為了餅乾而

吵架，媽媽勸阻無效，乾脆

把餅乾收回。兄妹倆很不服

氣，認為小孩本來就會為吃

的而吵架。於是，媽媽和他

們打賭，一起出去看看其他

小朋友是否都是如此。一路

上，松鼠、大熊，還有鹿叔

叔家的小孩，真的都在為

吃的爭吵，看來媽媽輸了

⋯⋯。

不公平！
／手足 相處
弟弟剛出生，大家都繞

著弟弟轉，似乎忘了小姊姊

的存在，對小姊姊的要求也

愈來愈多，讓小姊姊覺得好

不公平。不過等弟弟長大

些，發現姊姊比他多了許多

「權利」，姊姊可以撐傘玩

水、去托兒所、晚睡⋯⋯

等，自己卻都不行，他也覺

得不公平！到底，怎樣才是

公平呢？

白手套／父母管教
萊拉和爸爸逛市場，看

中一雙白手套，買回家後媽

媽不大高興，說白手套很快

就會不白了。不過，萊拉還

是戴著白手套出門，在騎腳

踏車、採摘花果、拜訪爺爺

⋯⋯之後，白手套沾到許多

顏色，真被媽媽說中了！萊

拉回家後會不會挨罵，白手

套可以再變回白色嗎？

愛莉諾不想上學
／適應學校生活
愛莉諾公主已經可以上

學囉，不過她對於新學校和

老師、小朋友，感到陌生與

害怕，於是要求國王爸爸和

王后媽媽陪她去上學，就此

展開一連串有趣的事情。愛

莉諾的學校生活跟她想像的

是否一樣？她希望爸爸媽媽

一直陪她去上學嗎？

太害羞！
／勇於 表達
蕾雅非常害羞，常常想

了卻不敢做，例如想上廁所

不敢說，想表演或痛快玩都

不敢。當她下定決心要表演

兔子手影給大家看，小紫卻

先說了個笑話。小紫什麼都

不怕，又很有趣，蕾雅很羨

慕她；但是小紫也認為蕾雅

很厲害，為什麼呢？

小機伶 柯思！
／注意力
在老師眼中，柯思是個

學習能力不好的學生，常常

答非所問，於是找了柯思的

媽媽談話。大人們會知道問

題出在哪兒嗎？不過讀者應

該可以找到答案，因為書本

上的紅色字，把柯思腦袋中

的想法都說出來了。原來他

回答的都是自己注意的事

物，其實他並不笨。

 社  會  關  係

誰來幫幫忙？
／關懷別人
狐猴貝亞米諾跳進水放

乾的水池裡，想撿花生米，

不但受傷還爬不出去。他哭

喊著求救，長舌婦、測量

員、記者、大布巴、獸醫、

傻瓜⋯⋯先後來看他，東拉

西扯說了一堆，甚至還為他

落淚，但沒有一個真正伸出

援手。最後是誰幫助貝亞米

諾離開水池呢？

噓~！／觀察環境
和自我調整
弟弟睡覺的時候，男孩

知道要安靜，而且還會拜託

小丑、騎士、老虎、飛行

員、列車長、海盜都保持安

靜。他會靜靜的等待，等到

弟弟醒來時，才又叫又跳，

和大家鬧哄哄的玩成一片。

過了一會兒，弟弟又要睡覺

了，男孩也再安靜下來，因

為他好愛好愛弟弟！

離我遠一點
／處理霸凌
幾個動物朋友看到男孩

心情不好，都過來問發生什

麼事，但男孩只重複說著：

離我遠一點。男孩認為他的

問題大得沒有人能幫忙，因

為有一個大巨人老是欺負

他。但是朋友們並不退縮，

他們在巨人面前勇敢的挺身

而出，巨人見了會有什麼反

應呢？

背黑鍋的山羊
／勇於認錯
頑皮的吉米每次闖禍後

都推給山羊歐特，雖然山羊

極力辯白，但爸爸媽媽不懂

山羊的話，而只聽信吉米說

的。直到有一天吉米剃掉山

羊脖子的毛，鄰居史波特先

生發現這件事，他能聽懂山

羊的話，便把實情轉述給巧

特夫婦，吉米因此受罰。不

過，做壞事的可不只吉米。

猜猜有什麼寶物？
／五種感官
阿拉丁和神燈巨人來到

四十大盜埋寶藏的洞穴門

