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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便便超人（2 册）
英文书名：Superpoop
作　　者：Sam Harper, Chris Jevon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50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自 2021 年出版以来在英国销量超过 3 万册！便便超人回来
了，他不能再继续处理城市的厕所问题了，这项工作对他来
说过于繁重。当市长告诉他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安全任务时，
他明白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助手对他来说迫在眉睫。他能找到
跟自己合作默契的搭档吗？系列共 2 册：《便便超人》《便
便超人需要助手》。

中文书名：神奇的宠物商店系列（9 册）
英文书名：The Magic Pet Shop
作　　者：Matilda RoseTim Budge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50 mm
出版日期：2019-2023

畅销绘本套系，总销量超过20万册！版权已售韩国、俄罗斯、
美国。一套闪闪亮亮的绘本，以一些神奇的宠物为主角，通
过一些简单的小故事讲述小朋友成长中会面临的问题，帮助
小朋友培养良好的习惯。系列 9 册分别为：《泡泡象》《独
角狗》《羊驼拉拉》《独角狗和圣诞愿望》《星际鲸》《熊
猫琳娜》《独角猫》《星际翼龙》《独角狗和爱抱抱的小狗》。

中文书名：Ross Collins 幽默绘本（4 册）
作　　者：Karl Newson, Ross Collins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0×260 mm
出版日期：2023

麦克米伦童书奖、苏格兰童书奖、白鸦奖获奖绘者、国际畅
销大师幽默绘本集。系列共 4 册：新书《没有什么比猎豹更
快》，还有 3 册分别为《我是一只老虎》《我不是大象》《我
可以像恐龙一样嚎叫》。

中文书名：Britta Teckentrup 故事绘本（3 册）
英文书名：Ella and the Waves/Little Mouse and the Red 
Wall/A Song Full of Sky
作　　者：Britta Teckentrup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5×245 mm

凯特格林威奖获奖作家 Britta Teckentrup 新作，多国版权
已售。三册分别为：《艾拉与海浪》讲述一个小女孩在鲸鱼
的帮助下将航行中的恐惧转化为勇气的故事；《小老鼠与红
墙》讲述一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老鼠勇敢走出舒适区，翻
越红墙探索未知的故事；《天空之歌》赞美了自然的奇妙与
力量。

中文书名：魔法羽毛
英文书名：The Magic Feather
作　　者：Sandra Dieckman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300×240 mm
出版日期：2022

凯特格林纳威奖、水石童书奖、AOI 世界插图奖入围作家新
作。小熊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一点也
不像一只真正勇敢的熊。一天晚上，一只火鸟突然俯冲下来，
在他的爪子上放了一根魔法羽毛。这片被施了魔法的羽毛能
帮助小熊找到正确的自己吗？还是说答案其实一直就在他的
身体里呢？

中文书名：等待弗罗格
英文书名：Waiting for Froggo
作　　者：Alice Court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5 mm
出版日期：2023-09

向《等待戈多》的趣味致敬。“你好兔子，你在做什么呢？”“我
在等弗罗格。”“哦，听起来很有趣，我也可以等一下吗？”“只
要你保证非常安静，因为我需要集中精力去等待。”一个关
于等待的睡前故事，将通过明亮的色彩刻画各种可爱的动物
形象。

中文书名：你能做到的，克拉弗！
英文户名：You Can Do It, Clover!
作　　者：Hollie Hughes, Nila Ay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50 mm
出版日期：2023-02

现在，是所有小毛毛虫变成美丽蝴蝶的时候了。但是克拉弗
对蜕变感到很担心，她只想永远当毛毛虫。她能否意识到，
其实巨大的变化也会充满乐趣？这个故事旨在引导小朋友面
对变化时正确处理忧虑的情绪。本书是《小虫虫的情绪管理》
新系列中的第一册，以独特的昆虫世界为背景。系列第二册
预计明年春季推出，主角为小蜜蜂。

中文书名：奶奶的记忆
英文书名：Remember When
作　　者：Louise Gooding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250 mm
出版日期：2023-02

繁体版权已售。奶奶喜欢和我一起看书，弹钢琴，在花园里
喂小鸟，翻看她那一大箱照片……但是奶奶开始逐渐忘记照
片里的人是谁，妈妈解释说她得了一种叫做痴呆的病。这意
味着什么呢 ? 这个家庭会如何帮助奶奶应对呢？

中文书名：小独角兽
英文书名：Wee Unicorn
作　　者：Meg McLare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5×245 mm
出版日期：2023-01

水石童书奖、凯特格林威奖入围作家创作。在遥远的北方，
古老森林的边缘，住着一只小独角兽。小独角兽喜欢热闹，
但是她没有魔法。她很想找到可以一起玩耍的朋友，但她能
感觉到自己很不一样，她要怎样才能融入大家呢？

中文书名：熊、书和毯子
英文书名：The Bear, the Book and the Blanket
作　　者：Lou Peacock, Ged Adamson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70 mm
出版日期：2023

一组可爱的小黄人造型的兔子将吸引小朋友们的目光！完美
的睡前时间需要什么？当然需要一只可爱的熊、一本书和一
条毯子！让我们加入 10 只热情洋溢又活力四射的兔子们，
和它们一起寻找宝宝睡觉需要的特殊物品吧！哦 -- 别忘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安吻！

绘
本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70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80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59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8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8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88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696.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8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70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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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史上最快的睡前故事
英文书名：The Quickest Bedtime Story Ever
作　　者：Louise Fitzgerald, Kate Hindley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90×250 mm
出版日期：2023

畅销书、获奖插画家给小朋友的睡前读物。欢迎来到有史以
来最快速的睡前故事 ! 你将在几秒钟内睡着。但是等等！你
必须先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已经把枕头垫高了吗？泰
迪熊也抱在怀里了？为一个故事做准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让我来为你讲述……

中文书名：大象和朋友学礼仪系列（4 册）
英文书名：Elephant and Friends Manners
作　　者：Mr Griff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20/ 册
图书开本：180×180 mm
出版日期：2023

本系列通过可爱的动物角色来探索不同的礼仪要素，每本书
都解释了一个特定的礼仪领域，可以帮助孩子们认识到礼貌
的重要性。系列 4 册分别为：《大象怎么臭臭的》《斑马不
穿斑点》《猫鼬制造混乱》《长颈鹿不会说“请”》。后续
还计划推出《大象和朋友学情绪》《大象和朋友的初体验》。

中文书名：园丁鸟（2 册）
英文书名：The Bowerbird/The Go-Away Bird
作　　者：Julia Donaldson, Catherine Rayner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50 mm
出版日期：2023-03

《咕噜牛》作者 Julia Donaldson 与凯特格林威奖章获奖绘
者 Catherine Rayner 联合创作。故事基于真实的鸟类及其
自然行为展开。系列两册：《园丁鸟》讲述了一只小鸟筑造
了一个完美的巢以追寻自己的真爱，却因为别的小鸟的贪婪
屡屡受伤的故事；《走开鸟》介绍了一只总是愤怒拒绝他人
邀请的小灰鸟，但在危机来临时别的小鸟却不计前嫌一起回
来帮助他解决危机。

中文书名：脆弱的世界
英文书名：Fragile World
作　　者：Alexandra Mirzac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5×304 mm
出版日期：2022

绘画风格独特，围绕“陶瓷”这一经典元素展开！讲述了瓷
器柜中红色瓷器和蓝色瓷器之间的故事。红瓷器和蓝色瓷器
不喜欢彼此，红色和红色一起生活，蓝色和蓝色一起生活，
他们的世界被色彩划分开来。随着时间流逝，两个派别之间
的冲突愈演愈烈——考虑到瓷器柜中居民们的脆弱，他们还
能活下来吗？

中文书名：被困的公主托玛琳
英文书名：Tormaline
作　　者：Davide Calì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3x293 mm
出版日期：2022

作者大卫 ·卡利意大利知名作家、插画家，已在 25 个国家
出版了 90 多部作品，荣获无数奖项，包括但不限于 IBBY
国际青少年文学奖、德国白乌鸦奖、法国公民文学奖。本书
是一本颠覆常规的有趣绘本，强调谦逊和毅力的重要性。曾
经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她的名字叫托玛琳，她的眼睛有三种
不同的颜色。然而，可怜的公主被困在一座塔内，只有最勇
敢的骑士才能将她解救出来……

中文书名：寻找“最后”
英文书名：Last & Found
作　　者：Maija Hurme
原出版社：A4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0×230 mm
出版日期：2022

到底什么是“最后”？最后一块巧克力，冬季的最后一天，
缺少的最后一块拼图？“最后”也许是一种可能，又或许是
一种开始。它也可以是一段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有趣记忆。有
时它是快乐的，有时会带来悲伤。本书是关于“最后”宝藏
的合集，在书中，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被描绘得温暖又特别。

中文书名：昏头昏脑的梁龙 / 名叫希望的蓝鲸
英文书名：Dippy the Diplodocus/ Hope the Whale
作　　者：Laura Chamberlain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37 mm
出版日期：2023-02

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创作。系列 2 册分别讲述梁龙与
蓝鲸的故事，通过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展开。书
末还有一个大翻折页，具体讲述了这一真实故事以及一些与
梁龙和蓝鲸有关的科学事实。

中文书名：神奇玛格
英文书名：Marvellous Margot
作　　者：Lou Peacock, Ingela P Arrhenius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90 mm
出版日期：2023

一个关于同理心的故事，告诉我们善良和分享永远是友情最
好的配方。你见过玛格吗？她活泼、热心又善良—是最棒的
朋友！今天，玛格为她的朋友奥斯卡制作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蛋糕。但是，在去奥斯卡家的路上，玛格用蛋糕帮助了许多
其他朋友，那么她的蛋糕还会有剩吗？

中文书名：雨燕斯威夫特
英文书名：Swift
作　　者：Lorna Hill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5×250 mm
出版日期：2023-03

雨燕 Swift 在自己的巢里感到很安全，但是他必须鼓起勇气，
也展开自己的翅膀，跟身边别的雨燕一样飞往世界另一端的
新家了。他勇敢地在陆地和海洋上翱翔，发现了许多超棒的
地方。直到有一天，一场风暴来袭……本书的灵感来于雨燕
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超过 22000 英里的迁徙之旅，故
事的最后还有关于鸟类迁徙的科普知识。

中文书名：山羊、斯托特和船
英文书名：The Goat and the Stoat and the Boat
作　　者：Em Lynas, Matt Hunt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70 mm
出版日期：2023

一个滑稽的押韵故事，会让孩子（和成年人）都捧腹大笑！
斯托特正在他最喜欢的船上玩，突然山羊跳了进来！愤怒的
斯托特试图把山羊赶出去，混乱接踵而至。但不久，山羊和
斯托特的滑稽动作开始使船摇摆不定！啊哦！斯托特落水了
怎么办？山羊的彩色外套会被毁掉吗？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0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5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96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75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7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3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96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6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70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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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纳比尔偷了一只企鹅
英文书名：Nabil Steals a Penguin
作　　者：Nishani Reed, Junissa Bianda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50 mm
出版日期：2023

