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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清單
編號 雜誌名稱 出版社 發行方式
1 親子天下-小行星幼兒誌 天下遠見出版 月刊

2 未來Family 天下遠見出版 月刊

3 康軒學習雜誌(學前版) 康軒文教出版 半月

4 未來兒童 天下遠見出版 月刊

5 小典藏Artcokids 典藏出版社 月刊

6
小太陽雜誌(1~3歲幼兒)

信誼基金會出版
社

月刊

7
小太陽雜誌(4~7歲幼兒)

信誼基金會出版
社

月刊

8 國語日報週刊 國語日報 周刊



壹、新雜誌簡介



壹、新雜誌簡介-《小行星幼兒誌》

內容以短篇單元方式設計，包括故事
閱讀、詩謠唸唱、動物習性、情緒繪
本、身體奧秘、創意MAKER、世界文
化等，來感受圖文世界的驚喜。

同時涵蓋了教育部訂定「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大綱」調整的六大領域，因
此也非常適合幼兒園做為教材使用



壹、新雜誌簡介-《未來family》

聚焦於學習與教育、家庭與生
活兩大主題，服務家中有5-15

歲孩子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
文中蘊含豐富的名家教育及達
人生活提案內容，提供更實用
的教養策略和豐富的教育趨勢
與視野！



壹、新雜誌簡介- 《康軒學習雜誌學前版》

產品組合：

一年12本讀本＋12本爸媽加油站＋12

本STEAM遊戲書＋2組親子益智桌遊

＋2組科學益智學具＋12期讀本音檔

學前版主題共有四大單元：生活、自然
觀察、語文、品格，能夠給予學齡前孩
子定時定量，且不同面向的閱讀素材，
刺激多元發展的可能性，讓閱讀向下紮
根！



壹、新雜誌簡介-《未來兒童》

內容集合多方面知識，如與文、
數學、歷史、科學實驗等，並配
合精美插圖，可住孩子孩子增長
知識外，亦可建構孩子的美感。
同時也適合親子共讀。網上也特
架設有聲版，提供收聽。



壹、新雜誌簡介-《小典藏》

中文兒童藝術月刊『小典藏
ArtcoKids』，配合九年一貫課程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邀集兒
童美術界、教育界的先進專家諮詢，
針對國小學童設計，融合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及音樂等內容，匯編成一
本讓兒童可以用遊戲的心情閱讀，
體驗人文藝術世界樂趣的雜誌！



壹、新雜誌簡介-《小太陽》1-3歲

有『動動兒歌』、『故事遊戲
屋』、『小雷和波波的生活故
事』、『豆豆和好朋友』和訓
練觀察力與認知概念的『小小
探險家』與『創意遊戲123』等
單元，讓孩子可以看、可以動
手操作，體驗多元的閱讀樂趣。

引領孩子體驗探索學習，累積
豐富的生活經驗。



壹、新雜誌簡介-《小太陽》４-7歲

有多元、生活化的兒歌，讓孩子在
歡唱中，感受中文的韻律與節奏。
有接龍、繞口令、圖像詩等，帶孩
子體驗中文的趣味與美麗。例如：
分格漫畫的家庭生活故事，貼近孩
子的生活經驗與想法。