口，到底山洞裡頭是什麼模

樣？藏有哪些寶物？大喊一

聲「芝麻開門」，跟著他們

進去，用眼睛、鼻子、嘴

巴、耳朵、皮膚5種感官的

知覺，一起揭開謎題，還可

用附送的貼紙變化謎底！

要去哪裡玩？
／公共場所
哪裡好玩？游泳池、博

物館、兒童樂園、河濱公

園、百貨公司、速食店、圖

書館，都是小朋友常去的公

共場所。不過，公共場所有

應遵守的規則和禮儀，如果

有不適當的行為出現，那會

發生什麼事呢？利用小翻頁

的設計，一起來學習，這樣

才能玩得安全又開心！

今天想吃什麼？
／常見料理與食材
今天想吃什麼？鹹粥、

咖哩、滷味、沙拉、火鍋還

是披薩？這些會用到什麼食

材？貼紙本中共有四十多種

已切割的食材，根據小豬廚

師的唸謠提示，挑選適合的

食材和數量，自己也來掌廚

吧！從餐桌上的料理→處理

過的食材→市場上見到的食

材，原來吃東西也可以學到

這麼多！

媽媽買什麼呢？
／超級市場
看，熊媽媽推著推車，

要帶小熊去超級市場囉！他

們兩個都毛茸茸的，是羊毛

氈做的喔！超市有一般食品

區、生鮮蔬果區、休閒食品

區、冷藏冷凍食品區、日用

百貨區與結帳區。你知道雞

蛋、草莓、奶油、紙杯要在

哪一區買呢？仔細看看，熊

媽媽買了哪些東西，最後結

帳多少錢？

春夏秋冬在哪裡？
／四季的變化
張開眼睛、耳朵、鼻子

和嘴巴，一起來看看春、

夏、秋、冬的變化。全書以

粉紅、藍綠、金黃、雪白，

呈現出四季不同的色彩，並

帶出每個季節的動植物──

杜鵑花、蒲公英、牽牛花、

蓮花、楓葉、稻、聖誕紅，

蜜蜂、蝴蝶、青蛙、白鷺

鷥、燕子、北極熊。最後，

再看看人們在四季的活動。

咦，什麼聲音？
／家中電器和設備
在家裡能聽到幾種聲

音？從門口、客廳、廚房、

浴室、臥房，一間一間的仔

細聽聽，有門鈴、電話、時

鐘、鋼琴、馬桶、水龍頭，

還有電視機、收音機、風

扇、微波爐、抽油煙機、除

濕機等，喔，玩具也會發

出不同聲音。在家裡竟然

有二、三十種東西會發出聲

音，沒想到吧！

小蝸牛，你家在哪
裡？／自然生態
小蝸牛在動物園裡迷路

了，他想回家找媽媽。園裡

的猴子、獅子、企鵝、駱駝

和螞蟻都熱心的幫忙，推供

各種可能的地方：森林、草

原、沙漠、極地和地底下。

他們只說得出自己的老家，

但都不是小蝸牛的家！最

後，小蝸牛循著自己留下的

黏液痕跡，找到自己的家和

媽媽，猜猜牠的家在哪裡？

我的生日還多久？
／一年十二個月
小老鼠典典想要過生

日，但還要等很多個月喲！

一年的時間很長，不過只要

我們留意，就會發現每個月

都有讓人開心的事情，而典

典媽媽更是為他的生日製造

許多驚喜。每個月媽媽都邀

請一位神祕嘉賓來到家裡，

一共12位，最後他們一起

為典典慶祝生日。每個嘉賓

都有特殊的造型喔！

WHAT WHERE WHY HOW

爺爺，你幾歲？
／人生不同階段
這本書外觀就是一本相

簿。藉著相簿，爺爺以倒敘

的手法，介紹人生不同階段

的生活：結婚、大學、中

學、小學到呱呱墜地，其中

包括重要的禮儀、習俗，例

如結婚、畢業典禮、抓周

等。每個階段，爺爺當時幾

歲呢？不妨對照自己親友的

例子，讓孩子感受一下人生

的不同階段。

什麼怪東西？
／人類飼養的動物

這個封面的動物怪到不

行，仔細看看，哈，原來是

牛、豬、鵝、魚的組合。從

家中的寵物，到常見的家

禽、家畜，本書根據哺乳

類、鳥類、魚類的特徵，