本书讲述了一只受够了鱼肉，打算尝试新食物的企鹅的故
事。当企鹅皮埃尔品尝了纳比尔美味的比拉尼米饭后，皮埃
尔决定离开动物园，和他一起回家！但如果皮埃尔被纳比尔
的妈妈发现了，纳比尔就会有大麻烦！而皮埃尔还在到处捣
蛋——按喇叭、跳舞、在床上蹦蹦跳跳。皮埃尔能成功留下
来吗？

中文书名：小猫（24 册）
英文书名：The Little Cat
作　　者：Stéphanie Dunand-Pallaz
原出版社：Balivernes éditions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30×280 mm

可爱的插图，活泼幽默的故事让你忍俊不禁，却又能从每个
故事中，从不同性格的小猫身上，读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系
列 24 册主题分别为： 害羞 / 姐妹 / 同理心 / 勇气 / 耐心 / 奢
侈 / 好斗 / 强大 / 快乐 / 尊重 / 骑士 / 牛仔 / 缺陷 / 魔术师 /
开心 / 演员 / 科学家 / 海盗 / 爱心 / 作家 / 建筑师 / 速度大师
/ 冒险家 / 宇航员。

中文书名：枫叶小狐狸（3 册）
英文书名：Little Fox
作　　者：Nicolas Gouny
原出版社：Balivernes éditions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240 x 240 mm
出版日期：2020-2021

快快加入小狐狸的冒险旅程！故事开始于一个寒冷的，刚刚
开始落雪的冬天，小狐狸在雪地里堆雪人。时间飞逝，转眼
一年过去，小狐狸一岁啦！小狐狸来到了森林，遇到了蜘蛛、
大象等很多朋友。紧接着，小狐狸第一次离开他的巢穴，进
行了一次绝佳的冒险！系列 3 册分别为：《与小狐狸在一起
的四季》《小狐狸和它的朋友》《小狐狸》。

中文书名：如何到达月球
英文书名：How to Reach the Moon
作　　者：Nicolás Schuff，Ana Sender
原出版社：Ttipi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190 x 270 mm
出版日期：2022

本书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韩语版权已售！一本关于祖父
母、自然和想象力的梦幻而温柔的图画书。夏天的时候，埃
米利奥参观了他祖父居住的森林。祖父知道一些古老的故事
和路径，可以把你带到令人惊讶的地方。

中文书名：星光之火
英文书名：The Fire of Stars
作　　者：Kirsten W. Larson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79 x 229 mm
出版日期：2022

天文学家 / 天体物理学家塞西莉亚·佩恩是第一个发现是什
么在恒星中心燃烧的人。但一开始，她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
的女孩，她追逐着惊心动魄的闪电，希望有一天能解开宇宙
的奥秘 ...... 这本感人的传记有力地将塞西莉亚·佩恩的好奇
心和科学事业与恒星诞生的过程联系起来，从广阔空间中的
可能性到最终的，惊人的光爆炸。

中文书名：月亮上的柜台
英文书名：The Counter on the Moon
作　　者：Charlotte Bellière, Ian De Haes
原出版社：P116
图书页码：56
图书开本：230×310 mm
出版日期：2022-11

在月球上，有一个柜台。有一位老人吉恩在等待着什么。他
的工作是收集梦中之人的思绪，记忆以及心愿，并将它们储
存起来，使它们不会丢失，有时，人们也会把他们的想法带
回去，但这种情况越来越罕见。吉恩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
作，直到一个小女孩出现。她来这里做什么呢？

中文书名：如何吃掉一本书
英文书名：How to Eat a Book
作　　者：Mrs. & Mr. MacLeod
原出版社：P164-U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20×280 mm
出版日期：2022

希拉坐下来读她的第一本书，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书竟然
吃掉了她！希拉、杰拉尔德和杰拉尔丁一个接一个地被他们
的书吃掉了……希拉完全摆脱了世界的重量，他们在书里的
那个世界有哪些奇妙的经历呢？作者用笔墨雕刻艺术搭建出
一个三维立体舞台，用鲜艳的色彩加深了故事的乐趣。

中文书名：永远不要邀请海盗参加派对
英文书名：Never, Ever, Ever Ask a Pirate to a Party
作　　者：Helen Welsh, Anne-Kathrin Behl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270 mm
出版日期：2023

一场奇幻的生日派对冒险，有恐龙、龙、独角兽、海盗 ......还
有一艘装满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完美派
对，永远不要邀请这群混乱的客人！独角兽会要求闪光和泡
沫，龙会点燃你的装饰品，汽水会让外星人疯狂！但是 ......永
远，永远，永远不要打发客人回家！因为只有和朋友分享，
派对才算派对！

中文书名：请给我一些时间
英文书名：Too Much
作　　者：Anne Booth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24
图书开本：230x280 mm
出版日期：2023-04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独处一段时间后，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鼓
励才能重返社交圈，我们需要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春天来了，
小兔子很兴奋能和它的朋友小熊一起玩。但是有一个问题：
小熊还不想结束冬眠，因为外面有太多需要应对了！在兔子、
松鼠和狐狸等朋友的帮助下，小熊再次进入外面的世界，慢
慢变得兴奋起来！有了让我们慢慢来的好朋友，一切都可以
忍受。

中文书名：斑点俱乐部
英文书名：Lots of Dots
作　　者：Pippa Goodhart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30
图书开本：230x280 mm
出版日期：2023-02

拥抱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小捷豹感到很孤独，直到小瓢虫提
议说，带斑点的动物应该一起成立一个斑点俱乐部！可是，
斑马也想加入这个俱乐部，不过它只有条纹，没有斑点。还
有可怜的小猴子——它更是没有任何斑点。为了让所有小动
物都能在一起，最终它们创建了一个大家都可以加入的俱乐
部！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0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27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1628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97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29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8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8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3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0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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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Uli- 秋日里的小松鼠
英文书名：Uli- An Autumn Squirrel
作　　者：Elena Fernández Ferro，Andrea Gago
原出版社：P205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50×320 mm
出版日期：2022

Andrea Gago 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插画家，她的作品荣获
2021 博洛尼亚书展的国际插画奖！ Uli 是一只会对很多事
情提出质疑的小松鼠。公园是她的小世界，好奇的朋友为她
打开了深入探索知识的大门。在一来一往的问答中，他们建
立起了牢固的友谊。四个章节将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展示松
鼠周围美丽的小世界。

中文书名：永远（4 册）
英文书名：All the Time
作　　者：Hannah Abbo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4×254 mm
出版日期：2023

教孩子应对强烈的情绪，肯定孩子的成长和好奇心，用赞美
的语气告诉孩子：我一直爱着你。系列 4 册分别为：《你一
直都有自己的感受》《我永远爱你》《永远保持好奇》《你
一直在成长呀》。

中文书名：可可香蕉（4 册）
英文书名：Coco-Banana
作　　者：Rolf Magne G. Andersen
原出版社：CD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30×260 mm
出版日期：2022

挪威小朋友最喜欢的有声读物出绘本啦！可可香蕉是一个小
发明家，和他的家人香蕉妈妈、椰子爸爸以及小妹妹可可宝
宝住在一起。在他的发明室里，可可香蕉进行着各种疯狂的
发明，这些发明总是让情况变得既奇怪又滑稽。系列 4 册分
别为：《可可香蕉和加速机器人》《可可香蕉和糖果吸尘器》
《可可香蕉和放屁汽水》《可可香蕉和傻瓜机器》。

中文书名：蒂姆的小烦恼（7 册）
英文书名：Sir Tim
作　　者：Judith Koppens
原出版社：P169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60 mm
出版日期：2018-2022

风靡比利时的畅销绘本，适合父母与孩子共读的品格教育绘
本。以孩子和朋友相处玩乐的日常为背景帮助孩子们学习人
际交往的课题，掌握如何与他人维系良好关系的技能。系列
7 册分别为：《蒂姆的画画时间》《蒂姆想要飞起来》《蒂
姆想要一条龙》《蒂姆的小小嫉妒心》《潇洒帅气的蒂姆》
《蒂姆的秘密》《蒂姆的小小好胜心》。

中文书名：火车旅行
作　　者：李淑贤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57×195 mm
出版日期：2022

一起出发吧，充满想象的火车旅行！今天是坐火车去大海的
日子！但对于火车来说，大海也是很远的地方。握着姐姐的
手去厕所时，窗外的天色突然变黑了，听说火车正在通过隧
道。火车在树林中奔跑，漫长而漆黑的隧道，把孩子们带到
了想象的世界。行驶在树林里并开往大海的火车，又将会到
达哪里呢？

中文书名：想飞的几维鸟
作　　者：문종훈
原出版社：BC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154×218 mm
出版日期：2022

在成功和失败中一步步向着梦想前进。一天，几维鸟发现了
一只蝴蝶，于是产生了想飞的想法。在大家的帮忙下，几维
鸟成功制造出了飞艇，然而，飞艇坠毁，几维鸟掉在了湖岸
边。一只蝴蝶飞近，扇动的翅膀看起来如此美丽，但现在却
让人望而生畏。可是其他不会飞的鸟都在看着几维鸟，这可
是大家的梦想啊！现在，几维鸟将重新振作，和朋友们一起
学习如何飞行，实现他们的梦想！

中文书名：小老鼠侦探罗杰（3 册）
英文书名：The Detective Roger
作　　者：Jose Carlos Román, David Lorenzo
原出版社：Luna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50×250 mm

小老鼠侦探罗杰是动物世界中最大胆、最无畏的侦探！本系
列将通过罗杰这个人物角色，带早期小读者进入奇妙的侦探
冒险之旅。这个系列不仅风格幽默，还对小家伙们进行了神
秘介绍。小读者可以通过书中极具表现力的插图进行推理和
演绎，直到他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惊人结局。

中文书名：谢尔顿的新家
英文书名：Sheldon's New Shell
作　　者：Lily Murray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x245 mm
出版日期：2023-06

用温和的方式探索现实生活中影响世界各地动物的生态问
题。寄居蟹谢尔顿需要一个新家，所以他需要在海滩上找到
完美的贝壳。然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就是垃圾！到处都是塑
料瓶和锡罐。在他的朋友海龟、章鱼、海星和一个小女孩的
帮助下，他们终于成功清理了海滩垃圾，为小谢尔顿找到了
一个完美的新家。作者 Lily Murray的作品《恐龙百货商店》，
仅在英国就售出了近 5 万册。

中文书名：木木的礼物
作　　者：千朵花万颗树
原出版社：AS
图书页码：44
图书开本：206×216 mm
出版日期：2022

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萝卜能变成胡萝卜吗？有一天，住
在萝卜村的木木收到了住在胡萝卜村的堂堂的生日派对邀请
函。木木真心想给挚友堂堂送一份超棒的礼物，于是他准备
了亲自制作的蛋糕等等，但还是觉得缺点什么。经过反复思
考，木木决定像堂堂一样变身为胡萝卜。为了成为帅气的胡
萝卜，木木尝试了各种方法。究竟堂堂看到变身后的木木会
有什么反应呢？

