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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圖畫故事叢書
Picture Story Books

小白兔送紅蘿蔔
Little Rabbit's Carrot

主題：做個好孩子

頁數：32 頁
尺寸 : 228mm x 254mm

釘裝 : 平裝書

窗前的大眼睛
The Big Eye

主題：學會分析事物，

了解貓眼的特徵

小鴨鴨迷了路
Little Duck's Adventure

主題：選定目標做事，

不可三心兩意

小兔子回來了
The Proud Rabbit

主題：不可看輕別人

小雄雞不想睡覺
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主題：早睡早起

我聽媽媽的話了 
Curious Harry 

主題：聽從媽媽的話 

黑熊大哥 
Rudy Makes Friends 

主題：接納別人

一次奇異的賽跑 
The Animals' Race

主題：尊重大多數

人的意願

小魚嘴唇上的傷口 
主題：聽從父母的話

小貓學本領 
What Sam Learned

主題 : 專心學習

小象的本領
Elephant, the Good Helper 

主題：幫助別人

青蛙只好在田裏唱歌了
主題：不可過分開玩笑

會走路的石頭
主題：再三印證事情，

認識烏龜

★ 第一輯 Series 1

★ 第二輯 Series 2

★ 第三輯

小雁不敢貪玩了
The Gosling that Was 

Left behind 

主題 : 不要貪玩

小熊洗澡 
Teddy Takes a Bath 

主題：做個清潔的孩子，

勇敢面對問題

小鴨鴨找媽媽 
A Duckling Looking for Mum 

主題：不屈不撓的精神

老鷹找朋友
An Old Eagle Looking 

for New Friends

主題：不可傷害別人

打結的鼻子 
主題：順應自己的能力

和長處做事

小鴨鴨肯說話了 
主題：對自己有信心

會飛的猴子 
主題：明白自己的能力，

接受自己的短處

長尾巴不見了
主題：不可得意忘形

做甚麼都慢的小鴨鴨
主題：做事不可慢吞吞

誰在敲門
主題：不可開門給

陌生人

多了一個月亮
主題：對科學的探究精神

小青蛙睡醒了
A Little Frog Wakes up

主題：珍惜友情，

認識青蛙

頑皮的小花狗 
A Naughty Little Puppy 

主題：原諒別人和體會

真摰的友情

小松鼠的財富
The One Hundred Nuts

主題：努力學習，

充實自己

小猴子的木瓜子兒
The Papaya Seed

主題：與人分享

大毛蟲會飛了
The Caterpillar Learned to Fly

主題：認識毛蟲的蛻變

花鳥
A Beautiful Birdie

主題：不可驕傲自滿

「晶晶圖畫故事叢書」由資深幼兒教育家陸趙鈞鴻博士編寫，屢獲殊榮，其中多本圖
書更獲改編成兒童音樂劇，深受小朋友和家長的喜愛。本系列文字優雅，文學性高，
插圖精美，更融入不同的品格培育元素，培養幼兒的價值觀和優良品格。每本圖書設
有「想一想」問題，加強與幼兒互動，提升他們的思考能力。「晶晶圖畫故事叢書」
分為三輯，第一、二輯備有中英文版，大部分均可點讀發聲。

Each book in “Picture Story Books” series contains a fresh story which 
children will enjoy. We use simple sentences, lively words and bright 
pictures that are most attractive to children. The questions of each story  
facilit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develop 
childrens’ thinking ability.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經 典 圖 書 經 典 圖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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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成長繪本系列

本系列針對幼兒成長遇到的問題而編寫，故事貼近幼兒的生
活，讓幼兒可從趣味盎然的繪本故事和角色身上，學習怎樣在
生活中與人相處、積極面對困難，在成長路上建立自信和同理
心，成為既有自信，又能關心別人的好孩子。

頁數：24 頁
尺寸 : 210mm x 210mm

釘裝 : 平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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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系列」共 5 冊，故事有趣，
插圖精美，幫助幼兒思考與人和諧相
處之道，以及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生活故事系列

小林笑了

主題：自我反省、時常歡笑

不喜歡下雨天

主題：處事樂觀、培養積極正面的思想 我的魔術話

主題：有禮貌地向人請教

笑笑畫圖畫

主題：樂於表達創意

一雙有用的手

主題：照顧自己、幫助別人

我的傘子

主題 : 自助、自律和關心別人

「晶晶生活智慧叢書」展現幼兒在生活各方面表現出來的智慧，每冊除故事外，並
設有活動，幫助幼兒了解自己在生活各方面的表現。

晶晶生活智慧叢書

「布布的書系列」全套六冊，畫面色彩明麗、純粹，用筆粗獷、大膽，充滿非洲原
始風情。一個個簡短而幽默風趣的故事，描繪了作為俾格米人 ( 非洲的矮人部落 )
的主角布布不尋常的生活。

布布的書系列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頁數：24 頁
尺寸 : 260mm x 260mm

釘裝 : 平裝書

頁數：20 頁
尺寸 : 217mm x 160mm

釘裝 : 平裝書

頁數：24 至 32 頁
尺寸 : 190mm x 240mm

釘裝 : 平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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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品格教育系列

本系列點讀書由陸趙鈞鴻博士編寫，以孩子聽得懂的「說話」，配合不同風格的插
圖，將聖經故事與孩子日常生活的事物趣味化地表達出來，帶領孩子去認識上帝，
敬愛上帝。

頁數：16 頁
尺寸 : 190mm x 165mm

釘裝 : 平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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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設有有趣的立體

