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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超人設計理念

熱心又樂觀
具有正義感

蒼蠅王

福德正神，在台灣代表著保護鄉里土地的精神，同時也是阿凡提文化
的發源地──「福德一路」，而「福德」一詞與英文「FOOD」為諧音，
因此以台灣特色食物為主題創造出FOOD超人系列人物肖像，期盼能延續
風車圖書在幼兒教育方面的理念。
食物是孩子們成長與活力的來源，「FOOD超人」的角色設定以早餐
常見的食物為主，象徵營養與健康；「FOOD超人」的特質是幫助別人、
伸張正義，充滿活力與元氣、健康又營養，為社會帶來正義與福氣！
讓孩子跟著「FOOD超人」，在生活中學習感恩惜福，每一個人物形
象可以讓孩子了解傳統美食的特色，啟發孩子豐富的創意思維，達到寓教
於樂的功能。

心心水餃
女生/12月31日/摩羯座

外型長得像一顆圓圓的包

嗨！我是愛搗蛋的蒼蠅

十分開朗的小女生，對任

王，專長是製造各種髒亂

何人都特別有愛心，尤其看

的環境，再趁機搶走別人

到別人需要幫助時，一定會

桌上的食物。可是FOOD超

上前關心，所以非常受大家

人老是跟我唱反調，哼！

喜歡。

總有一天我要用神奇細菌
打敗他們！

FOOD超人
男生/2月2日/水瓶座

男生/10月3日/天秤座

大力燒餅
百變蛋餅
女生/4月5日/牡羊座

閃電油條
女生/11月11日/天蠍座

男生/8月15日/獅子座

塊頭最強壯的大力燒餅，力大無

粽博士
男生/5月5日/金牛座

活潑愛漂亮、急性子的閃電

窮，可以輕鬆地舉起一台卡車。個

義感，他也喜歡交朋友，最

百變蛋餅是個相當善變又聰明的

油條，做什麼事都很快，遇到

性溫和憨厚，最討厭欺負弱小的壞

完美、小心謹慎，喜歡待在家

喜歡幫助別人，為朋友帶來

小女生，同時也有點多愁善感。對

特殊情況會像閃電一樣快速地

蛋，但是反應慢半拍，常常因此發

做實驗，幫超人們研發各種厲

活力與正面能量。

朋友相當體貼照顧，常常運用自己

衝出去幫助人。和大力燒餅是

生一些有趣的事。

害的道具。但是不喜歡運動，

的特殊能力，變出各種不同餡料的

青梅竹馬，時常鬥嘴吵架，是

就算被大家拉出去玩也常藉故

蛋餅給夥伴補充營養和元氣。

一對歡喜冤家。

跑去休息。

子，個性熱情耿直，很有正

F-代表
FOOD充滿活力
與能量的精神！

最聰明的粽博士，個性追求

創立宗旨

風車多年來的經營、努力，不斷獲得企業界與教育界的多
方好評，曾獲得幼鐸獎績優出版社獎、好書大家讀、文化部
課外優良讀物等好書獎，原創的FOOD超人品牌也於2017年
得到國家品牌玉山獎。諸多教育事業貢獻獎和感謝狀，更加
穩固了風車為幼兒教育永續經營的理念。此外，我們更連續
獲得台灣玩具檢驗中心的肯定，為兒童的安全把關。

得獎
紀錄

未來展望

幼鐸獎

三暉圖書發行暨風車出版社創立於一九八九年，專為兒童及青少年叢書之出版、代理
及發行。行銷點遍佈全台灣及東南亞，共有一千多個行銷網路，合作書店上千家。
成立之初，積極致力於學齡前幼兒教學題材的研究，並研發一系列促進孩子思考、記
憶、想像、語言、認知等領域發展的出版品，包含：親子教育叢書、幼兒圖畫書、學習繪
本、玩具書、有聲故事書、音樂CD、識字圖卡、教具等。
近年來，開始擴大讀者年齡層，出版各類的小學生讀物，包括動物百科、昆蟲百科、
科學知識叢書、國學系列、歷史故事、中國及西洋童話、中西文學類、益智學習類，以及
輕鬆又能吸收知識的漫畫系列等豐富多樣的圖書。
我們期待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多采多姿的歡樂童年，精心規劃多元的出版品，以多媒體
的呈現方式來豐富孩子的生活世界，為幼兒情緒管理、人格發展出版一系列的卡通VCD及
DVD，讓孩子享受閱讀之外的學習樂趣。

國家品牌玉山獎

目前，我們正朝著多元化的出版方向邁進。以「深化認識台灣，探索中華文化」為方
針，計畫向本土文化紮根，除了台語歌謠的創作之外，更以台灣生態教育及環境保護為主
題，出版各類富教育意義的繪本、書籍；同時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創作，傳揚中國賢哲
的智慧，讓孩子體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另外，我們也積極爭取優秀的國外著作授權，
出版更多國際性的圖書，幫助孩子拓展生命的深度與廣度，「立足台灣，放眼世界」。我
們將以提昇兒童文化素質為目標，為孩子打造一個美好的閱讀環境。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
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
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感謝狀

感謝狀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
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玩具
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

感謝狀

幼鐸獎

環球成功企業
金磐獎

好書大家讀
文化部

感謝狀

感謝狀

好書大家讀
文化部

好書大家讀
文化部

感謝狀

感謝狀

SALES NETWORK
San Huei Publication Corporation and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ounded in 1989, specialize in
publishing, representing and distributing book serie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Their sales network,
which covers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consists of over a thousand sales outlets, including thousands of
cooperative book stores.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begun to expand readers’age range and publish an assortment of book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cluding an animal encyclopedia, insect encyclopedia, scientific knowledge serie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historical stories, Chinese and Western fairy tale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learning
for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a comic series for kid’s to absorb knowledge in a light way.

PRO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children safer and more high-quality teaching materials, we have strictly checked on
our products. We have carefully selected all materials comply with the national safety standards for children's
toys. All of our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safety test inspect by the Taiwan Children’s Commodities R&D
Center (TCC R&D Center) and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 Inspection, R.O.C. In the same way, we’ve
won the affirmation of TCC R&D Center for maintaining the toys’quality. We wish that all children could
enjoy a safe growth environment.

互動有聲書

At the beginning, we were aggressively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f preschool children teaching subject
matters.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ought, memory, imaginatio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so
on, were developed, including: parent-children education serie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learning picture
books, toy books, talking storybooks, music CDs, learning flash cards, teaching aids, etc.

FOOD 超人智能互動機器人

FOOD 超人寶貝故事機

FOOD 超人小寶貝故事機（附掛繩） FOOD 超人幼兒平板故事機（套） FOOD 超人幼兒平板故事機（單）

內含 500 首曲目與 230 張互動卡片，用遊戲吸引孩子自主操作學習。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x35.5x13cm 定價 2600 元

收錄 550 首好聽兒歌、故事和基礎國學內容，還有夜燈功能，陪寶寶歡樂成長聽故事！
適用年齡：0~6 歲／尺寸：30.2x21.5x13.8cm 定價 1200 元

收錄 54 首曲目，讓寶貝隨時聽故事、唱兒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7.5x13x9cm 定價 380 元

可聆聽童話故事與兒歌，20 個童話隨身帶著走！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8x23x5.3cm
定價 1200 元 特價 650 元

0-6歲 FOOD 超人點讀認知圖鑑

FOOD 超人台語點讀圖鑑

公主平板故事機（套）

公主平板故事機 ( 單 )

共收錄日常生活 605 組中英文單字，適合 0~6 歲寶貝點讀學認知！
適用年齡：0~6 歲／尺寸：33.5x28x5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中英台 3 種語言，採用鄉土教學通用語詞，學習效果更好。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6x32x5cm 定價 2800 元 特價 1650 元

20 冊公主小書加上有聲故事平版，引導孩子愛上閱讀！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26x8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可聆聽公主故事與兒歌，20 個童話隨身帶著走！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x23x5.3cm 定價 1200 元

FOOD 超人小學生英語圖解點讀字典
內含 2 本點讀字典、1 支點讀筆，收錄適合小學生的 1400 個英語單字和
100 句對話，從遊戲中提升英文能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6x32x5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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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冊小書加上有聲故事平板，引導孩子愛上閱讀！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2x26x8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FOOD 超人正音ㄅㄆㄇ互動點讀繪本
念拼音、學語詞、背唐詩、玩遊戲，學語文簡單又有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6x29.5x5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音樂家平板故事機 ( 套 )
20 冊音樂家故事小書，加上有聲故事平版，引導孩子愛上閱讀！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26x8cm 定價 2200 元 特價 1350 元

特價 650 元

音樂家平板故事機 ( 單 )
可聆聽音樂家故事與音樂，20 個故事隨身帶著走！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x23x5.3cm 定價 1200 元

特價 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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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我是料理小廚師

FOOD 超人趣味收銀機有聲書

FOOD 超人小小音樂家鋼琴繪本

企鵝派對夢幻小鋼琴

8 種廚房音效，10 道美味料理，搭配精緻食譜，快來跟 Food 超人學做料理吧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x17x2.2cm
定價 860 元 特價 580 元

