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圖取自《為了特別的你 》
封面圖取自《嗶嗶嗶！帶走！》



帶孩子看讀藝術，
也用心與新的角度看生命

多元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視野中，和動手創作的過程中，我們

尋找每一個奇想故事，期望讓孩子們可以翻著一頁

又一頁充滿創造力的圖畫，激發思考力、想像力和

創作力，培養對美好事物的欣賞和感受能力。

《小典藏》的每一本童書，不只是談藝術、說故事

的圖畫書，更希望讓小朋友有更豐富、有趣的閱讀

體驗，用心與新的眼光看待生活與生命。

美感教育

藝術欣賞

19

21

成長有愛

異想世界
Contents

發行人｜簡秀枝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85 號 3 樓

電話｜ 886-2-2560-2220 分機 302、300　

傳真｜ 886-2-2542-0631

戶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 19848605　

網址｜ www.artouch.com/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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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林世仁 
繪者：黃麗珍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00元

毛公鼎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陳玉金 
繪者：孫心瑜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00元

12世紀，北宋首都汴京是「世界第一城」，記錄片〈清明上河圖〉
畫出了清明時節的市民生活。這圖曾經「5次收入皇宮，4次流落
民間」，還出現了許多「分身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從畫家完
成送呈皇帝，被異族搶奪，後有偷竊盜賣的太監，被冤枉的收藏
家大臣，和貪求追索的宰相，誓守名畫的婦人、愛畫的讀書人和
一群仿畫的商家作坊，什麼？連皇帝都偷賣國寶。

這些王公貴族和平民百姓，譜出了一齣名畫流轉800多年的悲
喜劇。從精彩故事和細致插圖出發，來一趟博物館之旅，讓你穿
梭歷史，了解古代皇家文人的興趣和鑑賞力。

蘭亭序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陳玉金、馬筱鳳 
繪者：黃麗珍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00元

1600年前王羲之寫下蘭亭序，這帖書法流傳了千年，影響了台
灣、中國、日本和韓國，到現在仍是成千上萬書法家和學生模仿
的對象。它是怎麼被收進博物館？

現存的蘭亭序拓本和摹本，還有曲水流觴的畫作，還珍藏在各
國博物館。邀你了解文物身世和流轉歷程，同時欣賞書法之美。

距今2000多年前，毛公為了感謝周宣王賜給他很多寶物，因此
找來工匠鑄造了毛公鼎，卻隨著他的死亡埋入土裡，經過2000多
年，被一位陝西農民找出來，造成轟動，被官民搶奪轉賣，連外
國人和日本人都想搶。日本軍人甚至抓人刑求逼問，最後鼎主人
想到妙招才逃過一劫。歷經艱辛的旅程，寶物落腳台灣，這樣珍
貴的國家文物，背後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精采故事呢！

作者／張東君　繪者／黃麗珍

適讀年齡：7歲以上

建議陳列書區：藝術區、兒童區

kids

定價：300元

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 金仕謙∕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動物園主任 莊絢智
國立台灣博物館館長 陳濟民∕臺北動物園保育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劉振軒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張文亮∕台東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游珮芸
作家 李偉文∕臺南大學附設實小教師、「非讀BOOK——臺南愛讀冊」節目主持人 溫美玉

本本雜誌童書選書人 陳培瑜∕ 高雄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會總幹事 王怡鳳

真情推薦

好神秘！了不起！太神奇！你可能看過恐龍化石，
但是你知道它是怎麼來到博物館呢？一隻被命名為梁
龍的恐龍化石，到底是什麼？被誰發現的？怎麼被發
現的？恐龍化石從猶他平原搬運到華盛頓特區的國家
博物館，中間有哪些人參與其中？他們又做了些什麼
呢？存在了1億4千5百萬年前的化石，感動了成千上
萬的恐龍迷。

恐龍是怎麼到博物館？
作者：潔西．哈特蘭 
繪者：潔西．哈特蘭 
譯者：張東君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00元

看博物館的故事，欣賞文物真有趣！

2014是臺北市立動物園成立100周年，動物園的傳
奇明星不是貓熊團團圓圓，更不是企鵝或無尾熊，而
是大象林旺。

林旺原本是緬甸的工作象，卻在中日戰爭時先幫日
軍背糧食、扛大砲，後來被中國國軍俘虜。戰爭結束
後，跟著部隊走公路，出發沒多久13隻大象死了6隻。
又餓又累、傷痕累累的林旺是如何翻山越嶺、漂洋過
海來到台灣，成為動物園的萬人迷呢？林旺爺爺又是
如何成為動物園的永久收藏？這一趟超過2000公里
的感人長征，到底是如何展開的呢？

大象林旺是怎麼到動物園？
作者：張東君 
繪者：黃麗珍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00元

★		第69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人		
	文社會類

★		入選2017年台南市立圖書館優質		
	本土兒童文學

★		2010年美國青少年科學讀物書單排行榜前10名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科學類
★		入選2015誠品書店閱讀職人大賞「最想幫孩子	
	說服爸媽買」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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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8屆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
★		BRAVO電台博物館美學散步節目專訪
★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人文社
會類

邊聽音樂、邊學習芭蕾的歷史、最著名的
舞者、作曲家和編舞家。了解《胡桃鉗》等
21齣芭蕾舞劇的故事，認識創下121次軸轉
世界紀錄的舞者。隨書附的CD有19首偉大
的芭蕾音樂選段，讓你盡情享受舞蹈精靈和
仙子的美妙世界。

