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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簡介

上帝送給我們好多東西！

像是眼睛、耳朵、牙齒和嘴巴；上帝

也送給花朵芳香、大嘴鳥鮮豔的色

彩，還有鱷魚滿嘴的利齒……萬事萬

物都設計得盡善盡美，每樣受造物都

是神獨一無二的創造。

法蘭克福先生喜歡安靜。

但是他的鄰居、鄰居的朋友，還有附近的小

鳥總是吵吵鬧鬧，讓他都不得安寧。有一天，

一隻巨大的鳥兒停在他的屋頂上唱歌，法蘭

克福先生氣沖沖地從屋裡跑出來，對著鳥兒

大喊：「噓！噓！不要吵！」沒想到鳥兒還

是賴在原地，趕也趕不走……

法蘭克福先生該怎麼辦呢？

看見獨一無二的自己 「噓」聲？還是笑聲？

學齡前

適
讀

朗朗上

口
韻
文
詩

幼兒紙

板
書

15.2 x 15.2 x 1cm ｜ 18 頁｜有注音 

 2019.04 出版｜ NT$220

28.3 x 20 x 1cm ｜ 36 頁｜有注音 

2019.07 出版｜ NT$300

本書色彩繽紛的場景帶我們與孩子一同

發現神奇妙的創造，再次找回當初對世

上萬物備感驚奇、最純粹的赤子之心。

你了解自己的個性嗎？

什麼事可以讓你輕鬆以對？

什麼事容易令你火冒三丈？

意想不到的情節，配上俏皮生動的插畫，

本書透過一隻氣急敗壞的小白兔告訴我們：

只要換個角度，生活也可以變得很美麗！

榮獲法國
Le prix des 

Incorruptibles
童書獎

小樹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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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會忘記如何馭風而行

                            無牽無掛去流浪

內頁完稿.indd   32-33內頁完稿.indd   32-33 2020/1/2   上午 11:34:322020/1/2   上午 11:34:32

但是我會用最大的耐心

                   殷勤灌溉我的小花園

內頁完稿.indd   10-11內頁完稿.indd   10-11 2020/1/2   上午 11:34:132020/1/2   上午 11:34:13

可是我張開的手心  是童年的自己

                                  一個無限溫柔的搖籃

內頁完稿.indd   36-37內頁完稿.indd   36-37 2020/1/2   上午 11:34:332020/1/2   上午 11:34:33

┓新書簡介

有時我們急著長大。

有時我們害怕長大。

踽踽獨行的人生旅途中，迎面而至

的，或悲或喜、挫折或沮喪、成功或

失敗、高山或低谷、順遂或崎嶇、進

退兩難又或原地打轉……

不論每個人在長大的過程中經驗到什

麼，其中因碰撞而迸發的火花，終將

點亮漆黑的夜空，點滴串連成你我光

彩奪目的生命故事。

長大，
生命前進的樣貌

19.8 x 26.5 x 1cm ｜ 48 頁｜無注音

 2019.06 出版｜ NT$300

法國鴻飛文化出版社總編輯 葉俊良譯

「一顆南瓜有多少種籽？」

米高老師問全班同學。

全班個子最高的羅伯大膽猜測，大南

瓜種籽應該最多，有一百萬粒！總是

充滿自信的小琳認為，中南瓜肯定有

五百粒。個子最小的查理卻猜不出來。

沒有人知道正確答案，但大家都覺得

自己猜得很對。

切開南瓜，他們發現了什麼呢？

一場挖南瓜的數數比賽開始了！

你的內在其實很強大

27.3 x 22.7 x 1cm ｜ 36 頁｜有注音

 2019.12 出版｜ NT$280

本書以獨特的燈畫技法呈現小女孩漸漸長大的世界。 

光影絢麗的世界裡，女孩從一個躲在花苞中的小精靈 

慢慢蛻變成能以雙臂擁抱世界的大人。

讓本書帶你再訪生命中每個寶貴的當下， 

重新用「大人視角」發現成長過程中 

一切的美好與驚奇。

生命花園系列

當你看不見事物的內在，你會怎麼猜？

當結果出乎預料
3 3 3 3

時，你又會怎麼想？

這堂結合了觀察、簡易推理與快樂算術的自然課，

邀請你一起動手挖種籽、動腦猜猜看，

看看我們想像的天空裡各自出現了什麼。

南瓜裡潛藏的大學問
3 3 3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榮獲美國

克里斯多福

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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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人生中，人人都嚮往一處遮風避雨的港口， 

能把自己與重要的人緊緊繫在一起。 

本書以繽紛的色調渲染出人們對「家」的渴望，

讓我們隨著貓咪文森的追尋

一起找到讓心靠岸的地方。

┓新書簡介 iRead系列生命花園系列

22.4 x 28.6 x 1cm ｜ 32 頁｜有注音

 2020.01 出版｜ NT$300

21 x 16 x 1.5 cm 

208 頁｜無注音

 2019.10 出版｜ NT$420

文森是一隻住在貨輪上的貓咪。

船上的生活還不錯，隨時有新鮮的魚

吃，還能整天追逐甲板上的海鷗。到

了晚上，牠會靜靜看著那些為船隻指

引方向的滿天星斗。

貨船遊歷了世界各地，卻從不曾在名

為「家」的港口停下。文森一直很好

奇，「家」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直

到有一天，船靠了岸，船員紛紛回到

自己的家，文森第一次踏上陸地，也

終於找到自己的家……

家，讓心靠岸的地方

兒童文學工作者 劉清彥譯．專文導讀

星星為什麼會眨眼睛？螢火蟲為什麼會

發光？人為什麼會流眼淚？

我們不可能明白上帝所有的奧祕。

祂掌管時間、創造光亮，話一出口，世

界就成形。祂造巨大的星辰也造微小的

海星，上帝是大有能力、說到做到、無

可比擬的造物主！

每堂課都會有驚異的「奇妙發現」，介

紹趣味科普知識、提供親身體驗的活動，

最後還有一個結束禱告，帶你一起向上

帝發出真誠的讚美。

跟造物主
一同發掘宇宙奇觀！

本書結合科學的奇妙發現，佐以真實圖片和精美插畫，

深入淺出地介紹世上萬象，讓我們探索世界奧妙的同時， 

認識這位掌管宇宙萬物的主宰。 

上帝想跟你說的自然悄悄話，都在這一本！

太
空、
星系、行星

、
恆
星 地

球、
地質、海洋

、
天
氣

動植
物：從螞

蟻

到
恐
龍

人：身體、心

靈
和
想
像

兒主老師寶典 × 父母居家良伴 × 受洗生日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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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了解自己，學習欣賞和接納自己的特質自我形象

大英雄威利

系列：小樹苗 42
文圖：安東尼．布朗｜譯：宋珮

定價：NT$300

瘦小又不起眼的威利喜歡看

書、聽音樂、和朋友到公園

散步。有一天，令人聞風喪

膽的拳霸攔住威利的去路，

威利該如何應付這個可怕的

傢伙呢？

遜咖威利

系列：小樹苗 41
文圖：安東尼．布朗｜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心地善良的威利連小蟲子都

不敢傷害，就算不是他的

錯，威利也會道歉。大家都

叫他「遜咖威利」。直到有

一天，威利看到一則漫畫廣

告，告訴他擺脫「遜咖」的

方法⋯⋯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系列：小樹苗 37
文圖：布蘭登．溫佐｜譯：宋珮

定價：NT$240

這隻貓帶著他的鬍鬚、耳朵

和爪子在世界行走⋯⋯當

你看見一隻貓，你看見了什

麼呢？

★榮獲2016年凱迪克銀獎
★201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108年適合嬰幼兒看的書

亨利的星星

系列：小樹苗 33
文圖：大衛．艾略特｜譯：劉清彥

定價：NT$260

亨利抬頭仰望星空時，發現

了大豬星座！他等不及要指

給他的朋友看。可是農場裡

的大家卻說他們看見的是綿

羊星座、乳牛星座⋯⋯亨利

好難過，為什麼他們都看不

見自己看見的圖案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你很特別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1
文：陸可鐸｜圖：馬第尼斯｜