8 大類 32 組商品條碼，讓孩子刷一下條碼認識各種商品的價值！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5x19x3.3cm 定價 860 元 特價 580 元

4 種鋼琴聲與 2 種打擊音效，讓親子一起演奏歡唱。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x21x2.8cm 定價 380 元

多種音效可選擇，讓孩子快樂彈彈唱唱，激發音樂潛能！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8x29.5x8.5cm 定價 980 元

FOOD 超人汽車遊戲方向盤

FOOD超人生日快樂音樂有聲書

FOOD 超人幼幼手機（音樂 / 童話）

操作功能豐富，有鑰匙、喇叭、方向燈、車燈等逼真的聲光效果，實現孩子
想開車車的夢想！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6x26.5x3cm 定價 580 元
紅色／藍色

5 根發光蠟燭，16 種生日慶祝音效，一起跟著 Food 超人過生日吹蠟燭吧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32.7x1.5cm
定價 860 元 特價 580 元

內含 12 首歌謠，可切換對話和音樂模式，快樂說說唱唱，增進語言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2x16.52x2cm
FOOD 超人幼幼音樂手機 定價 450 元／ FOOD 超人幼幼童話手機 ＊即將出版

FOOD 超人神奇小汽車有聲書
模擬汽車零件，附有 14 種音效，讓孩子體驗開車的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5x22x3.5cm 定價 980 元

特價 580 元

FOOD 超人我愛唱歌小鋼琴繪本
兼具卡拉 OK 與小鋼琴的音樂繪本，是幼兒學習音樂的最佳夥伴！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8x20x3.2cm
定價 980 元 特價 5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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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歲視覺音樂書

閃閃發光童謠鋼琴繪本
趣味童謠繪本搭配小鋼琴，讓寶貝走到哪彈到哪。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3.5x16x2.5cm
定價 850 元

特價 580 元

特價 480 元

視覺發展＋聽覺啟蒙＋觸覺感知，給寶寶最完整的智能啟發。
適用年齡：0 歲以上／尺寸：17x23cm
定價 380 元
黑白遊戲／五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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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歡唱繪本系列
孩子可以自由選擇歌謠模式與伴奏模式，隨時都能輕鬆歡唱。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15x2cm
定價 580 元 特價 360 元
兒歌歡唱繪本／ ABC 歌唱繪本／童謠歡唱繪本／台語歡唱繪本

FOOD 超人智慧手錶（附拼圖）中文 / 英文
附贈一款拼圖，手錶可以投影在拼圖上，快樂聽音樂、玩情境！
適用年齡：2 歲以上 尺寸：22.3x17.2x6.5cm 定價 380 元

FOOD 超人我的歡唱歌謠
附迷你麥克風，共 20 首趣味童謠，讓孩子開心的歌唱！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3.8x20x3cm
我的兒歌歡唱歌謠／我的 ABC 歡唱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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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980 元

特價 550 元

FOOD 超人歡唱雙鼓兒歌

鈴鈴！歡樂聖誕歌謠

8 首歡樂兒歌、3 種有趣鼓聲，輕輕鬆鬆打節奏，哼哼唱唱學兒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5x23.5x2cm 定價 480 元 特價 380 元
趣味兒歌／英文兒歌／台語兒歌

8 首聖誕歌謠、3 種聖誕鈴聲，讓孩子在歌唱
中學英文！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1x24x2cm 定價 480 元 特價 380 元

西北雨歡唱繪本
陪孩子邊唱邊聽音樂，提升親子親密互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17x2cm
定價 420 元 特價 199 元

FOOD 超人太鼓！咚！咚！咚！

FOOD 超人小鼓手！咚！咚！鏘！

炫閃 LED 燈隨著音樂閃爍，讓寶寶盡情享受打鼓的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5x22.5x2.5cm 定價 850 元 特價 480 元

咚咚鏘！跟著節奏邊唱邊拍打雙鼓，成為快樂小鼓手！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6.5x22.6x2.6cm 定價 800 元

特價 450 元

FOOD 超人歡樂打擊樂有聲書

FOOD 超人歡唱雙鼓麥克風

讓寶寶認識顏色，跟著閃光燈一起敲敲打打學音樂！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3.5x20.5x2.8cm 定價 850 元 特價 580 元

附 LED 雙鼓和麥克風，跟著音樂邊歡唱、邊打鼓，成為小小音樂家。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18.2x4.8cm 定價 680 元

FOOD 超人錄音魔法有聲書
透過錄音的魔法，全方位學習ㄅㄆㄇ和 ABC 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19.5x2.6cm 定價 980 元
ㄅㄆㄇ錄音魔法有聲書／ ABC 錄音魔法有聲書

FOOD 超人有聲互動學習書
特價 580 元

附有寫字板和筆及閃閃 LED 燈光的互動學習機，讓孩子快樂學語言。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8x25.6x2.7cm 定價 980 元 特價 550 元
ㄅㄆㄇ有聲互動學習書／ ABC 有聲互動學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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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有趣ㄅㄆㄇ ABC 平板電腦

FOOD超人九九乘法有聲書

有趣數學遊戲有聲書

FOOD 超人手搖鈴

FOOD 超人歡樂聖誕手搖鈴

ㄅㄆㄇ、ABC、123、問候語、彈鋼琴…多種學習功能，奠定啟蒙教育基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2x25.4x2.8cm
定價 580 元

好聽又好記的九九乘法歌謠，讓孩子奠定數學基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7x21x1.8cm
定價 460 元 特價 360 元

以趣味問答的方式，搭配算珠讓孩子輕鬆學數學！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3.6x17.8x1.8cm
定價 980 元
特價 580 元

內含 5 首趣味兒歌，鈴鈴鈴！小手搖一搖，跟著音樂伴奏歡唱！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0.5x17.3x5.5cm 定價 380 元
歡樂兒歌／歡樂 ABC

5 首耳熟能詳的聖誕歌謠和音效，感受歡樂的聖誕氣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0.5x17.3x5.5cm 定價 380 元

我的幼幼認知有聲學習書

FOOD 超人聲音繪本系列

超過 135 個中英文雙語單字，讓寶寶互動學認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x25x2.2cm 定價 780 元 特價 399 元
幼幼認知／幼幼認知 II

精心收錄各種有趣聲音，給孩子最多元的聽覺訓練！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21.4x1.8cm
定價 420 元 特價 220 元
可愛動物聲音繪本／交通工具聲音繪本

幼兒國學有聲書系列
跟著念一念三字經、弟子規和唐詩，奠定國語文基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x17.8x2.2cm
定價 560 元
我會念唐詩／我會念三字經／我會念弟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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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 480 元

企鵝派對咚咚鏘
5 首輕快的童謠搭配 2 種打擊音效，讓寶寶隨著音樂伴奏歡唱。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8.8x14.8x5.5cm 定價 360 元
歡樂童謠／歡樂 ABC

FOOD 超人有聲繪本

FOOD 超人 Baby 手搖鈴

0-3 歲互動音樂繪本

跟著趣味的有聲繪本，讓孩子開心學會生活自理能力！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17.5x23.5x2cm
定價 520 元 特價 320 元
我會刷牙／我會嗯嗯

火車快飛嘟嘟、醜小鴨呱呱！歡樂鈴聲陪寶寶安心入睡！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12x12x3cm
定價 280 元
火車快飛／醜小鴨

搖一搖、拍一拍，給寶寶最歡樂的床邊音樂繪本！
適用年齡：0~3 歲
手搖鈴尺寸：12.2x12.2x2.9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250 元
鈴鼓尺寸：11.3x11.3x3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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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故事有聲繪本

快樂農場小鋼琴

5 個生動活潑的有聲故事，讓孩子歡樂聽故事，啟發生活智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單本尺寸：20x22.5x1.7cm 單本定價 580 元 特價 360 元
套書尺寸：24x26.5x7.5cm 全套 (4 書 ) 定價 2320 元 特價 1390 元
童話世界／伊索寓言／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

兼具敲擊與彈奏功能的小鋼琴，彈彈唱唱提升手眼協調！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41.2x26x12cm
定價 750 元
藍色／紅色

讓幼兒琅琅上口的念謠與歌謠，在音樂中快樂的學習。適用年齡：4~7 歲／尺寸：20x13.7cm
單本 (1 書 1CD) 定價 360 元
特價 128 元
兩隻老虎歡樂歌謠／小蜜蜂歡樂歌謠／ ABC 英文歌謠／丟丟銅台語歌謠／親子律動歡樂歌謠／幼兒三字經念謠／幼兒弟子規念謠／幼兒版成語故事／幼兒唐詩三百首吟唱／ 123 動物歌謠／ㄅㄆㄇ動物歌謠／客家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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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書洗澡書

歡樂歌謠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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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歲互動遊戲搖鈴布書

趣味有聲動物布書

寶寶可愛動物布穀

獅子與小老鼠

可愛動物磨牙布書

開心小瓢蟲

多功能手部操作遊戲，促進寶寶的小肌
肉發展與感覺統合。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22x17cm
定價 480 元

讓寶寶翻翻找找的布書，還會發出沙
沙、鈴鈴的聲音，處處充滿驚喜。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
尺寸：22x27x5cm
定價 580 元