★		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

芭蕾的故事
作者：蘿拉．李 
繪者：梅瑞迪絲．哈彌爾頓 
審訂：邱瑗 
譯者：呂懿德 
適讀年齡：十歲以上 
定價：499元（CD＋書） 
推薦：  朱宗慶、劉岠渭、彭廣林、顏綠芬、 

余能盛、吳青吟、焦元溥

進入耳聾的作曲家、古怪的音樂家精彩的
故事，了解古典名曲背後的靈感。本書介紹
管絃樂團的所有樂器，並附贈37首偉大名曲
CD，邀你一起來感動！ ★《MUZIK謬斯客》古典樂刊專文推薦	

★		第57梯次好書大家讀	
★		國語日報推薦	
★		第32屆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
★		國民中小學優良藝術出版品

管絃樂的故事（二版）
作者：羅勃．勒范恩 
繪者：梅瑞迪絲．哈彌爾頓 
審訂：邱瑗 
譯者：劉佳奇 
適讀年齡：十歲以上 
定價：520元（CD＋書） 
推薦：朱宗慶、劉岠渭、彭廣林、焦元溥、 
　　　陳淑文

希臘神話故事—
男神、女神、英雄、怪物精靈的故事

作者：海瑟．亞歷山大 
繪者：梅瑞迪絲．哈彌爾頓 
譯者：周靈芝 
適讀年齡：十歲以上   
定價：499元

你知道嗎？知名的運動服飾耐吉，耐吉就是指跑得很快、也
飛得很快的勝利女神。你知道嗎？泰坦族是長得非常高大的巨
人。有名的海上豪華郵輪鐵達尼號，(因為撞上冰山沈沒)就是
用泰坦族取名的，因為在1912年它下水啟航的時候，是當時最
大的一艘船。

幾千年前，希臘人相信他們和天神共享這個世界。每位天神
都有特殊能力，且在世界上扮演不同的功能。有了這本希臘神
話當嚮導，你就可以穿越在奇妙角色和精采情節的神奇世界！

從西元前18000年的洞穴壁畫開始談起，介紹了藝術史上各
個時期的藝術和藝術家，舉出35位最知名畫家和雕塑家，包括
米開朗基羅、林布蘭特、莫內、畢卡索和安迪‧沃荷等等及他
們最聞名的畫作。

另外，書中也揭露名畫隱藏的驚奇，例如西班牙畫家達利在
他的畫作《記憶的永恆》裡，藏了一幅自己的肖像。同時，書
中也透露了世界最著名畫作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幕後祕辛，例如
達文西雇用了小丑和樂師們來娛樂真實的蒙娜麗莎，以及梵谷
是從醫院的房間內畫出那幅《星夜》。

最特別的是，你可以運用一些書中提供的方式，如棉花棒點
描法、超現實拼貼，以及潑濺作畫，開始動手創作自己的藝術。

藝術的故事—
世界最偉大的繪畫和雕刻

作者：海瑟．亞歷山大 
繪者：梅瑞迪絲．哈彌爾頓 
譯者：周靈芝 
適讀年齡：十歲以上 
定價：499元

培養美感 ，從小開始

※�隨書贈送天神族譜和人物貼紙，讓

你對眾神之間的關係一目瞭然，還

可以利用貼紙人物來說故事唷！

※隨書贈送藝術名畫塗鴉海

報，讓你隨手來填色！�

★		第70梯次好書大家讀
★		誠品書店2016年6月選書
★		入選第39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人文	
	及社會類

★		入選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	
	107年度「兒童閱讀優良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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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線條走系列（共3本）
作者：羅拉．朗菲斯特 
譯者：章玲、周靈芝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單本定價：280元 
導讀：楊茂秀、曹俊彥、李崇建

★		第34屆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		2012年波隆納兒童書展書單

小黑是一個純黑的圓形，能依照不同的故事情節而變
身，有時讓事情有了意外的驚喜。小黑會分割成2、3片
⋯⋯，再重組成新的東西或新的形狀，不斷變化也不停
發生許多有趣的故事。欣賞過小黑的故事後，家長可以
鼓勵小朋友自己做圓形的黑紙，分割再組合的幾何造形
遊戲，小朋友可以從有趣的遊戲中，激發想像力和創造
力！

書變成一座座城堡，一條條長迷宮， 一段身體大奇航， 
顛覆經典童話三隻小豬、王子找公主和龜兔賽跑的故事， 
一邊閱讀，一邊翻頁和捲動，展開出乎意料的幽默旅程。 
翻翻捲捲書除了說故事，更適合親子問答互動！ 
由爸爸媽媽來敲門，小朋友來回答，或是互換角色來演出。 
強力推薦讀者加上需要聲音表演，會更有趣好玩唷！ 
故事結局到最後才揭曉，保證意想不到，讓想像力大爆發！

小黑大變身—
千變萬化的造形故事

作者：曹俊彥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50元 
推薦：劉興欽、鄭明進、楊茂秀、蘇振明、趙國宗、 
　　　游珮芸、蔡淑媖