中文书名：海岸上的梦
英文书名：Dreams on the Shore
作　　者：Rosa Estévez Gantes, Rafa Antón
原出版社：Kalandraka (P117)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20×220 mm
出版日期：2022

这是互相分享感受和情绪的两个朋友，一起度过的愉快时间。
一个夏末的午后，泰娜邀请刚到镇上的小邻居卢安娜到海边
玩风筝。在一个由游戏和信念组成的理想空间里，他们感受
到了自由，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对缺失的渴望和感知，这些
都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友谊。他们在一个瓶子里发现了一条神
秘的信息，这条信息仍有待破译，它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有时
梦想可以成真。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95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63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36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74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45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2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44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5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8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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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是什么让狐猴倾听？
英文书名：What Makes A Lemur Listen?
作　　者：Samuel Langley-Swain, Helen Panayi
原出版社：Helen Binns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40×240 mm
出版日期：2022

本书繁体版权已售！一个关于倾听的温馨绘本，一段关于倾
听的冒险旅程！“就像所有环尾狐猴一样，Maki 喜欢在阳
光下沐浴，或是蜷缩在月光下。但 Maki 不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倾听！一起加入 Maki 的冒险之旅吧，一起穿越马达加
斯加森林，那里的情况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 聪明的变
色龙 Sofina 会帮助 Maki 学会在最重要的时候倾听吗？

中文书名：乓乓的眼泪使用法
作　　者：배현주
原出版社：HS-Bear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240 mm
出版日期：2022

乓乓是家里的宝贝老幺。妈妈爸爸和哥哥都爱他。受到全家
人喜爱的乓乓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有不满意的事情，就
先放声大哭。哭的话，乓乓就能随心所欲，不想做的事也可
以不做。乓乓直到遇见蟒蛇大婶一家才顿时明白，当自己在
哭闹时，别人会作何感想，也明白了，眼泪不是任何时候都
能解决问题的。

中文书名：世界文学绘本系列（20 册）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33×292 mm
出版日期：2022

以美丽的绘本呈现古典文学作品。每次翻书时都会有亲临
美术馆般的多彩插图加上丰富的解说，有助于小读者理解
作者、作品、世界。系列 20 册分别为：大亨小传 / 罪与罚
/ 意大利游记 / 战争与和平 / 李尔王 / 变形记 / 悲惨世界 / 咆
哮山庄 / 神曲 / 我是猫 / 红与黑 / 窄门 / 孤雏泪 / 飘 / 简·爱 /
一九八四 / 老人与海 / 雪国 / 瘟疫 / 德米安。

中文书名：莎拉和树懒先生（2 册）
英文书名：Mindful Mr. Sloth
作　　者：Katy Hudson
原出版社：P15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98×254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繁体版权已售。莎拉是个充满活力又略有些急性子的小女
孩，而树懒先生是个慢性子，他喜欢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每
件事都慢慢来。树懒先生能教会莎拉放慢脚步享受生活吗？
莎拉能学会耐心，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与树懒先生顺利郊游
吗？系列共 2 册：Mindful Mr. Sloth/Waiting on Mr. Sloth。

中文书名：两只疑惑的小蚂蚁
英文书名：Two Ants Puzzled
作　　者：Elizabeth Laird
原出版社：Authorization
图书页码：24
图书开本：230x280 mm
出版日期：2023-06

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很多我们习以为常
的事物，在小蚂蚁眼中是怎样的呢？两只小蚂蚁进入到一位
小女孩的房间，它们兴奋地探索着周围的环境。它们能看到
什么，尝到什么？实际上，它们被小女孩转动的笔尖转晕了，
掉落在桌面制造了一场混乱，还尝到了不好吃的墨水……但
是它们和小女孩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中文书名：泰特跨文化民间故事（8 册）
英文书名：Tate's Multi-Cultural Folktales
作　　者：Sahar Doustar
原出版社：Tate Publishing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22-2023

英国泰特出版社 - 英国泰特美术馆旗下出版社，作品以充满
艺术性、极具创意和超现实主义著称。泰特出版社与亚洲、
非洲等地的本土作家与插画家合作，精心创作了这一跨文化
民间故事系列。来展现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故事，为读者提
供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宴。系列 8册分别为：《曾在波斯》
《太阳和月亮是如何形成的》《云是怎样形成的》《孔雀是
怎样形成的》《马洛拉的博物馆冒险》《塞尔和六码魔法丝
绸》《埃斯拉的画笔》《祖母的锁》。

中文书名：那些关于我的事（6 册）
英文书名：All About M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6×195 mm
出版日期：2023

本系列旨在帮助小朋友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与
健康。系列 6 册分别为：《成长》《保持健康》《我的身体》
《我的感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

中文书名：亲爱的大海
英文书名：Dear Sea
作　　者：André Carrilho
原出版社：P205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15×270 mm
出版日期：2022

纽约插画协会金奖、2020 年葡萄牙插画奖得主新作！一个
小女孩试图了解海洋的复杂性、神秘性和力量，她的父母建
议她首先要尊重海洋。她最终也意识到，在这个古老而庞大
的实体面前，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都有责任去保护海
洋。

中文书名：健康心态（4 册）
英文书名：Healthy Minds
作　　者：Adam Ciccio, Katrijn Jacobs
原出版社：P169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50×26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本系列聚焦于日常障碍和幼儿的心理健康，作者结合自身的
经历提供了有用的建议。在这趟心灵之旅中，你将认识到恐
惧、多动症、放手、信心。系列 4 册分别为：《想法只是想
法》《一本无趣的书》《再见了，气球》《信心》。

中文书名：大脚恐龙的性教育童话（10 册）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8/ 册
图书开本：190×190 mm
出版日期：2021

给小朋友的性教育绘本！透过可爱的角色回顾自己的生活，
了解有关健康的性教育，解决孩子们生活中对性的好奇心！
系列 10 册分别为：我有弟弟了！ / 会茁壮成长的 / 分开又
一起 / 像大脚一样！像博德里一样！ / 守护我！ / 无法保守
的秘密 / 不要这样对噜噜！ / 说要成为大人 / 要勇敢说不！
/ 请不要拍了！。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64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67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53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5884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8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76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27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95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72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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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万物的故事（3 册）
英文书名：The Story of Everything/Things/Stars
作　　者：Neal Layton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5×275 mm
出版日期：2023-09

雀巢聪明豆童书奖金奖作家创作。这是一套充满了幽默感的
科普绘本，系列 3 册分别为：《星星的故事》《东西的故事》
《万物的故事》，通过风趣古怪的拼贴画风格讲述大爆炸、
物种进化、星星的形成等科学知识。

中文书名：冰雪循环
英文书名：Ice Cycle: Poems about the Life of Ice
作　　者：Maria Gianferrari, Jieting Chen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69×223 mm
出版日期：2022

浮冰、冰川、冰柱……寒冷的温度创造了各种形状的冰。陆
地上的、海洋上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冰的同时，迎接
冬天。本书通过诗歌般的语言展示冰的各种形态，书的最后
还有与冰的循环相关的科学知识以及实践活动，帮助小读者
加深记忆与理解。

中文书名：神秘的便签
英文书名：The Note
作　　者：Pilar Serrano Burgos, Daniel Montero Galán
原出版社：Kalandraka (P117)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180×300 mm
出版日期：2022

伊娃总是按时出门去上学。当她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时，一
张纸条掉在了地上。伊娃看过后，把它放在了她搭档何塞的
箱子上……一张带有未知内容的便条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
人，在这种不断的易手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个有趣故事发
生的社区：建筑物、街道、医疗中心、公园甚至地底……一
个让你创造无限可能性的机会，开动想象，开启快乐冒险之
旅吧。 

中文书名：升入天空：世界上最高的树是如何成长的
英文书名：Rise to the Sky: How the World's Tallest Trees 
Grow Up
作　　者：Rebecca E. Hirsch, Mia Posada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35×280 mm
出版日期：2023-04

树是地球上最高的生物，但是它们是怎么长到这么高的呢？
科学作家在本书中对树木的生命周期进行了诗意的介绍，通
俗易懂地解释了光合作用、毛细管作用等概念，以独特的拼
贴画风格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高树种。

中文书名：等待黎明
英文书名：Waiting for the Dawn
作　　者：Fabiola Anchorena
原出版社：Kalandraka (P117)
图书页码：28
图书开本：215x285 mm
出版日期：2022

2022 年第 14 届孔波斯特拉国际插图专辑奖！这是一个和当
下所发生的事情相关的故事，也是对过度开发环境的抗议。
太阳、月亮和雨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出现在丛林里了，一切
都笼罩在漫漫长夜中。亚马逊森林里的动物日夜奔跑、飞翔
或游泳、咆哮或吠叫，它们担心自己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家了，
于是动物们开始了一场探索为什么不再有黎明的旅程。

中文书名：无形的事物
英文书名：Invisible Things
作　　者：Andy J. Pizza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52
图书开本：229 x 280 mm
出版日期：2023-07

如果戴上一副神奇的隐形眼镜，我们就可以看到世界中所有
的感觉、思想和其他无形的东西，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你会
看得到痒吗？你能描述一下希望吗？ 从狗吠声到棒棒糖的
彩虹般神奇的味道，从感激到勇气，这本书将帮助你感受许
多有趣的感觉，那些即使你看不到它们也会每天跟随你的感
觉。

中文书名：蛇颈龙的长脖子（2 册）
英文书名：The Plesiosaur's Neck
作　　者：Dr Adam S. Smith, Jonathan Emmett, 
Adam Larkum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40 mm
出版日期：2023

由知名恐龙专家与红房子童书奖获奖作家联合创作。蛇颈龙
Poppy 有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脖子——不过那是用来干什么的
呢？她会用自己的脖子来摆脱讨厌的寄生虫吗？还是用它来
攻击捕食者？或者用来埋伏倒霉的鱼群？系列后续作品《霸
王龙的羽毛》预计 2023 年 8 月出版！

中文书名：身体的记忆—疫苗接种
英文书名：A Vaccine is Like A Memory
作　　者：Rajani LaRocca
原出版社：P175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6×279 mm
出版日期：2023-06

畅销书作家兼医学博士为小朋友详细介绍疫苗的重要性、发
展历程，以及如何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你还记得每次生病
的时候吗？你可能不记得，但你的身体会记得！有很多疾病
在你再次生病之前，你的身体会记起并击退它。但是身体能
不能一开始就识别出你从未接触过的细菌，从而保证你不会
生病呢？这时疫苗就派上用场啦！快打开这本书详细了解各
种类型的细菌和疫苗吧！

中文书名：为什么有些动物吃便便
英文书名：Poop for Breakfast: Why Some Animals Eat It
作　　者：Sara Levine, Florence Weiser
原出版社：Lerner Publishing Group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225 mm
出版日期：2023-04