結合遊戲拼圖、顏色形狀及數字，
還有觸覺、聽覺與視覺的認知學習。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22x15.3x7cm
定價 380 元

可愛的造型圖案及有趣的故事內
容，是書本也是可愛的玩具。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16x26x7cm 定價 380 元

可愛柔軟的磨牙布書，有認知功能，促進寶寶視覺、認知發展！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 尺寸：11.5x11cm
定價 180 元
小貓咪學顏色／小鴨找媽媽／狗狗學數數

跟小瓢蟲一起遊戲！捏一捏可愛的 BB 棒，會發出聲音哦！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尺寸：14x13.4cm 定價 360 元

波波熊學穿衣

晚安！小兔子枕頭書

認識數字 - 動物鈴鐺布書

共有七種遊戲方法，讓寶寶動動手和腦，刺激腦力發展。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19.5x20x4.5cm 定價 480 元

枕頭書柔軟的觸感，可提升安全感，讓寶寶安心入睡。
適用年齡：3 個月以上／尺寸：29x24.x6.5cm
定價 480 元

附加鈴鐺和吊掛功能，促進寶寶發展、提升腦力！
適用年齡：0~2 歲／尺寸：16x19cm 定價 280 元

一起玩躲貓貓

寶寶最愛的磨牙布書

視覺、聽覺、觸覺的柔軟布書，讓寶寶翻一翻，一起來躲貓貓！
適用年齡：10 個月以上／尺寸：16x14.5cm 定價 280 元
小熊／狗狗

彩色有聲磨牙布書，具有五大功能，幫助寶寶磨牙，並促進感覺統合能力。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尺寸：11x11.5x4cm
定價 220 元
動物園／我的玩具／猜猜我是誰

三合一認知遊戲布書

我的毛毛蟲視覺遊戲布書

寶寶的觸覺認知布書

我的動物布偶書

讓寶寶在遊戲中認識基本的形狀、顏色、數
字和相反觀念。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27.5x10.5x9cm
定價 550 元

視覺、觸覺、聽覺及磨牙布書，具有多功能認知遊戲！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9.5x15cm 定價 350 元

柔軟的觸覺搭配有趣動物圖案，讓寶寶集中注意力！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1x16cm
定價 320 元
動物 123 ／動物比大小

好玩的手偶書訓練寶寶的語言能力與反應力，促進親子互動！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42.5x23x5.5cm
全套 (4 書 ) 定價 1280 元

特價 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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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動物指偶書

讓我抱抱你指偶書

FOOD 超人嚕拉拉時間

透過可愛的動物布偶，一起邊說故事邊表演，刺激表達能力的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1x11x2.4cm
單本定價 199 元
全套 (4 書 ) 定價 790 元
A. 有趣動物指偶書：老虎寶寶／松鼠寶寶／大象寶寶／長頸鹿寶寶
B. 好玩動物指偶書：小鴨寶寶／無尾熊寶寶／兔子寶寶／小熊寶寶

將手指套進動物媽媽的手臂裡，用擁抱給孩子滿滿的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22x1.5cm 定價 250 元
小兔兔 ／小熊熊 ／小企鵝 ／小小象／小狗狗 ／小貓熊

洗澡、戲水必備，是寶寶玩水的最佳夥伴！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尺寸：24x18x4.5cm
恐龍／海洋／小鴨／小船

定價 180 元

A

B

Baby趣味撈魚遊戲

FOOD 超人浴室貼貼樂

內附七隻小魚和一支漁網，是寶寶玩水的最佳夥伴！
適用年齡：1 歲以上／尺寸：29x18x5cm 定價 220 元

沾水後可吸附在瓷磚牆或是光滑的表面上，邊洗澡邊學認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5x28x3 cm
定價 180 元
英文字母／海洋世界／數字形狀

嚕啦啦洗澡書

可愛動物洗澡書

可發出聲音又可以噴水還附上小鏡子，讓小寶貝邊洗澡邊認識可愛動物！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0x26.5cm
定價 250 元

會發出聲音的可愛動物洗澡書，刺激寶寶的觸覺與視覺。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尺寸：16.5x30.5cm
定價 280 元

趣味動物布偶書
讓寶寶將手指伸進動物布偶裡面，跟著圖片內容一起表演、說故事。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23.5cm 單本定價 420 元
特價 299 元 ／全套 (4 書 ) 定價 1680 元
懶惰的小鱷魚／挑食的暴暴龍／貪心的獅子／大野狼，現在幾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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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 11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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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小麥黏土

FOOD超人點心派對黏土百寶箱

小麥成份的黏土搭配多種工具，創作美味的甜點造型！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7x26x7.5cm 定價 580 元
生日蛋糕／冰淇淋／蛋糕派對

內附 5 色黏土、17 款工具、1 張情境示範圖。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0x13.5x15cm
定價 580 元

黏土美勞館

FOOD 超人小麥黏土

分隔頁

小麥成份的黏土搭配多種工具，創作漢堡和披薩等趣味造型！
適用年齡：3 歲以上／歡樂漢堡 + 美味披薩 + 超級漢堡尺寸：37x26x7.5cm ／義大利麵尺寸：37x26x9cm
歡樂漢堡／美味披薩／義大利麵／超級漢堡

定價 460 元

FOOD 超人小麥黏土附工具組
用簡單的工具組搭配 4 罐黏土，就可以做出不同造型的黏土作品喔！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4x19x5cm
定價 120 元
美味壽司／趣味漢堡／歡樂農場／可口點心／甜蜜冰棒／交通小鎮／恐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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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小麥黏土

FOOD 超人 8 色小麥黏土

FOOD 超人歡樂手作小麥黏土

內附 4 色黏土及多款工具，讓孩子創作出各式各樣的動物及食物！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17.5x5.5cm
定價 220 元
夢幻蛋糕屋／快樂動物園／甜蜜冰淇淋

使用 8 色黏土與 14 種工具配合遊戲圖，一起來發揮創意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5x23x5.6cm 定價 360 元
食物篇／動物篇

豐富色彩的黏土，小手捏一捏，讓小朋友激發創造力，瓶蓋可以壓出 Food 超人喔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3 色尺寸：21x7.2x7.1cm 定價 90 元 ／ 5 色尺寸：35x7.2x7.1cm 定價 150 元 ／ 8 色尺寸：35x14x7.1cm

FOOD 超人 12 色小麥黏土

創意小麥黏土

12 色黏土和 20 種工具，做出美味下午茶及各種動物喔！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8x23x5.6cm
定價 460 元
食物篇／動物篇

安全好玩的黏土可自由塑形，培養孩童豐富的創造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創意小麥黏土 4 色
尺寸：11.5x11.5x4.5cm
定價 90 元
創意小麥黏土 8 色
尺寸：22.5x11.5x4.5cm
定價 160 元
創意小麥黏土 12 色 尺寸：25.5x18.2x4.5cm
定價 220 元

小手冊

FOOD 超人有趣小麥黏土 4 色經典組

定價 240 元

FOOD 超人好玩小麥黏土組

FOOD 超人歡樂小手工小麥黏土

FOOD 超人黏土工作板

包含紅、藍、粉、紫、橘、黃、綠、藍、白與黑色等
10 色小麥黏土。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4x5.5cm 定價 160 元

含四罐黏土與齊全的黏土工具，提升孩子創意與想像
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5x20cm 定價 280 元

附有 Food 超人可愛造型以及 4 種工具，
可以當工作板使用。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2.5x24.6cm 定價 150 元

FOOD 超人立體勞作
摺出各種簡單的造型，和孩子一起做勞作、玩扮家家酒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4.5x24.6cm 定價 120 元
趣味動物／交通工具／可愛動物／扮家家酒

大罐 4 色經典組，讓孩子享受在安全又好玩的黏土世界裡。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0.6x7.5x7.9cm 定價 125 元
粉紅組●●●●／綠色組●●●●／藍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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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個勞作遊戲

幼幼創意著色

45 種精緻的立體配件，可輕鬆摺出立體造型，孩子一眼就愛上的勞作遊戲！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7x28cm 定價 150 元
交通／恐龍／動物／夢幻公主／機器人／變裝舞會

在簡單的著色與塗鴉遊戲中，啟發創意培養好 EQ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25cm 單本定價 39 元 ／尺寸：27x28x4.4cm
家庭篇／遊樂篇／農場篇／食物篇／童話篇／公園篇／交通篇／動物篇

DIY 手工大王

3D擴增實境互動著色書

附贈色紙，動動小手畫一畫、剪一剪、摺一摺，簡單又好玩！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22.8x22cm
定價 120 元
玩剪紙／玩摺紙

塗上喜歡的顏色，執行 APP 後，恐龍和交通都會從書裡跑出來喔！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5x29cm
定價 120 元
恐龍／交通

全套 (8 書 ) 定價 299 元

寶寶著色本
讓寶寶在著色的過程中，認識物品並培養美學概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25cm 單本定價 39 元 ／套書尺寸：27x28x4.4cm 全套 (8 書 ) 定價 299 元
小魚篇／小熊篇／企鵝篇／汽車篇／河馬篇／飛機篇／無尾熊篇／鯨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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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親子塗鴉