叩叩叩，誰敲門？	(3書1套)
作者：鄭淑芬 
適讀年齡：兩歲以上 
定價：360元

跟著一條線穿越城市、大海、家中和學校，圖中隱
藏各種的物品、數字，一邊跟著線條走，一邊數一數、
辨識形狀、幫顏色和類型配對。發揮想像力，跟著線
條百玩不膩！

還可以用一條線從澳洲到亞馬遜、從斯里蘭卡到撒哈
拉，你將遇上令人驚嘆的動物。北極熊在白毛下的皮
膚是什麼顏色？哪裡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為什麼駱
駝會有長睫毛？跟著一條線，環遊全世界去發現最大
和最小的動物，最冷到最熱的地方好好探險一番。

造形遊戲，玩樂學習！

★	臺北市深耕閱讀計畫、新北市國民中小學
滿天星計畫	

★	第56梯次好書大家讀
★	新聞局第32次中小學優良讀物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書單
★	博客來網路書店選書及兒童書暢銷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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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前，房子是磚造或石造，每間房只有一個小小
窗戶，門可能太低，床太短⋯⋯

有位建築師叫柯比意，他很不滿意當時的房子，便
提出開大片窗，讓光線走進房子裡的想法；選用鋼筋
水泥來蓋房子。建築從測量人的尺寸做起等等，這些
都是他創新的理念。但是當時的人不能接受這些前衛
的想法，他們認為柯比意很傲慢。

為了解決城市大量的居住需求，他提出摩天大樓及
集合式公寓的想法，法國馬賽公寓就是最佳範例。最
著名的建築作品－廊香教堂、印度昌迪加爾的城市規
劃。柯比意，深深影響全球年輕的建築師，更是二十
世紀建築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想像力的發電機
作者：羅西奧．伯尼拉 
譯者：鄭榮珍 
適讀年齡：五歲以上 
定價：350元

現代建築之父 柯比意
作者：法蘭辛那．布榭／米雪兒．柯恩／米歇．拉比 
譯者：林幸萩 
適讀年齡：六歲以上 
定價：300元

世界不是方盒子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哈．哈蒂的故事

作者：貞娜．溫特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		史上第一人！以現代建築作品列入，	
	世界有形文化遺產。

★		二十世紀建築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		入選第40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叢書	
	工具書類

★		第73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40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一個伊拉克年輕女孩看見，家鄉的河流、沼澤、沙
丘和廢墟，夢想著創造自己的城市，她就是札哈．哈
蒂。長大後，她成為世界上最特立獨行的建築師。

她的建築像風、像貝殼，還會動和飛行⋯⋯。札哈．
哈蒂是第一位獲得普立茲建築獎殊榮的女性，因為她
的努力，世界各地都有她的創意建築存在。2012年札
哈．哈蒂被冊封為大英帝國的女爵士。堅持追求建築
夢想 ，開創女性新時代！

動腦，動手，藝起玩！

The Book Book 
圖畫書的創意攪拌機

作者：蘇菲．佩脫瑪琪 
譯者：羅婷以 
適讀年齡：八歲以上 
定價：350元 ★		第67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叢書工具書類

創意色彩榨汁機 
作者：蘇菲．佩脫瑪琪 
譯者：黃筱茵 
適讀年齡：八歲以上 
定價：350元

在日常生活小物件中，找到激發創意能量。多觀察身
邊事物，再試著把不同形狀的色塊，運用色鉛筆、蠟筆
和水彩，創造出絕對讓人驚喜的作品！跟著小男孩李歐
與小女孩麥琪，一起來玩藝術、做創作！藉由像孩子一
樣的塗鴉、把想像、聯想和觀察的事物，透過畫筆一一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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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諦斯的剪刀
作者：貞娜．溫特 
繪者：貞娜．溫特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馬諦斯從小在法國長大，看著媽媽畫瓷器，他也喜歡畫在
沙上、課本上，雖然長大後念法律卻愛塗鴉，生病時也不忘
畫畫，最後放棄當律師跑去巴黎當畫家。

他畫得很好也出了名，但年紀漸漸大，生了一場大病，只
能躺在床上或坐輪椅，他還能作畫嗎？最後，他不用筆，卻
創造了一個新生命的花園。

打開小藝術家的大視界！ 走進藝術家陳澄波的故事…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入選教育部106年Bookstart閱讀起步走	
	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

會說話的畫
作者：林芳萍 
繪者：許文綺 
適讀年齡：八歲以上 
定價：280元

★		第70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9次中小學生		
	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紅色在唱歌
作者：林世仁    
繪者：陳澄波 
適讀年齡：八歲以上 
定價：280元

★		第68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圖畫書類

★		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入圍
★		金蝶獎榮譽獎

靈魂裡的火把
作者：幸佳慧 
繪者：蔡元婷 
適讀年齡：11歲以上 
定價：320元

★		入選第39次中小學生讀物	
	選介文學創作類

★		國家人權博物館建議書單

戴帽子的女孩
作者：林滿秋   
繪者：陳澄波 
適讀年齡：五歲以上 
定價：280元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	
	選介圖畫書類

供桌上的自畫像－
陳澄波與他的妻子

作者：林滿秋 
繪者：徐至宏、陳澄波 
適讀年齡：11歲以上 
定價：300元 
推薦：王怡鳳、王宇清、 
  邱慕泥、陳培瑜

★		入選106年度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
★		入選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107	年度「兒童閱讀優良媒材」