機關及揭頁，你來找

找看吧！

化裝生日會

Costume Birthday Party

主題：感恩的心、

有主見的性格、

認真的態度

騎自行車

Riding a Bike

主題：經一事、長一智

馬戲團

The Circus 

主題：無比的想像力

迷路的小兔子

The Lost Rabbit

主題：以愛心對待別人，

體諒別人，幫助

別人

美田學游泳

Martine Learns Swimming

主題：勇於嘗試的

學習態度

四季

The Four Seasons

主題：認識四季

美田學跳芭蕾舞

Martine's Ballet Lessons

主題：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

農莊生活

On the Farm

主題：增廣見聞、

體會農莊生活

生日會

Birthday Party

主題：感恩、感謝之心

美田的小貓

Martine's Kitten

主題：愛護動物、

關懷別人

晶晶的書系列
( 中文版、英文版 )

美田的書系列
( 中文版、英文版 )

「晶晶的書系列」全套四
冊，以簡單而有趣的故事，
表達出「手」、「腿」、「眼
睛 」、「 耳 朵 」 的 用 途。
插圖豐富優美，書中更設
有活動機關及趣味揭頁，
引發幼兒思考及探索。

「美田的書系列」全套十冊，可作為學習第二語言的優質讀物。主角美田是一個活
潑好動，富有愛心的小女孩。她喜歡和朋友參與不同的活動，又喜歡到處探索。閱
讀美田的故事，讓幼兒進入一個充滿好奇心、趣味和愛的世界。

晶晶的手

晶晶的眼睛

晶晶的腿

晶晶的耳朵

頁數：32 頁
尺寸 : 250mm x 250mm

釘裝 : 精裝書

頁數：20 頁
尺寸 : 200mm x 200mm

釘裝 : 精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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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家庭

內容：關於小朋友的家

庭生活的故事，

認識家裏常見物

品的詞彙

開心校園

內容：關於幼稚園的

故事，認識在

學校裏常見物

品的詞彙

有趣的農場

內容：關於農場的故

事，認識農場

裏常見的大自

然景物的詞彙

一起上街去

內容：關於小朋友與爸

媽上街的故事，

認識不同商店常

見貨品的詞彙

轉轉寶藏系列

「轉轉寶藏系列」全套四冊活動圖書，每冊
設有輪子機關，誘發幼兒用小手指轉動輪子
去尋找答案，既可培養幼兒的求知慾，又能
鍛煉他們的小肌肉發展。

這部分可轉動，引發幼

兒主動去探索

我會看時鐘

《我會看時鐘》是一本可愛的玩具書。封面的鐘面上設有活動的時針和分針，讓幼
兒把玩；書中可愛的圖畫、淺白的文字，既能幫助幼兒認識時鐘，又能學習到優良
的語文。

頁數：8 頁
尺寸 : 160mm x 165mm

釘裝 : 厚紙板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頁數：6 頁
尺寸 : 185mm x 220mm

釘裝 : 厚紙板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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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馬、長頸鹿、花豹、老虎

內容：透過動物的生活，認識動物的特性

馬、羊、牛、豬

內容：透過動物的親子關係，認識動物的特性

丁丁睡覺了

內容：讓幼兒學會不同的句式及詞語，同時養成良好的睡前習慣

快樂的小貓

內容：以可愛的插圖，

配上活動揭頁，

句式簡單重複，

讓幼兒易於學會不同的句式

動物系列

長頸鹿個子高、脖子長，牠是怎樣喝水的呢？為甚麼肥豬喜歡躺在泥漿裏？為甚麼
牛兒總是搖尾巴？以上問題皆可從「動物系列」中找到答案。「動物系列」一套八
冊，以簡短有趣、琅琅上口的兒歌介紹各種動物的特徵、特別本領和生活習性，適
合幼兒自行閱讀。

全語文圖書系列

「全語文圖書系列」全套兩冊，原著由比利時著名出
版社「ZNU」出版，經已翻譯成多國文字。本社獲授
中文版權，於原有的可愛插圖上，配以淺易而優美的
句子，讓幼兒在重複地聽、講和應用的過程中，加強
語文能力。

頁數：8 頁
尺寸 : 194mm x 194mm/      

192mm x 194mm
釘裝 : 厚紙板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頁數：10 頁
尺寸 : 180mm x 180mm

釘裝 : 厚紙板書

頁數：10 頁
尺寸 : 161mm x 236mm

釘裝 : 厚紙板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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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兒童詩系列

「圖畫兒童詩系列」全套十冊，作者陸趙鈞鴻博士以清新的詩歌寫出幼兒看、聽、
想、說的事物。幼兒的童心加上豐富的想像力，構成兒童詩的內在美；活潑的形式
加上淺白的文字，構成兒童詩的外在美。這些清新的兒童詩，不但能引起幼兒的共
鳴，更能讓他們領略文字的優美 。

★ 運用電子點讀筆輕觸文字，可聆聽優美的兒童詩

★ 兒童詩的文字簡短精煉，為幼兒學

習造句和重組句子打好基礎

★ 以童趣的圖畫演繹兒童

詩的內容，容易理解

頁數：20 頁
尺寸 : 190mm x 190mm

釘裝 : 平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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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傻氣又帶點淘氣的小糊塗，自從在經典兒童雜誌
《晶晶樂園》被幼兒廣為認識後，深受幼兒歡迎，為此本
社以漫畫形式，精心創作一連串的小糊塗故事，為幼兒帶
來更多歡樂。