閃亮公主著色貼紙書

96 種基本圖案，讓親子一起輕鬆塗鴉學繪畫。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5x21cm 定價 128 元
色鉛筆／彩色筆／蠟筆

最夢幻的著色本、最華麗的服飾貼紙，滿足女孩愛打扮的夢想！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6x30cm
定價 180 元
公主變裝秀／公主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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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塗鴉著色本

FOOD 超人小畫家蠟筆

24 頁情境圖畫搭配 6 色蠟筆，讓孩子享受塗鴉的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29.7cm
( 書 + 筆 ) 定價 85 元 單書定價 50 元
恐龍王國愛塗鴉（書 + 筆／單書）／百變機器人愛塗鴉（書 + 筆／單書）／ FOOD 超人愛塗鴉（單書）
圓仔寶寶愛塗鴉（書 + 筆／單書）／黃色小鴨愛塗鴉（單書）／童話小公主愛塗鴉（單書）／可愛童話愛塗鴉（單書）

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盡情揮灑出彩色世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5x11.7cm 定價 100 元

八色大蠟筆不沾手不掉屑，好握好拿不易斷裂。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5x14.5cm
定價 100 元
特價 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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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洗澡蠟筆

三角彩色鉛筆

握筆大師握筆器

FOOD 超人兒童分齡大三角鉛筆

可在浴室磁磚或光滑面上
盡情彩繪。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3x12x1.5cm
定價 150 元

讓孩子開心彩繪，色彩
鮮明、輕鬆好握！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5x6x1cm
定價 150 元 特價 99 元

擁有 6 國專利的矯姿握筆器，
自然矯正握筆姿勢。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5.3x6cm 定價 120 元

讓孩子輕鬆書寫、保護手指、正確握筆！
6B 適用年齡：3~5 歲／尺寸：15x5.5x1cm
4B 適用年齡：4~6 歲／尺寸：18x5.5x1cm
2B 適用年齡：5~7 歲／尺寸：20.4x5.5x1cm
定價 150 元
特價 99 元

認知遊戲館

FOOD 超人塗鴉大蠟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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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 Baby認知方塊書

企鵝派對孩子第一本認知圖鑑

撕不破的認知方塊書，讓寶寶跟著 FOOD 超人輕鬆學認知！
適用年齡：1 歲以上／單本尺寸：10x10cm 單本定價 85 元／全套尺寸：31.5x31.2cm
ㄅㄆㄇ／ ABC ／ 123 ／交通工具／可愛動物／日常生活／美味食物／各行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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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英雙語詞彙相互輔助，從低幼到學前都能閱讀，建構認知及語文發展。
適用年齡：0 歲以上／尺寸：17.2x17.2x1.5
定價 130 元
ㄅㄆㄇ／ ABC ／ 123 ／動物王國／交通工具／日常生活

全套 (8 書 + 1CD) 定價 680 元

學習小書

圓ㄑㄩㄢㄑㄩㄢ繪本

親子遊戲 - 猜猜我是誰

包含四本學習小書，高彩度可愛圖畫，引起寶寶的興趣。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1x11x4cm 全套 (4 書 ) 定價 199 元
Baby 第一套學習小書／聰明寶貝學習小書

撕不破的厚紙小書，讓寶寶開心學認知！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10x10x4.5cm
全套 (4 書 ) 定價 250 元
特價 160 元

七種動物面具，一起快樂玩遊戲，培養親密互動！
適用年齡：2 歲以上
尺寸：15x22x0.9cm 定價 120 元

FOOD 超人聰明認知大圖卡

寶寶的第一套百張圖卡

42 張色彩鮮明的寫實圖片，是孩子啟蒙認知的必備圖卡。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11x11x3.7cm 單盒定價 100 元／全套尺寸：24.5x12.2x15.5cm 全套 (8 盒 ) 定價 800 元
動物王國／可愛動物／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美味蔬果／簡易 ABC ／基礎ㄅㄆㄇ／趣味 123

內含一百張色彩精美的寫實圖卡，讓孩子配合卡
片認識大世界。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14x14x7cm
定價 360 元

FOOD超人幼兒認知大圖鑑

First100 認知圖鑑

幼兒國旗繪本

FOOD超人幼兒啟蒙文字卡

FOOD超人幼兒活用識字卡

Baby 疊疊樂

9 大主題、150 張寫實圖片，給孩子多
元的認知學習！適用年齡：0 歲以上
尺寸：27.8x27.4x1.5cm
定價 280 元

100 張寫實清晰的圖片，適合寶寶閱讀、學認知。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2.8x16.2x2.3cm
定價 160 元
交通工具／有趣動物／數字遊戲／ 123、顏色、形狀、相反詞

收錄 196 個國家文化特色，啟
發孩子對世界的好奇與探索！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1x22cm 定價 150 元

字大易讀、讓孩子輕鬆學識字，奠定閱讀基礎。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40.5x21x5.8cm
定價 680 元

透過熟悉常見的語詞，讓孩子從生活中認知學習。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40.5x28x6cm
定價 850 元

(1 手冊 +216 張字卡 )

(1 手冊 +306 張字卡 )

疊一疊，拼一拼，玩遊戲學習多項智能！
適用年齡：2 歲以上
尺寸：12.5x12.5x12.5cm 定價 360 元
認知遊戲疊疊樂／趣味學習疊疊樂

33

34

觸摸認知書

閃亮觸摸書

聽聽是誰在哞哞叫？

Baby's Book 視覺遊戲

寶貝學習書

0 歲視覺遊戲（2 冊拉頁書）

包含不同顆粒粗細的矽膠設計，藉由觸摸讓寶寶認識周遭世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7.5x17.5x2cm
定價 280 元
神祕的海洋／恐龍大探險／動物大驚奇／星球小怪獸

亮片會隨著翻動的角度變換出不同的繽紛色
彩，訓練視覺與觸覺的雙項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7.7x17.6x1.4cm
定價 250 元

以故事和對話的形式，認知動物的
叫聲和生活習性，增加親子互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5x18x1.2cm 定價 120 元

黑白與彩色圖案刺激小寶貝的視覺焦點與認知。
適用年齡：0~1 歲
尺寸：17x16cm
定價 120 元
黑白遊戲／彩色遊戲

厚實安全的泡綿書，收錄動物、交通、食物、問候語、
天氣、相反詞等學習內容，讓寶寶學認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x21cm 定價 360 元
寶貝學習書 1 ／寶貝學習書 2

長條拉頁加吊卡設計，刺激 0~1 歲寶寶的視覺發展。
適用年齡：0 歲以上
尺寸：16.2x16.5x3.5cm
定價 360 元

寶寶認知觸覺單字書

BABY 手搖鈴磨牙書

摸摸看，新發現！觸覺、認知雙項滿足，給寶寶最新奇的閱讀體驗。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3x15.5x2cm
定價 180 元
動物小寶貝／準備出發囉！／第一本單字

搖鈴 + 磨牙 + 色彩 + 認知，刺激寶寶視覺、聽覺和觸覺神經，啟發寶寶腦力發展。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尺寸：10x16.8x1.5cm
定價 130 元
小貓咪／小企鵝／小綿羊／小貓熊

呱呱！認識動物／叭叭！認識車子

啟發幼兒腦力的視覺遊戲

透過不同材質讓寶寶觸摸學認知，提升 0-2 歲孩
子的感官智能。
適用年齡：0~2 歲／尺寸：26x26cm
定價 520 元
特價 199 元

為奠定良好學習基礎，視覺遊戲提升孩子認知、專注、想像能力！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20.5x20.5cm
定價 180 元
黑與白／形與色／早教卡

0 歲 Book - 五感遊戲盒

0 歲 Book - Baby潛能發展遊戲

FOOD超人時鐘互動學習書

企鵝派對時鐘互動繪本

配合孩子的感官發展期，給予適當的視覺、觸
覺訓練。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2.7x19.5cm
全套 (10 書 ) 定價 500 元
特價 399 元

適當的視覺與觸覺訓練，提升孩子的認知能力！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2.7x19.5cm
全套 (8 書 ) 定價 500 元
特價 399 元

動動小手轉一轉，雙語認知學時鐘！
適用年齡：3~8 歲／尺寸：24x25cm

透過日常情境和轉動時鐘，教孩子
理解和讀出時間。
適用年齡：3-8 歲／尺寸：21.5x21x4cm

定價 480 元

特價 299 元

定價 280 元

特價 248 元

寶寶互動翻翻書
小手翻一翻，依照場景與用途清楚分類，讓孩子輕鬆學認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26.5x2cm 定價 480 元 特價 399 元
神祕恐龍／交通工具／趣味動物／寶寶認知／超級市場／快樂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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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識百科翻翻書

FOOD超人趣味磁鐵遊戲書

以趣味的翻翻書帶給孩子簡單的知識，並以孩子易懂的語言解釋各種科學現象，適合低幼兒童學習。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2x29x1.8cm
定價 299 元
奇妙動物／世界地圖／我的身體／生活中的為什麼

雙折式大場景，讓孩子盡情貼，樂趣無上限！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29cm 定價 180 元
可愛動物／交通工具／海洋世界／超級市場／歡樂農場／恐龍王國／甜蜜的家／公主派對