小老鼠大畫家
作者：珍．布雷斯京．力爾班 
繪者：珍．布雷斯京．力爾班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用溫暖而有趣的故事介紹現代畫家的作品，包括亞伯斯、
盧梭、安迪沃荷、秀拉、杜象、克利、康丁斯基、蒙德里安、
波拉克等22位大師的現代美術作品。

讓我們一起跟著小畫家小珍，走進充滿奇妙與想像的空間
吧！

★		第65梯次好書大家讀

本書運用知名藝術家－達利、馬諦斯、畢卡索的作品，跟
年幼的孩子介紹現代藝術。本書內容淺顯易懂，讓孩子以輕
鬆的方式一起分享和欣賞藝術。

蝸牛出發了：帶你去找一幅現代名畫
作者：喬．莎克斯丹 
譯者：林良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導讀：宋珮 
定價：260元

★		第58梯次好書大家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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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妮妮一起玩
作者：崔麗君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80元

要怎麼樣才能留住記憶呢？
那就作個約定吧，才能不被忘記的一直傳下

去！
這是一本「不能忘記約定」的圖畫書，因為裡

頭有大孩子「爸爸」的秘密願望，也有小孩子與
哈雷彗星的新約定！而我們自己呢，是否也有許
多記憶與約定？ 但是，我們有辦法讓自己不會
忘記嗎？你的方法又是甚麼？想不出來的話，就
問問太空飛鼠吧！因為太空飛鼠說：「這是小王
子之後，最感人的宇宙約定！」說不定，牠和小
王子討論過，怎麼樣不失約呢！

童書創作者崔麗君的第一本漫畫，畫風充滿
童趣與奇想，既是最輕鬆有趣的生活塗鴉，也
是好用的親子共遊祕笈！ 23種「出去玩」風
景、22種「在家玩」妙招和「隨時隨地都想好
好玩」的心情，都是「一起玩」的爽朗邀請。

在貓和小女孩妮妮的盡情暢「玩」中，激活
就地取材的靈感，持續發現這世界的種種趣味
奧妙。不妨為孩子預約一個充滿玩心、行動力
的「美好的一年」！

請來我家玩
作者：崔麗君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20元

童書創作者崔麗君畫出了朋友
間的想念與情感，我住山邊、你
住城市，只要一句邀請和放鬆的
心，我們會更了解對方也會發現
更多新事物，享受朋友之間美好
的友情。

非非是個小藝術家，一天到晚冒出各種好玩的
點子。

她的口袋裡，永遠放著紅皮的小本子，裡面記
了很多事、畫了很多圖。她最好的朋友是一隻大
狗，名字也叫小本子。她還有一個古靈精怪的妹
妹，叫做毛茸茸。這本書裡有24則和藝術相關
的小故事，有的很溫馨，有的很好笑，就像是非
非、毛茸茸、小本子和小本子，用漫畫的形式，
為大家演出一篇又一篇的生活小短劇。

非非和她的小本子
作者：林小杯 
繪者：林小杯 
適讀年齡：六歲以上 
定價：288元

★		第68梯次好書大家讀
★		2015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最佳童書
★		北市深耕閱讀兒童優良閱讀教材
★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2016第7屆金漫獎兒童漫畫獎入圍

★		第73梯次好書大家讀
★		教育部108年Bookstart閱讀起步走
「適合嬰幼兒看的書」入選

★		2017韓國南怡島插畫大獎	(Nami	Concours)入選
★		第41屆(2017年)金鼎獎圖書插畫獎
★		臺北市深耕閱讀兒童優良閱讀教材
★		2016年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選書
★		第70梯次好書大家讀

★		2019年第十屆金漫獎兒童漫畫獎

15

異
想
世
界

宇宙掉了一顆牙
作者：郭奕臣 
繪者：林小杯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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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小空72變
作者：湯姆牛 
適讀年齡：六歲以上 
定價：299元

★		北市深耕閱讀兒童優良閱讀教材
★		2016年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專案選書
★		第70梯次好書大家讀
★		香港第14屆小學生叢書榜10本好書

★		入選比利時布魯塞爾法語社群青少年文學選書
★		不以貌取人，學習差異、寬容與接納。

住在山坡上的小畢滿心期待著，
不知這個特別的日子，有誰會光臨？
 這時門鈴響了，來了第一位客人，接著慢吞吞的烏龜，
卻被梅花鹿追上，其他動物朋友都一一現身，
牠們都帶來自己最喜歡的禮物。
這時犀牛來了，但牠卻卡住了，怎麼辦？
還有接下的長頸鹿和大象，他們該怎麼進入屋內？
最後神秘的客人也來了，他們卻必須出門去。為什麼? 
邀請你和朋友一起來參加，一場歡樂奇趣的宴會趴！

住在樹林的動物們覺得很無聊。
這一天，飄來一張海報─遊樂園新開幕。
開心的動物們迫不及待的出發，但是城市和牠們想像的不一樣⋯
叭叭叭的車聲，嚇得溫馴的刺蝟，張開刺毛，
弄破了傳單員的一大串氣球。
牠立刻被嗶嗶嗶⋯帶走！
山豬看到公園的沙坑，衝了過去，大玩特玩，卻被嗶嗶嗶⋯帶走！
肚子餓的獅子看到了寵物狗，忍不住⋯
動物們能完成愉快的旅程？

一場蝴蝶先生的選美大賽，來觀賞的觀眾可不少，
評審終於做出決定，選出翅膀最美的蝴蝶先生。
但是出乎意外的，他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樣⋯
怎樣的外型才是美？美醜有一定的標準嗎？