譯：丘慧文、郭恩惠

定價：NT$240

微美克村裡的木頭人每天都

忙著為人貼上金星或灰點

貼紙。胖哥也努力想得到

金星貼紙，直到木匠伊萊

提醒他，他本來就是獨一無

二的。

★美國CBA童書榜暢銷冠軍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愛你本來的樣子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
文：陸可鐸｜圖：馬第尼斯｜

譯：郭恩惠

定價：NT$280

國王決定領養五個沒有父母

的兄弟姊妹。大家都發揮所

長，忙著準備要送給國王的

禮物，只有最小的妹妹什麼

也不會。如果她沒有準備禮

物，國王還會喜歡她嗎？

本書講述天父無條件的愛，

祂就是愛我們本來的樣子。

艾文的帽子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8
文：陸可鐸｜圖：大衛．溫賽爾｜

譯：羅婷以

定價：NT$240

帽丘上的城鎮裡，每個人都

戴著自己獨特的帽子。艾

文十歲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他也等不及想擁有自己的帽

子。到底什麼樣的帽子最適

合艾文呢？是廚師帽、音樂

家帽，還是消防帽？

有點樣子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56
文圖：彼得．雷諾茲｜譯：宋珮

定價：NT$240

阿萌很喜歡畫畫，但在哥哥

一句魯莽的批評後，阿萌

丟下畫筆放棄了。但是，妹

妹覺得這些圖畫都「很有樣

子」，這句話讓阿萌重拾信

心—原來只是畫出周遭事

物的樣子，也能這麼快樂！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不行，你太小了！

系列：小樹苗 3
文：露絲．路薏．辛斯｜圖：湯

尼．肯揚｜譯：劉清彥

定價：NT$250

年紀小的小垂耳想跟姊姊抽

抽鼻和她的朋友一起玩，

但抽抽鼻總是讓這個小跟屁

蟲在一旁看著。小垂耳真的

太小，什麼事都不能做嗎？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小象能做的事

系列：小樹苗 10
文：伊芙．邦婷｜圖：薩吉歐．

盧希爾｜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抓緊我的尾巴，」象媽媽

說：「如果想問問題，就用

力拉一拉。」外出的小象對

周遭的一切事物充滿好奇，

但他最想知道自己能做什

麼。象媽媽耐心為小象解答

所有疑問後，小象找到自己

能做的事了嗎？

爸爸的圖畫書

系列：小樹苗 19
文圖：高畠純｜譯：米雅

定價：NT$240

力氣大的猩猩爸爸、有樣學

樣的北極熊爸爸、愛玩的

豬爸爸、總是慢半拍的綿

羊爸爸、弄巧成拙的大象爸

爸⋯⋯這些動物爸爸是不是

和家裡的爸爸有點像呢？

青蛙出門去

系列：小樹苗 30
文圖：高畠那生｜譯：米雅

定價：NT$270

看著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青

蛙騎著腳踏車準備出門。淋

著雨的青蛙買了漢堡，準備

開開心心到公園坐下來大吃

大喝⋯⋯溼答答的下雨天，

他要怎麼野餐呢？

★2015中國時報開卷好書年
度最佳童書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從頭到腳都可愛

系列：小樹苗 53
文：萊絲莉．帕羅特｜圖：艾絲

泰勒．柯克｜譯：陳銘鑲

定價：NT$220

上帝送給我們好多東西！像

是眼睛、耳朵、牙齒和嘴

巴；上帝也送給花朵芳香、

大嘴鳥鮮豔的色彩，還有鱷

魚滿嘴的利齒⋯⋯萬事萬

物都設計得盡善盡美，每樣

受造物都是神獨一無二的

創造。

口罩

系列：小樹苗 50
文：福井智｜圖：林菜摘子｜

譯：吳佩蒂

定價：NT$280

小豬一直很不喜歡自己的鼻

子。有一天，他發現一個

圓點口罩，剛好能用來遮住

自己的鼻子。只是其他動物

紛紛跑來，搶先一步戴上口

罩。「好看嗎？」他們都這

麼問。小豬會怎麼回答呢？

★榮獲童心社．日本兒童文
學家協會繪本文字大獎

杯杯英雄

系列：生命花園 32
文圖：蔡兆倫

定價：NT$320

杯杯王國有個傳說，誰能爬

上廣場中央的高塔，誰就是

杯杯英雄。每個杯子都使出

渾身解數⋯⋯到底誰才能當

上英雄？

★榮獲豐子愷圖畫書獎佳作

★201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查理的南瓜多少籽？

系列：生命花園 44
文：瑪格麗特．麥納瑪拉｜圖： 
G. 布萊恩．卡拉斯｜譯：葉美琦
定價：NT$280

「一顆南瓜有多少種籽？」

米高老師問全班同學。沒

有人知道正確答案，但大家

都覺得自己猜得很對。切開

南瓜，他們發現了什麼呢？

一場挖南瓜的數數比賽開

始了！

★榮獲克里斯多福圖書獎

小樹苗系列 生命花園系列

小樹苗系列兒童生命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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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

我長大了

系列：小樹苗 1
文：露絲．克勞斯｜圖：海倫．

奧森貝里｜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小男孩、小狗和小雞都很

小⋯⋯看著四周的景物都在

改變，而且越長越大，小男

孩開始擔心自己並沒有一起

長大。什麼時候他會發現自

己正在長大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娜娜的一天

系列：小樹苗 2
文：神澤利子｜圖：林明子｜

譯：米雅

定價：NT$240

娜娜的一天，從坐上爸爸的

腳踏車後座開始。早上爸爸

從巷口載娜娜到幼兒園，傍

晚媽媽帶娜娜走回家。這是

娜娜簡單、平實又充滿幸福

的一天。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一個我不夠用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63
文圖：彼得．雷諾茲｜譯：宋珮

定價：NT$240

里歐是個忙碌的小孩，他的

的事情總是做不完。「如果

有兩個我就好了。」就在里

歐這麼想的時候，他的分身

接二連三出現了！愈來愈多

個里歐，代辦事項反而越

列越長⋯⋯他該怎麼辦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貪吃的牛小花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0
文：石井桃子｜圖：中谷千代子｜ 
譯：米雅

定價：NT$240

任性又貪吃的小花被主人帶

去牧場接受訓練。沒想到身

強體壯的小花打贏了所有的

小牛，成了牧場上的女王，

愈來愈驕縱了⋯⋯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最美麗的第一夫人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47
文圖：芭芭拉．庫尼｜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愛倫諾雖然出身名門，童年

卻充滿了分離與悲傷。雙親

早逝，她只能在外婆家孤單

長大。直到前往寄宿學校就

讀後，愛倫諾才發現自己擁

有許多美好的特質⋯⋯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童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愛彈琴的安娜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7
文：瑪麗．蓮．芮｜圖：芭比．

漢巴｜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安娜為了學琴，每個禮拜坐

火車到遙遠的波士頓學習。

從小到大每天都很努力練琴

的安娜，雖然沒成為有名的

音樂家，她對音樂的熱誠與

追求卻深深打動人心。

11隻貓別靠近袋子

系列：小樹苗 23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11隻貓總是不把路牌上的警
語當成一回事。路牌說「請

勿摘花」，結果每隻貓都摘

了一朵花；路牌說「請勿爬

樹」，結果他們通通爬到樹

上野餐；路牌說「請勿進入

袋子」，11隻貓接下來會怎
麼做呢？

情緒

系列：小樹苗 31
文：亞曼達．麥卡迪｜圖：薩維

多．魯賓諾｜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每個人都有情緒，山姆和凱

特也不例外，他們會因分

離感到難過，因跌倒感到丟

臉；然而，不論正面還是負

面情緒，他們都知道爸爸媽

媽深愛他們。

11隻貓和阿呆鳥

系列：小樹苗 18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11隻貓經營的可樂餅店生意
非常好，不過，貓咪們每晚

都得吃掉賣不完的可樂餅，

就在他們吃膩可樂餅，幻想

吃烤雞時，門外剛好飛來一

隻鳥⋯⋯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11隻貓和豬先生

系列：小樹苗 20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11隻貓出門旅行，佔領了一
間房子，還不讓原屋主豬先