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介绍各种动物及人类的消化系统。吃便便
听起来就很恶心！那么为什么有些动物会这么做呢？快翻开
本书来获取关于大象、蝴蝶、兔子、知更鸟和狗狗等动物吞
食恶心粪便的独家新闻吧！

中文书名：小猪科学学校（20 册）
作　　者：白明植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60/ 册
图书开本：250×205 mm
出版日期：2014

一套比漫画有趣有看头的儿童的科学读物！通过阅读小猪三
兄弟的横冲直撞的故事，培养科学知识和好奇心！系列 20
册主题分别为：消化与排泄 / 太阳系和星星 / 水的循环 / 光
和声音 / 大脑的结构和功能 / 骨骼的结构和功能 / 天气和气
候变化 / 植物 / 昆虫 / 泥滩的动植物和生态 / 交通工具的发
展和原理 / 化石 / 蛋和壳 / 微生物种类及其所做的事情 / 核
和能量 / 火箭和宇宙飞船 / 鲸的种类和生态 / 酸和碱 / 机器
人的原理和所做的事情。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71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38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55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8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40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38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5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69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7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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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教科书中的世界伟人（5 册）
作　　者：金美惠
原出版社：Darakwon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37×242 mm
出版日期：2018

在养成读书习惯的最佳时期所阅读的伟人绘本！本系列讲述
了 5 名世界著名人物与众不同的故事，以及之前不知道的伟
人小时候的有趣轶事。系列 5册分别为：《用手说话的海伦·凯
勒》《丹麦的说书人安徒生》《特别的想象家爱因斯坦》《照
亮世界的天使佛萝伦丝·南丁格尔》《成为印度英雄的胆小
鬼少年甘地》。

中文书名：鲨鱼的绮丽世界（4 册）
英文书名：The Spectacular Lives of Sharks
作　　者：Rose Wilkinson
原出版社：Hungry Tomato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300 x 233 mm
出版日期：2022-07

准备好探索鲨鱼的水下世界吧！精美详细的插图将这些庞然
大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异想天开的文字则揭示了令人震惊的
事实。除了认识各种鲨鱼，你还会了解为什么鲨鱼对我们的
海洋如此重要，并学习如何帮助和保护它们。系列 4 册分别
为《鲨鱼与人类》《鲨鱼生命探索》《超级鲨鱼》《奇怪而
奇妙的鲨鱼》。

中文书名：我的生命周期（8 册）
英文书名：My Life Cycle
作　　者：John Sazaklis
原出版社：P15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98×254 mm
出版日期：2023

本系列以可爱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介绍了多种动植物的生
命周期，帮助小朋友认识动植物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系列 8
册分别为：《我是独角鲸》《我是红眼树蛙》《我是帝王蝶》
《我是海龟》《我是蒲公英》《我的帝企鹅》《我是大白鲨》
《我是橡树》。

中文书名：我是谁？动物宝宝（6 册）
英文书名：Who am I? Animal Babies
作　　者：Tándem Seceda，Ester García
原出版社：Kalandraka (P117)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20×22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向小读者们展示了按大陆分组的各种哺乳动物和鸟
类，以激发小朋友对野生动物的好奇心，并引导其从小就关
心大自然。系列六册分别围绕非洲、欧洲、美洲、澳洲、亚
洲、极地的动物宝宝展开。通俗易懂的描述性文字，配以精
美的插图，每种小动物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谜语，与小读者
建立了直接而积极的对话。

中文书名：马塞尔的老鼠博物馆
英文书名：Marcel's Mouse Museum
作　　者：Hannah Abbo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4x254 mm
出版日期：2023-01

著名艺术作品和幽默史实的完美组合！从帕尔马毕加索到高
达卡罗，马塞尔的老鼠博物馆是过去一百年来最著名的老鼠
绘画和雕塑的家园。与策展人马塞尔一起参观不同艺术作品，
了解立体主义、自画像、波普艺术等影响当今艺术发展的艺
术运动和风格吧。

中文书名：小猴与企鹅（8 册）
英文书名：Mon & Pin
作　　者：Marta Biel
原出版社：Luna
图书页码：22/ 册
图书开本：180×180 mm
出版日期：2022

小猴与企鹅是一起探索世界的好伙伴！在与这两个可爱角色
的接触过程中，孩子们会学到人类的价值观，如：团结、同
理心、爱和幽默感。本系列分为概念篇和习惯篇，概念篇围
绕色彩，形状，数字，动物展开；习惯篇为翻翻书设计，将
帮助宝宝养成好习惯，获得良好的生活能力。

中文书名：它去了哪儿？（4 册）
英文书名：Where Does it Go
作　　者：Helen Greathead, Kyle Becket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0×240 mm
出版日期：2023-08

本系列将带领小读者们探索固体、液体、气体和能量是什么，
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环境的。每本书都探讨了不同的物质状
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形式，并介绍了它们的最终去
向，有助于小朋友更好地理解可持续性，从小培养充分利用
地球资源的意识。系列 4 册分别为：《便便、塑料和其他固
体》《屁、烟和其他气体》《雨滴、尿和其他液体》《闪电、
阳光和其他能量》。

中文书名：首词大书
英文书名：The Big Book of First Words
作　　者：The British Museum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22
图书开本：305×280 mm
出版日期：2023

大英博物馆出品，一本帮助小读者积累词汇的完美书籍。该
书含有超过 250 个一级高频单词以及源自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令人惊叹的物品插图。该书内含的标签页使翻页变得容易，
而书中华丽的图片和物品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中文书名：准备出发！ (4 册 )
英文书名：All Aboard!
作　　者：Diarmuid O Cathain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11/ 册
图书开本：240×240 mm

图文并茂的 STEM 系列！你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太空吗？你想
了解一下在太空中飞行的惊奇事物和人造飞行器吗？你对海
洋和其中的神秘居民感兴趣吗？你愿意亲自到水下去看看章
鱼、水母和鲨鱼吗？ 你有兴趣了解飞行员必须经历的训练
吗？系列 4 册分别为：《火箭发射！》《潜艇启动！》《飞
机起飞！》《拖拉机轰鸣！》

中文书名：千变万化的世界
英文书名：Changing World
作　　者：David Gibson
原出版社：P164-C
图书页码：120
图书开本：190×210 mm
出版日期：2022

韩语、繁体中文版权已售！气候变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
其背后的真相却还是扑朔迷离。本书利用信息图表，通过精
确的数字和清晰的图表展示了气候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影响。
海平面上升会有哪些后果？哪些行业创造了最多的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是如何相互比较的？

低
幼
认
知

科
普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3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90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373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38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63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61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6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9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162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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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地质岩石！（6 册）
英文书名：Geology Rock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3

本系列以清晰、幽默的方式介绍了地质学的不同领域，内含
多项实践活动和测验，可以巩固知识。系列 6册分别为：《风
化与侵蚀》《化石》《地震与火山》《岩石循环》《地球的
层次》《土壤的类型》。

中文书名：揭秘大陆（6 册）
英文书名：Continents Uncovered
作　　者：Rob Colson, Josy Blogg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3-03

本系列将带领小读者探寻地球各个大陆上的壮观风景，了解
不同大陆的地理特点、野生动物和当地文化。每册还包含一
些简单易操作的手工活动，帮助深入了解相关的地理现象。
系列共 6 册：《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欧
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极洲》。

中文书名：我们的大自然朋友（2 册）
英文书名：My Friend, the Water/the Trees
作　　者：Jenni Erkintalo, Réka Király
原出版社：A45
图书页码：170
图书开本：170×245 mm
出版日期：2019-2022

精美的生态手册，带领小朋友们了解树木和水！如果森林消
失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星球该如何呼吸？水有哪些形态？本
系列希望能唤醒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并鼓励他们多多参
与户外活动。系列 2 册分别为：《我们的大自然朋友：树木》
《我们的大自然朋友：水》。

中文书名：陨石百科全书
英文书名：Rocks from Space
作　　者：Pavel Gabzdyl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50x250 mm
出版日期：2022

作者 Pavel Gabzdyl：自 2000 年以来，一直为布尔诺天文
台和天文馆工作，曾获捷克天文学会天文学奖 ,一颗行星（编
号 43971）以他的名字命名。你能区分一块普通的岩石和一
块陨石吗？你了解有关宇宙起源的岩石吗？如果不了解，那
也没关系，因为这本书有关于陨石的一切知识！你将了解到
陨石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在太空中飞行时发生了什么，以及
它们着陆到地球之前所达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中文书名：为什么你的脚印比鞋大？
英文书名：Why Your Footprint Is Larger Than Your 
Shoe Size
作　　者：Esther Walraven, Wilfried Ivens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200×200 mm

以轻松幽默的方式介绍环境、自然和气候。为什么你的便便
很值钱，为什么海洋如此重要，为什么即使在多雨的国家，
我们也必须节约用水？本书充满了有趣的知识，孩子们将了
解更多关于环境所面临的威胁，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中文书名：自然故事（8 册）
英文书名：An Arctic Story
作　　者：Jane Burnard, Kendra Binney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80×237 mm
出版日期：2022 起

本系列旨在带领小朋友们探索不同的生态环境，走近各种令
人惊叹的大自然奇迹。通过抒情的文字和华丽的插图展示脆
弱的生态系统，介绍气候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系列预计共
8 册，已确定《北极故事》《珊瑚礁的故事》，后续主题预
计为：大草原、森林、沙漠、山脉、河流、热带雨林。

中文书名：我们是大自然（4 册）
英文书名：We Are Nature 
作　　者：Joli Hannah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44/ 册
图书开本：190x235 mm

通过故事线串联科学知识，让读者学会与自己、与生活、与
自然相处！给孩子赋权，帮助他们主动提出问题，并独立寻
找答案。系列 4册主题分别为：自然、保持身心健康、 生活、
环保。主题细分为：可持续发展、海洋保护；身心平衡、应
对外貌 / 身材焦虑、保持身体积极性等。

中文书名：自然界的大小好有趣！
英文书名：Size Wise：A Fact-Filled Look at Life-Size
 Wonders
作　　者：Camilla de la Bedoyere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280×216 mm
出版日期：2023-09

一本精美真实的自然之书，探索我们星球上从最小到最大的
事物。你如何衡量自然界中最庞大或最微小的东西？本书将
通过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插画展示那些大得出乎意料或者小得
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奇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王乌贼餐
盘大的眼睛，大到你可以坐在上面的雨林花朵，指甲宽的侏
儒蝴蝶，以及显微镜下的沙子。本书将通过一些大小的对比
展示奇妙又迷人的自然。

中文书名：环球自然之旅——图解 80 棵树
英文书名：Around the World in 80 Trees
作　　者：Nancy Dickmann 等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64+8
图书开本：250x250 mm
出版日期：2022

足不出户环游树木的世界！书中介绍了很多树木，以及它们
在当地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去哪里可以找到世界上最古老的
树？为什么猴面包树的树干那么粗壮？在树木即将被啃食
时，树木之间会相互发出警示吗？系列其他 2册分别为：《图
解 80 种节日》《图解 80 只狗狗》。