小糊塗漫畫 1

故事：「小糊塗釣魚」、「小糊塗畫圖畫」、「小糊塗吃冰淇淋」和「小糊塗的雨衣」

小糊塗漫畫

我的日記

《我的日記》收錄了十五篇「晶晶日記」，以淺白易懂的句子配上四格圖畫，記錄
晶晶的生活片段。書中更附有記事本，鼓勵小讀者效法晶晶，把自己美好生活片段
記錄下來，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我的日記》。

頁數：96 頁
尺寸 : 207mm x 157mm

釘裝 : 精裝書

頁數：32 頁
尺寸 : 231mm x 254mm

釘裝 : 平裝書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可配合的學習範疇

English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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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their five senses, the series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children to read and enjoy.

幼兒可透過此厚紙板書系列享受閱讀的樂趣，
並加強五感的發展。

Board Book

I Can
• Turn model teeth to practice brushing 

teeth
• Pop up book with cleaning tools
• Help children learn to wash/clean up

Happy Family
• Big flap in every double page to 

arouse children’s curiosity
• Nurture a happy family life
• Added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My Red Hat
• Learn the names of common clothes
• Added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In the Park
• Some illustrations are made of fabric textures
• Introduce common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park

Ride with Me
• Contain holes and fabric 

textures in every page
• Learn the names of 

common transportation

My Birthday Story
• Contain holes or flaps in every 

double page
• Introduce birthday party items 

and enjoy happy t ime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Size: 187mm x 265mm
4 pages board book

Size: 187mm x 265mm
4 pages board book

Size: 168mm x 187mm
10 pages board book

Size: 168mm x 187mm
10 pages board book

Size: 168mm x 187mm
10 pages board bookSize: 168mm x 187mm

10 pages board book

Board BookBoard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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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Goes to School & Bobby Goes to School
• Lives of Crystal and Bobby are relatable 
• A lovely doll is attached
• Boy and girl versions are both available 

Good Morning, Bobby
• Teach morning and night 

greetings
• Big flaps on both sides for 

children to read and learn
• Long strips enhance children’s 

fine motor skills

Food I Like
• Learn names of various food 
• Different textures to enhance 

chi ldren’s f ine motor ski l ls 
Enhance children’s creativity 
with "Sandwich making" game 

Colours: Red, Yellow, Green, Blue
• Introduce 4 basic colours with fun items 
• With interactive details

Love My Pets
• 3D scenes to attract children’s attention
• Doll and animal-related accessories are attached
• Activities like tear-and-stick, lift-the-flap to train 

little fingers

A day with Bobby
• Relate to Bobby’s daily routine
• Enlarge children’s vocabulary through reading the story
• Various textures to develop children’s sensory abilities

Cloth books are designed to help children develop their sense of 
touch. The interactive details and colourful illustrations will stimulate 
children’s interest to read.

設計布書的主要目的是加強幼兒的觸覺。書中設有不同的操作遊戲，配以形象鮮明的插
圖，有效提升幼兒對閱讀的興趣。

Cloth Book

Size: 190mm x 190mm

Size: 190mm x 175mm 

Size: 175mm x 170mm 

Size: 195mm x 200mm

Size: 180mm x 180mm 

Size: 190mm x 1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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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by/Crystal's  Collection of Nursery Rhymes

Children can listen to the 
rhymes,  and record and 
listen to what they say 

• Classic nursery rhymes for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enjoy
• Bright and cute illustrations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nursery rhymes

Classic nursery rhymes with Bobby and Crystal.     
A  natura l  rhythm is  e f fect ive  in  promot ing 
language and literacy skills.

揉合經典童謠及晶晶教育出版社的經典角色：            
寶寶 (Bobby) 和晶晶 (Crystal)。童謠的韻律和節奏
有效幫助幼兒掌握語言的節奏感和讀寫能力。

A vivid image of the nursery rhymes 
for easier understanding

Full names of various body parts

•  Introduction to everyday life concepts

• Imaginative illustrations

Size: 228mm x 215mm, 24 pages, soft cover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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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and Learn is a music book series that enables 
children to learn English as they sing the songs.

Sing and Learn 這系列歌書不但能讓幼兒跟隨音樂節奏詠唱，同時也是學習英語的上佳
語言學習材料。

Children can listen to the song and 
record their own song

Book 5 and 6 come with a workbook to practice writing skills

Learn about animal-related
vocabulary with simple sentences

Teach manners (e.g how to greet people)

Progressive level of difficulty: children gradually learn 
to make simple sentences and express themselves

Sing and Learn

Size: 216mm x 228mm, softcover book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Book

Book
1- 4

Book
5 - 6

CD VCD Workbook Big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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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ABC (3 ) - (6 )  come 
with a workbook for 
writing practice

Show new words with 
colourful illustrations

Introduce simple sentences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Recording function

Learn words that begin with the 
same letters

CD CD-ROMBOOK Workbook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ing learners of ABC.