生進來。豬先生只好在一旁

蓋起木造房子；他到底該拿

這群胡作非為的11隻貓怎麼
辦呢？

早安！美音女士

系列：小樹苗 16
文圖：植垣步子｜譯：米雅

定價：NT$250

都快中午了，美音女士卻還

沒起床，怎麼會這樣呢？碗

小妹和盤子哥哥前往美音女

士的房間探視，才發現主人

生病了！廚房裡的大家該如

何發揮各自的拿手絕活，

幫助美音女士恢復元氣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11隻貓

系列：小樹苗 17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隨時都覺得肚子餓的11隻野
貓，聽說遠方有隻像怪獸那

麼大的魚。為了填飽大家

的肚子，他們決定一起出

發去捉大魚。11隻貓到底能
不能團結一心、成功捕獲大

魚呢？

一直打嗝的斑馬

系列：小樹苗 12
文圖：大衛．麥基｜譯：劉清彥

定價：NT$250

驕傲又自大的斑馬，某天突

然嗝打個不停。更糟的是，

每打一次嗝，他引以為傲的

美麗斑紋就變得越來越擠。

為了恢復原狀，高貴的斑馬

會採納其他朋友提供的愚蠢

建議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小護士蕾蕾

系列：小樹苗 15
文圖：賽門．詹姆斯｜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蕾蕾的生日禮物是一套護士

服和急救箱。她為爸爸包

紮、為媽媽包紮，甚至也為

狗狗包紮。當意外發生時，

蕾蕾真的可以成為獨當一面

的小護士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勇於面對改變、發展多元智能，快快樂樂活出自我

11隻泥巴貓

系列：小樹苗 34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森林附近的泥巴池裡，出現

了一個陌生的傢伙。這一

回，11隻貓遇見恐龍了！愛
玩的小恐龍帶來許多驚喜，

卻也讓11隻貓傷透腦筋。11
隻貓是否能團結一致面對新

挑戰呢？

11隻貓和怪怪貓

系列：小樹苗 32
文圖：馬場登｜譯：米雅

定價：NT$280

從沒見過的怪怪貓邊走邊撿

葉子，11隻貓好奇的跟在後
頭，發現怪怪貓有一間奇怪

的房子，還有一身抓魚的好

功夫！貓咪們彼此竊竊私

語⋯⋯11隻貓又想出了什麼
餿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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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 勇於面對改變、發展多元智能，快快樂樂活出自我

梅瑞克和巫師

系列：生命花園 30
文圖：大衛．麥基｜譯：宋珮

定價：NT$270

因為梅瑞克不願意用魔法讓

國王變得更有權勢，國王找

了一位名叫桑卓克的巫師來

實現他的願望。梅瑞克不只

沒聽過這位巫師，還發現他

不是什麼好傢伙！一場魔

法師和巫師的對決，即將

展開！

旅程

系列：生命花園 21
圖：艾隆．貝克

定價：NT$280

沒有玩伴的小女孩用紅色蠟

筆畫了一扇門，進入門後

一個充滿想像、冒險、危機

四伏的世界。紅筆畫出了小

船、熱氣球和飛天毯，這趟

旅程最後會帶她去哪裡呢？

★榮獲2014年凱迪克銀獎
★2014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歷險

系列：生命花園 24
圖：艾隆．貝克

定價：NT$280

為了拯救被擄走的國王，小

女孩和她的夥伴想盡辦法解

開地圖上的線索，將國王及

王國的子民們從黑暗中拯救

出來。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小傢伙

系列：生命花園 5
文圖：昆丁．布雷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喬治和貝拉收到一個包裹，

一下變成吵人的禿鷹，一

下變成髒兮兮的疣豬，再

一會兒又變成橫衝直撞的小

象⋯⋯究竟下一秒又會變成

什麼呢？

★2012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爸爸，上學囉！

系列：小樹苗 49
文圖：戴夫．哈克特｜譯：陳銘驤

定價：NT$280

「把拔，起床了！上學囉！」 
小女兒跑進爸爸的房間大

喊。「可是我還想睡。」爸

爸說。好不容易把爸爸叫起

床，沒想到他又打翻了麥片

粥、搞丟襪子，還忘了繫領

帶⋯⋯耐心十足的小女兒能

準時送爸爸出門上學嗎？

重返

系列：生命花園 31
圖：艾隆．貝克

定價：NT$280

孤單的小女孩第三次進入有

國王和士兵、城堡和運河、

奇異生物和迷人景觀的誘人

國度裡。只是這次多了一位

意想不到的夥伴，支持、陪

伴小女孩度過重重難關，也

引導她踏上回家的路。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史賓奇生悶氣

系列：生命花園 34
文圖：威廉．史塔克｜譯：宋珮

定價：NT$260

史賓奇一個人在屋外的吊床

上生悶氣。哥哥姊姊努力賠

罪，媽媽還端來一盤好吃的

東西，甚至連馬戲團的遊行

隊伍從家門前經過，都沒有

辦法讓他停止生氣。史賓奇

要賭氣到什麼時候呢？

小月和月亮先生

系列：生命花園 36
文：越智典子｜圖：細木瑪格｜

譯：米雅

定價：NT$280

黑漆漆的夜晚，月亮跑哪去

了？啊，原來他跑去找小月

玩了。他們一起玩耍、一起

分享了月亮許多祕密。月亮

與小女孩的奇妙相遇，迸出

有趣的科學知識，揭開夜晚

和月亮的神祕面紗。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系列：生命花園 39
文：瑪雅．巴瑟樂、安娜瑪莉．

范登布林克｜圖：塔可．范德波

爾｜譯：郭騰傑

定價：NT$380

糟糕，波特教授的便便研究

工廠嚴重堵塞，再不修理就

要報廢了！為了拯救爸爸即

將倒閉的工廠，孩子們提議

將工廠內的胃蓋成游泳池、

大腸改造成雲霄飛車⋯⋯每

個消化器官變成刺激好玩的

遊樂設施後，工廠又能重新

開幕了！

亞伯的小島

系列：iRead 6
文圖：威廉．史塔克｜譯：宋珮

定價：NT$220

小老鼠亞伯和妻子亞曼達到

戶外野餐，不料卻下起了暴

風雨。亞伯為了追回妻子被

風颳走的紗巾，不慎滑落水

坑，又被急流沖到一座孤島

上⋯⋯他還能平安返家與亞

曼達重聚嗎？

★榮獲1977年紐伯瑞銀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小火花的夢

系列：生命花園43
文圖：梅露琳．蒂麗｜譯：葉俊良

定價：NT$300

有時我們急著長大。有時我

們害怕長大。本書以獨特的

燈畫技法呈現小女孩漸漸長

大的世界。作者回溯自身童

年經驗，將成長過程中的美

好與驚奇化為一幀幀剪影，

讓我們看見長大的樣貌，並

能從容擁抱生命中一切的未

知與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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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系列：生命花園 22
文 ： 蘇 珊 ． 瓦 奇 喬 斯 基 ｜

圖：P.J. 林區｜譯：劉清彥
定價：NT$270

木匠古強森總是獨來獨往。

有一天，一對母子找上他，

希望訂做一組聖誕木雕⋯⋯

★榮獲英國凱特格林威大獎

★榮獲美國克里斯多福獎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童書

★父母選書銀牌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亞比的第一句話

系列：生命花園 25
文：賈桂琳．圖維爾｜圖：懷

寧．伊凡斯｜譯：劉清彥

定價：NT$260

三歲了，小小的亞比還沒有

開口說話。父母嘗試了各種

方法，但亞比就是不說話。

就在家人決定不抱任何期待

時，亞比看著滿天星斗，突

然開口說出三個字⋯⋯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真正的小偷

系列：iRead 7
文圖：威廉．史塔克｜譯：柯倩華

定價：NT$180

高文是皇家寶庫的守衛長，

卻被指控偷竊。高文很確定

自己是無辜的，他要怎麼證

明自己的清白呢？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童書

★童書協會兒童票選第一名

★2018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寵物爸爸

系列：生命花園 40
文圖：耶拉娜．愛倫｜譯：邵正宏

定價：NT$280

小莓想要一隻寵物，但是她

的爸爸不想養寵物。於是，

小莓決定要養一隻「寵物爸

爸」！她跟寵物爸爸一起玩

耍，搔肚皮、抓耳背。但寵

物爸爸不喜歡坐下、撿東西

或追著主人跑。小莓有辦法

把爸爸訓練成完美寵物嗎？

走出森林的小紅帽

系列：生命花園 41
文圖：韓煦

定價：NT$300

看不見的小紅帽要穿過森林

往外婆家去。她是否能避開

愛吃小動物的大灰狼，平安

抵達外婆家呢？

★榮獲義大利插畫競賽金獎

★榮獲2018年金風車國際青
年插畫家大賽大眾選擇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感恩之門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17
文圖：黛比．艾威爾｜譯：劉清彥