壹、新雜誌簡介-《國語日報週刊》

提供許多生活實例，陪你觀察生活
周遭，累積豐富字彙；閱讀名家童
話，建立閱讀好習慣；動動手玩遊
戲，訓練邏輯推理力；陪伴讀者享
受精采有趣的歡樂童年！



壹、新雜誌簡介-《康健雜誌》

提供許多生活中健康知識，包含醫
療專業、養生保健與食物營養等知
識，陪你一起保護身體以創造美好
未來！



新書、教具清單

編號 書籍名稱 出版社名稱

1 應用行為分析入門手冊 心理

2 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附光碟)(第二版) 心理

3 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 心理

4 重度、極重度心智障礙者的輔導 心理

5
帶得走的溝通技巧：聽覺障礙學童溝通修補教學策
略手冊 心理

6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心理

7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心理



新書、教具清單

編號 書籍名稱 出版社名稱

8 善用重理解的課程設計法 心理

9 設計優質的課程單元：重理解的設計法指南 心理

10 學習設計-學校專業發展的嶄新藍圖 心理

11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附光碟）（第八版） 心理

12 應用行為分析導論( 障礙教育133) 心理

13 以愛與技巧教導孩子：自閉兒家長與教育人員指南 心理



新書、教具清單

編號 書籍名稱 出版社名稱

14 FUN的教學:圖畫書與語文教學[2010年9月/2版] 心理

15 做.看.聽.說:字閉症兒童社會與溝通技能介入手冊 心理

16
新課綱想說的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理念與發
展[2版/2017年9月] 心理

17 理想的教學點子(一)以重要經驗為中心設計日常計畫 心理

18 理想的教學點子(二) 心理

19 理想的教學點子(三) 心理



新書、教具清單

編號 書籍名稱 出版社名稱

20 理想的教學點子(四) 心理

21 融合可以這樣做:379個學前融合教學政策 心理

22
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我的注意力遊戲書：我的
注意力遊戲書（附光碟）（第二版） 心理

23 一玩就上手：學前兒童口腔動作遊戲活動手冊 心理

24 嬰幼兒手語溝通圖卡 心理



新書、教具清單

編號 書籍名稱 出版社名稱

25 拍案叫答(學習數學中的形狀、數量、顏色) 心理

26 拍案叫答：學習手冊 心理

27 挑三揀四之動動腦、玩組合 心理

28 挑三揀四之動動腦、玩組合：學習手冊 心理



貳、新書、教具簡介



貳、新書簡介- 《應用行為分析手冊》

具體解釋ABA的基本原理以及三
大基礎──前事、行為和後果，也談
及操作制約的學習操作和增強計畫，
以及其他類型的學習。

也討論這些基本原理的實務應用，
並介紹一套系統性的行為評量方法，
和許多常見的行為介入技巧。



貳、新書簡介- 《身心障礙者的正向行為支持》

提供「用愛理解」和「用對方
法」的介入方法，主張了解個
體產生行為問題的原因與功能，
並以正向行為支持介入。本書
第2版延續前面核心概念，探討
如何運用「正向行為支持」介
入身心障礙者的行為問題。



貳、新書簡介- 《特殊教育學生的正向行為支持》

本書說明「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
為問題處理三級預防工作流程
圖」，並詳述其理論背景和實施
方法，其所介紹的執行程序、工
作表單和範例。

亦特別蒐集特殊教育不同階段之
實施案例。



貳、新書簡介- 《重度、極重度心智障礙者的輔導》

全書共分為四篇。

第一篇闡述重度心智障礙者的定義、
學習特質與教育需求。

第二篇說明輔導重度、極重度心智
障礙者的相關有效方法。

第三篇說明個案輔導的準備與流程，
包括輔導前的準備、個案輔導記錄的方
法。

第四篇則從重度、極重度心智障礙
者的三大教育需求，並描述因應之輔導
方法。



貳、新書簡介-《帶得走的溝通技巧》

本書主要結合理論、實務活動
與故事閱讀，旨在培養聽障學
童發展面對溝通中斷時積極修
補對話的能力，是相關聽語療
育者和聽障學童的家長在引導
孩子發展溝通技能的實用參考
工具書！



貳、新書簡介《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什麼是理解？理解和知識有什麼差
別？如何決定某個大概念值得理解？如
何設計嚴謹又吸引人的課程？

作者在此書中回答了上述問題及其
他許多問題。並說明了「逆向設計」的
原理，且更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
「學習遷移任務」概念以及六個理解層
面的課程焦點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貳、新書簡介-《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
冊》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
展實用手冊》，擴展了《重理解
的課程設計》一書所提出的概念。
本手冊是「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bD）工作坊、大學和研究所
課程，以及進一步獨立探究UbD

的指南。在強調深入理解重要概
念之課程及評量設計方面。



貳、新書簡介-《重理解的課程設計法》

全世界教師已經應用「重理解的課
程設計」（UbD），作為設計課程
單元、設計實作評量，以及引導學
生更深入理解課程內容的系統方法。
本書反映了教師從有效實施UbD