ABC 系列為幼兒介紹基本的 26 個英文字母。

●  Letters A to Z
●  Words start with the letters introduced
●  Fun illustrations
●  Simple sentences

Size: 216mm x 228mm, softcover book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Book
1- 2

Book
3 - 4

Book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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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with ABCs

Use “elephant” to show words starting with the letter “E”

• A-Z with beautiful illustrations

• Mini games included to arouse children’s interest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 Rhyming poems help children learn new words and remember the story
•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added

Fun with ABCs belongs to “Simple English 
Series”, an introduction of A-Z to children 
a g ed  2 -4 ,  w i t h  b r i g h t  a nd  c hee r f u l 
illustrations. It helps children learn the 
English alphabet and new words.

Fun with ABCs 是給 2-4 歲的幼兒介紹英文字母 A-Z
的教材，利用精美可愛的插畫，深化幼兒對英文字母
的理解，增加他們的詞彙量。

Size: 227mm x 215mm, 53 pages, soft cover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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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Alphabet

•  With interesting mini games and big flaps to arouse interest

• Focus on phonem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beginning and ending sounds

• Each comes with a workbook to enhance children’s writing skills

Children can learn more words that begin 
with the same letter

Amazing A lphabet ,  part  of  the “S imple  Eng l ish 
Series”, is for children aged 4-6. It teaches alphabet 
and phonics by introducing new words along with 
practice and mini games.

同屬 Simple English 系列的 Amazing Alphabet 能鞏固 4-6 歲的小
朋友對字母的認識，透過書中的練習和遊戲，增加他們的詞彙量。

Size: 228mm x 215mm, 24 pages, soft cover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Children find words that end 
with “g”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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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Readers
Introduce different 
habits in various cultures,  
emphasize racial harmony

Recording 
function

Develop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 
(e.g introduce proper hygiene)

Crystal Readers series uses simple English to introduc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nteresting topics. With “touch-and-listen” 
function, children can learn to pronounce each word easily.

Crystal Readers 以顯淺的英文向幼兒介紹不同的文化和有趣的內容，加上點讀功能，
幼兒可以輕鬆愉快地學習生字的發音。

Hong Kong-related content (e.g transportation)

Size: 150mm x 220mm, soft cover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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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Readers 大書設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可讓幼兒自學或和家長進行互動。

Crystal Readers Big Book Size: 297mm x 410mm, soft cover

Crystal Readers Big Book is made for parent and children to play and 
learn together. It has a lot of interesting features for self-learning 
and stimul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ren.

Series A Series B Series C Series D Series E Series F

36

Readers

37

Readers



•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included for reinforcement

• Catchy music is included. Children 
can listen to the song by using 
E-Pen and sing along

Children will use different 
adjectives to describe 
features of the dinosaurs

• Simple language and bright 
illustrations are used 

• Learn how to make 
sentences in simple 
English

• Use cute characters 
to create stories that  
children can relate

Rainbow Cartoons
Rainbows Cartoons use the same characters from Rainbow Series 
and create short stories based on interesting topics from everyday life.

Rainbows Cartoons 承襲了 Rainbow 雜誌系列裏的角色，創作了短小有趣的故事，內容
圍繞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或他們感興趣的題材。

Size: 150mm x 250mm, 12 pages, soft cover, 18 books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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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oks are written 
using age-appropriate 
language and resources

• Learning and sharing important qualities like 
love, hope, thankfulness and happiness

Christian Books for Children
Christian Books for Children are designed to introduce Bible stories 
and positive attitudes to children who are new to Christianity. 

宗教故事系列用顯淺的英文編寫，在聖經故事中融入正向價值觀，讓幼兒在初次接

觸聖經之餘，培養良好的品德。

Size: 190mm x 190mm, 20pages, soft cover
Touch and listen functions included

• Lovely graphics and illustrations to 
inspire budding readers

• New theme songs and traditional 
Christian songs to engage children 
in reading and singing

• Each book includes a simple 
Bible verse

• The E-pen enables children to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learn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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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Activity Book Series is designed for DN - K3 students to learn through 
play. There are 10 books in total,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different daily 
topics while playing with the games and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Fun Activity Book 是一套寓學習於遊戲、適合 DN 至 K3 幼兒的遊戲書，一共 10 本，
圍繞 10 大生活主題編寫，幼兒可以透過多元化的趣味遊戲和聽故事，學習到各種生活
知識，提升英語聆聽和閱讀能力，同時訓練小肌肉的發展。

Size: 210mm x 297mm, 16 pages, soft cover book

Fun Activity Book Series

Children can listen to the 
stories about Max and 
Gary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on different pages 
of the activity books

Fun and diversfied activities such as mazes, sticker, matching and 
handicrafts ar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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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現今幼兒的發展需要，本社特別按教育局 2017 年《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設計最新的幼稚園教材，通過生活化的主題故事，綜合語文、幼兒數學、大自然與
生活、體能、藝術等不同範疇的學習內容，啟發幼兒多元智能，為幼兒創造在樂趣
中學習的愉快童年。

教材簡介

《小晶晶》

系列

基礎概念
+

識數字

教學資源配套：
大圖卡、手偶

《寶寶的書》

系列

主題書
+

節日書

教學資源配套：
大書、手偶、

娃娃

教學資源配套：
寫字練習冊、
普通話教材光碟、
數學教具、
藝術材料包

幼兒識字
普通話、數學、
藝術及音樂教材、
暑期記趣

輔助教材

節期書 不同節日的繪本 教學資源配套：
大圖卡

《愛心歡樂伴成長》

系列
主題書 活動冊

教學資源配套：
教學資源手冊、
大圖卡、字卡

幼兒班 ( K1 )、低班 ( K2 )、高班 ( K3 ) 教材

幼兒小組班 ( DN 班 ) 教材

（DN - K3）

45

主題綜合學習套 (DN-K3)