定價：NT$220

一個移民家庭正忙著準備感

恩節大餐，就在這時，兩個

陌生人走進他們的餐廳。誰

忘了把門關上？這下子，他

們的感恩節大餐毀了！孩子

們想把不速之客嚇走，但奶

奶可不這麼想。於是，兩位

陌生人成了他們的座上賓。

山丘上的石頭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4
文圖：大衛．麥基｜譯：張淑瓊

定價：NT$240

裘先生和裘太太住在人人稱

羨的山丘上，裘太太卻對門

後擋住風景的大石頭很有意

見。有一天，裘先生將那顆

石頭推下了山谷，沒想到卻

惹出了一堆怪事⋯⋯

★2008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奶奶來了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1
文圖：李惠欗｜譯：米雅

定價：NT$240

陌生的奶奶從遙遠的鄉下來

到小女孩家開的小餐館住

下了。奶奶的生活習慣和大

家都不一樣，小女孩好希望

奶奶回鄉下去，但爸爸說不

行。奶奶還會為小女孩的生

活帶來什麼變化呢？

★2008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斷嘴鳥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9
文：納桑尼．拉胥梅耶｜圖：羅

伯．英潘｜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原本動作敏捷的小麻雀，有

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的嘴

斷了，無法啄食。同伴們紛

紛遠離他，讓小麻雀落入絕

望的深淵，直到一位流浪漢

出現⋯⋯

★2008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路易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64
文圖：艾茲拉．傑克．季茲｜

譯：柯倩華

定價：NT$240

孩子們都去看蘇西和羅貝多

表演的偶戲，安靜的路易也

來了。一看到玩偶「葛希」

出場，路易不由自主站了起

來，大聲跟葛希打招呼，並

未發現自己打斷了演出⋯⋯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送給爸爸的小船

系列：小樹苗 35
文圖：潔西莎．貝格利｜譯者：

劉清彥

定價：NT$270

與媽媽相依為命的巴克利，

用漂流木做了許多艘送給爸

爸的小船。媽媽總會陪著他

一起將小船送進大海。小船

消失在浪花盡頭，他相信爸

爸一定收到了好多思念⋯⋯

★榮獲2016年美國金風箏獎
★201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永遠在一起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8
文：露絲．范德齊｜圖：羅奈

德．希姆勒｜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越戰期間，村莊遭到轟炸、

失去了母親的小金被帶往孤

兒院安置。在瓊斯夫婦的關

愛和陪伴下，小金重新找到

了生存的勇氣和力量。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噓！

系列：小樹苗 53
文：莫嘉．德卡迪耶｜圖：弗羅

希安．皮傑｜譯：葉俊良

定價：NT$300

法蘭克福先生喜歡安靜，但

是他的周遭總是吵吵鬧鬧。

有一天，一隻巨大的鳥兒停

在他的屋頂上唱歌，法蘭克

福先生該怎麼辦呢？原來，

只要換個角度，生活也可以

變得很美麗！

★榮獲法國Le prix des Incor-
ruptibles童書獎

珍愛接納 學習接納、尊重異己，選擇以愛回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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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派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10
文：德瑞克．莫森｜圖：泰拉．

葛拉罕．金恩｜譯：劉清彥

定價：NT$220

小男孩原本完美的暑假，就

在頭號敵人小傑搬來之後完

全變樣了。幸好爸爸有消滅

敵人的絕招─敵人派。只

是這個派的其中一個祕方，

竟然要和敵人相處一整天！

小男孩能成功消滅敵人嗎？

★榮獲基督教文協金書獎

謙虛派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11
文：珍妮芙．童利｜圖：史蒂

芬．格梅爾｜譯：劉清彥

定價：NT$220

奶奶決定為被寵壞的李奧烤

個派。李奧從沒看過派皮和

床單一樣大的派！就在李奧

貪心想嚐嚐派的味道時，卻

不小心跌進派裡⋯⋯

★2003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
童書獎

★2004年優良健康讀物推薦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4
文：須藤麻江｜圖：織茂恭子｜

譯：米雅

定價：NT$240

阿松爺爺總是獨佔所有的甜

柿子，不願意跟別人分享。

有一天，隔壁搬來一位愛分

享的哎呦奶奶。完全不同的

兩人會因柿子樹擦出怎樣的

火花呢？

★2007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馬鈴薯啊，馬鈴薯！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6
文圖：安妮塔．羅北兒｜譯：

劉清彥

定價：NT$240

很久以前，兩個軍隊開始打

仗，老婦人的兩個兒子分別

在東軍和西軍，戰事猛烈，

大家又餓又累，兩個兒子想

到家中那一片馬鈴薯田⋯⋯

他們還來得及回家去嗎？

★200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莉朵老師的禮物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65
文：道格拉斯．伍德｜圖：吉

姆．柏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道格拉斯因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每天放學被莉朵老師留

下來練習閱讀。一開始覺得

閱讀很痛苦的道格拉斯，最

後卻發現書中充滿了驚奇！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帝哥的金翅膀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52
文圖：李歐．李奧尼｜譯：劉清彥

定價：NT$260

生來沒有翅膀的小鳥帝哥得

到了一對夢寐以求的金翅

膀，原來的朋友卻因為嫉妒

開始排擠帝哥。帝哥的夢想

和友誼能夠並存嗎？

★美國圖書館協會、插畫家
協會年度最佳童書

★2009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檸檬的滋味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54
文圖：派翠西亞．波拉蔻｜譯：

劉清彥

定價：NT$260

崔西的好朋友瑪琳得了白血

病，她的體重減輕，常常容

易疲倦。就在她最需要支持

的時候，崔西、溫老師和全

班同學已經準備好一樣驚喜

陪她一起面對難關。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菫花奶奶的祕密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66
文圖：植垣步子｜譯：米雅

定價：NT$250

擅長縫紉的菫花奶奶打算送

小孫女一件洋裝，但在幫動

物們修修補補後，不小心把

絲線都用光了。小孫女的洋

裝該怎麼辦呢？

★ 2011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亨利的地圖

系列：小樹苗 25
文圖：大衛．艾略特｜譯：劉清彥

定價：NT$260

看到農場亂成一團，亨利決

定要畫一張地圖！他在地圖

上畫下農場裡其他朋友和他

們的家。因為在家裡，每樣

東西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

★2013年美國學校圖書館期
刊推薦最佳童書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不可思議的客人

系列：小樹苗 22
文圖：八木民子｜譯：米雅

定價：NT$250

夏日的早晨，小元家的後院

突然冒出一隻可以變大變小

的土撥鼠。土撥鼠把小元一

家變得好小好小，大家這才

發現，家裡的庭院簡直是座

渾然天成的遊樂場！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大熊的訪客

系列：小樹苗 5
文：邦妮．貝克｜圖：凱蒂．麥

唐納．丹頓｜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不喜歡客人的大熊從不讓人

進到家中。有天早上，他

發現門口來了一隻老鼠，大

熊要他離開，他卻總是出其

不意的出現在大熊身旁⋯⋯

★榮獲2009年美國金風箏獎
★榮獲基督教文協金書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蝴蝶

系列：小樹苗 29
文：江國香織｜圖：松田奈那子｜ 
譯：米雅

定價：NT$270

小小的蝴蝶，穿梭在大大的

世界。蝴蝶佇足、蝴蝶品

嚐。在每一個新奇的片刻，

蝴蝶悠然自在的過活。

★榮獲日本《MOE》雜誌
繪本大獎第一名

★2015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在我離開之前

系列：小樹苗 36
文圖：潔西莎．貝格利｜譯：宋珮

定價：NT$270

小刺蝟賽妲準備搬家了，她

知道好朋友艾隆不能跟他

們一起走。她會想念艾隆，

還有他們一起玩耍的快樂時

光。沒想到，艾隆已經準

備好要給賽妲一個驚喜⋯⋯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融入群體生活，傳遞人與人之間的幸福與溫暖分享幸福