中文书名：科学告诉我们（4 册）
英文书名：Science Speaks About
作　　者：Núria Roca 等
原出版社：Gemser
图书页码：36/ 册
图书开本：240x240 mm

本书将带你了解自然奇观！生物之间是如何依靠彼此生存
的？为什么地球看起来是蓝色的？为什么有些星球是由气体
构成，而地球是由坚固的岩石构成？气候变化是怎么样形成
的？天气对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系列 4 册分别
为：《天气》《宇宙》《海洋》《地球》。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2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6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4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91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32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15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5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249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246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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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我也有室内绿植啦！
英文书名：I Have a House Plant Too
作　　者：Hannah Abbo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56
图书开本：195x255 mm

它们让你觉得身居乡间，它们自带一种平静的气质，照顾它
们可以成为一生的爱好。自从疫情封锁以来，植物世界变得
异常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照顾室内绿植。这本书将
告诉你关于室内绿植的一切，帮助室内绿植茁壮成长！你将
学习护理、移栽等一系列常见的照顾植物的方法。

中文书名：森林漫步
英文书名：A Walk Through the Forest
作　　者：Matías Guerrero，Manuela Montero
原出版社：P197
图书页码：104
图书开本：230x190 mm
出版日期：2022

从潮湿的瓦尔迪维亚丛林到冰冷的北方森林，我们将一起探
索世界各地的 8 个森林。这些森林拥有不同且独特的生命形
式：古老的树木、巨大的昆虫和微小的哺乳动物是这次探险
的一些主角。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森林，因为它们代表了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地球生物多样性。

中文书名：“NHK 儿童科学电话咨询”植物特辑！
作　　者：“NHK 儿童科学电话咨询”制作团队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31×189 mm
出版日期：2022

是否对美丽的花朵和香甜的水果充满了好奇？让我们用科学
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世界上什么颜色的花最常见？食虫植
物会大便吗？…这么一说才发现，原来我没有注意到、不知
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即使是每天都吃的蔬菜和水果，也有很
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本书特别收集了有关植物的问题，是日
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推荐的《恐龙特别篇！》的续
刊。一本亲子可以一起享受阅读的科学入门书。

中文书名：哺乳动物的母性
英文书名：Mama Mammals
作　　者：Cathy Evans, Malachy Egan
原出版社：P164
图书页码：36
图书开本：228×279 mm
出版日期：2023-05

本书探索了哺乳动物的繁殖、出生和早期养育等生物学问题。
通过简短的文字和精美的插图，我们将了解到卵子受精后会
发生什么，胚胎是如何发育的，为什么有的哺乳动物能繁衍
多胎，而其他哺乳动物只能怀孕一次等问题。用一种令人耳
目一新的方式为小孩子们介绍关于生命的各种科学知识。

中文书名：飞行的魔法
英文书名：The Magic of Flight
作　　者：Nicola Davie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351×289 mm
出版日期：2022

从蝙蝠和小鸟到蜜蜂和甲虫，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处是令人惊
异的飞行生物！本书将探索动物如何飞行，飞行的原理，以
及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如何帮助它们在我们美丽的星球上繁
衍生息，启发孩子们珍惜世界上宝贵的生物多样性。

中文书名：地球上的巨兽
英文书名：Land of Giants
作　　者：Clive Gifford 等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56+8
图书开本：280x230 mm
出版日期：2022

以时间为轴，介绍了有史以来漫游在地球上的最大野兽！涵
盖了陆地、海洋和天空三个空间。如巨大的恐龙、蓝鲸、阿
根廷龙，像熊一样大的海狸等等。系列第 2 册为——《地球
上的猎手 / 捕食者》

中文书名：揭秘历史（6 册）
英文书名：Uncover Histor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3-2024

一套内容丰富且有趣的历史科普，以问答和图像小说的形式
解决小朋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好奇，展示当时的日常生活、
社会特点以及给后人留下的遗产。系列目前共 6 册：《古埃
及》《古希腊》《玛雅文明》《维京时代》《石器时代》《商朝》。

中文书名：好奇心俱乐部（6 册）
英文书名：The Curiosity Club
作　　者：Anna Hanssonn
原出版社：A45
图书页码：36/ 册
图书开本：216×150 mm
出版日期：2017-2022

以幽默的方式呈现关于动物们令人意想不到的有趣知识。系
列 6 册分别为：《可怜的蚂蚁》《老鼠的尾巴》《迷人的蛇》
《鱼的尾巴》《鸣鸟和它的伙伴们》《蜘蛛的腿》。

中文书名：“NHK 儿童科学电话咨询”动物特辑！
作　　者：“NHK 儿童科学电话咨询”制作团队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31×189 mm
出版日期：2022

一开始读就停不下来！这本书有很多大人都不知道的生物的
秘密！猎豹跑那么快不会摔倒吗？鱼也会蛀牙吗？……当你
仔细观察动物园里的动物或家里的宠物时，总会有许多的问
题想问。本书特别收集了有关动物和水中生物的问题，是日
本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推荐的《恐龙特辑！》《植物
特辑！》的续刊，一本亲子可以一起享受阅读的科学入门书。

中文书名：走进交响乐团（6 册）
英文书名：A Little Book of the Orchestra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45x22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与伦敦交响乐团联合制作，由世界最负盛名的国宝级
指挥家 Simon Rattle 爵士及来自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作
序。系列每册都讲述了与管弦乐手及其乐器相关的故事，探
索了音乐被表演、欣赏、启迪的不同方式。每册搭配音乐
CD，收录 14 首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系列 6 册分别为
《小提琴》《单簧管》《笛子》《小号》《大提琴》《鼓与
打击乐器》。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5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01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823.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735.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319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88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6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6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821.html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57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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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大英博物馆合作解谜探险（计划 4 册）
英文书名：The Curse of the Tomb Robbers
作　　者：Andy Seed, James Weston Lewis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90×217 mm
出版日期：2022-2025

与大英博物馆合作的解谜探险故事系列！作者是获奖作家，
创作过程中咨询过多位大英博物馆专家！系列第一册《盗墓
者的诅咒》用独特又充满趣味的方式教给孩子们关于古埃及
和象形文字的知识。系列预计 4 册，计划一年出一本，第二
本《推翻古罗马皇帝的阴谋》，第三本主题古希腊。

中文书名：如果你生活在古代（4 册）
英文书名：So You Think You've Got It Bad?
作　　者：Chae Strathie, Marisa Morea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90×250 mm
出版日期：2018-2023

关于古代文明的儿童生活，书中展示了许多有趣和引人入胜
的事实。和大英博物馆合作出版！本系列通过诙谐有趣的事
实展示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系列 4 册分别为：《如
果你生活在阿兹特克时代》《如果你生活在史前时期》《如
果你生活在中世纪城堡》《如果你生活在维京时代》。

中文书名：图坦卡蒙的日记
英文书名：Toutankhamon's Diary
作　　者：Viviane Koenig, Fabrice Mosca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30×280 mm
出版日期：2022

从图坦卡蒙法老自己的视角来看他的一生！以日记形式呈
现，搭配有趣的插图！作者为古埃及文化方面的专家！本书
以新颖的方式讲述图坦卡蒙的生活，从他的童年到掌权，再
到他的去世。书中的漫画和对话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法老谈
论了他自己，他的日常生活、职责等等。此外，你还将了解
古埃及的地理、图坦卡蒙的葬礼，并探索他的坟墓。

中文书名：动物眼中的人类史
英文书名：A Small History of Humankind through the Eyes 
of Animals
作　　者：Joukje Akveld, Djenné Fila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370×270 mm
出版日期：2022

获奖作家详述动物视角下的世界历史关键时刻！本书选择了
30 种动物，每一种动物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人类历史产生关
联。从秘鲁高原上驯化的羊驼到冰岛海湾重获自由的虎鲸，
从熊猫外交到被南非布尔人驱赶灭绝的南非斑驴，作者通过
动物独特的视角书写了人类的历史。

中文书名：批判性思维与我们（4 册）
英文书名：…And Us series
作　　者：Rodrigo Lara Serrano, Sole Sebastian 等
原出版社：P197
图书页码：76/ 册
图书开本：215x280 mm
出版日期：2022

学习如何自己推理和决策。世界需要那些知道如何有效寻找
可靠、经过验证的信息来源，并以此对所见所闻的真假性做
出判断的孩子。这本书将教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系列另外
3 册为：《历史与我们》《哲学与我们》《病毒与我们》。

中文书名：庆祝！
英文书名：Celebrate!
作　　者：Laura Mucha, Hannah Tolson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90×250 mm
出版日期：2023

同大英博物馆的专家策展人一起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庆祝活
动传统和习俗。本书带领小读者环游世界，庆祝 50 个节日，
从排灯节到端午节，巨人节到濒死体验节，深入探索一些世
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文化。

中文书名：音乐史上的小轶事
英文书名：Disconcerting Stories
作　　者：Oriol Garcia Molsosa, Mercè Galí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190x250 mm
出版日期：2023-02

音乐史上充满了有趣、戏剧性和传奇的小轶事 , 有些已经延
续了几个世纪。它们拉近了我们与大师的距离，并赋予历
代最佳作曲家以更多的人性色彩。小读者将发现五个基于
Purcell（普赛尔）、Verdi（威尔第）、JS Bach（巴赫）、
Scarlatti（斯卡拉蒂）和 Benny Goodman（本尼·古德曼）
的著名轶事。

中文书名：这是艺术吗？
英文书名：Is This Art?
作　　者：Ángeles Quinteros，Ángeles Vargas
原出版社：P197
图书页码：80
图书开本：230x190 mm
出版日期：2022

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就有在周围环境中留下痕迹的冲动，
背后的原因也随时间而变化。在这本书中，除了基本概念、
伟大的艺术家和视觉艺术风格，你还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艺术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定义仍然是开放的。无论艺术在我
们心中激起什么，唯一不变的，是艺术让我们振奋，艺术教
我们学习，艺术带给我们启发，让我们学会质疑。

中文书名：新世界七大奇迹是怎样建成的
英文书名：How the New Wonders of the World Were Built
作　　者：Jan Šrámek 等
原出版社：AMG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40×320 mm

每一座建筑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美丽和壮观为那个时代最
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所歌颂。古典的世界七大奇迹存在已有几
个世纪，它们是由当时享有特权的学者选出的。新的世界七
大奇迹则是通过 6 亿多人票选出来，涵盖了 2000 年至 2007
年间的建筑物。来吧，和我们一起穿越时间和空间，窥探那
些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建筑遗迹的幕后创作工作！

中文书名：遇见熊
英文书名：Meet The Bears
作　　者：Kate Peridot Becca Hall 等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80×230 mm
出版日期：2023-06