( 全 12 本 )

《寶寶的書》系列

跟寶寶一起認識生活事物

一邊豐富詞庫

一邊學習各種好習慣

以幼兒生活中常接觸的內容為主題

10 個不同的生活主題，加上 2 本節日書，

讓幼兒從熟悉的事物培養閱讀興趣。

給家長的話指出教育重點
讓家長更了解幼兒的身心發展情況，

明白怎樣協助小朋友健康成長。

親子共話帶領幼兒學習
為家長提供簡單故事和引導孩子思考的啟發

性問題，提升幼兒的思考和表達能力。

通過兒歌加強語言能力
運用書中點讀功能，反覆練習聽和讀兒歌，

提升說話能力。

增加詞彙量
精美插圖加上簡單短句，

幫助孩子認識事物名稱，

豐富幼兒詞庫。

頁數：10 頁
尺寸 : 167mm x 157mm

釘裝 : 厚紙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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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大書及大圖卡，讓老師和家長在講述故事

時吸引幼兒注意，幼兒亦更容易觀察圖畫。

《寶寶的書》

  大書及大圖卡系列
主角手偶製作精美，有助老師和家長更生動地演繹故事，也可讓幼兒參與角色扮演，訓練會話能力。

主角寶寶和安安的大洋娃娃跟幼兒身高相若，不但可以成為陪伴幼兒學

習的好夥伴，也可以透過照顧娃娃、替娃娃換衣服等活動，鍛煉幼兒的

自理能力。

寶寶成員手偶 (5 個 )

主角娃娃

寶寶

寶寶

爸爸 媽媽 老師
安安

安安

頁數：10 頁
尺寸 : 288mm x 288mm

釘裝 : 平裝書

尺寸 : 315mm x 480mm

大書

大圖卡

尺寸：約 35cm x 24cm

尺寸：約 72cm x 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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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晶晶比一比 》（全 2 本）

「說一說」提高說話能力
 透過跟讀內容，強化對概念的認知，提高說話能力

「進一步比一比和說一說」引導幼兒從觀察中學習
 鼓勵幼兒觀察圖畫，培養觀察力、分析能力和說話能力

《 小晶晶識數字 》（全 3 本）

觀察有趣插圖，認識數字和數量

以兒歌提升語言能力

認識量詞

以生活場景引起共鳴

頁數：10 頁
尺寸 : 167mm x 157mm

釘裝 : 厚紙板書

頁數：10 頁
尺寸 : 225mm x 195mm

釘裝 : 厚紙板書

 和小晶晶一起在生活中認識「大和小」及「相同」

厚紙板書加上書角的圓角設計，方便幼兒翻閱

《 小晶晶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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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晶晶 》系列大圖卡

小晶晶識數字

小晶晶比一比 —— 大和小

全套 35 張，可配合《小晶晶比一比》和

《小晶晶識數字》，方便幼兒觀察圖畫。

以《小晶晶》系列主角晶晶和迪迪

的大娃娃配合教學活動，提高上課

趣味。

主角娃娃

小晶晶比一比 —— 相同
尺寸 : 315mm x 480mm

尺寸：約 72cm x 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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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歡樂伴成長》

  主題書系列（各級 10 冊）

★ 與幼兒生活息息相關的主題學習

以主題故事方式設計，涵蓋幼稚園、認識自己、家庭、四季、動物、交通等 10 個生活化的學習主題。

★ 體現〈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結合「體能與健康」、「語文」、「幼兒數學」、「大自然與生活」、 「個人與群體」、「藝術與創意」

各學習範疇的內容。

★ 螺旋式組織

幼兒班、低班和高班三級的內容以螺旋式組織，環環相扣，鞏固幼兒所學。

啟發愛心與知識 發揮幼兒潛能 

1. 學校生活真快樂

2. 我很快樂

3. 我的家真快樂

4. 秋天天氣涼

5. 冬天天氣冷

1. 春天真美麗

2. 我喜愛的動物

3. 我會感謝

4. 交通安全最重要

5. 夏天真好玩

1. 我愛上學去

2. 我天天進步

3. 溫暖的家

4. 秋天來到了

5. 冬天來到了

1. 春天來到了

2. 動物真可愛

3. 謝謝你

4. 我愛坐車

5. 夏天來到了

1. 遊戲·學習真有趣

2. 我們都是有本領的孩子

3. 我愛我的家

4. 涼快的秋天

5. 寒冷的冬天

1. 溫暖的春天

2. 我愛護動物

3. 我會感恩

4. 海陸空的交通

5. 炎熱的夏天

學期      幼兒班 (K1)        低班 (K2)              高班 (K3)

上學期

下學期

幼兒班 (K1)

低班 (K2)

高班 (K3)

尺寸 : 190mm x 230mm
釘裝 : 平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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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詞語

有趣兒歌
故事啟發性問題

學習句子

《愛心歡樂伴成長》主題書版面特色

生字

二維碼對應內容

六大範疇 八大智能

找找看 / 試試看

藝術欣賞

小資訊、親子小活動 優雅的口語

「大自然與生活」小活動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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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趣味練習