媽媽，我要把世界送給你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2
文：蘿妮．舒特｜圖：莎莉格．

嘉拉斐｜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媽媽對露易莎說：世界很

大，你要知道的事情很多，

要看的東西更多。如果可

能，有一天我要把世界送給

你！露意莎想：如果可能，

今晚我就要把世界送給你！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鴨子的假期

系列：小樹苗 28
文圖：吉萊德．蘇法｜譯：柯倩華

定價：NT$280

鴨子終於去度假了！他有一

把沙灘椅、一本書，和不受

打擾的安靜時光。不過，當

身為讀者的「你」開始翻閱

這本書時，鴨子完美的假期

就被你破壞了⋯⋯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嘟伊答？

系列：小樹苗 38
文圖：卡森．艾莉絲｜譯：蟲雅各

定價：NT$320

「嘟伊－答？」「麻－拿

努。」小綠芽冒出頭來，吸

引蟲蟲們的目光。兩隻優雅

的豆娘覺得捲捲的小綠芽很

驚奇。全書以獨特的昆蟲語

鋪陳對話，讓讀者細細品味

在畫面中尋找線索的樂趣。

★榮獲2016年凱迪克銀獎
★201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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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茲太太和小屁屁

系列：生命花園 4
文圖：派翠西亞．波拉蔻｜譯：

劉清彥

定價：NT$240

藍尼請求鄰居凱茲太太領養

一隻小貓。當藍尼和凱茲太

太相處時間越來越多，友誼

也漸漸萌芽！

★ 2012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大棕熊的冬眠小屋

系列：生命花園 3
文：約翰．尤曼｜圖：昆丁．布

雷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大棕熊收集青苔、木頭和樹

枝，蓋了一間冬眠小屋。冬

天降臨，小屋溫暖又舒適，

大棕熊邀請夥伴進來，大家

卻興奮的睡不著。大棕熊可

以好好冬眠嗎？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如果你想呼呼大睡

系列：小樹苗 51
文：潔琪．阿祖兒．克萊瑪｜

圖：麗莎．布蘭登堡｜譯：郭

騰傑

定價：NT$280

睡覺時間到囉！小老鼠已經

躺在床上很久了，但他還

是睡不著。也許老鼠媽媽

的辦法會有效：找一本書來

看看、想想早餐的餅乾和糖

果、數數天上的星星⋯⋯最

後，小老鼠睡著了嗎？

年糕去海邊

系列：小樹苗 46
文：苅田澄子｜圖：植垣步子｜
譯：米雅

定價：NT$280

阿年和阿糕一起到海邊玩，

享受舒服的日光浴。沒想到

一覺醒來，阿糕卻不見了！

阿年焦急的到處張望，只要

一點點白色的都不放過，那

是正在睡午覺的吐司小姐、

那是在玩相撲的飯糰、那是

漂浮在海上的豆腐⋯⋯阿糕

到底去哪了呀？

遞送瓶中信的人

系列：生命花園 38
文：蜜雪兒．庫瓦斯｜圖：艾

琳．史戴｜譯：宋珮

定價：NT$300

遞送瓶中信的人負責打撈海

上的瓶子，再把瓶中信送到

收信人手裡。有一天，他發

現了一封沒有收件人姓名的

信。在他全力以赴解開謎團

的時候，竟然也找到了自己

內心深處的渴望。

★2018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別有洞天

系列：生命花園 42
文圖：派翠西亞．波拉蔻｜譯：

徐方璇

定價：NT$300

派翠西亞的外婆過世後，她

一直在等外婆從空中給她一

個暗號。搬家之後，她遇見

了史都華和他的外婆─熱

情、堅定又富行動力的尤拉

奶奶。他們動員了整個社

區，打算為一位傷心的鄰居

準備一個驚喜⋯⋯

文森回家了

系列：生命花園 45
文圖：潔西莎．貝格利、艾倫．

貝格利｜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文森是一隻住在貨輪上的貓

咪。貨船帶他遊歷了世界各

地，卻不曾在名為「家」的

港口停下。文森一直很好奇

「家」到底是怎樣的地方。

有一天，船靠了岸，船員紛

紛回到自己的家。文森第一

次踏上陸地，牠也可以找到

自己的家嗎？

融入群體生活，傳遞人與人之間的幸福與溫暖分享幸福

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系列：生命花園 12
文圖：彼得．雷諾茲｜譯：宋珮

定價：NT$260

聖誕節早上，小羅迫不及待

衝下樓，他從來沒看過這

麼小的禮物，他可是等了整

整一年！他祈禱禮物可以更

大、更大、還要更大⋯⋯到

底要多大的禮物才會讓小羅

滿意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琪拉的願望

系列：生命花園 8
文：角野榮子｜圖：市川里美｜

譯：米雅

定價：NT$240

大城市的小房子裡，住著老

婆婆和一隻貓，窗戶看出去

只有灰色的樓房。「真希望

窗外有美麗的風景啊！」老

婆婆想到一個好主意，他們

打算怎麼辦呢？

★2013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天使的禮物

系列：生命花園 27
文：艾莉森．麥基｜圖：彼得．

雷諾茲｜譯者：宋珮

定價：NT$270

「就在十二月底，有個小嬰

兒要誕生了！」大家都在

準備要送給小嬰兒的禮物。

風，是天空送的禮物；雨，

是雲送的禮物；音樂，是小

鳥送的禮物。最小的天使想

了很久，他還能送什麼禮物

給小寶寶呢？

箱子！箱子

系列：小樹苗 44
文：珍．尤蘭｜圖：克里斯．席

班｜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如果你給小孩一個紙箱，會

發生什麼事呢？它可能變成

一間圖書室、一艘船、一座

皇宮，或一輛跑車，也可能

變成一則童話故事或一場荒

野探險⋯⋯

天亮之前

系列：生命花園 37
文：喬艾絲．席曼｜圖：貝絲．

科隆斯｜譯：宋珮

定價：NT$280

生活中總是有飛機要趕、有

公車要等，孩子卻期望擁有

脫離常軌的一天。當孩子的

祈求從沉睡的城市昇起⋯⋯

匆忙的世界回歸寂靜，大雪

帶回了自由與平安。

★2017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108年適合嬰幼兒看的書

晾衣服的日子

系列：小樹苗 43
文圖：潔西莎．貝格利｜譯：

黃筱茵

定價：NT$270

獾兄弟在家裡閒得發慌，直

到媽媽問他們要不要幫忙晾

衣服。從沒做過家事的兄弟

倆玩得津津有味，甚至晾得

比媽媽還要「更完美」⋯⋯

★榮獲2018年艾茲拉．傑
克．季茲繪本文字獎

★107年適合嬰幼兒看的書

年糕去澡堂

系列：小樹苗 40
文：苅田澄子｜圖：植垣步子｜
譯：米雅

定價：NT$280

天氣好冷好冷啊！年糕阿年

和阿糕準備去澡堂，舒舒服

服泡個熱水澡。他們到了醬

油池、黃豆粉浴池，又進了

烤麵包機三溫暖⋯⋯到底哪

一個浴池最適合他們呢？

青蛙和河狸

系列：小樹苗 39
文圖：賽門．詹姆斯｜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河狸想要蓋一個最大、最厲