把書變成地球儀！

我的小小聖誕樹

FOOD 超人小寶貝認知互動遊戲磁鐵書

把封底和封面黏起來，用新奇的地圖書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4.2x27x2.5cm
定價 280 元
世界地圖／世界動物地圖／世界恐龍地圖／太空大探險

每頁隱藏尋找遊戲，把魔鬼氈黏在一起就變成一
棵聖誕樹，好玩又有趣！
適用年齡：0 歲以上／尺寸：8x12.5x1.8cm 定價 130 元

培養孩子的手眼協調能力，同時提升孩子的專注力與 EQ。
適用年齡：4~7 歲／單本尺寸：24x20.8cm
單本定價 260 元 ／套書尺寸：25x25.5x5.5cm
有趣 123 ／可愛動物／交通工具／好玩顏色

我的磁貼遊戲寶盒
造型小巧方便攜帶，走到哪玩到哪，磁貼收納盒讓孩子養成收拾的好習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7x17.8x2.6cm
＊即將出版
可愛動物樂園／有趣交通工具／勇闖恐龍世界／公主變裝派對／百變職業服裝／宇宙奇幻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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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4 書 ) 定價 990 元

FOOD 超人趣味釣魚磁鐵遊戲

公主變裝派對

在趣味的釣魚比賽中認識 39 種海洋動物，同時學習基礎數學概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x24x1cm
定價 250 元

配合六種場景替公主變換造型，訓練孩子的手眼協調。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7x24x1cm 定價 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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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 趣味學習貼貼書

動動手玩貼紙

觀察物件的輪廓，重複黏貼、反覆學習，在遊戲中提升 IQ 智能。
適用年齡：2 歲以上 尺寸：26x20.5x5cm
定價 220 元 ／全套尺寸：28.8x21.2x21.7cm
動物王國／交通工具／我會 123 ／日常生活／認識顏色／有趣形狀

全套 (6 書 ) 定價 1320 元／ 全套 (4 書 ) 定價 880 元

全套(6 書 )

情境式的互動遊戲貼紙書，小手黏貼增進手眼協調，趣味學習發揮想像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x26.3cm
定價 150 元
動物／交通／上學去 ／形形色色

全套(4 書 )

創意遊戲大貼紙書
寶寶的第一本貼紙遊戲書，有五種遊戲玩法，貼紙書變得與眾不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3x25cm
定價 130 元
交通工具／美味食物／動物王國／甜蜜家庭／超級市場／趣味變裝

FOOD 超人益智遊戲貼紙書
多種遊戲類別，玩貼紙還能走迷宮、著色、連一連等，玩出智慧創造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21.1cm
定價 99 元
動物王國 / 交通工具 / 恐龍世界 / 超級市場

記憶力大考驗貼紙書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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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貼紙及著色遊戲，培養孩子們的專注力與記憶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x18cm
定價 120 元
閃亮公主／恐龍王國／趣味動物／奇幻樂園／百變服裝／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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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超人泡泡貼

幼兒 2 片拼圖卡

泡泡貼厚實可重複黏貼，敞開的三折式大場景啟發孩子的創意思考。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9x27cm
定價 160 元
動物王國／交通工具／恐龍世界／超級市場

將認知圖卡與拼圖遊戲結合，創造不同的學習樂趣。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9.2x14.7x7.5cm
定價 280 元
交通／動物／蔬果／日常
小朋友，每張圖都貼對位置了嗎？

貼紙配對過程
中，訓練手眼協調
及圖形概念，了解
空間與方位。

童話貼紙書 -200 張貼紙
看故事、玩貼紙，在遊戲中促進手眼協調與語言能力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7x15cm
定價 150 元 特價 99 元
白雪公主／灰姑娘／拇指姑娘／人魚公主／長髮公主／睡美人

公主貼紙書貼紙 350張
收錄 350 張 N 次玩的造型貼紙，快來幫公主換裝、自由搭配服裝。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8.3x13cm
定價 150 元 特價 99 元
娜娜公主化妝舞會／露露公主夢幻城堡／莉莉公主環遊世界／莎莎公主百變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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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鵝派對遊戲卡系列

FOOD 超人基礎學習拼圖遊戲

有趣的數量配對，理解物品的關聯，提升思考與聯想力，拼出交通工具，提升觀察力。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5x21x4cm
定價 160 元
123 遊戲卡／關係邏輯卡／交通拼圖卡

寶寶愛不釋手的小卡，拼出配對的字母和語詞，讓孩子在遊戲中快樂學中英文。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7.3x22.5x4.5cm
定價 260 元
ABC 配對卡／ㄅㄆㄇ配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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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經典童話拼圖
以經典童話為主題，引起孩子興趣，並從拼圖的過程中學習邏輯與思考。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5x24.5cm 定價 80 元 ／全套尺寸：25.5x24.5x2cm 全套 (4 款 ) 定價 320 元
小紅帽／布萊梅樂隊／醜小鴨／阿拉丁

FOOD超人聰明寶寶大拼圖

觀察拼圖場景，並找出指定的物品，認識農場、職業和交通工具，一起來拼拼圖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2x19.3x2.5cm
定價 220 元
認識職業／歡樂農場／交通工具

拼拼圖學認知，還可以學習英語。背面附有小知識及筆劃練習。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8x31cm
定價 120 元
美味水果／趣味 123

FOOD超人聰明寶寶玩拼圖

FOOD超人拼圖小積木

0-3 歲拼板系列

分為 4、5、6、8、9、10 片，從易到難，循序漸進玩拼圖。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7.5x17.5cm 定價 150 元
動物王國／親子動物／交通工具／趣味 123

立體六面拼圖，促進寶寶手眼協調與智力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6.3x10.9x5.3cm
定價 160 元
動物拼圖小積木／交通拼圖小積木

輪廓鮮明、色彩鮮豔的拼板，讓幼兒在拼湊過程中學習認知。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2x28.2cm
定價 100 元
生活用品／可愛動物／動物園／交通工具

幼幼小拼圖
專為幼兒貼心設計的小拼圖，陪孩子一起獲得信心與成就感。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1.5x18.8x6cm
定價 199 元
可愛動物／頑皮動物／交通工具／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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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 248 元

幼幼認知拼圖遊戲書

FOOD 超人寶寶學前遊戲

數學概念／抽象思維

有好玩的遊戲與可愛插圖吸引孩子注意，一起來做學前遊戲吧！
適用年齡：3~6 歲／尺寸：29.6x21cm 定價 50 元
ABC ／ㄅㄆㄇ／ 123 ／認圖形／玩運筆／學時鐘

動腦想一想，搭配不同的益智貼片玩配對
學邏輯！
適用年齡：3~6 歲／尺寸：19.7x30.3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1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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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超人學前必備練習本
讓孩子反覆書寫練習，在學前打好基礎，增加信心與成就感。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9.8×28cm 定價 98 元
運筆迷宮／英文 ABC ／注音ㄅㄆㄇ／數字 1-100 ／ 10 以內加減法／ 20 以內加減法／ 50 以內加減法／ 100 以內加減法 ／基礎國字／進階國字

全腦開發遊戲書
邊玩邊學習！針對孩子的年齡精心設計，給孩子最全面的學習課程。
適用年齡：2~5 歲以上／尺寸：22.8x28x0.5cm
單本定價 118 元 ／套書尺寸：22.8x28x3.2cm
兩歲：兩歲（五書）／學運筆／生活常識／創意力／ 數學啟蒙 ／創意著色書
三歲：三歲（五書）／迷宮／生活常識／創意力／數學啟蒙／創意著色書
四歲：四歲（五書）／迷宮／生活常識／創意力／數學啟蒙／動手玩剪紙
五歲：五歲（五書）／迷宮／生活常識／創意力／數學啟蒙／動手玩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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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5 書 ) 定價 5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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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頭腦開發練習本

4

看圖學習基礎概念，讓 Food 超人幫孩子做全腦開發遊戲！
適用年齡：2~6 歲／尺寸：21x29.4cm
定價 128 元
我會 123 ／我會 ABC ／我會ㄅㄆㄇ／我會寫國字／我會認時鐘

基本
練習

歲

5

多湖輝的 NEW 頭腦開發
讓孩子在遊戲中快樂的學習，發展創意、觀察力和思考力等各種腦力提升！
適用年齡：2~6 歲／尺寸：21x29.4cm 定價 128 元
走迷宮 2 ／ 3 ／ 4 ／ 5 ／ 6 歲 智力遊戲 2 ／ 3 ／ 4 ／ 5 ／ 6 歲 智慧七巧板 2 ／ 3 ／ 4 ／ 5 ／ 6 歲

2

歲

歲

手工樂園 2 ／ 3 ／ 4 ／ 5 ／ 6 歲

數學遊戲 2 ／ 3 ／ 4 ／ 5 ／ 6 歲

6

歲

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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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準備 ( 國語數學／綜合學習 )

企鵝派對寶貝學前系列

我的第一本思維遊戲書

幼升小全方位入學準備

配合小一課綱，讓孩子快樂學習，輕鬆做好入學準備！
適用年齡：5 歲以上／尺寸：21x29.7cm 單本定價 128 元
適用年齡：5 歲以上／尺寸：21x29.7x1.5cm 全套 (2 書 ) 定價 256 元 特價 249 元