为所有喜欢熊的小读者量身打造！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八种不
同的熊进行精彩介绍：比如，北极熊是体型最大的熊，但是
它们的耳朵很小很小，因为这样可以御寒；太阳熊有着黑棕
色短毛，它们喜欢用长长的舌头捕食。带上你的泰迪熊和防
熊午餐盒，加入我们激动人心的国际冒险，去看看世界各地
的八种熊！从北极熊到大熊猫，从眼镜熊到亚洲月熊，看看
是什么让熊如此神奇！

http://www.ca-link.cn/books/item-6270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1188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97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5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04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9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276.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01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5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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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走进科学（8 册）
英文书名：Step into Science
作　　者：Peter Ri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本系列通过趣味十足的插图和卡通角色来解释主要的科学概
念，还穿插简单易操作的实验帮助小读者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系列 8 册分别为：《人体》《电学》《力和磁铁》《栖息地》
《光》《植物》《岩石和土壤》《声音》。

中文书名：体育背后的科学（4 册）
英文书名：The Science Behind Sport
作　　者：Alix Wood
原出版社：P165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165×232 mm
出版日期：2023

本系列将科学知识与各项热门运动结合，在介绍流行运动的
过程中讲解力学、动能、摩擦力等相关物理知识。系列 4 册
分别为：《篮球》《体操》《武术》《足球》。

中文书名：简单工具背后的科学（4 册）
英文书名：Simple Technology: The Science of Simple 
Machines
作　　者：Liz Lennon, Ellie O'Shea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10×190 mm
出版日期：2023-08

本系列将通过清晰简单的图示，展示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的
机器是如何工作的，有助于帮助小朋友理解力与运动等简单
的物理知识，鼓励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思考事物是如何运
作的。系列 4册分别为：《杠杆》《滑轮》《斜坡》《轮子》。

中文书名：拉鲁斯趣味百科 500 问
英文书名：The Larousse Book of 500 Why and How
作　　者：Sophie de Mullenheim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235×270 mm
出版日期：2022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答儿童最常问的 500 个问题，内容丰
富质量高！这部完整的百科全书，汇集了有关我们周围世界
的 10个主题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和答案。10个主题分别为：
宇宙、地球、植物、动物、人体、世界、日常生活、历史、
艺术和科学。

中文书名：明亮新世界——未来的科技与生活
英文书名：Bright New World
作　　者：Cindy Forde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80
图书开本：340×260 mm
出版日期：2022

带领小读者们走进一个新奇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满是生机勃勃。太阳能汽车、可再生雨林、摩天大楼农场等
随处可见。读者看到世界光明的未来的同时，也将了解到地
球所面临的危险，从而采取实际行动，助力拯救地球，让美
好的梦想照进现实。

中文书名：探索科学之书（2 册）
英文书名：The Book of Space Travel/Boat
作　　者：Jan Van Der Veken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104/ 册
图书开本：280×23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关于船只航运及宇宙飞船和太空旅行的原始轶事和有趣的知
识！书中充满了令人震撼的插图！船是如何漂浮的？加加林
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仅花了 108 分钟？让我们一起学习航运
知识，探索太空旅行吧！系列 2册分别为：《船只之书》《太
空旅行之书》。

中文书名：超级疯狂人体书（4 册）
英文书名：The Big Bonkers Body Book
作　　者：John Farndon，Alan Rowe
原出版社：Hungry Tomato
图书页码：24/ 册
图书开本：270x210 mm
出版日期：2022

本书由获奖作家 John Farndon 撰写。振作起来，恶心的内
脏、活着。准备好了解人体的所有知识吧，从肌肉和骨骼，
到放屁和呕吐。在这套揭示你皮肤下奥秘的问答书中，每个
恶心的问题都有答案。系列 4 册分别为：《你的身体如何维
持运转呢？》《你的大脑如何工作？》《内脏里有什么？》
《肌肉是如何运动的？》。

中文书名：大脑的有趣知识
英文书名：In Your Head! Intriguing Facts About the Brain
作　　者：Anna Hansson
原出版社：A45
图书页码：60
图书开本：242×201 mm
出版日期：2022

你知道吗，无论在你清醒还是睡觉的时候，你的大脑都控制
着与你和你的身体有关的一切！大脑确保你的血液在体内循
环，确保你消化食物，确保你能够呼吸。本书不仅详细介绍
了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大脑，还包括我们的感官和其他器官、
骨骼、头发、肌肉等等，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大脑及其许多功
能相联系的。

中文书名：酷酷的机器（3 册）
英文书名：Cool Machines
作　　者：Line Halsnes
原出版社：CD
图书页码：56
图书开本：210×297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2021 挪威畅销书！看！好酷的机器！翻斗车和拖拉机、挖
掘机和收割机等等。本书展示了大型工作车辆和机器的原貌
以及工作原理，一起来看看吧！第二册 Cool Dinosaurs 及
第三册 Cool Emergency Vehicles 即将出版。

中文书名：我的探索发现（4 册）
英文书名：I Explore
原出版社：Fleuru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20×260 mm
出版日期：2022

通过有关各种主题的问题和大型插图，以游戏的方式发现世
界 ! 每一个偶数页都会有一位富有幽默感的趣味人物提供额
外信息！系列 4 册分别为 :《身体篇》《恐龙篇》《太空篇》
《中世纪篇》。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2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3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6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00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28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33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91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14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34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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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一口吃掉的便利商店科学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44
图书开本：135×200 mm
出版日期：2022

在便利商店各式各样的东西里遇到有趣的科学知识！微波炉
让天文学家们吃了不少苦头？把舌头贴在干电池上，就能尝
到世界上最苦的滋味？便利商店里销售的物品背后有着日常
生活中虽无法察觉，但却与我们的生活深度相连的科学技术、
生态、历史等多种故事。本书以便利商店这一空间为媒介，
介绍了各式各样的饮食和生活用品，以及使便利商店得以运
转的事物科学原理。

中文书名：Quiz 系列（3 册）
作　　者：Yang Seo-Yun, Lee Kyoungseok
原出版社：May-GF
图书页码：76/ 册
图书开本：190×235 mm
出版日期：2018-2021

通过有趣的小测验及幽默的插图了解重要的话题，学会与其
他生物和平共处。系列每册都包含 15 个小测验，快来回答
这些问题，快速增长知识储备吧！系列 3册分别为：《微尘！
外星人提问，地球人回答》《转基因！想象达人提问，儿童
回答》《有害物质！微生物提问，儿童回答》。

中文书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2 册）
作　　者：Mr.Sun 语学研究所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92/ 册
图书开本：190×260 mm
出版日期：2022

细胞是什么，主要做什么工作？与敌人战斗的免疫细胞是用
什么方法来护住我们的身体的呢？当孩子们在阅读这本书
时 , 会感受到生命的可贵。透过此书你将发现人类和微生物
的相似性，并培养积极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系列第二册预
计 2022 年年底前出版，主题为细菌与病毒！

中文书名：聪明孩子的信息图表课
英文书名：Show and Tell! Great Graphs and Smart Charts
作　　者：Stuart Murphy 等
原出版社：A18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79x215 mm
出版日期：2022

通过分析我们周围的世界，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视觉敏锐
度！书中的信息图表真正把 STEAM（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和数学）结合在一起。想要在自助餐厅找到最受欢迎的
餐点吗？想知道谁是你家里打嗝最多的人吗？了解什么是线
状图、柱状图、饼状图和象形图，并学会使用它们来展示数据。

中文书名：快快好起来（6 册）
英文书名：Get Better Soon
作　　者：Anita Ganeri, Beatriz Castr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36×195 mm
出版日期：2023

经执业医生和公共卫生医学专家审核，本书将以一种简单易
懂的方式讲解几种常见的儿童疾病，每册通过一个人物角色
经历疾病和康复的故事解释孩子们患病后的感受、症状和反
应。系列 6 册分别为：《感冒》《肚子疼》《水痘》《耳朵
感染》《扁桃体炎》《头上长虱子》。

中文书名：大脑的力量
英文书名：Brain Power
作　　者：Ranj Singh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16×153 mm
出版日期：2022

在本书中，你会发现如何训练你的大脑以帮助自己成为最好
的自己；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技能比其他技能更容易上手；
为什么我们会有某些情绪，以及如何管理这些复杂的情绪；
如何让你的大脑保持在最佳学习状态；为什么照顾好你的大
脑是快乐成长的关键等等。

中文书名：真相侦探
英文书名：The Truth Detective
作　　者：Tim Harford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16×153 mm
出版日期：2023-03

著名经济学大师、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畅销书作者 Tim 
Harford 专为儿童创作。数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本书以趣味的方式对统计数据进行了介绍，列举了 10 条简
单规则，通过数字来理解世界，帮助孩子们学会批判性地看
待世界。

中文书名：不要惊慌这是青春期（2 册）
英文书名：Don't Panic It's Puberty!
作　　者：Anna Claybourne, Jennifer Naalchiga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250×190 mm
出版日期：2023-07

以有趣的方式展示孩子们在青春期会经历的生理与心理上的
挑战，以积极的文字鼓励孩子们学会自我接纳，通过更健康
的方式迎接青春期的到来。内容经过医学专家审定，系列共
2册：《男孩的青春期成长手册》《女孩的青春期成长手册》。

中文书名：你怎么看？
英文书名：What Do You Think?
作　　者：Matthew Syed, Ashwin Chack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216×153 mm
出版日期：2022

畅销书作者 Matthew Syed 新作，将自己在新闻和思维工作
方面的丰富经验引入，引导年轻读者在这个日益矛盾的世界
里进行批判性思考，学会更加理性、友好地沟通。从内卷压
力到假新闻，本书将向小读者展示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想法，
个人的观点是如何形成和改变的，还提供了必要的技能建议，
帮助小读者学会更好的辩论及沟通技巧。

中文书名：成长
英文书名：Growing Up
作　　者：Rachel Greener, Clare Owen
原出版社：P115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70×132 mm
出版日期：2023

通俗易懂的青春期指南，帮助孩子们了解从孩子过渡到成年
人这一时期会发生什么。本书涵盖了从性别认同到生理变化
（如开始来月经或梦遗）的所有内容，还包含了关于友谊和
情感健康、尊重人与人的边界以及网络安全的章节。同作者
作品《生儿育女：家庭起源全指南》。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2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32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47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91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3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24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1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9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1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5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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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边笑边学（4 册）
英文书名：Little Laugh & Learn
作　　者：Judy S. Freedman, M.S.W. 等
原出版社：A03
图书页码：84-88/ 册
图书开本：203×159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本系列用轻松幽默的语调，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掌握更多人际关系技能。还会帮助小读者了解伤害性的调侃
是什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应对；如何寻找朋友、交朋友，
以及如何做一个好朋友等；还教小读者学会设定目标、战胜
挑战、培养韧性，并相信自己。系列 4册分别为：《化解调侃》
《交朋友，做朋友》《耶！你输了！》《为什么要有规则》。

中文书名：事实还是假象（10 册）
英文书名：Fact or Fake
作　　者：Alex Woolf, Izzi Howell 等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181×129 mm
出版日期：2022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版权已售！我们生活的世界充
斥着各种假新闻，本系列旨在鼓励孩子们质疑常见的所谓“常
识”，研究事实，找出什么是真相。采用精美的双色设计，
系列 10 册分别为：《人体》《科学》《历史》《太空》《动
物》《地球》《恐龙》《运动》《发明》《生存技能》。