結合翻圖和拼圖遊戲，介紹

貓、狗、黃金鼠、鸚鵡、八

哥、鴿子、金魚、蓋斑鬥

魚、孔雀魚、雞、鴨、馬等

共13種動物。

哥哥今天去哪裡？
／學校環境及人員
哥哥開心的揮揮手，他

今天要去什麼好玩的地方？

哥哥說在那裡，可以玩雲霄

飛車、找小紅帽、吃點心、

露營。什麼？弟弟聽了也好

想去。有一天，哥哥帶著全

家一起去那裡尋寶。原來，

那就是幼兒園。這下終於知

道哥哥每天在幼兒園做些什

麼事，為什麼都這麼開心？

現在大家在做什
麼？／一天的時間
一天的生活是怎麼過

的呢？從早上7點到晚上11

點，全書分別由7個不同的

鐘錶顯示7個時間。每個時

間，當小熊起床、上課、吃

飯、玩遊戲、看卡通、聽故

事、睡覺時，他的家人以及

各行各業的人在做什麼？還

有，其他小朋友像小老鼠又

是怎樣過一天呢？

針對幼兒學習的十大設計

1.變色書：�將右頁的透明片拉出時，黑色線圖

變成彩圖。

2.拼圖書：�由田字形的四個小摺頁拼出正確的

圖形。

3.翻翻書：推想出小翻頁翻開前後的關係。

4.五折書：由小圖到大圖，逐步擴大、整合。

5.洞洞書：�從每頁的洞洞推想下頁的畫面。

�6.圖卡書：�每頁有多張小圖卡，觀察、辨識，

找出適當的組合。

�7.層次書：�版面由小逐漸變大，畫面也巧妙的

改變。

�8.拉頁書：拉開右頁，故事有了新的發展。

�9.膠片書：觀察輪廓，推想裡面的畫面。

10.貼紙本：配合繪本應用，更能發揮創意。

���試試看You�can�do�it��行為系列

哈囉，再見，附帶
一個小謊話／誠實
賴瑞愛說謊，即使爸媽

規勸，他照樣吹噓自己蓋了

遊樂場、種許多蔬菜、讀完

圖書館的書。但當他對一個

小女孩吹牛說能游過整座湖

時，踢到了鐵板，小女孩要

他證明，游到湖對岸幫她撿

球。這湖真的很大，賴瑞真

的游不過去，他會冒險逞強

還是說實話？

小勇鼠／勇氣
小老鼠什麼都怕，對他

來說，黑影、亮光⋯⋯都很

可怕，但他試著鼓起勇氣做

原本害怕的事：與保姆看

家、游泳、嘗試沒吃過的食

物、看牙醫等等。有一天，

小老鼠到遊樂場，其他小朋

友叫他玩鞦韆、溜滑梯和走

繩索橋，不然他就是膽小

鼠，於是他做了個最勇敢的

決定。

不要慌，安妮卡！
／鎮定
安妮卡是個容易慌張的

小女孩，尤其是當她遇到不

能解決或突發事件時，她總

是驚慌的大叫。不過她的爸

爸、媽媽和哥哥，每次都會

教她一些避免慌張的小訣

竅。有一天，安妮卡被反鎖

在家裡頭，容易慌張的她該

怎麼辦呢？她可以順利打開

門嗎？

豌豆！／偏食
豌豆被農夫種進土裡

後，長出更多豌豆。成熟的

豌豆莢，被採收送到豌豆工

廠，取下豌豆粒，並包裝好

冷凍起來，送到全世界的超

市，然後被帶回家烹調。經

過這番冷熱煎熬以及千里迢

迢的旅程，這些豌豆卻被小

公主和小王子拒絕了！拜

託，拜託，吃看看吧。

露絲的粉紅睡衣
／穿著習慣
露絲非常喜歡一件超柔

軟、超舒服的粉紅睡衣，她

很想穿去上學，有一天逮到

機會了。到學校後，穿粉紅

睡衣在室內活動的確很舒

服，但下課時出去玩卻很

熱，還不幸的弄破睡衣，露

絲終於明白媽媽是對的。不

過，睡衣不適合穿去學校，

卻可以穿去⋯⋯？

也許等我長大一點
／適齡行為
小珍是個很多事都能自

己做的小女孩，不過當她想

做更多超乎她年紀的事時，

爸媽和哥哥都說「也許等妳

長大一點」。於是，原本該

做、會做的事，小珍也開始