附 1 枝白板筆讓孩子重複練習寫一寫，學習運筆和基礎認知。
適用年齡：3~6 歲／尺寸：21x30.5x2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199 元
123 寫一寫／ㄅㄆㄇ寫一寫／ ABC 寫一寫／運筆寫一寫

在遊戲中學習，寓教於樂的幼兒啟蒙益智遊戲書，促進孩子各方面的發展。
適用年齡：3~6 歲／尺寸：22.4x21x0.5cm
一套（3 書）定價 360 元 特價 248 元
A.3-5 歲：視覺大發現／走迷宮／玩貼紙
B.4-6 歲：偵探推理／找不同／找規律
A
B

題型涵蓋孩子在入學前須掌握的能力，為國小生活做好充足的準備。
適用年齡：5 歲以上／尺寸：24.1×22.4×1cm
定價 180 元
數學 1000 題／思維訓練 1000 題

幼兒教育立體掛圖
數學好好玩白板書

FOOD超人輕鬆學九九乘法

附白板筆可重複書寫練習，書中藏有特殊機關，將書頁往外拉，答案就跑出來囉！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5x21.3cm
定價 240 元
加法好好玩／減法好好玩／乘法好好玩／綜合加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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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張乘法學習卡、1 本朗誦運算手冊，搭配歌謠
影片與白板筆，輕鬆學習九九乘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3.2x9.3x3.2cm
定價 220 元

超級小偵探（第一冊／第二冊）

視覺大挑戰（伊索寓言／格林童話）

兒童正音ㄅㄆㄇ拼音書

綜合多元主題互動遊戲書，培養孩子的歸納、推理、
判斷的思維能力。
適用年齡：5 歲以上／尺寸：21.1x27.5cm
定價 120 元

閱讀有趣的童話故事，玩尋找遊戲，訓練專注力與觀察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 x28.5x0.7cm
定價 220 元
特價 128 元

本書內附正音ㄅㄆㄇ CD+DVD+ 掛圖，是學
齡前兒童的拼音法寶！
適 用 年 齡：4~7 歲 ／ 尺 寸：26.7x19.5cm
定價 420 元 特價 199 元

圖案精美的立體教育掛圖，讓可愛的卡通人物陪孩子一起學習！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42x56cm 定價 68 元
冰雪奇緣立體掛圖 ‧ 九九乘法／冰雪奇緣立體掛圖 ‧ 學習 ABC ／迪士尼米奇立體掛圖 ‧ 認識時間／小熊維尼立體掛圖 ‧ 數數看 1~20 ／喜羊羊與灰太狼立體掛圖 ‧ 數數看 1~20 ／喜羊羊與灰太狼立體掛圖 ‧ 數數看 1~100 ／迪士尼公主立體掛圖 ‧ 九九乘
法表∕喜羊羊與灰太狼立體掛圖 ‧ 九九乘法表／迪士尼公主立體掛圖 ‧ 學習 ABC ／喜羊羊與灰太狼立體掛圖 ‧ 學習 ABC ／迪士尼公主立體掛圖 ‧ 認識顏色與形狀／喜羊羊與灰太狼立體掛圖 ‧ 學習注音符號／迪士尼米奇立體掛圖 ‧ 學習注音符號

FOOD 超人立體身高尺

立體地圖

可以量身高又可認知學習，讓 Food 超人陪孩子一同成長！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0.5x94cm 定價 100 元
注音符號／英文字母／認識數字／形狀顏色

學好地理從看地圖開始，給孩子最正確的地理教材。
適用年齡：6 歲以上
尺寸：42x56cm
定價 150 元
世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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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雞球球成長繪本
日本熱銷 222 萬冊好評發售，讓小雞球球陪孩子一起成長！
適用年齡：1 歲以上／單本尺寸：20x15.5cm
單本定價 220 元
適用年齡：1 歲以上／套書尺寸：25.5x20.5x7.8cm 全套 (6 書 ) 定價 1320 元
小雞球球，媽媽在哪裡？／小雞球球的好朋友／小雞球球說謝謝／小雞球球，幫媽媽做事／小雞球球躲貓貓／小雞球球，晚安囉！

繪本故事館

分隔頁
猜猜我是誰？

小雞球球成長繪本系列

小雞球球媽媽在哪裡？

藉由猜猜我是誰？的互動，幫助寶寶學習認知，達到寓教於樂的功能。
社長 許丁龍
著·繪 入山 智
編輯 王怡文 出版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適用年齡：單本 0~3 歲／尺寸：15.2x16.9cm代理 三暉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單本定價 180
元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23號之1
電話 02-2695-9502 傳真 02-2695-9510
適用年齡：套書 0~3 歲／尺寸：15.2x16.9cm
(2 書 ) 定價
統編 89595047 全套
網址 www.windmill.com.tw
劃撥 360
14957898 元
戶名 三暉圖書發行有限公司
初版 2015年08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大大的耳朵／長長的鼻子
Piyo-chan no Okasan doko?
Copyright © 2003 by Satoshi Iriyam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Gakken Co., Ltd., Tokyo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Gakken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請移除外包裝後在監護人陪同下使用，以避免幼兒誤食；以及小心書頁邊緣，避免割傷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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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撕不破小小書 - 童話系列

孩子第一本經典童話繪本

寶寶愛不釋手的小書本，隨時都能享受親子共讀的好時光。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0x10x4.5cm
全套 (5 書 ) 定價 199 元
伊索寓言／格林童話／晚安故事／世界童話

每冊含五則經典童話故事，孩子能從故事中獲得智慧與啟發，豐富心靈。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8x21.8x1.7ccm 定價 250 元
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第四冊

寶寶的12個經典童話故事
幼幼撕不破小小書 - 公主系列
寶寶愛不釋手的小書本，隨時都能享受親子共讀的好時光。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0x10x4.5cm
全套 (5 書 ) 定價 199 元
可愛公主／勇敢公主／善良公主／溫馨公主

從經典童話出發，扎根語文基礎，享受閱讀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21cm 單本定價 120 元 特價 59 元
全套尺寸：22.5x22x8cm 全套 (12 書 + 2CD) 定價 790 元
三隻小豬／白雪公主／狼雨七隻小羊／小紅帽／睡美人／阿拉丁神燈／小木偶奇遇記／醜小鴨／糖果屋／穿長靴的貓／小紅母雞／冰雪女王

幼幼撕不破小小書 - 音樂家故事
寶寶愛不釋手的小書本，隨時都能享受親子共讀的好時光。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10x10x4.5cm
全套 (5 書 ) 定價 199 元
音樂家的故事 1 ／音樂家的故事 2 ／音樂家的故事 3 ／音樂家的故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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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故事小屋

幼幼故事繪本

寶寶學習成長故事集

讓家長陪寶寶一起深入童話的世界！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3x20x5cm
全套 (10 書 + 2CD) 定價 800 元 特價 399 元

深省的故事，期待孩子從閱讀中獲得智慧的啟發。
適用年齡：0~3 歲／尺寸：23x21.7x5cm
全套 (8 書 + 2CD) 定價 640 元 特價 399 元

活潑有趣的故事，讓孩子培養好習慣與生活知能。
適用年齡：2~5 歲／尺寸：21.8x21.2x3.8cm 單套 (10 書 + 1CD) 定價 299 元
寶寶生活的 IQ 故事集／寶寶好習慣品格故事集

來看看 Grace 的故事，讓孩子學會耐心等待不著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25cm 定價：中文版 280 元 英文版 320 元／套書尺寸：27x25.7x3.5 全套 ( 中文 3 書）定價 840 元
Grace 說耐心 ( 中文 ) ／ Grace 說專心 ( 中文 ) ／ Grace 說恆心 ( 中文 ) ／ Grace 說耐心 ( 英文 ) ／ Grace 說專心 ( 英文 ) ／ Grace 說恆心 ( 英文 )

有聲 區

Grace 說耐心 / 說專心 / 說恆心

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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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聖誕老公公的一封信（附信紙）

聖誕節倒數24 天

歡樂聖誕趣味童詩繪本

以快樂的聖誕節為主題，書中附贈的信紙讓孩子學習
寫一封信。
適用年齡：3-8 歲／尺寸：25x25cm
定價 280 元

24 個聖誕節溫馨小故事，每天閱讀 10 分鐘，
就能獲得滿滿的正想能量。
適用年齡：6 歲以上／尺寸：15.8x22cm
定價 320 元
特價 250 元

48 首精彩的童詩，變身成有趣的故事繪本。
適用年齡：6 歲以下／尺寸：21x29.7cm
定價 320 元
特價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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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寶寶優質潛能音樂

兩隻老虎 V.S 小蜜蜂 ( 雙 CD）

九九乘法 V.S ㄅㄆㄇ ( 雙 CD）

英文 V.S ABC ( 雙 CD）

晚安故事

輕快優美的鋼琴童謠，安撫寶寶好情緒。
0 歲音樂適用年齡：0~12 個月／寶寶搖籃曲適用年齡：0~24 個月／胎教音樂適用年齡：成人
尺寸：14.2x12.3x2cm
全套每輯（雙 CD）定價 220 元
0 歲音樂／寶寶搖籃曲／胎教音樂