中文书名：不思议宇宙日记
英文书名：The Cosmic Diary of Our Incredible Universe
作　　者：Tim Peake, Max Rambaldi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215×165 mm
出版日期：2022

首位访问国际空间站的欧洲航天局英国宇航员、畅销书作家
Tim Peake 创作。本书将带领孩子们进行一次惊心动魄的冒
险，帮助孩子们了解宇宙的形成，将复杂的主题通过幽默的
方式呈现，满足孩子们对太空、宇宙以及我们所处的位置的
想象。

中文书名：太阳系的配方
英文书名：Recipe for a Solar System
作　　者：Raman Prinia, Kristina Kister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图书开本：284×216 mm
出版日期：2023-09

国际获奖作家、天体物理学教授创作。以 " 烹饪书 " 的形式
介绍天体科学，在这里，宇宙的原料就是星尘，而烤箱就是
太阳。以趣味十足的方式展示太阳系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形
成的不同成分。

中文书名：可视化时间线（4 册）
英文书名：Visual Timelines
作　　者：Anne Rooney, Violet Tobacco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280×225 mm
出版日期：2023-2024

英国皇家青少年图书奖入围作家、学校图书馆协会信息图书
奖获奖作家创作。本系列将带领小读者进行一场穿越时空之
旅，通过清晰明了的时间轴了解历史、科学、地理的发展。
系列共 4册：《世界历史》《太空》《科学》《地球上的生命》。

中文书名：好奇儿童的精彩事实（3 册）
英文书名：Awesome Facts For Curious Kids
作　　者：Steve Martin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3-03

本系列信息丰富，涵盖了 250 多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涉及
一系列有趣的主题：从太空和科学到恐龙和迷你野兽；从史
前动物和古罗马人到奇怪的发明和美食等。每个事实都配有
搞笑的插图，让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阅读。系
列 3 册分别为：《给 6 岁好奇儿童的精彩事实》《给 7 岁
好奇儿童的精彩事实》《给 8 岁好奇儿童的精彩事实》。

中文书名：密室逃脱冒险（2 册）
英文书名：Escape Room Adventure
作　　者：Alex Woolf, Sian James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64/ 册
图书开本：280×225 mm
出版日期：2023-05

一套设计巧妙的谜题书，将密室逃脱元素与解谜游戏完美结
合。系列共 2 册：《猎杀 9 号特工》《夏洛克的要案》，系
列每册都有一个侦探故事设定，你需要利用自己的观察力、
横向思维和逻辑能力来搜寻线索，解开谜团，完成各项任务。

中文书名：探索和实践！ (20 册 )
英文书名：Discover and Do!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2/ 册
图书开本：265×210 mm
出版日期：2021

本系列每册包含 10 个简单易操作的小实验，通过充满创意
的手工活动帮助小读者学习各种知识。系列共 20 册，分为
历史篇（6 册）：盎格鲁·萨克逊、埃及、古希腊、罗马、都
铎、维京；地理篇（6 册）：照顾我们的地球、地图、山脉、
河流、海边、天气；科学篇（8 册）：动物、电、人体、力、
材料、光、植物、声音。

中文书名：极智活动书（4 册）
英文书名：The Super Smart Activity Book
作　　者：Lisa Regan, Ivy Finnegan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60×23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本系列将益智游戏与科普知识相结合，带领小朋友们探索太
空、地球、海洋和人体，在玩耍中消化科学知识。书中收录
了各种经典益智游戏：迷宫、找不同、连点成画、涂色等等，
旨在帮助小朋友远离电子屏幕，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感知能力等。

中文书名：世界活动书（4 册）
英文书名：Wild World Activity Book
作　　者：Gemma Barder, Jenny wren
原出版社：P68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260×230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本系列将带领小读者踏上一场令人振奋的环游世界的旅程，
游历各大城市，认识各种野生动物，将各种趣味十足的谜题
游戏与百科知识相结合，锻炼小朋友的专注力和思维能力。
系列 4 册分别为：《世界城市活动书》《野外活动书》《太
空活动书》《世界奇鸟活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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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003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321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38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5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29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5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280.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44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613.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58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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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寻宝游戏
英文书名：The Treasure Hunt
作　　者：Leisa Stewart-Sharpe, Gordy Wright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64
图书开本：313×245 mm
出版日期：2023-10

一场互动式的寻宝游戏，以贯穿始终的线索破解互动，记录
了这场环球航行中所有激动人心之处。你在瓶子里发现了一
条信息，它似乎来自海盗船长威廉·基德。他周游世界，试
图偷走那些伟大的历史文物、画作、黄金等，好消息是他留
下了不少线索。让我们跟随他留下的痕迹一起探索吧！记住，
只有破解了密码才能翻页从一个国家到达下一个国家……

中文书名：逃生游戏口袋书（7 册）
英文书名：Pocket Escape Games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25×180 mm
出版日期：2022

以孩子为主角的逻辑游戏口袋书！德语、挪威语、匈牙利语、
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版权已售！开启冒险，发现并探索各
种房间，逃脱困境，侦探笔记本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看到任务
步骤。系列 7册分别为：《1001个把戏》《图坦卡蒙的诅咒》
《世界七大奇迹的秘密》《四风岛》《尤利西斯会加入他的
岛屿吗？》《在大型比赛中失利》《梅林会逃脱他的命运吗？》。

中文书名：秘密乌贼之世界奇观（4 册）
英文书名：Secret Squid Wonders of the World
作　　者：Barry Ablett
原出版社：Hungry Tomato
图书页码：40/ 册
图书开本：290×225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一本探索地球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的搜索和寻找的冒险书。
一起看看世界上著名的奇迹在它们全盛时期的样子吧！小小
的事实揭开了乌贼藏身之处的惊人历史，还有有趣的文物和
著名人物，跟随秘密乌贼的壮观冒险一起去发现吧 !

中文书名：圆圆虫的冒险：多格情绪漫画（3 册）
英文书名：Bumble and Snug 
作　　者：Mark Bradley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60/ 册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1-2023

西班牙、美国版权已售！一套融入情绪管理技巧的趣味漫
画故事，帮助小朋友们在有趣的场景中探索情绪。小怪物
Bumble 和 Snug 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沙滩上发现了一枚
闪闪发亮的钻石。钻石的主人是一群怒气冲冲的海盗，当海
盗追上来后，两人才知道那颗钻石其实是一只愤怒大章鱼的
小夜灯。他们必须齐心协力把小镇从章鱼的触手中拯救出
来……系列 3 册分别为：《圆圆虫与愤怒的海盗》《圆圆虫
与兴奋的独角兽》《圆圆虫与害羞鬼》。

中文书名：露西和纸片海盗
英文书名：Lucy and Paper Pirates
作　　者：Pat Hutchin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96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

国际畅销书作家、《母鸡萝丝去散步》作者 Pat Hutchins
与 2020 年度卡内基奖提名绘者联合创作。一个公主和一群
虚张声势的海盗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公主和骑士还有喷火龙
又有哪些相似呢？可惜他们的故事都被剪掉了！而公主对此
很不高兴。公主露西决定帮助这些角色解决争吵，给他们的
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

中文书名：古希腊和罗马神话（16 册）
英文书名：Ancient Myths Collection
作　　者：Geraldine McCaughrean, Tony Ross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48/ 册
图书开本：130×199 mm

卡内基文学奖、白面包奖获奖作家与英国畅销插画大师联合
创作。自古希腊时期起，各种神话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流传至
今，它将现实生活与幻想交织在一起，汇总了神的故事和英
雄传说，以此种形式解释自然现象，文化变更以及传统的憎
恶和友谊，对西方文化、艺术、文学和语言有着明显而深远
的影响。本系列 16 册在保留原汁原味故事的同时，降低了
语言难度，是一扇非常好的观察和认识古老欧洲文化的窗口。

中文书名：阿加莎小姐 - 阅读和调查（3 册）
英文书名：Miss Agatha–I Read and I Investigate
作　　者： Christine Palluy, Sophie Leullier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50×190 mm
出版日期：2022

全新的系列小说，灵感来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活。让孩
子们在游戏和互动调查中解决谜题！通过这些神秘的故事，
跟随阿加莎小姐开启冒险旅程，沉浸到书中的角色和情节！
系列 3 册分别为：《阿加莎小姐：伦敦迷雾》《阿加莎小姐：
巴黎迷踪》《阿加莎小姐：东方快车上的谜团》。

中文书名：何去何从（3 册）
英文书名：Which Way to Anywhere
作　　者：Cressida Cowell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384/ 册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2-2024

水石童书奖得主、国际畅销书《驯龙高手》作者新作！故事
围绕着一个看似平凡的男孩展开，他来自一个超凡家庭，他
和他的双胞胎妹妹守护着他们家族的秘密。男孩有一个秘密
天赋，他能画出我们世界之外的地图，那里有燃烧的河流，
装甲机器人，黑暗曲折的丛林。作者在这个故事里描绘了魔
法在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并展望了魔法的未来。

中文书名：危机时刻：拯救濒危动物的冒险之旅（4 册）
英文书名：Xtinct! series
作　　者：Ash Stone
原出版社：Hachette Children's Books
图书页码：192/ 册
图书开本：198×129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我们目前正生活在地球第六次大灭绝中，每年有 10 万个物
种灭绝，每 8 个物种中就有一个濒临灭绝。本系列将通过惊
险刺激的冒险故事激励读者帮助拯救濒危物种并对抗动物灭
绝。Jeevan 妈妈的化石实验室发生了一场怪异的事故，很
多已经灭绝的动物竟然复活了！在邪恶的 Barron Fox 抓住
它们之前，Jeevan 和他的朋友们该如何拯救这些动物呢？
系列前两册分别为《霸王龙来袭》《追捕老虎》，后续两册
预计 2023 年出版。

中文书名：郑老师的人类探险报告书（3 册）
作　　者：郑在承 等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165/ 册
图书开本：153×210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自古以来，奥雷星球的科技文明就极为发达。但是！由于从
地球上带来的一个叫做库的生命体，奥雷正处于灭绝的边缘。
为了摆脱灭亡危机，已沉睡许久的库柏勒博物馆长巴达决定
穿越旧时光，去库曾在的地球旅行。一支奥雷探索队向着
300 万年前的地球进发，他们会在那个遥远旧日的地球上遇
到怎么一番场景？系列 3册分别为：《伟大冒险的开始》《偶
遇露西》《奔跑吧，直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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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79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62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91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80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12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36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94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8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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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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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环球神秘冒险（12 册）
英文书名：Mysteries Series
作　　者：Alain Surget, Louis Alloing
原出版社：ABC
图书页码：96/ 册
图书开本：130×180 mm
出版日期：2020-2022