重點複習所學知識

活動冊 ( 各級 2 冊 )

配合主題書，提供多元
化且富趣味的練習

附點讀功能，方便聆聽
題目，輕鬆解題

鞏固數學邏輯和不同
概念，提升語文能力

頁數：40 頁
尺寸 : 190mm x 260mm

釘裝 : 平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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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配套

課本活動

延伸活動

教學資源手冊
每本主題書配備一本「教學資源手冊」，內容包括教學大綱、活動目標和豐富的活動建議，

方便老師參考備課。

教學活動 1 + 2
每個課本活動都會輔以 2 個延伸活動，有效達至多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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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配套

兒歌海報
各級主題書配備一系列兒歌海報，附有點讀功能，

方便幼兒跟讀、認字，提升語文能力。

大圖卡
每本主題書均備有大圖卡，方便老師在上課時

講述故事，吸引幼兒注意。

尺寸 : 420mm x 594mm 尺寸 : 320mm x 450mm

62 63

K1-K3 教材 K1-K3 教材



節期書系列（共 35 冊）

幼兒班 故事及兒歌

多角度認識不同的節日
與文化知識

在幼兒班階段，小朋友會認識不同

節日的應節活動，而在低班、高班

階段，則會從「生活故事記趣」、

「遊記」、「愛探索」這三方面，

深度認識節日的文化，從中學習科

普知識。

趣味繪本故事，培養幼兒良好品德

以晶晶為主角的一系列繪本節日故事，貼近幼兒的視點和生活，讓小朋友從趣味閱讀中學習良好品德。

低班、高班

晶晶愛探索

小資訊

尺寸 : 190mm x 230mm
釘裝 : 平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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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精美

低班、高班
晶晶的生活記趣

低班、高班
晶晶遊記

  節日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中秋節    晶晶過中秋節           晶晶做月餅           太空的奧祕

重陽節    晶晶過重陽節          晶晶登高去           石頭的奧祕

國慶節    晶晶過國慶節          晶晶看升旗禮           晶晶中華遊

聖誕節    晶晶過聖誕節          晶晶遇上聖誕老人        晶晶聖誕表演

元旦    晶晶過元旦          晶晶慶祝元旦         晶晶的元旦日記

農曆新年    晶晶過農曆新年          晶晶去拜年           晶晶的紅封包

清明節    晶晶過清明節          晶晶愛大自然           晶晶春遊

兒童節    晶晶過兒童節          我們都是快樂的兒童      大家一起唱童謠

復活節    晶晶過復活節          晶晶跨海遊           晶晶的復活蛋

母親節      我愛媽媽（晶晶過母親節）      
小時候的爸爸媽媽

          我的媽媽

父親節      我愛爸爸（晶晶過父親節）             我的爸爸

端午節    晶晶過端午節          晶晶的粽子           晶晶划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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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預備認識中文字的第一本書

豐富插圖配合筆畫

簡單的中文字

附點讀功能，方便幼兒

聆聽、認讀生字

讓幼兒容易辨認字形、

了解字義

《幼兒識字》 《聽聽說說學普通話》

幼兒學習普通話的第一步

附點讀功能，確保學習

準確發音

每課附兒歌一首，

易於琅琅上口

涵蓋幼兒日常最常用

的普通話會話，方便

活學活用

設有「小資訊」欄目，介紹

與主題相關的文化知識

每冊提供一張
教學資源光碟

（全2冊） （全2冊）頁數：32 頁
尺寸 : 190mm x 215mm

釘裝 : 平裝書

頁數：36 頁
尺寸 : 190mm x 260mm

釘裝 : 平裝書

以小遊戲提升學習趣味，

寓學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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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思維數學》

《創思維數學》是專為幼兒班、低班、高班幼兒設計的數學邏輯訓練活動材料，通

過有趣和具啟發性的數學遊戲，貼近幼兒生活經驗的主題和情景，讓幼兒從教具操

作中領悟數理邏輯概念，引導幼兒發掘學習數學的樂趣，幫助他們循序漸進地奠定

數學邏輯的基礎。

配備學生和教師教具盒、活動冊和教師資源手冊等配套

A1 - A8 ( 幼兒班 ) B1 - B8 ( 低班 ) C1 - C8 ( 高班 )

A B C 教具盒 ( 全 3 套 )

活動冊 ( 全 24 冊 )

教具操作及
活動示例

教具盒A（幼兒班）

教具盒A（幼兒班）

教具盒B（低班）

教具盒C（高班）

教具盒B（低班）

教具盒C（高班）

配合活動冊，認識顏色和空間等概念

通過操作綿塊底板和卡牌，

輕鬆認識前後、左右等概念

通過實物操作，

使較複雜和較

難的概念具體

地呈現出來

頁數：24 頁
尺寸 : 190mm x 260mm

釘裝 : 平裝書

幼、低、高班每級一套，配合

活動冊一同使用。

卡牌  ( 3塊 )  膠棒  ( 5支 )

情景卡  ( 2張 )  立方盒  ( 3個 ) 

蠟筆      ( 1盒 ) 

橙色膠塊    ( 4塊 )

識數粒      ( 1盒 )

識數盤及底紙    ( 1套 )

不同形狀的綿塊       ( 各6塊 )