為了特別的你
作者：許育榮 
適讀年齡：三歲以上 
定價：280元

嗶嗶嗶⋯帶走！
作者：許育榮 
適讀年齡：三歲以上 
定價：280元

蝴蝶先生選美大賽
作者：艾莉絲．梅戴妮兒 
繪者：艾莉絲．梅戴妮兒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游文綺、朱靜容

繪本作家許育榮－ 
     體貼他人分享歡樂與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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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忍者
作者：鍾阿力 
繪者：鍾阿力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三歲以上  
定價：280元

★		佳音電台專訪
★		康軒學習雜誌初階版介紹
★		民視〈快樂故事屋〉節目介紹

★		第72梯次好書大家讀
★		文化部Book	From	Taiwan入選

★		第64梯次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
★		入選南一書局國小三年級課本
★		台北市深耕閱讀計畫
★		入選105年度國中新生閱讀推廣計劃

童話飛進名畫裡
作者：林世仁 
繪者：蘇意傑 
適讀年齡：八歲以上 
定價：280元

★		第31屆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		臺東兒文所優良圖畫書推薦
★		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
★		入選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滿天星計畫
★《中國時報》開卷2009啟蒙假期選書

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
作者：梅麗莎．史雷梅克 
繪者：茱莉．帕契琪絲 
譯者、導讀：宋珮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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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納斯與海
作者：瑪爾里絲‧凡‧德‧威爾 
譯者：馬筱鳳、湯培芝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30元

喬納斯小時候去海邊，趁大人不注意跳進海裡，
從此愛上大海，想在大海裡和魚兒悠遊。長大後，
他製造各種潛水機器，想要潛入水裡，卻遭到海浪
打上岸，有一次還被越來越大的漁船撈起來。雖然
不斷受挫，他卻從來不曾放棄夢想⋯

河狸 歡迎來我家
作者：孟納斯．維特曼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20元

一天清晨，河狸決定離家出發去冒險，沿著河流往下
走，發現河邊驚嘆的景觀，進入繁華都市後，突然想家，
這時卻遇上冒險狗。

冒險狗邀請河狸，一起搭著熱氣球環遊五大洲，拜訪
各地動物的家。帶領小朋友認識橫跨五大洲奇特生物的
家，包括了寄居蟹、馬頭魚、草原犬鼠、河狸、北極熊
和海豹家族、狐狸、蜜蜂、禾鼠、鸛鳥、蟻丘、織巢鳥、
園丁鳥等。

從北極熊到草原犬鼠，動物的家大不同！
大尺寸的圖畫書、擬人化動物角色，
認識自然生態有趣又好玩！

荷蘭動畫改編繪本－相信追求夢想，不分年齡。
動畫原作橫掃多倫多兒童國際影展多項獎項，
2017新竹市兒童影展台灣首映

敲打夢想的女孩
作者：馬格麗塔．因格 
繪者：拉菲爾．羅佩茲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朱宗慶、劉若瑀、許慧貞、葉嘉青、胡培菱

一起畫牆壁
作者：伊莎貝爾．坎柏、特麗莎．豪威 
繪者：拉菲爾．羅佩茲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女生不能打鼓，在充滿音樂和節奏的小島，沒人敢挑戰這項古老傳統，直到追求打鼓夢
的女孩米洛，才打破了這項古老的禁忌。故事取材自一位中國、非洲和古巴裔女孩米洛，
她的真實童年故事，她打破了古巴針對女性鼓手的傳統禁忌，在1932年10歲的米洛．卡斯
楚．札達瑞加，和姊姊們組成安娜．卡歐娜（加勒比海群島的女性酋長，擅長創作民謠和
敘事詩）樂團表演。

米洛很快成為聞名全世界的音樂家，和當時美國爵士大師合作演出，15歲時，她在美國
總統羅斯福的生日宴會上演出拉丁小手鼓，第一夫人愛倫諾．羅斯福為她熱烈的鼓掌。因
為她，鼓手不再是島上女孩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一座單調乏味、死氣沉沉的城市，來了位愛畫畫小女孩與壁畫師，
他們如何跟社區居民一起揮灑彩筆，帶來繽紛的色彩，製造一場場歡
樂、一次次驚喜呢？

他們改變的不只是社區的牆面或人行道，也豐富了人們的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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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4梯次好書大家讀

★		第71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9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入選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107年度「兒童閱讀優良媒材」

★		第74梯次好書大家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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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國語日報星期天書坊
★		北市深耕閱讀兒童優良閱讀教材

樹上有老虎？
作者：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 
繪者：普拉克．畢斯瓦斯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導讀：李玲玲

★		教育部107年度國民中小學新生閱	
	讀推廣計畫優良圖書選書

小象會記住
作者：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 
繪者：克里斯汀安娜．皮柏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三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陳櫻慧、李明足、陳培瑜

★		第70梯次好書大家讀

小心有鱷魚！
作者：安紐許卡．拉維許安卡
繪者：普拉克．畢斯瓦斯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導讀：李玲玲

世界的節慶！
作者：依莎貝拉．佩樂葛妮 
譯者：蔡孟真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50元（附故事音樂CD）

世界的市集！
作者：依莎貝拉．佩樂葛妮 
譯者：蔡孟真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50元（附故事音樂CD）