用「也許等我長大一點」來

逃避。直到某一天她高興的

準備上學，爸媽卻說她還沒

長大不能上學，小珍該怎麼

辦呢？

好傷心／情緒調節
河馬柔柔的身體健壯，

心理卻很脆弱，老是負面思

考，連好意的讚美也會使柔

柔傷心，弄得朋友們都跟她

保持距離。有一天，河馬們

一起踢足球，柔柔擔任門

將，大出風頭，大象魯魯卻

來攪局，凶惡的說要吃掉球

門，大家都很害怕，柔柔該

怎麼辦？

小貓咪，小貓咪，
你起床了沒？／賴
床、慢吞吞
小貓咪該起床上學了！

但光是起床，就要媽媽叫好

多次；起床後，準備洗臉、

換衣服、吃早餐⋯⋯，小貓

咪仍在玩耍、翻箱倒櫃、追

老鼠，拖拖拉拉。等到媽媽

發出最後通牒，小貓咪才撒

嬌說：「媽咪，媽咪，我好

了，對不起我這麼慢。」

我的床上有河馬
／尿床
葛多認為自己是大孩子

了，晚上睡覺可以不用包尿

布，不過睡覺時卻一直有河

馬、鯨魚、美人魚來找他，

也就是葛多尿床囉！直到有

一天，河馬、鯨魚、美人魚

都不再來找他，到底葛多是

怎麼辦到的呢？

謝謝麻煩你／禮貌
妮娜脾氣壞又粗魯，連

媽媽都受不了她任性又沒禮

貌的吵鬧。一天下午，當她

獨自到院子時，發現樹洞裡

竟然有個馬戲團。團長「謝

謝麻煩你」帶她參觀這個

「有禮貌馬戲團」，她也跟

著團員學習把戲和禮貌。當

媽媽出來叫妮娜吃晚餐，很

驚訝她變得有禮貌了。

我想睡爸爸媽媽的
床／獨自睡覺
每到晚上，里歐總有

千百個理由，不想睡在自己

的床上：不是腳趾太熱、就

是口渴肚子餓，甚至還有看

不見的蜜蜂來叮他。就這

樣，里歐一直賴在爸媽的床

上。甚至是冬眠的大夜晚來

臨，里歐還是偷偷跑去爸媽

的床上睡覺，不過有件事卻

讓他改變心意⋯⋯。

光溜溜上學去
／保護身體、兩性
一天早上，爸爸睡過

頭，匆忙叫皮耶起床，帶他

去學校，結果忘了給他穿衣

服。於是，皮耶光溜溜的去

上學，只穿著紅靴子。在學

校，老師和同學看見皮耶會

有什麼反應，皮耶自己又有

什麼感受呢？一連串的趣

事，讓孩子有機會和大人討

論身體和穿衣服的功能。

誰能幫我追氣球？
／有翅膀的動物
氣球飛走了！氣球為什

麼會飛？能飛到多高、多

遠？飛走的氣球要怎麼找回

來？小男孩去拜託小瓢蟲、

蜻蜓、蝴蝶、麻雀、鴕鳥、

老鷹。牠們都有翅膀，但是

都能飛嗎？最後是誰拿回氣

球？不過，為什麼貓頭鷹也

出現了？

你怎麼了？
／常見疾病
9個可愛的動物怎麼都

到醫院了？原來河馬牙疼、

大象燙傷、大猩猩屁股癢、

大熊肚子痛、獅子骨折、長

頸鹿感冒、貓熊眼睛不舒

服。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

樣，以及怎樣預防嗎？還

有，在醫院會有哪些基本的

檢查或治療呢？前後左右翻

一翻，就會找到答案，同時

又能玩造句遊戲！

怎麼會這樣？
／居家和遊戲安全
8個外星人第一次去地

球度假，在地球人的家裡作

客，也去小朋友的學校。沒

想到，發生了一連串的意外

──觸電、窒息、撞傷、割

傷、夾傷、燙傷、摔傷、刺

傷。喔，不，如果有教他們

認識哪些是危險的動作、場

所和器物，就不會這樣了！

他們能不能平安的回去呢？

這是誰做的？
／生產業
香噴噴的麵包、好看的

衣服、舒適的房子、很會跑

的腳踏車、有趣的書，這些

是誰做的呢？本書以五折書

的設計，用倒敘方式，將食

衣住行育代表性的成品，逐