卡牌      ( 1套 ) 蠟筆       ( 1盒 )

房子底板  ( 1套 ) 農田底板  ( 1套 )   

識數粒       ( 1盒 )

識數盤及底紙     ( 1套 )

不同形狀的紅色綿塊   (1 片 5塊 )

不同形狀的黃色綿塊   (1 片 6塊 )

不同形狀的藍色綿塊   (1 片 4塊 )

不同形狀的綠色綿塊   (1 片 8塊 )

卡牌  ( 1套 )  膠棒  ( 8支 )

木立方  ( 1盒 )  蠟筆  ( 1盒 ) 

綿塊底板    ( 1塊 )

識數粒      ( 1盒 )

識數盤及底紙    ( 1套 )

不同形狀的綿塊       ( 各4塊 )

教具

教具

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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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大師》由幼兒教育專家及藝術教育專家精心挑選了 27 件著名的作品，讓幼

兒欣賞和學習他們的藝術手法和創作技巧，從中培養幼兒的美感，讓他們從小接觸

和學習高水平的藝術作品，打下良好而穩固的基礎。

《藝術大師》

星夜版畫  

小房間

小花園

創意藝術包

創意藝術包

創意藝術包

幼兒班
巴伯羅．畢卡索 

《少女的人像》

低班
文生．梵谷 

《星夜》

高班
文生．梵谷 

《梵谷的卧室》

配備「藝術大師材料包」和「創意藝術包」、教學視頻、教學資源手冊等配套

藝術大師材料包搭配創意藝術包，雙劍合璧，培養幼兒成為 小小藝術家

創作示範：幼兒班

各級「藝術大師材料包」和「創意藝術包」配套一覽

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主題

學校 / 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 / 家庭

家庭 / 秋天

秋天 / 冬天

春天 / 動物

動物 /

幫助我們的人

交通

夏天

材料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藝術大師

創意藝術包

DN

保羅 ‧ 克利
《金字塔山》

保羅 ‧ 克利
《花朵》

手花、花束、背包、帽子

K1

巴伯羅 ‧ 畢卡索
《少女的人像》

神奇的鏡子、變變臉

古斯塔夫 ‧ 克林姆
《蘋果樹 II》

蘋果樹賀卡、手提環保袋

亨利 ‧ 馬蒂斯
《木蘭花靜物》

立體花瓶、美麗的花

亨利 ‧ 馬蒂斯
《伊卡洛斯》

迷你餐墊、我的相架

古斯塔夫 ‧ 克林姆
《農夫的花園》

風車、小花傘

亨利 ‧ 馬蒂斯
《玻里尼西亞 ─天空》

水族箱、小鳥書

奧古斯特 ‧ 埃爾班
《Vie No.1》

紙條吊飾、汽車面具

文生 ‧ 梵谷
《向日葵》

小花籃、向日葵吊飾

K2

亨利 ‧ 馬蒂斯
《舞蹈》

舞衣、跳舞的人

巴伯羅 ‧ 畢卡索《丑角》、
保羅 ‧ 克利《環繞著魚》

拓印畫、丑角想一想

古斯塔夫 ‧ 克林姆
《白樺木》

紙簾、圓圓滿滿掛飾

文生 ‧ 梵谷
《星夜》

星夜版畫、萬花筒

胡安 ‧ 米羅
《清晨覺醒》

小撞球、會變的書

胡安 ‧ 米羅
《人與鳥》

怪物雕塑、立體花

彼埃 ‧ 蒙德里安
《特拉法爾加廣場》

衣服變變變、神奇貼紙畫

克洛德 ‧ 莫內
《吉維尼的玫瑰拱門》

對稱畫、蝴蝶對稱畫

K3

胡安 ‧ 米羅
《一羣名人》

小蛋糕、面具

文生 ‧ 梵谷
《梵谷的卧室》

小房間、小花園

亨利 ‧ 盧梭
《玩足球的人》

玩玩球、投球遊戲

胡安 ‧ 米羅
《夜裏的女人和雀鳥》

 
化裝舞會面具、美麗的圍巾

胡安 ‧ 米羅
《系列一：校樣印版》

紙板版畫、版畫

文生 ‧ 梵谷
《夜晚露天咖啡座》

立體商店、立體桌椅

瑪歌 ‧ 索耶
《和諧色彩》

百變娃娃、方形變變變

瓦西里 ‧ 康丁斯基
《在藍色中》

未來城市、旗子

神奇的鏡子

1. 欣賞藝術大師作品

創意藝術包 ( 一 )

創意藝術包 ( 二 )

3. 利用創意藝術包的材料作延伸創作，發揮創意，做出有
趣的立體藝術作品

2. 幼兒利用藝術大
師材料包，拼貼
創作自己的藝術
大師作品

變變臉

萬花筒

水族箱

小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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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班適用——附雷射光碟

低班適用——附雷射光碟

輕快歌曲帶動語言學習

幼兒班適用——附雷射光碟

高班適用——附雷射光碟

幼兒班、低班、高班適用
附雷射光碟

依不同學習階段的程度編排

淺白歌詞配上輕快優美旋律，提升幼兒音樂

感和語文能力

可配合不同主題、季節和節日

《幼小的歌》《我愛唱歌》系列、 頁數：36 頁
尺寸 : 280mm x 222mm

釘裝 : 平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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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寫字三步曲 