跟著繪本玩，飽覽世界風情！

從繪本看世界－印度系列

小女孩潘達求媽媽，她想要送牛
奶給在草原區看羊的爸爸，她小心
翼翼的頂著牛奶，翻過沙漠，經過
駱駝商隊和沙漠精靈，避開面具舞
蹈的妖魔鬼怪、度過又深又廣的尼
日河，遇見像是外星人的白色長頸
鹿、爬上最後一座山丘，終於看見
芒果樹下的爸爸，她保住了頭上的
牛奶？

不要打翻牛奶
作者：史戴芬．戴維斯 
繪者：克里斯多福．柯爾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趙秀英、湯姆牛、 
  杜明城、王文華

★		第66梯次好書大家讀
★		GOOD	TV烤箱讀書會節目
★		國語日報星期天書坊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入選教育部106年Bookstart閱讀起步走	
	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

往世界最美的路請上車
作者：史戴芬．戴維斯 
繪者：克里斯多福．柯爾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游珮芸、趙秀英、邢小萍、海狗房東、李貞慧

★		第68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第71梯次好書大家讀

★		第64梯次好書大家讀

凸眼山羊
作者：史戴芬．戴維斯 
繪者：克里斯多福．柯爾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阿馬度有三個太太、七個小孩和
特別調皮的五隻凸眼山羊，牠們大
啃、猛嚼、咬爛任何發現的東西。
有一天，大家受夠了，牠們得送
走，但是送走這些麻煩山羊，難度
超乎阿馬度可以想像⋯⋯

西非有一條旅遊祕境，卻罕為人知，帶你去瞧瞧！
隨著司機爸爸和一對小姊弟，展開一趟以布吉納法索為真實景點的旅程，認識令人驚嘆的西非文

化！他們即將經過世界最美的一條路。有河馬打滾的湖，水聲嘩嘩的大瀑布區，沿途經過獨特造型
的大清真寺，最後，司機爸爸帶了一個神秘禮物，辛苦了大半天的一家人，也成為故事中最美的風景。

從繪本看世界－非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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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衝突，也是無限包容！
給家裡多了新成員的小哥哥、

小姊姊們看的書！
兔子點點多了一個新弟弟。不

過，她的狼寶寶弟弟長得很快（他
的胃口也是）。媽媽和爸爸非常疼
愛狼寶寶。可是眼看狼寶寶把家
裡所有的食物全部一掃而空，點
點知道接下來就輪到她們的家人
了。她的擔憂會成真嗎？

狼寶寶
作者：安．黛克蔓 
繪者：澤切里亞．歐哈拉 
譯者：黃筱茵 
適讀年齡：三歲以上 
定價：280元

★		入選第3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	
	書類

★		第69梯次好書大家讀
★		民視〈快樂故事屋〉節目推介

貼心提醒！無厘頭小旅鼠讓你
從頭笑到尾！

北極熊和北極狐駕著巨大貨輪，
經過北極冰原，載了三隻旅鼠。

阿狐讀到一本書，表示旅鼠是
不會集體跳懸崖，但是旅鼠們一
直會錯意，畫錯重點。一聽到跳，
立即咚咚咚的跳下船⋯⋯

最終他們認得字了嗎？

小旅鼠沒讀過 
這本書
作者：安．黛克蔓 
繪者：澤切里亞．歐哈拉 
譯者：黃筱茵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周六早晨，小男孩和熊朋友，
不是要出去玩或看卡通，而是要
和爸爸去一個特別的地方─圖書
館。

他們像平常一樣經過櫃檯還書，
躲開長得像洋蔥的管理員，找個
安靜的角落看書，

沒想到，書櫃後面突然傳來一
陣陣怪聲⋯⋯乒！乓！碰！⋯⋯
接著，出現一隻多頭怪獸！牠們
想吃什麼？

圖書館不安靜
作者：澤切里亞．歐哈拉 
繪者：澤切里亞．歐哈拉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曾淑賢、蘇麗雯、 
  洪敦明、沈秀茹、 
  詹尚德、賴玉敏、 
  江福祐

大的小的
媽媽與小孩的日常
生活大戰

作者：薛慧瑩 
適讀年齡：七歲以上 
定價：380元

媽媽共感度100%，小典藏雜誌人氣專欄讀者千呼萬喚集
結出版！

坊間習稱「一打二」的插畫家媽媽，是每日與男孩們優雅
或悠閒地喝著下午茶？

還是日日忙著料理三餐且要工作的怒吼酷斯拉？
自認理性公平的媽媽，在孩子的畫作下卻變成年獸，
但孩子的畫作，又讓媽媽欽羨於那率真自由的想畫就畫。

我們這一家，「大的」是插畫家媽媽，兩隻「小的」是七
歲的冷靜派小予哥哥和五歲的戲劇張力很強的小展弟弟，還
有不用大聲說話就可以讓小的聽話的爸爸，以及有時候會出
場的姑姑和阿嬤。全書三十六則你來我往交戰的全彩繪圖實
錄，以及六則兄弟倆的創作與媽媽心聲。這是大的小的日常
生活話（畫），不是親子教養書，但絕對誠懇切實。時間在
跑，日子在過，大的小的彼此的探索與成長也是持續的進行
式⋯⋯