害的水壩，卻讓下游的水道

漸漸乾涸。為了幫助沒水可

用的朋友們，青蛙自告奮勇

去找河狸談談⋯⋯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17 18

小樹苗系列 生命花園系列

生命花園系列



看見生命樣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目標生命信念

因為我愛你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
文：陸可鐸｜圖：海恩斯｜譯：

丘慧文、郭恩惠

定價：NT$200

薛老爹建了一個美麗的村子

讓孩子們在裡面盡情嬉戲。

村外他砌了一道高牆，讓孩

子們留在安全的地方。有一

天，沛德發現高牆下有個夠

他鑽出去的洞，但薛老爹

似乎不打算把洞堵起來⋯⋯

★榮獲美國ECPA童書金牌獎

你所需要的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
文：陸可鐸｜圖：克勞巴｜譯：

郭恩惠

定價：NT$200

托比在沙漠中擁有一口井。

雖然井是他的，他卻樂意

將水分給有需要的人。上帝

的恩典比沙漠中的水還要寶

貴，那正是你和你的孩子都

需要的。

★2003年優良健康讀物推薦

地球的禱告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5
文：道格拉斯．伍德｜圖：P.J. 
林區｜譯：劉清彥

定價：NT$220

爺爺告訴小男孩，人們的禱

告是世上所有生物中最美

的禱告。然而，爺爺過世以

後，這個世界突然變得黑暗

又孤獨。不知所措的小男孩

從此不再禱告，直到他找到

自己禱告的方式。

★ 2001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你是我的孩子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7
文：陸可鐸｜圖：馬第尼斯｜

譯：郭恩惠

定價：NT$200

微美克村正流行收集別緻的

盒子和色彩繽紛的球。不想

被排擠的胖哥也想盡辦法要

融入大家；不管付出什麼代

價，別人有的，他也要有。

不過，胖哥沒想到，他付出

的代價竟然那麼大⋯⋯

太陽弟兄，月亮姊妹

系列：生命花園 18
改寫：凱瑟琳．派特森｜圖：潘

蜜拉．達頓｜譯：宋珮

定價：NT$280

1224年，聖法蘭西斯用家鄉
的方言寫下這首簡單的讚

美詩。從太陽、月亮、風和

火，到社群、家庭、工作。

詩中歌頌上帝豐盛的創造，

也放入了他的沉思默想。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水公主

系列：生命花園 35
文：蘇珊．維爾德｜圖：彼得．

雷諾茲｜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琪琪公主的王國有寬闊的天

空和溫暖的大地，但她居住

的非洲小村莊卻沒有乾淨的

飲用水。琪琪一直在作夢，

夢想有一天自己的村莊可以

有清涼又乾淨的水。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如果你想看鯨魚

系列：生命花園 17
文：茱莉．福萊諾｜圖：艾琳．

史戴｜譯：宋珮

定價：NT$260

如果你想看鯨魚，得先知道

哪些東西不要看：粉紅色

的玫瑰、鵜鶘，還有海盜。

如果你想看鯨魚，就得盯著

大海，還要等待、等待⋯⋯

★2014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黃與粉紅

系列：生命花園 33
文圖：威廉．史塔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兩個小木偶躺在報紙上曬太

陽，天氣很熱，他們開始胡

思亂想，討論起自己究竟是

怎麼來的。黃色木偶堅信自

己偶然發生的，粉紅色木偶

卻不這麼認為⋯⋯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小孩的禱告

系列：小樹苗 6
文：瑞秋．菲德爾｜圖：伊莉莎

白．奧頓．瓊斯｜譯：柯倩華

定價：NT$240

小女孩的禱告充滿了對日常

事物的珍惜、對朋友與家

人的感謝和愛。這樣樸素、

純粹的敬意與感恩，讓各年

齡、各民族的人都看見禱告

的美好。

★榮獲1945年凱迪克銀獎

然後，春天就來了

系列：小樹苗 9
文：茱莉．福萊諾｜圖：艾琳．

史戴｜譯：劉清彥

定價：NT$250

度過大雪覆蓋的冬天，小男

孩和狗受夠了遍地土黃色。

他們挖土、埋下種子、遊戲

和等待。最後，土黃色中出

現了希望的生機，春天終於

悄悄來了。

★榮獲2012年波士頓環球報
號角書獎

玫瑰奶奶

系列：生命花園 2
文：劉清彥｜圖：李瑾倫、徐

菀瑩

定價：NT$260

玫瑰奶奶小時候喜歡和動物

玩耍。有一天，爸媽為她買

來一台鋼琴。長大後，玫瑰

離家來到好遠好遠的東海大

學。她設立音樂系、收留流

浪貓狗，並在美麗的校園內

教授鋼琴。

爺爺的櫻花道

系列：生命花園 15
文：劉清彥｜圖：曹俊彥

定價：NT$280

爺爺在山路的兩旁種滿了櫻

花樹，二十五年，三千多

棵櫻花樹就像爺爺的家人

一樣。當年爺爺揹著竹簍，

在陡峭山坡上種樹的身影，

應該只有這些樹記得吧⋯⋯

理髮師學禱告

系列：My Heart 5
文：史普羅｜圖：萊弗利．福魯

哈迪｜譯：魏筱珍

定價：NT$300

彼得是村裡的理髮師傅。他

趁馬丁路德來店內理髮的時

候，向他請教禱告的方法。

路德寫了一封書信回應彼

得，告訴他如何運用〈主禱

文〉、〈十誡〉和〈使徒信

經〉來禱告，這樣的禱告讓

彼得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

系列：iRead 8
文：路易．紀里歐｜圖：尼可

拉．安德森｜譯：傅湘雯

定價：NT$420

我們不可能明白上帝所有的

奧祕。本書結合科學的奇妙

發現，佐以真實圖片和精美

插畫，深入淺出介紹太空、

地球、動植物和人的身體與

心靈。讓我們探索世界奧

妙的同時，不禁對掌管宇宙

的造物主發出由衷的讚嘆！

馬廄之王

系列：My Heart 2
文：梅樂蒂．卡森 ｜圖：克利
斯．艾利森｜譯：傅湘雯

定價：NT$240

小馬太好想念從前住在耶路

撒冷的日子，那時他要什

麼有什麼；現在他卻被迫離

家，投靠伯利恆的舅舅。沒

有僕人和寬敞的房間，還要

負責打掃馬廄⋯⋯就在他接

待了一對夫婦之後，小馬太

發現自己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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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正確的價值取向、培養良善的品格特質價値選擇

世界第一的帽子

系列：小樹苗 48
文圖：深見春夫｜譯：歐元韻

定價：NT$260

小城裡的每個人都喜歡戴帽

子，每個人的帽子都不一

樣。有一天，小城舉行了帽

子大賽，要選出世界第一的

帽子。到底怎樣的帽子是世

界第一呢？而這頂世界第一

的帽子，最後又戴在誰的頭

上呢？

小
樹
苗

48

深
見
春
夫
文
圖

深見春夫文圖　歐元韻譯

封面.indd   1 2018/1/31   下午 05:44:05夏綠蒂的撲滿

系列：小樹苗 45
文圖：大衛．麥基｜譯：柯倩華

定價：NT$280

「人生有時候很辛苦的。」

夏綠蒂得到一個魔法豬撲

滿，只要存到夠多的錢，讓

撲滿發出「叮」的一聲，就

能實現願望。想盡辦法存了

好多錢的夏綠蒂，終於聽到

撲滿發出「叮」的一聲⋯⋯

★2017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蜉蝣的一天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5
文：珍妮．威利斯｜圖：湯尼．

羅斯｜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小蜉蝣來到世上的第一天，

也是最後一天，因為她只有

一天的生命。她細心留意身

邊所有事物，為擁有的一切

獻上感謝。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蒼鷺小姐和鶴先生

系列：生命花園 6
文：約翰．尤曼｜圖：昆丁．布

雷克｜譯：張淑瓊

定價：NT$240

鶴先生向蒼鷺小姐求婚時遇

到了大麻煩！先是蒼鷺小姐

嚇得罵了他一頓，再是鶴先

生不接受蒼鷺小姐的道歉；

他們就這樣一往一來⋯⋯

★ 2012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丹福先生

系列：生命花園 9
文圖：大衛．麥基｜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丹福先生非常有錢，對大家