步往回推溯，把背後製作的

人物和流程，一起連結、統

合起來，也讓小朋友體會到

每件物品得之不易。

故事大王，怎麼
辦？／服務業
三隻小豬、灰姑娘、糖

果屋、小紅帽、賣火柴的小

女孩、小木偶、長髮公主，

這些經典童話都出現了最新

情節。故事更緊張、刺激，

故事大王還請出救援高手

──水電工、拖車、警察、

服務臺人員、社工、醫生、

救生員、消防員，猜猜發生

了什麼事？

這是誰的包包？
／家人、日常用品
從一個人包包裡的東

西，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日常

活動和嗜好等。從爸爸、媽

媽、爺爺、奶奶、姊姊、哥

哥的包包，來了解家人的生

活，進而彼此關心。當然，

小妹妹也有自己的包包，裡

面會放什麼呢？可以用貼紙

本中的貼紙，放進不同的包

包，同時也認識了五十多種

日常用品。

是誰啊？
／家中訪客
叮咚，是誰啊？元宵節

小熊家裡來了送瓦斯的、修

水電的，還有媽媽的好朋友

小鹿阿姨帶小鹿妹妹。小熊

都很有禮貌的對應。不過，

他還在等⋯⋯叮咚，小熊的

快遞！哇，奶奶的東西終於

到了，是個好酷的燈籠。這

時，門鈴又響了，是誰啊？

小水滴，你在哪
裡？／天氣變化
故事開始時，水滴兄弟

在地底下。忽然，火山爆

發，天搖地動，兄弟一起衝

出地面，卻失散了。從湖水

到天上的雲，再成為雨滴

落下，又進入颱風的氣旋

⋯⋯。一路上，水滴哥哥都

在找弟弟，你有看到它的弟

弟嗎？

要坐什麼車呢？／
交通工具和號誌
兔子哥哥和姊姊、大象

媽媽和小象、斑馬爸爸和小

斑馬，相約去看101煙火。

他們要坐什麼車呢？從兩輪

的腳踏車、摩托車，三輪的

三輪車，四輪的計程車、警

車、公車、遊覽車，到可以

載很多人的捷運、火車、高

鐵，總共十五種，他們會怎

樣選擇，還有要注意哪些安

全事項？

這個多少錢？那個
多少錢？／加減、
錢幣、商店
全書可以整個拉長來

放，就像一條街市，正面是

白天的商店街，反面是晚上

的夜市。貼紙本設計成皮

包，裡面有硬幣和紙鈔的貼

紙。拿出100元，貼在皮包

上，可由不同金額的貨幣自

由組合。現在，開始來買東

西囉！想買什麼，就把商品

貼紙取下，貼在皮包上，同

時將錢幣貼在商家。

水上甜甜圈？
／會游泳的動物
兩隻小雞要追回掉落水

上的「甜甜圈」，他們從池

塘、河流，一直追到大海。

淡水中的金魚、青蛙、鴨子

和河馬，還有海水中的海

豚、鯨魚，接力式的上場救

援。揪揪頭小雞遇到問題一

籌莫展，龐克小雞卻能看出

這些游泳高手的祕訣，因此

取來蛙鞋、救生衣、氧氣瓶

等，加入搶救。

音樂會開始了沒？
／西洋樂器、民間
傳統樂器
驢子、狗、貓和公雞，

聽說森林裡有音樂會，立刻

興沖沖的走進森林，可是音

樂會在哪裡呢？把隨書附的

白色紙卡放到黑色膠片下

面，就會發現森林裡到處都

在開音樂會，有管樂器、弦

樂器、打擊樂器、臺灣民間

傳統樂器和幼兒遊藝會。最

後，他們自己也想演奏，當

然歡迎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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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際展現臺灣繪本實力！