精心挑選耳熟能詳的 80 首兒歌，陪著孩子
一起哼哼唱唱！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從自然的文字律動、歌詞字句中，培養孩
子語文以及數理認知的基礎。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中英對照的彩圖歌詞，讓孩子更快
進入歌曲情境，加速學習與吸收！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陪伴小寶貝一起聆聽晚安故事，進入精彩的故事王國。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 ( 雙 CD) 定價 180 元
晚安故事 l ／晚安故事 ll

ㄅㄆㄇ V.S 123( 雙 CD）

成語故事 V.S 弟子規 ( 雙 CD）

三字經 V.S唐詩 ( 雙 CD）

台語 V.S 英文 ( 雙 CD)

熊媽媽說故事

跟著動物們一起學習ㄅㄆㄇ和 123 數字，
讓孩子培養語文以及數理基礎。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快樂念唱成語故事與弟子規，培養孩子
國語文的基礎。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讓孩子沉浸在古典文學的氛圍中，讓孩子
更了解中國文化。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40 首耳熟能詳的鄉土歌謠與英文歌曲，
使孩子輕鬆進入語文環境。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一套精彩又實用的故事有聲書，能激發寶寶的想像空間，體會創意生活的無限樂趣！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 ( 雙 CD) 定價 180 元
動物世界／溫馨童話／數學王國／趣味生活

睡前 5 分鐘

彩色世界經典童話

藉由睡前短短的 5 分鐘故事，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雙 CD）定價 180 元
真情 + 愛心小故事／溫馨 + 生肖小故事／快樂 + 夢幻小故事

一套陪伴孩子學習成長的有聲書，讓孩子輕鬆聆聽童話故事。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14.2x12.4cm 每輯 ( 雙 CD) 定價 180 元
中國寓言世界／伊索寓言世界／安徒生童話世界／格林童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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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感覺統合音樂跳跳馬

寶寶滾筒遊戲

FOOD 超人歡樂可愛動物音樂水畫毯

跳跳馬搭配律動兒歌，培養寶寶的平衡與肢體協調，
提升感覺統合能力。
適用年齡：3-8 歲／尺寸：37.5x24.5cm 定價 680 元

藉由滾筒遊戲，讓寶寶學習認知，
促進動作發展與感覺統合。
適用年齡：0~3 歲
尺寸：22x24x6cm 定價 380 元

在閃閃發光的歡樂音樂聲中，啟發音樂及色彩的認知學習。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8.3x28x5cm
定價 480 元

益智教具館

FOOD超人腦力發展跳跳球（附手冊）

FOOD 超人醫生遊戲

彈力十足的跳跳球，能刺激孩子大小腦發展、促進感覺統合。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x21.5x10cm
定價 260 元
紅色／黃色

擬真的醫生遊戲，讓孩子模擬現實生活場景，激發想像力，促進智力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8x24x5cm
定價 280 元
我是小醫生／我是小護士

FOOD 超人小賽車

FOOD 超人工具遊戲組
好玩的工具遊戲，可以讓孩子體驗動手做的樂趣，同時提升 IQ 與 EQ ！
FOOD 超人創意工程師工具遊戲 -22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15x18cm
FOOD 超人小工程師 DIY 工具組 -26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46x25.5x5cm
FOOD 超人超級工程師工具遊戲 -52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51x38x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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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450 元
定價 380 元
定價 560 元

多種汽車造型與鮮明色彩，促進
孩子的手部與視覺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7.5x20.5x2cm 定價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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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積木工程車

FOOD 超人趣味家家酒系列
好玩的食物玩具組，讓孩子在扮家家酒的過程中，透過模仿，培養創意思維。
適用年齡：3 歲以上／超級食物總匯 ˙ 尺寸：51x41x4.5cm ／甜蜜蛋糕屋 ˙ 歡樂披薩派對 ˙ 美味漢堡王 ˙ 尺寸：38x30.6x5.3cm
超級食物總匯／甜蜜蛋糕屋／歡樂披薩派對／美味漢堡王
定價 380 元

拆一拆，裝一裝，發揮創意想像力，可以混搭配件，設計自己的新車子喔 !
適用年齡：3 歲／尺寸：18.5x9.4x10cm
定價 250 元
積木混泥預拌車／積木推土機／積木壓路車

幼幼智力拼板

60

FOOD 超人蔬菜水果切切樂

FOOD 超人百匯切切樂

趣味扮家家酒的遊戲，附上小手冊，讓孩子體驗角色扮演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8x23x5.5cm
定價 250 元
蔬菜切切樂／水果切切樂

學會認知各種蔬菜、水果，產品色彩鮮豔，能夠刺激孩子視覺發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8.4x30.5x5cm
定價 380 元
蔬菜百匯／水果百匯

FOOD 超人趣味家家酒 - 我是小廚師

FOOD 超人終極益智疊疊樂

模仿真實情境，能激發想像力，讓孩子學會自己思考，培養創意思維！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8x21.5x11.5cm 定價 560 元

包含 1 個骰子及 24 張遊戲卡片，讓傳統的疊疊樂有更多的玩法。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8.4x28.7x8.2cm 定價 380 元

培養圖像記憶，嵌入式拼圖設計，學習形狀與組合能力。
適用年齡：3 歲／尺寸：15x15cm 定價 120 元
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小魚

木製認知拼圖
精心繪製的場景，拼圖 + 認知 + 觀察，訓練邏輯、培養觀察力及專注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2.5x22.5x0.7cm
定價 180 元
可愛動物／交通工具／海洋世界／神祕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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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顆粒積木遊戲

FOOD 超人創意磁力片

螞蟻搬家數學遊戲板

附說明書，將積木組成各種形狀，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及創造思維。
A. 奇妙積木世界 -265pcs ／ 3 歲以上／尺寸：52x9x23cm 定價 1200 元
B. 動物森林滑道 -135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52x33x9cm 定價 980 元
C. 超級汽車百變機器人 -79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9.5x54x8cm 定價 780 元
D. 趣味家家酒餐廳 -83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51x37x9.7cm 定價 780 元
E. 歡樂摩天輪樂園 -158pcs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53x32x13cm 定價 1200 元

將磁力片拼裝成想要的樣子，能刺激手部肌肉發展，還能鍛鍊手、眼協調。
百變越野車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0x21x12cm
定價 560 元
百變摩天輪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0x26x4.8cm
定價 980 元

讓寶寶輕鬆練習握筆，提升孩子手指發展，並學習基礎認知。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30x30x2cm
定價 980 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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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FOOD 超人幼幼旋轉滾球

FOOD超人數字動物軟積木

幼幼疊疊樂

FOOD 超人IQ全腦發展數學啟蒙遊戲板

FOOD 超人尋找汽車停車格

可愛滾球與軌道設計，培養孩子的聽覺、視覺、
肢體協調與空間思維，加強專注力與動態視覺。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尺寸：22x13x29cm 定價 420 元

十個彈性積木，可學習顏色、動物與數量，是最適合寶
寶的安全軟積木。
適用年齡：6 個月以上
尺寸：27.1x19x5.7cm
定價 420 元

最經典的益智教具組，讓孩子辨別大小順
序，建立數學基礎概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7.5x21.3x1.3cm
定價 360 元

生動的圖片，引導孩子學習認知與數數，健全孩子的智力發展！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30x37x2.5cm 定價 1350 元

跟著 Food 超人認識顏色、學習數與量，聰明互動玩車車，
磁鐵遊戲學數數！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4x36x2.5cm
定價 1350 元

FOOD 超人記憶對對樂遊戲盤

FOOD超人親子桌遊蛇棋遊戲

FOOD超人 1 桿進洞高爾夫

藉由記憶遊戲訓練觀察聯想、邏輯推理、常識配對、顏色形狀、
正反概念、時間觀念等 20 個不同的主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2.7x28.2x5.9cm 定價 480 元

防水的遊戲毯，可供 2-4 人一起遊戲，
促進腦力激盪，激發思考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7.5x21.3x1.3cm
定價 180 元

配備齊全，內附三支球桿、三顆高爾夫球、
球洞和球座，室內室外都能玩！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9x10.5x54cm
定價 280 元

FOOD 超人幾何迷宮遊戲板

FOOD 超人123迷宮遊戲板

FOOD 超人色彩配對遊戲板

順著路線，移動正確的珠子數量，初步建立數量的觀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0x30x2cm 定價 980 元

依遊戲卡進行遊戲，將珠子移動到指定空間，建
立數量的觀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0x30x2cm 定價 980 元

在操作、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分辨顏色，並學會數
量認知。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0x30x2cm
定價 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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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多元認知智能學習盒

FOOD 超人滑翔小賽車

可愛時尚的磁鐵娃娃屋

FOOD 超人磁鐵遊戲

五合一遊戲盒可組合、可拆分，多種玩法，在遊戲中啟發孩子的感官發展。
適用年齡：1 歲以上／尺寸：16.2x16.2x16.8cm
定價 560 元

訓練動態視力，學會認知數字與顏色，培養專注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1.5x25.4x10.5cm
定價 450 元