仁慈又慷慨。有一天，村裡

來了一位陌生人，到處告訴

村民丹福先生那麼有錢，實

在不公平。原本祥和的村莊

會因此發生什麼改變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消失的魔法

系列：生命花園 11
文圖：大衛．麥基｜譯：劉清彥

定價：NT$250

「梅瑞克的魔法消失了！」

魔法師梅瑞克沒了魔法，

床鋪一團亂，他不能靠魔

法旅行，也不能幫人們做大

小事⋯⋯城堡裡沒有梅瑞克

的魔法，簡直是場大災難！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爸爸的頭不見了

系列：生命花園 13
文：安德魯．布查｜圖：昆丁．

布雷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爸爸的頭不見了怎麼辦？當

然得為他做個新的啦！沒有

頭的爸爸，不會大吼大叫，

不管說什麼他都同意。不過

大家還是懷念那個會講睡前

故事、會打鼾的爸爸⋯⋯

★ 2013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綿羊王路易一世

系列：生命花園 29
文圖：奧利維耶．塔列克｜譯：

謝蕙心

定價：NT$300

一陣風吹來一頂皇冠，綿羊

路易成了綿羊王路易一世。

為了當一位稱職的好國王，

他要有權杖統治、要有寶座

執行審判⋯⋯路易一世還會

進行怎樣的改革呢？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綠尾巴的老鼠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14
文圖：李歐．李奧尼｜譯：劉清彥

定價：NT$270

一隻路過的城市老鼠和田鼠

們談起城市中過狂歡節的

種種。於是，田鼠也舉辦了

自己的狂歡節。戴著面具彼

此驚嚇真的很好玩，但是後

來，田鼠們開始相信自己真

的就是兇猛的野獸⋯⋯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最重要的事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4
文：伊芙．邦婷｜圖：羅奈德．

希姆勒｜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移民家庭的小柯和語言不通

的外公一起外出找工作。小

柯欺騙雇主說，外公是個很

棒的園丁。就在他們完全搞

砸的時候，小柯發現外公值

得尊敬的一面，也學到一件

最重要的事。

★2005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依莉的娃娃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2
文：伊芙．邦婷｜圖：凱瑟琳．

史塔克｜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上中學之後，依莉意外成了

一名小媽媽。從懷孕到為人

母，各樣措手不及的變化細

膩道出依莉這段悲喜交織、

充滿愛與失落的心路歷程。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金錢樹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33
文：莎拉．史都華｜圖：大衛．

司摩｜譯：劉清彥

定價：NT$240

麥小姐的院子裡突然冒出一

棵長滿鈔票的怪樹。好奇的

人們前來觀看、採收葉子，

這些令她訝異的行為，不知

道何時才會結束⋯⋯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21 22

兒童生命教育系列

小樹苗系列 生命花園系列

生命花園系列



愛護環境、尊重自然、關懷生長的土地與社會環境守護 必讀經典 跨越時空的經典、發現文學與藝術之美

最珍貴的禮物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46
文：歐亨利｜圖：P.J. 林區｜譯： 
劉清彥

定價：NT$280

為了交換聖誕禮物，妻子黛

拉將長髮賣了，買了錶鏈；

丈夫吉姆賣了懷錶，買了髮

飾。兩人的禮物都派不上用

場，卻體現了聖誕的真諦，

那就是愛、奉獻和犧牲。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多少地才夠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58
原著：托爾斯泰｜文：柳川茂｜

圖：小林豐｜譯：米雅

定價：NT$240

帕霍穆辛勤工作後，終於有

了一塊屬於自己的地。不

過，他還想要更多更大的

土地。如果一天之內能走多

遠，就能擁有多大的土地，

該有多好啊！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挪亞方舟

系列：小樹苗 47
文圖：靏見幸｜譯：鄭明進
定價：NT$260

上帝要挪亞建造一艘大船，

好讓心地善良的人和動物

躲過洪水。船外風雨交加，

大夥搖搖晃晃，不知漂往何

處。在船艙裡待久了，看不

到外面的世界，大家臉上都

失去了笑容。挪亞叔叔該如

何安撫大家的情緒呢？

威利的冒險故事

系列：生命花園 19
文圖：安東尼．布朗｜譯：劉清彥

定價：NT$300

每個星期，威利都會走進一

扇平凡的門裡面，經歷一場

奇特的冒險。「門」今天會

帶他去哪裡呢？是一座神祕

荒島，一個又黑又深的兔子

洞，還是在海盜船上和虎克

船長決鬥？不管他去哪裡，

只要走進那些門，威利的奇

妙旅程就開始了！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大猩猩伊凡

系列：生命花園 28
文：凱瑟林．艾波蓋特｜圖：布

萊恩．卡拉斯｜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出生在剛果共和國的大猩猩

伊凡，嬰兒時就被送到了美

國的馬戲商場。他在城市中

活了下來，住進了商場的籠

子。人們好奇來看他，卻也

同情起伊凡現在的遭遇⋯⋯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艾莉絲的樹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1
文：伊芙．邦婷｜圖：羅奈德．

希姆勒｜譯：劉清彥

定價：NT$280

艾莉絲以為她好愛的那棵老

橡樹會一直在那裡，就像

爸爸和媽媽那樣。大家雖

然努力搶救，樹還是漸漸枯

死了。就在艾莉絲快要放棄

時，她想起了一樣東西⋯⋯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地下花園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8
文圖：趙善暻｜譯：劉清彥

定價：NT$260

在地鐵站工作的摩斯叔叔為

了找出車站裡的怪味道，意

外發現了一處通風口。他在

那裡種了一棵小樹。日子一

天天過去，日漸長大的小樹

從地鐵的通風口鑽出來，為

整座城市注入新生命。

★2006年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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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閱讀、享受圖文互動的趣味蓬潔創作

我

系列：寶貝心 ４
文圖：張蓬潔

定價：NT$120

大人小孩都習慣互相比較，

但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寶貝，

成為最好的自己，才是我們

努力的目標。本書教導孩子

用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就

能活得健康、快樂、更有

自信。

說話

系列：寶貝心 5
文圖：張蓬潔

定價：NT$120

「舌頭雖是百體中最小的，

卻有很大的力量。」本書幫

助孩子曉得言語的影響力，

讓孩子從小學習說出好話，

為周遭的人帶來祝福。

感謝

系列：寶貝心 6
文圖：張蓬潔

定價：NT$120

感恩的心是知足的良師，現

代的孩子卻時常將「擁有」

視為理所當然。本書教導孩

子無論碰上好事還是壞事，

都能以樂觀、喜悅的心感謝

上帝。

兒童生命教育系列

你很特別──經典版

因為我愛你 
你所需要的 
愛你本來的樣子

地球的禱告 
編織記憶

你是我的孩子

愛是什麼樣子？

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敵人派

謙虛派 
綠鼻子

萱萱的日記

綠尾巴的老鼠

親愛的世界

奶奶的時鐘

感恩之門

發光人

最特別的生日禮物

自私的巨人

艾莉絲的樹

全世界最棒的貓

露芭──貝爾森的天使

最重要的事

彩色豆

馬鈴薯啊，馬鈴薯！

愛彈琴的安娜

地下花園

希望之樹

失落之湖

爸爸的圖畫書

依莉的娃娃

金錢樹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19
19

7
19

19

15
15

21

13

23

21
25
15

9
23

21
21

15
21

7
13

9
13
15

13

24
9

13

15

15

7

24

9
13
15
16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蜉蝣的一天

葛莉兒的聖誕襪

橡樹街的小樂團

艾文的帽子

斷嘴鳥

貪吃的牛小花

奶奶來了

媽媽，我要把世界送給你

穿越暴風雲的飛機

山丘上的石頭

自由之路

最珍貴的禮物

最美麗的第一夫人

永遠在一起

日出的山丘

路易的奇遇

聽，天空說什麼？

帝哥的金翅膀

愛唱歌的瑪莉

檸檬的滋味

問候月球上的人

有點樣子

樹知道

多少地才夠

音樂老鼠潔洛渟

盛裝登場

阿西就是不肯換襪子

滅火要趁早

一個我不夠用

路易

莉朵老師的禮物

堇花奶奶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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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聲童書出版目録