57：作品繽紛而層次豐富，也從事活動主視覺設計。

王秋香：作品見於國語日報、小魯等童書與兒童雜誌。

包大山：臺灣藝大圖文傳播系畢業，也從事文具設計。

吉娜兒：曾任學學文創講師，有多本繪圖教學著作。

呂淑恂：小學老師，也從事繪本教學。

杜小爾：作品見於幼教及國小教材、幼兒月刊和繪本。

阿wi：作品見於小典藏、小天下、星期八等童書。

阿咧先生：臺灣藝大國畫組畢業，也玩陶、設計公仔。

吳嘉鴻：曾任社大和文化大學推廣部插畫創作等講師。

徐銘宏：曾從事平面設計，目前專心畫圖、創作。

郝玲玲：輔大應用美術系畢業，著有多本手工藝教學。

陳又凌：荷蘭Utrecht�school�of�the�arts編輯設計碩士，著《童話的真相》。

陳完玲：風格多樣，畫面具故事性，曾設計童裝、文具。

陳和凱：榮獲第19屆信誼兒童文學獎首獎。

曹益欣：高雄師大美術系畢業，繪有《小怪物來了》等。

彭大爺：喜歡畫畫、發想，部分作品見於《小達文西雜誌》。

達姆：畢業於法國國立南錫美術學院，專職插畫。

戴惠珠：臺灣繪本協會師資，社大趣味繪本講師等。

18位臺灣傑出畫家嘔心瀝血大製作，曹俊彥老師擔任創意指導。從遊戲中學習，讓幼兒得以自主的探索、操作與學習。

全世界一樣的父母心！
與歐美15家知名出版公司合作，精選出最貼心、最具啟發性的24本精采作品，

讓父母的育兒觀念與世界同步。

英國��Penguin�Books,�Hodder�Children’s�Books,�Frances�Lincoln,�Piccadilly�Press
義大利�Edizioni�Arka�

香港、瑞士�Minedition�Book

比利時�Uitgeverij�De�Eenhoorn,�Clavis�Uitgeverij

法國�Editions�Kaléidoscope,�Hachette
美國��Bloomsbury,�Houghton�Mifflin�Harcourt,�Picture�Window�Books,�Marshall�Cavendish,�Philomel�Books

臺灣頂尖的英、法、義文翻譯團隊
何萬順：�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語

言學研究所教授。

柯乃瑜：�英國巴斯大學口筆譯碩士，自由口筆譯者。

武忠森：�輔仁大學法國語文所碩士，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應用外語系兼任講師。

張雅婷：�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法國文學博士候選人，自由
譯者。

賴慧芸：�前民生報法文編譯，現專職法文翻譯，口譯。

曾美禎：�義大利羅馬美術學院繪畫碩士，輔
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兼任教師。

裴魁思：�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英語
教學碩士。

謝雯伃：�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所文學組碩士，
自由筆譯者。

史培德：�美國紐約大學法國文學博士，現任
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