我的媽啊！
30種媽媽的溫馨狂想分類百科

作者：拉葵兒．狄亞兹．瑞格拉 
定價：400元

沒有她們，誰知道多少歷史只能留下空白⋯⋯
本書以30種幽默狂想，獻給在崩潰之餘，都還在刷新人類

紀錄的所有媽媽！ 
當你和地球上其它寶寶一樣，叫出第一聲「媽媽」，「媽媽」

就成了她的名字！ 
「我的媽啊！！」⋯⋯
她們守在床邊看著我們入睡。她們記得我們所愛的水果和

討厭的顏色。她們輕聲或大吼，教導我們好與壞、美與醜、
對與錯。她們一路上幫助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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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學校只有一位學生入學，所有的老師都希望能好好栽培她，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我們學校。
正當他們為了課程而吵架時，學生偷偷的溜走了。她遇見了老工友，並與老工友一起整理花園、跟
煮飯阿姨一起料理午餐、與圖書管理員一起做書，無意間學到了許多東西。老師們找到了學生，他
們看著學生所畫的畫，徹底的改變教育思維，也讓學校多了好多學生。

夏天來了，苦楝樹下的春滿阿嬤，開著一間
雜貨店。她常幫鄰居收信，或貼公告，像是附
近的連絡站。小光媽媽是雜貨店常客，小光偶
而也去幫忙。

最近附近開了一間超商，明亮又新穎，雜貨
店的顧客都被吸引過去。小光也被超商的火車
模型著了迷，很想買來玩。

這一天，他動了歪腦筋。他會不會被發現？
緊張又愧疚的小光，發生了什麼事？他犯了
錯？該如何彌補，如何道歉呢？春滿阿嬤的禮
物是什麼呢？小光收到了，他會懂嗎？

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
作者：劉旭恭 
繪者：劉旭恭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推薦：楊茂秀、游珮芸、蔡淑媖、 
  劉清彥、侯文詠、李偉文、 
  邢小萍、陳沛慈

夏天的禮物
作者：李光福 
繪者：郭飛飛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推薦：丁肇岭、葉嘉青、游珮芸、賴玉敏、 
  王怡鳳、陳佳瑩、謝芳儒

到部落共餐
作者：葉思吟 
繪者：蔡元婷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打氣粥
作者：邱彩綢 
繪者：莊詠婷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會飛的禮物
作者：范欽慧 
繪者：莊詠婷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00元

★		中國時報開卷版好書獎最佳童書
★		第四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入圍
★		2015年波隆納兒童書展台灣館主題書展入選
★		第66梯次好書大家讀
★		入選第37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		2016年台南兒童文學月優質本土兒童文學書籍

★		第73梯次好書大家讀
★		教育部108年Bookstart閱讀	
	起步走「適合嬰幼兒看的書」	
	入選

三位樹朋友
作者：吳鈞堯 
繪者：鄭淑芬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99元 
（附國閩語CD，張大光、楊珮瑤配音） 

導讀：林少雯

下眼淚雨的一天
作者：盧貞穎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320元 
推薦：馮喬蘭、陳巍方、 
  陳玉金、王怡鳳、 
  許瓊文

驢子圖書館
一個哥倫比亞的真實故事

作者：貞娜．溫特 
譯者：馬筱鳳 
適讀年齡：四歲以上 
定價：280元 
導讀：李偉文、許慧貞、洪敦明

★		入選第41次中小學生讀	
	物選介圖畫書類

★		108年童愛環境教育繪本

★		第三屆國家出版獎
★		入圍第二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
★		臺灣兒童百年好書精選100
★		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書展入選書單
★		德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入選書單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書單
★		108年童愛環境教育繪本

★		第63梯次好書大家讀
★		教育部101悅讀專案
★		國語日報星期天書坊推薦
★		佳音電台、環宇電台、台東知本電台專訪
★		入選第35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圖畫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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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內容，	
敬請鎖定2020年小典藏數位媒體：

小典藏LINE小典藏官網 小典藏FB

❖ 親子手作一起玩的實用內容

❖ 書店職人閱讀中的閱讀分享

❖ 繪本扭蛋機專欄，看繪本也能很有趣！

❖ 最新親子活動、展覽、電影資訊搶先報

【MindDuo專欄】
親子共讀繪本與親子文章

來自於一群工程師爸媽，上班時用熱情玩轉
科技，用細膩成就產品。下班後，卻深怕科技
讓世界變得過於倉促，來不及灌溉眼前蹦跳的
小身影，遺漏每個動人的成長時刻。所以，在
這裡，我們離開商業，不談產品。而分外期待
夜幕的來臨，打著床邊的燈，調慢時間的腳步，
與孩子享受故事裡的精采冒險。我們期許自己
能成為一把有力的弓，用故事佐以愛和陪伴。

【老派博粉專欄】
專業博物館賞析導賞

專注於博物館的觀眾經驗創造，嘗試以新的
概念與方式思考參觀經驗的各種可能。 希望創
造出有別於傳統博物館的參觀經驗，連結更多
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讓藝文體驗的旅
程不再只是單向接收知識，能夠真實深刻地與
博物館經典藏品溝通，並推動「造訪博物館」成
為所有人日常休閒活動之首選項目。

【芬紛聊天專欄】
來自芬蘭藝術教育觀點

一家三口為了追求夢想遠赴芬蘭求學，開始
北歐生活與教育觀察的紀錄。 七歲的女兒Liv進
入芬蘭公立小學，真實體驗傳說中的芬蘭教育；
原為台灣小學老師的媽媽，透過對芬蘭教育的
觀察，對教育有了更多不一樣的想像。