所學到的知識，並且於本書中針對
UbD的應用，提出建議、策略、程
序步驟等，以利讀者設計有目的、
一致的課程。



貳、新書簡介-《設計優質的課程單元》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簡稱UbD）是盛行美國教育
界的課程設計方法。強調課程
設計旨在增進學生對重要概念
的真正理解，因此須採用「逆
向設計」方式，先分析課程單
元的目標，其次發展對應目標
的評量策略，最後才是設計教
學活動。



貳、新書簡介-《學習設計-學校專業發展的嶄新藍
圖》

以學校教學的實務議題與真實風貌
為基礎，透過建築學的隱喻，勾勒
出嶄新的思考架構，完整闡述專業
發展的理念革新的重要性，並協助
落實專業發展的改革。這份精闢的
專業發展指南也探討了專業發展方
案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貳、新書簡介-《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本書旨在撰述特殊教育學生評
量的相關課題。全書分為「基
本理念」、「鑑定與實務」、
「評量種類、領域及工具」和
「整合評量」四大篇，來分別
闡述。



貳、新書簡介-《應用行為分析行為導論》

本書旨在提供有關應用行為分析
原理及運用的通論介紹與歷史發
展、理論基礎、增加行為策略到
減少行為策略，並將近來十分受
到重視的語言行為和數種系統化
教學策略加入書中。也詳細介紹
自我管理的理論與運用，使個人
能發展出自我決策能力。



貳、新書簡介-《以愛與技巧教導孩子-自閉
症家長與教育人員指南》

自閉兒家長們在培養和教
導孩子學習時，常常會有
力所不及的感受。本書為
包括中度和重度自閉症孩
子的家長和教育從業人員
提供方針，幫助各位在眾
多的介入方法中找出適合
孩子個別需要的教學策略。



貳、新書簡介-《Fun的教學-圖畫書與與語
文教學》

圖畫書──它不只是圖畫，
也不只是文字，它既是圖
畫也是文字；它是物質，
也是精神。如果我們能親
近它、了解它，我們的心
會更踏實，歲月中成長的
點滴，無論是有形或無形，
皆可化為一篇篇的心靈札
記。



貳、新書簡介-《做看聽說-自閉症兒童社會與溝通
技能介入手冊》

回溯研究本位的方法論，這個
綜合評估和介入指標隨著科技
進步發展，在數百年來評估工
具不斷的創造發展，以促進社
會和溝通技能。在實務背景資
訊下，能對自閉症的觀點和指
標進行設計和執行計畫介入，
以完成有益的介入指標。



貳、新書簡介-《新課綱想說的事》

本書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新課綱所包含的六大領域
（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
社會、情緒、美感）之立論基礎、
發展過程、特色等加以說明，並
將教保服務人員在實施新課綱時
的疑問加以集結，是了解新課綱
發展歷程及其內容最完整的一本
書。



貳、新書簡介-《理想的教學點子1-以重要經驗為
中心設計日常計劃》

本書是針對幼兒應熟練的重要
經驗，如主動式學習、語言、
表徵、分類、序列、數目、空
間及時間，提供教學上建議，
教師將可從本書學到在日常作
息各個時段--如計畫時間、工
作時間、回想時間、小組時間
及團體時間--提供這些重要經
驗的方法。



貳、新書簡介-《理想的教學點子2-以幼兒興趣為
中心做計劃》

作者藉著日常在幼兒身上觀察
到的遊戲經驗，來分享如何將
幼兒的興趣轉變為教學點子的
豐富資源。如能活用本書的內
容，相信您能以不同的角度和
觀點來重新審視自己和觀察幼
兒，也將享受到全然不同的教
學體驗！



貳、新書簡介-《理想的教學點子3 - 一百個小組
活動經驗》

作者以「小組時間規畫表」
為架構介紹一百個成功的小
組活動案例來回答以上的問
題；並對規畫小組時間的原
則、機制、想法來源，及支
持孩子探索的方法等都有著
墨。不僅讓老師對小組活動
有一個整體的了解與施行的
參考。