《丁丁历险记》读者们将会爱上的环球旅行冒险系列！系列
12 册为：《苏格兰高地的谜团：颤抖吧，苏格兰！》《苏
格兰高地的谜团：格拉米斯城堡的秘密》《苏格兰高地的谜
团：惊魂尼斯湖》《伦敦的谜团：大英博物馆的小偷》《伦
敦的谜团：戈尔登辛德峰的海盗》《伦敦的谜团：基德船长
的宝藏》《东京迷雾》《西伯利亚铁路的神秘事件》《罗马
谜团》《尼罗河上的谜团》《玛雅之谜》《巴黎迷雾》。

中文书名：儿童漫画经典文学（20 册）
英文书名：MANGA Classic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原出版社：AMO
图书页码：190/ 册
图书开本：165×213 mm
出版日期：2022

世界名著蕴含着超越时间且充满智慧的普世价值。本系列通
过有趣的漫画，帮助小读者走进经典作品。系列 20册为：《绿
山墙的安妮》《长腿爸爸》《汤姆·索亚历险记》《安妮日记》
《小妇人》《秘密花园》《福尔摩斯》《亚森罗宾》《海蒂》
《绿野仙踪》《金银岛》《爱丽丝梦游仙境》《弗兰德斯的
狗》《罗密欧与朱丽叶》《小王子》《白雪女王》《三个火
枪手》《胡桃夹子》《80 天环游世界》《小公主》。

中文书名：马内与神奇时钟（5 册）
英文书名：Mane and the Magic Clock
作　　者：Caty Guzmán Rodrigo
原出版社：P172
图书页码：36/ 册
图书开本：180×225 mm
出版日期：2022

这是一个全新的小说系列，向儿童介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在每个故事中，马内和她的朋友们面临的问
题和冒险都将围绕着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展开，涉及主
要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在魔力钟的帮助下，他们将直面
这些问题，并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提供解决方案。

中文书名：米娅幻想曲（4 册）
英文书名：Mía Fantasía
作　　者：Elisenda Roca，BeTowers
原出版社：P162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50×215 mm
出版日期：2022

本书意大利语、土耳其语版权已售！本系列由国际畅销系列 
Victory 系列的作者 Elisenda Roca 撰写，其作品目前已被
翻译成超 13 种语言。该系列是关于友谊、家庭、女孩的力
量、关爱动物的故事。以奇幻、冒险和悬疑类型为框架，故
事充满幽默感和积极的思考。系列 4册为《奇怪的朋友》《学
校里的怪人》《阁楼上的幽灵》《拯救 Vinyl ！》。

中文书名：培养思考的人文学（22 册）
原出版社：May-BOOK21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10×147 mm
出版日期：2022

孩子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常常问东问西。他们问的内容看起
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其实不是！学习、美、财富等等对这些
主题的提问至关重要。本系列通过有名人物的思想来提供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系列 22 册主题分别为：学习、美、财富、
道德、心理、历史、感情、正义、自由、人生、心理学、平
等、宪法、饮食、大数据、宇宙研发、媒体素质、劳动、气
候危机、神话、烹饪、运动。

中文书名：小学课本科学实验：科学调查（2 册）
作　　者：韩国国立果川科学馆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40-144/ 册
图书开本：188×257 mm
出版日期：2022

用科学实验来抓犯案的犯人 ! 本系列是由韩国国立果川科学
馆的科学老师们，透过亲自实验并编纂的名侦探哈妮的案情
调查日志。哈妮是善于以科学课本中的实验，展开科学调查
并抓捕犯人的侦探。跟着哈妮的故事走，孩子们可以一边在
家中亲自做实验，一边在书中留下实验记录。系列目前出版
了 2 册。

中文书名：在游戏中学习算术 
作　　者：大迫千明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148×210 mm
出版日期：2022

很多孩子在学习数学时难免会遇到困难，因此，为学龄前的
孩子打好数学基础至关重要。本书是一本介绍算术活动的算
术育儿书，能让你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收获乐趣。家长们也
可以透过此书，了解应该如何培养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此
外，还附上亲子可以一起互动的“算数活动”专栏。

中文书名：EBS 创意体验探究生活（8 册）
作　　者：金雄 , 金知娜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76-200/ 册
图书开本：210×297 mm
出版日期：2020-2022

以创意体验活动为主旨的儿童学习漫画。透过亲切的动物角
色、横冲直撞的小插曲，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与专注力；
通过写作、手作、绘画、写报告书等各种活动能够激发孩子
们自学的兴趣。系列 8 册分别为：《吃喝拉撒篇》《动物篇》
《家宅篇》《环境篇》《交通工具篇》《安全篇》《媒体篇》
《服饰篇》。 

中文书名：神秘儿童俱乐部（暂定 5 册）
作　　者：韩正熙，刘在英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192/ 册
图书开本：160×22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以留言的方式像推理一般解答孩子们无厘头的好奇问题！儿
童课本里的专属游乐园！本系列以儿童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好
奇心作为出发点，生动普及与众不同的常识。系列暂计划出
版 5 册：《动物》《我们的身体》《植物》《天气和环境》
《饮食与健康》。

中文书名：你有问题它来答（20 册）
作　　者：苫野一德，小林亚津子 等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28/ 册
图书开本：128×188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系列共 2 辑，每辑 10 册。第一辑部分分册名：《改变未来
的读书方法—为什么要读书？》《你的身体是什么—为什么
它无法随心所欲？》《植物们不可思议的进化—树变成草
是真的吗？》《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为什么有些食物不能食
用？》。第二辑部分分册名：《生命伦理课程—人体改造被
允许到什么程度？》《病毒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科学
能否保持不变—进步？ 不，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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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情绪学习绘本（5 册）
作　　者：猫小小
原出版社：KX
图书页码：44/ 册
图书开本：210×240 mm
出版日期：2022

儿童专属的情绪学习绘本，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情绪管
理！该系列绘本，将引导孩子面对、处理、消化自我情绪，
透过充足互动与温暖回应，适时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孩子的
情绪发展更健康。系列 5 册为：《黑漆漆的生气日》《蹦蹦
的开心庆生会》《小不点与羡慕帽》《小艾的伤心水》《多
多的不害羞练习》。

中文书名：儿童哲学绘本：毛朋友（5 册）
作　　者：陈彦伶
原出版社：XSQ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210×275 mm
出版日期：2022

绘本界超级新星——陈彦伶全新打造儿童哲学绘本 ! 「毛朋
友系列」以「每个角色都是主角」的观点出发，描绘五个个
性截然不同的动物好朋友的生活故事，在探索外在世界的同
时，体会到同侪竞争、自身与他人的差异、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藉由不同的情境，故事轻松诙谐又带有一点启发，让孩子在
阅读的欢乐中，有着不同的感受与体悟。

中文书名：小跳豆幼儿中文识字贴纸游戏书
作　　者：新雅编辑室
原出版社：XYWH
图书页码：32
图书开本：215×280 mm
出版日期：2022

故事式设计 + 多元化的题目，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加强中文
认字、造句、书写等能力！豆豆好友团要来一场中文升级训
练！透过不同的生活情境让豆豆们挑战各种跟中文认字、识
字、配词、造句、字形和部首相关的题目，提升运用中文的
能力！小朋友，快来跟豆豆好友团一起，运用你对汉字的认
识，完成这本活动册里的挑战题吧！

中文书名：孩子的第一套 STEAM 绘游书全 10 册
作　　者：黄健琪 等
原出版社：MMWH
图书页码：512
图书开本：219×258×115 mm
出版日期：2020 

本系列包含 10 册 STEAM 绘游书以及一本亲师手册，十个
题材涉及六大学习主题，以问题导向学习法引导孩子了解问
题解决的模式；提供每本图书的关键能力雷达表，供师长从
孩子的兴趣切入学习，是跨领域学习新体验的最佳文本。

中文书名：成语小剧场套书（全四册）
作　　者：岑澎维，洪国隆
原出版社：GYRB
图书页码：920
图书开本：170×220 mm
出版日期：2017

看童画、读典故，进阶了解不平凡的成语智慧 ! 全套深入了
解 240 个成语，奠基孩子的国语基础，搭好国中国文学习
古文的最佳桥梁！结合漫画剧场概念，每个成语以一幅幽默
童画呈现，轻松记忆没负担：将文字化为幽默图像，一个成
语一幅童画，一看就懂、轻松记忆 !

中文书名：带着五感 一起去散步
作　　者：曹俊彦
原出版社：YSWH
图书页码：40
图书开本：170×230 mm
出版日期：2022

改变看待万物的角度，创造日常生活的美感，和金鼎奖创意
大师曹俊彦一起散步，寻找无所不在的妙点子 ! 不管是走在
大街或是小巷，你是否留意过在马路上、公园里、街道周遭
的花草植物或招牌呢？我们都是天生的观察家，只是渐渐忘
记了感受的能力。透过日常散步，打开感官雷达，寻找生活
中最细微的美。

中文书名：小胖猫（全 7 册）
作　　者：童嘉
原出版社：YL
图书页码：248
图书开本：200×200×60 mm
出版日期：2020

在轻快的故事中，用一种不说教的方式，让大小读者自然感
受小胖猫的「无敌正能量」！图文情节生动逗趣，易引发读
者的共鸣：无论是看似寻常的生活情境，或异想天开的幻想
情节，皆捕捉到小孩与大人间、小孩与同侪间趣味横生的相
处点滴。角色鲜明，设定精准而亲切，造型活泼，表情丰富，
十分贴近孩子的特质。

中文书名：床边故事 365（6 册）
作　　者：管家琪
原出版社：DH
图书页码：300+
图书开本：170×220 mm
出版日期：2022-2023

小学生阅读素养与品格教育最佳故事读本，带孩子们养成终
身阅读的习惯。本套书选材丰富，包括上古神话、民间故事、
《史记》、《三字经》、《西游记》、《水浒传》等，还有
日本民间故事、北欧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
《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以及欧
亨利、莫泊桑、马克·吐温、莎士比亚的作品，柴可夫斯基
芭蕾舞剧等艺术经典，是孩子最好的阅读启蒙。

中文书名：小小牛顿幼儿馆故事绘本（全 20 册）
原出版社：NDCB
图书开本：16 开
出版日期：2019

本系列是华语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原创科普品牌——小牛顿团
队全新打造的又一经典系列，专为学龄前儿童量身定制，能
听、能看、能读、能玩，智慧启迪，相伴成长。“小小牛顿”
希望培养孩子成为“长于用眼观察、乐于用手操作、精于用
脑思考、善于用心感受大自然”的人，希望献给孩子灵活的、
想象的、趣味的内容，而非死记硬背的知识。

中文书名：儿童安全教育（10 册）
作　　者：郑瑾瑜
原出版社：QE
图书页码：32/ 册
出版日期：2018

亲爱的爸妈，请告诉你的宝贝：善良可以坚持，软弱必须要
拿掉。当别人用言语跟态度伤害你，你是最清楚要怎么站稳
立场的人 ，不要让别人的“恶意”伤害自己，而是用这些“恶
意”来“强大自己”。这样，你才会是个让人尊重的温柔战
士。成长自己，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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