ARTCO KIDS

滿滿藝術、生活、親子小宇宙！
全新改版小典藏網站，每天一點藝術、一些生活、小小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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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典藏書目

書號 書名 圖書系列 訂價 數量 小計

低年級

B30022 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 * 異想世界系列 280

B30026 跟著線條走 * 美感教育系列 280

B30027 跟著線條走：找找屋裡有什麼？ * 美感教育系列 280

B30035 蝸牛出發了－帶你去找一幅現代名畫 * 藝術欣賞系列 260

B30036 跟著線條走：環遊全世界 * 美感教育系列 280

B30041 三位樹朋友 成長有愛系列 299

B30047 小黑大變身－千變萬化的造形故事 美感教育系列 250

B30054 驢子圖書館 * 成長有愛系列 280

B30063 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 美感教育系列 280

B30065 不要打翻牛奶 * 成長有愛系列 280

B30068 馬諦斯的剪刀 * 美感教育系列 280

B30074 樹上有老虎？ *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30081 宇宙掉了一顆牙 異想世界系列 330

B30082 孫小空 72變 異想世界系列 299

B30079 狼寶寶 * 成長有愛系列 280

B30083 小心有鱷魚 ! *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80086 往世界最美的路請上車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30087 敲打夢想的女孩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30089 圖書館不安靜 成長有愛系列 280

B30090 為了特別的你 * 異想世界系列 280

B30103 叩叩叩誰敲門？（3書 1套） 美感教育系列 360

B30092 小象會記住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30113 嗶嗶嗶 ...帶走！ 異想世界系列 280

B30096 世界不是方盒子 -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
哈‧哈蒂的故事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101 喬納斯與海 異想世界系列 330

B30100 河狸歡迎來我家 多元文化系列 320

B30098 會飛的禮物 多元文化系列 300

B30095 下眼淚雨的一天 成長有愛系列 320

B30106 打氣粥 多元文化系列 300

B30094 一起畫牆壁 -用藝術改變社區 多元文化系列 280

B30111 夏天的禮物 成長有愛系列 300

B30107 到部落共餐 成長有愛系列 300

B30105 貓‧妮妮一起玩 美感教育系列 380

B30109 小旅鼠沒讀過這本書 異想世界系列 300

B30108 蝴蝶先生選美大賽 異想世界系列 280

B30064 戴帽子的女孩 藝術欣賞系列 280

B30093 想像力的發電機 -為創意裝上翅膀 美感教育系列 350

B30097 請來我家玩 成長有愛系列 320

中年級

B30058 恐龍是怎麼到博物館？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080 毛公鼎是怎麼到博物館？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069 大象林旺是怎麼到動物園？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072 紅色在唱歌 藝術欣賞系列 280

B30056 童話飛進名畫裡 異想世界系列 280

B30055 世界的節慶！（附 CD） 多元文化系列 350

B30057 世界的市集！（附 CD） 多元文化系列 350

B30084 會說話的畫 藝術欣賞系列 280

B30064 戴帽子的女孩 藝術欣賞系列 280

B30110 現代建築之父 -柯比意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112 大的小的 -媽媽與小孩的日常生活大戰 成長有愛系列 380

B30114 清明上河圖是怎麼到博物館？ 美感教育系列 30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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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3樓　典藏藝術網 http://www.artouch.com
電話：(02)2560-2220ext.300/302/307　傳真：(02)2542-0631

訂購單

收件人： 

電    話：

地    址：

EMAIL：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付款方式

□ ATM轉帳　 

銀行代號：009　帳號：5050-0125-2469-00

 轉帳帳戶後末四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信用卡／卡別：□ VISA　□ MASTERCARD

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20___/____　刷卡金額：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郵政劃撥帳號：19848605　

戶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欄相符）

本訂閱單請放大傳真，勿寄回。

B30102 蘭亭序是怎麼到博物館？ 美感教育系列 300

B30018 肚子有一朵雲 異想世界系列 220

高年級以上

B30104 管絃樂的故事（二版） 美感教育系列 520

B30042 芭蕾的故事（附 CD） 藝術欣賞系列 499

B30077 藝術的故事 （附著色海報） 美感教育系列 499

B30085 希臘神話故事（附貼紙） 美感教育系列 499

B30037 The Book Book 圖畫書的創意攪拌機 美感教育系列 350

B30071 創意色彩榨汁機 美感教育系列 350

B30088 靈魂裡的火把 藝術欣賞系列 320

B30090 供桌上的自畫像 藝術欣賞系列 300

（1）標記 * 有附注音

總計

大的小的：媽媽與小孩的日常大戰
文．圖｜薛慧瑩     定價｜ 380 元     小典藏出版

「一打二」的插畫家媽媽，是每日與男孩們優

雅或悠閒地喝著下午茶？還是日日忙著料理三

餐且要工作的怒吼酷斯拉？自認理性公平的媽

媽，在孩子的畫作下卻變成年獸，但孩子的畫

作，又讓媽媽欽羨於那率真自由的想畫就畫。

全書三十六則你來我往交戰的全彩繪圖實錄，

以及六則兄弟倆的創作與媽媽心聲。這是大的

小的日常生活話（畫），不是親子教養書。時

間在跑，日子在過，大的小的彼此的探索與成

長也是持續的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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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