      循序漸進輕鬆執筆

《Fun with Dots》

以連線遊戲完成美麗圖畫，
建立幼兒握筆的自信和滿足感

逐步加強手眼協調能力和發展手
部小肌肉，未來寫字更得心應手

《Learning Numbers》

配合幼兒不同學習階段，
鞏固數學概念

逐步學習數字寫法、
順序，強化數算能力

頁數：20 頁
尺寸 : 210mm x 297mm

釘裝 : 平裝書

頁數：24-36 頁
尺寸 : 260mm x 190mm

釘裝 : 平裝書

（全2冊） （全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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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寫字》

由基礎筆畫學起，生字、
詞語、句子逐步掌握

書中重點生字都加上普通話拼音和
英文翻譯，加強兩文三語能力

跟隨手寫紙帖，
掌握正確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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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32-36 頁
尺寸 : 210mm x 297mm

釘裝 : 平裝書

（全10 冊）

寫字練習編排循序漸進



輕鬆一冊 滿載孩子愉快夏日時光

《暑期記趣》系列（全 3 冊）

創意遊戲啟發
孩子創意思維

附精美貼紙，鼓勵
親子互動交流

每冊都包含中、英文
活動，強化幼兒雙語能力

提升幼兒的觀察
和表達能力

保存幼稚園時期
的暑假美好回憶

頁數：32 頁
尺寸 : 210mm x 297mm

釘裝 : 平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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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點讀筆
Electronic Pen (E-pen)
本社推出的電子點讀筆，可配合本社出版的所有點讀書使用。輕觸點讀書的圖畫或
文字，便會自動播放相應的內容（包括︰字詞、句子的正確發音、歌曲和音效）。
幼兒可隨時隨地輕鬆學習或重温內容，提高閱讀興趣。

For books printed with the“Touch-and-Listen”function, children can listen 
to the proper pronunciation, songs or sound effects with our electronic 
pen. Children can use it alone for self-learning.

操作簡易，可隨時隨地使用

User-friendly, easy to operate and always 

available for use

能錄下及播放幼兒朗讀的字句和話語

Record and play what the children say

輕觸點讀書上的圖畫或文字，隨即發聲

Play the contents by touching the graphics or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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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概念均附有故事情景圖，給幼兒填色創作

有助掌握正確執筆方法，寫字輕鬆不費力

10mm

「三角鉛筆」是專為正在學習或剛學會握筆的幼兒而設，
三角形狀加上筆身比一般鉛筆略粗，能幫助幼兒掌握正確
的握筆方式，有利小肌肉活動和手眼協調能力發展，書寫
時更方便和快捷，把寫字變成樂趣。

 電動削鉛筆機
 ( 不包括電池 /AC轉接器，乾濕電兩用 )

 尺寸︰約 8cm( 長 ) x 7cm( 闊 ) x 8cm( 高 )

 ＊適合三角鉛筆及一般鉛筆使用 

<10枝裝 > : 包括 10 枝三角鉛筆及 1個削筆器

<100枝裝 > : 包括 100 枝三角鉛筆

及 10個削筆器

★ 透過有趣的故事圖卡，讓幼
兒輕鬆掌握數學基本概念

★  涵 蓋 10 個 與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關的數學概念：

「 量 」： 重 和 輕、 厚 和 薄、
大和小、長和短、多和少

「空間」：上和下、前和後、
遠和近、裏和外、左和右

★ 適合 3 - 6 歲幼兒使用

幼兒  大概念圖卡10 三角鉛筆(超過200張點讀圖卡)

故事圖卡

故事填色圖卡

點讀故事的重點詞語，可聆聽粵、普、
英三語詞語朗讀

點讀故事文字，可聆聽粵、普雙語故事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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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夾

小白兔送紅蘿蔔精品

記事簿

尺寸：約 27.5cm x 35cm

手偶圍肩故事叢書

一次奇異的賽跑精品

小象的本領精品

小雄雞不想睡覺精品

手偶

布公仔

手偶

故事叢書

故事叢書

故事叢書

本社配合故書主角推出一系列精品，包括製作精美的布公仔和手偶，不但是爸媽
說故事的好幫手，亦可成為陪伴孩子快樂成長的好朋友。

舞台劇DVD

衫袖

舞台劇DVD

尺寸：約 18cm x 2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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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 Rainbow 精品

墊子

手偶

文件夾

涵蓋不同範疇的教

學短片及遊戲工作

紙、中英文字卡、

圖片、教師手冊

等，令老師教學更

輕鬆。

提供 e閱讀、幼兒
體能及美藝創作等

活動，全方位培育

幼兒。

提供英文雜誌及視

訊短片，包括晶晶

老師講故事、科學

實驗短片、兒歌唱

詠、中國名勝新知

等，擴闊幼兒視野。

為家長和老師提供

實用的育兒資訊。

晶晶網上學習平台
Crystal E- Learning Platform

為配合現今幼兒的學習需要，本社推出 晶晶網上學習平台 (Crystal E-Learning 

Platform)，為幼兒、老師和家長提供「教與學寶庫」、「親子學習」、「教育資訊」、

「其他資訊」四大類教學資源，內容豐富，短片、故事、兒歌、遊戲應有盡有，大

大擴闊幼兒的學習領域，促進親子互動，亦令老師教學更加得心應手。

尺寸：約 26cm x 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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