貳、新書簡介-《理想的教學點子4-家長工作坊的
經要資源》

家長工作坊提供任何需要為幼兒
家長舉辦工作坊的人員參考。此
書詳列了該工作坊的目標、材料、
簡介、開場活動、可供討論的中
心概念、可供應用和思考的狀況
和能鼓勵家長們在家中應用的活
動安排。



貳、新書簡介-《融合可以這樣做：379個學前融
合教學策略》

《融合可以這樣做》提供超過
350個有效的策略，協助幼教老
師和學前特教老師滿足3-7歲幼
兒的需求，尤其是特殊需求幼
兒。本書提供與學習和行為相
關的近期大腦研究、論述評量
和身心障礙類型的專章，以及
適性發展實務，藉此協助幼兒。



貳、新書簡介-《孩子可以比你想得更專心－我的
注意力遊戲書第二版》

本書以「我的注意力遊戲書」
的方式呈現，希望讓每位孩
子能夠人手一本，以進行自
主學習管理，記錄自己的訓
練過程，並搭配「注意力訓
練遊戲」光碟，可增進訓練
時的互動，讓注意力訓練可
以充滿趣味，學習可以是一
種樂趣。



貳、新書簡介-《一玩就上手－學前兒童口腔動作
遊戲活動手冊》

口腔動作的靈活度在兒童進食、
說話行為上扮演關鍵因素，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累積豐富的
口腔動作經驗誠有其必要。因
此，本書提供許多具體的活動
設計，協助互動者陪伴孩子從
遊戲中奠定未來口腔動作協調
的基礎。



參、教具簡介-《嬰幼兒手語溝通圖卡》

「嬰幼兒手語溝通圖卡」收錄了
100個適合嬰幼兒使用的常見台
灣手語辭彙。研究證明嬰幼兒尚
未發展口語時，可透過手語向其
照顧者表達需求，而及早學習手
語，不但能促進口語的學習，也
能提升字彙、邏輯和認知能力。
本套圖卡另附贈手語影片光碟和

手語海報，讓孩子玩手語更上手。



貳、教具簡介-《拍案叫答》

玩家可以利用遊戲卡上
的形狀、數量、顏色以及
數量組合，訓練自己的手
眼協調、圖像直覺，以及
邏輯順序的能力。



本桌遊另有教材《拍案叫
答-學習手冊》

http://www.psy.com.tw/ec99/ushop20128/GoodsDescr.asp?category_id=91&parent_id=117&prod_id=72111#.VtkzSn196Uk


貳、教具簡介-《拍案叫答學習手冊》

學習手冊中分為《教材》與
《學習單》2大部分，《學
習單》共有9個學習單元，
教師可依據學生的能力，給
予不同的學習單。

除了透過遊戲《拍案叫
答》讓玩家學習數學中的形
狀、顏色、數量，搭配學習
手冊，使得學生學習更透徹。

http://www.psy.com.tw/ec99/ushop20128/GoodsDescr.asp?category_id=91&parent_id=117&prod_id=72110#.Vtkz5H196Uk


貳、教具簡介-《挑三揀四之動動腦、玩組合》

玩家在尋找符合「組合規
則」的牌時，能夠同時訓
練左右腦的圖像直覺能力，
以及邏輯思考的判斷能力，
能迅速找到最多組牌的玩
家就是大贏家！

本桌遊另有教材《挑三揀
四之動動腦、玩組合：學
習手冊》

http://www.psy.com.tw/ec99/ushop20128/GoodsDescr.asp?category_id=91&parent_id=117&prod_id=72101#.Vtkt-n196Uk


貳、教具簡介-《挑三揀四之動動腦、玩組合：學
習手冊》

學習手冊中分為《教材》與
《學習單》2大部分，《學習
單》共有9個學習單元，教師
可依據學生的能力，給予不
同的學習單。

除了透過遊戲《挑三揀
四之動動腦、玩組合》讓玩
家學習數學中的形狀、顏色、
數量，搭配學習手冊，使得
學生學習更透徹。

http://www.psy.com.tw/ec99/ushop20128/GoodsDescr.asp?category_id=91&parent_id=117&prod_id=72100#.VtkuVn196Uk


謝謝聆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