天父

系列：寶貝心 1
文圖：張蓬潔

定價：NT$120

天父是誰？祂有哪些特質？

祂跟我是什麼關係？我可以

問祂很多問題嗎？本書足以

解答孩子一切有關上帝的疑

惑，並認識這位希望與他們

建立關係的創造主。

禱告

系列：寶貝心 2
圖文：張蓬潔

定價：NT$120

天父喜歡和我們說話，也喜

歡我們和祂說話。本書讓孩

子知道不論任何時候、地點

或情形都可以向上帝禱告，

而祂也等著要告訴我們許多

奇妙又重要的事。

愛

系列：寶貝心 3
文圖：張蓬潔

定價：NT$120

愛是什麼？朋友陪我玩、外

婆送我禮物、哥哥幫我背書

包，這些是不是愛？本書以

神的愛為榜樣，讓孩子看見

各樣出於愛的思考與行動，

並學習向身邊的人表達愛。

彩色豆

系列：兒童生命教育 25
文圖：張篷潔

定價：NT$240

彩色豆和朋友們被吹到一塊

大石頭上。為了長成美麗的

豆豆樹，其他豆子勇敢跳下

高高的石頭，只有彩色豆怕

黑又怕高，他不停掙扎，直

到一陣風颳來⋯⋯

★《好書大家讀》入圍圖書

2625

兒童生命教育系列

寶貝心系列

寶貝心系列



我長大了

娜娜的一天

不行，你太小了！

全世界最棒的房間

大熊的訪客

小孩的禱告

花媽媽的大紅布

大熊生病了

然後，春天就來了

小象能做的事

豬的種子

一直打嗝的斑馬

豬的種子又來了

再見豬的種子

小護士蕾蕾

早安！美音女士

11隻貓
11隻貓和阿呆鳥
爸爸的圖畫書

11隻貓和豬先生
這是我們的房子

不可思議的客人

11隻貓別靠近袋子
大熊去圖書館

亨利的地圖

貓咪的數學題

小蟬兒，今晚輪到你了！

鴨子的假期

蝴蝶

青蛙出門去

情緒

11隻貓和怪怪貓
亨利的星星

11隻泥巴貓
送給爸爸的小船

在我離開之前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嘟伊答？

青蛙和河狸

年糕去澡堂

遜咖威利

大英雄威利

晾衣服的日子

箱子！箱子

夏綠蒂的撲滿

年糕去海邊

挪亞方舟

世界第一的帽子

爸爸，上學囉！

口罩

如果你想呼呼大睡

從頭到腳都可愛

噓！

做得好！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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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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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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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
1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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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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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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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樹苗系列 : ０－６歳適讀

天父

禱告

愛

25
25
25

❶
❷
❸

25
25
25

我

說話

感謝

❹
❺
❻

寶貝心系列 :幼兒圖文書

生命花園系列 : ７－１２歳適讀

My Heart 系列 : 兒童信仰建造 iRead 系列 : １２歳以上適讀

20

20
即將推出

即將推出

即將推出

我的心是耶穌的家

馬廄之王

上帝會綁鞋帶嗎？

聽，天空說什麼？

理髮師學禱告

光明之子

國王的小驢駒

王子的毒杯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12
14
20

寶寶，你愛我嗎？

探索世界城市

傳統商店街大改造

找回城市的自然風貌

打造理想家園

亞伯的小島

真正的小偷

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那邊阿嬤和這邊阿嬤

玫瑰奶奶

大棕熊的冬眠小屋

凱茲太太和小屁屁

小傢伙

蒼鷺小姐和鶴先生

大棕熊的水上野餐

琪拉的願望

丹福先生

小碧和莎莎

消失的魔法

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爸爸的頭不見了

你想聽故事嗎？

爺爺的櫻花道

摩爾小姐

如果你想看鯨魚

太陽弟兄、月亮姊妹

威利的冒險故事

給小鳥一個家

旅程

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勇敢的小伶

19
17
17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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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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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24

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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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險

亞比的第一句話

家

天使的禮物

大猩猩伊凡

綿羊王路易一世

梅瑞克和巫師

重返

杯杯英雄

黃與粉紅

史賓奇生悶氣

水公主

小月和月亮先生

天亮之前

遞送瓶中信的人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寵物爸爸

走出森林的小紅帽

別有洞天

小火花的夢

查理的南瓜多少籽？

文森回家了

百萬好點子

11
14

18
23
22
11
11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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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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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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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形象

自我成長

珍愛接納

分享幸福

生命信念

價値選擇

環境守護

必讀經典

蓬潔創作

蝴蝶	 16

不可思議的客人	 16

在我離開之前	 16

亨利的地圖	 16

嘟伊答？	 16

青蛙和河狸	 17

年糕去海邊	 17

年糕去澡堂	 17

如果你想呼呼大睡	 17

晾衣服的日子	 17

大棕熊的冬眠小屋	 17

箱子！箱子	 17

凱茲太太和小屁屁	 17

琪拉的願望	 18

遞送瓶中信的人	 18

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18

別有洞天	 18

天使的禮物	 18

文森回家了	 18

天亮之前	 18

因為我愛你	 19

小孩的禱告	 19

你所需要的	 19

然後，春天就來了	 19

地球的禱告	 19

玫瑰奶奶	 19

你是我的孩子	 19

爺爺的櫻花道	 19

如果你想看鯨魚	 20

馬廄之王	 20

太陽弟兄，月亮姊妹	 20

理髮師學禱告	 20

黃與粉紅	 20

上帝的 100 堂奇妙自然課	 20

水公主	 20

綠尾巴的老鼠	 21

蜉蝣的一天	 21

最重要的事	 21

夏綠蒂的撲滿	 21

依莉的娃娃	 21

世界第一的帽子	 21

金錢樹	 21

蒼鷺小姐和鶴先生	 21

丹福先生	 22

消失的魔法	 22

爸爸的頭不見了	 22

綿羊王路易一世	 22

艾莉絲的樹	 23

地下花園	 23

大猩猩伊凡	 23

最珍貴的禮物	 24

多少地才夠	 24

挪亞方舟	 24

威利的冒險故事	 24

彩色豆	 25

我	 25

天父	 25

說話	 25

禱告	 25

感謝	 25

愛	 25

你很特別	 7

不行，你太小了！	 7

愛你本來的樣子	 7

小象能做的事	 7

艾文的帽子	 7

爸爸的圖畫書	 7

有點樣子	 7

青蛙出門去	 7

亨利的星星	 8

口罩	 8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8

從頭到腳都可愛	 8

遜咖威利	 8

杯杯英雄	 8

大英雄威利	 8

查理的南瓜多少籽？	 8

愛彈琴的安娜	 9

我長大了	 9

貪吃的牛小花	 9

娜娜的一天	 9

最美麗的第一夫人	 9

一直打嗝的斑馬	 9

一個我不夠用	 9

小護士蕾蕾	 9

早安！美音女士	 10

11 隻貓別靠近袋子	 10

11 隻貓	 10

情緒	 10

11 隻貓和阿呆鳥	 10

11 隻貓和怪怪貓	 10

11 隻貓和豬先生	 10

11 隻泥巴貓	 10

爸爸，上學囉！	 11

梅瑞克和巫師	 11

小傢伙	 11

重返	 11

旅程	 11

史賓奇生悶氣	 11

歷險	 11

小月和月亮先生	 11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12

小火花的夢	 12

亞伯的小島	 12

感恩之門	 13

永遠在一起	 13

斷嘴鳥	 13

路易	 13

奶奶來了	 13

送給爸爸的小船	 13

山丘上的石頭	 13

噓！	 13

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14

真正的小偷	 14

亞比的第一句話	 14

寵物爸爸	 14

走出森林的小紅帽	 14

敵人派	 15

媽媽，我要把世界送給你	 15

謙虛派	 15

帝哥的金翅膀	 15

馬鈴薯啊，馬鈴薯！	 15

檸檬的滋味	 15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15

莉朵老師的禮物	 15

菫花奶奶的祕密	 16

鴨子的假期	 16

大熊的訪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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