精緻夢幻的房間背景，超過 190 個精美磁鐵配件，讓孩子任意拼貼、培養美感。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1.5x23.5x4.5cm
定價 620 元

根據每題挑戰題目擺放磁鐵的位置，考驗孩子的智能與專注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x24cm
定價 250 元
汽車過山洞／動物躲貓貓

FOOD 超人磁鐵白板遊戲盒

FOOD 超人尋寶大冒險磁鐵遊戲

FOOD 超人磁性認知系列

內含可愛磁鐵、造型卡片及白板筆，有多種玩法，孩子們一起組合磁鐵，自由塗畫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3x19.2x2cm
定價 380 元
交通工具／幾何形狀

學習排列組合，掌握空間方向、變換道路，找出正確的路線。
適用年齡：5~12 歲以上／尺寸：22x22cm
定價 260 元
特價 199 元

專為學齡前幼兒打造的磁性教具，富有認知、拼音等教育意義。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25.6x1.8cm 定價 160 元
ABC ／ abc ／ 123 ／ㄅㄆㄇ

FOOD 超人益智磁性字母數字學習板

FOOD 超人彩繪磁性畫板

磁性認知訓練板

可寫可畫、還可認識 ABC 和數字，讓孩子享受快樂的學習！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47.5x33.5x4.5cm
定價 380 元

N 次畫、N 次寫的磁性畫板，搭配磁性圖章讓孩子快樂彩繪！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創意彩繪磁性畫板 尺寸：40.2x33.5x3.5cm
親子教育彩繪磁性畫板 尺寸：44x36.5x5.5cm
定價 580 元

定價 450 元

特殊的磁性板設計，輕鬆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及基礎的數學概念。
適用年齡：4~7 歲／尺寸：25.5x23cm
定價 100 元
123 ／ abc ／ ABC ／ㄅㄆ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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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魔豆排排樂

找形配對巧手工

彎管玩具組合出各種造型，培養耐心、刺激思考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34x27.4x5cm
定價 420 元

結合拼圖、數學與益智，讓孩子邊玩邊建構空
間與邏輯概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7.5x34x5.5cm
定價 580 元

奠定幼兒對於顏色、形狀、大小的認知，並訓練
小肌肉的發展。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7.5x34x5.5cm
定價 360 元

幼幼魔法黏線板

穿線板

串珠樂

運用五種顏色的線，可以變幻出各式各樣的可愛
圖案。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7.5x34x5.5cm
定價 360 元

運用可愛造型穿線板，讓孩子從精細的穿線動
作中培養專注力。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4.4x21.4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250 元

簡單好玩的串珠遊戲，讓孩子建立基礎數量概念
以及序列概念。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4.4x21.4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250 元

腦力激盪

七巧板智慧片

IQ 智慧片

創意積木可組成各種有趣圖形，學習邏輯與空間
的概念。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4.8x24.8cm
定價 580 元

增進孩子對形狀、色彩的認知，進而達到手腦並
用的效果。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4.8x24.8cm
定價 350 元 特價 250 元

透過 IQ 智慧片的拼合，有助於開發兒童腦力及潛
在創造力。
適用年齡：4~7 歲
尺寸：24.8x24.8cm
定價 420 元 特價 280 元

小學生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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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益智彎管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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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典故事繪本

樂讀趣小火車 ( 低中年級 )

樂讀趣小火車 ( 中高年級 )

每天讀一篇經典故事，讓孩子在閱讀中開闊視野，越讀越有智慧。
適用年齡：6~12 歲／尺寸：21.5x25x2.5cm
定價 380 元 特價 299 元
世界偉人／經典童話／伊索寓言／希臘神話／猶太寓言／安徒生童話／天方夜譚／莎士比亞

精選世界各國得獎兒童讀物，繪本與文字書的閱讀階段，讓孩子從故事中培養品德與人格！
適用年齡：6~8 歲／尺寸：14.7x21cm
兩隻青蛙 100 元／鯨的遊戲 120 元／吻之書 120 元／唱著歌走到的地方 120 元／名叫
「瞬間」的鸚鵡 150 元／豬小弟的信 150 元／蛇鼻子 150 元／毛毛蟲佩里柯品 150 元

精選世界各國得獎兒童讀物，繪本與文字書的閱讀階段，讓孩子從故事中培養品德與人格！
適用年齡：8-10 歲／尺寸：14.7x21cm
王者之冠 100 元／烏丟丟 150 元／雨街的貓 150 元／朵朵和她的半隻黑貓 150 元 ／
騎士小弗洛里安 150 元／風小子的旅行 150 元／雲端之上 150 元／想高飛的貓 220 元

3D 立體擬真場景 震撼視覺
戴上 3D 眼鏡，書中圖片震撼的立體場景，看到真實的恐龍、鯊魚、老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5x28.2x0.5cm
定價 230 元
史前霸主•恐龍對決／海底探奇•鯊魚突襲／兇猛野性•動物探險

樂讀趣小火車 ( 高年級 )
精選世界各國得獎兒童讀物，銜接繪本與文字書的閱讀階段，讓孩子從故事中培養品德與人格！
適用年齡：10-12 歲／單本尺寸：14.7x21cm
套書尺寸：32.3x23.3x6cm
全套 (10 書 ) 定價 2240 元
住在房梁上的必必 180 元／犀牛？什麼犀牛？ 200 元／第一百號海龜 200 元／不一樣的手 220 元／撒哈拉女孩穆娜 220 元／紙村莊 220 元／賣洞的人 250 元／
米卡艾拉不會玩 250 元／祕密組織 250 元／永不止步的旅行者 250 元

365 天世界經典童話
讓跨時代的優質故事，啟發孩子的思考、豐富孩子的心靈。
適用年齡：2~7 歲／尺寸：15.8x21cm 單本定價 180 元 ／套書尺寸：19x22.5x6.3cm
白色卷／藍色卷／金色卷／銀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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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4 書 ) 定價 7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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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啟蒙讀本

中華經典民間神話故事∕中華傳統節日故事

三色濾鏡書

選取了蒙學經典、諸子百家、經典詩文等六本，讓孩子讀出好品格，予以正面的教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5x17x1.3cm
定價 220 元 特價 160 元
論語／成語故事／三十六計／唐詩三百首／弟子規／三字經

閱讀歷史悠久的民間與神話故事，學習古人的智慧與品德，有趣的傳統節日故事，
讓孩子汲取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22.8cm
定價 320 元
特價 199 元

移動神奇的三色濾鏡，觀察濾鏡下的神奇世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0.3×21.8cm
定價 280 元
我們的城市 - 昨日與今日／揭秘與透視 - 動物的探索

小學生必讀經典文學

台灣 / 中國歷史全知道

每篇都是古人智慧的累積，能豐富孩子的文學和歷史知識，同時提升語文能力。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x26cm
定價 160 元
成語故事／典故故事／神話故事／寓言故事

認識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更愛惜這片我們居住的土地。
適用年齡：8~13 歲／尺寸：23x17cm 定價 800 元 特價 250 元
台灣歷史全知道／中國歷史全知道

兒童十萬個為什麼

兒童好奇心大百科

詳細的知識內容附加知識問答題，滿足孩子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適用年齡：8~13 歲／尺寸：18.8x23cm
特價 499 元
單本定價 280 元
特價 128 元
全套 (4 書 ) 定價 1120 元
植物與地球／人體與生活／動物與昆蟲／海洋與天文

包括動物、人體、自然、生活等四大
主題，激發好奇心和求知欲。
適用年齡：8~13 歲
尺寸：28.8x23.3cm
定價 520 元
特價 299 元

閱讀我們的台灣小百科
圖文並茂的內容，讓孩子更能融入、更深入了解我們的台灣文化。
適用年齡：8~13 歲／單本尺寸：21x15cm
單本定價 160 元／套書尺寸：15.2x21.2x8cm
台灣民間故事／台灣歷史故事／台灣地名故事／台灣節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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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4 書 ) 定價 6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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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車圖鑑

天下無敵！恐龍大百科

數學偵探隊

清楚的 3D 透視圖解，讓孩子輕鬆認識身體
各個部位的名稱與功能。
適用年齡：6 歲以上／尺寸：27x21cm
定價 360 元 特價 299 元

收錄 550 種經典車款，介紹品牌來
源與超級性能，拓寬孩子眼界！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21.6x22.5cm
定價 220 元

生動的圖畫、真實的化石照片，
讓孩子學習正確的恐龍資訊。
適用年齡：7 歲以上
尺寸：15.5x18.5cm
定價 320 元
特價 248 元

利用乘法、圖形、測量等數學知識破
解書中的謎題，發現學數學的樂趣！
適用年齡：5 歲以上
尺寸：15×21.5cm
定價 250 元

看漫畫輕鬆學游泳

小學生基礎寫作指南

小學生的第一篇作文 / 第一本日記

有趣的漫畫劇情以及專業的圖解動作，一起去游泳吧！
適用年齡：7 歲以上／尺寸：15x21cm 定價 280 元

領導孩子寫出事件的精華重點，也有童詩文體的練習。
適用年齡：8~13 歲／尺寸：19x26cm 定價 180 元
圖解作文 200 字／解析式看圖作文

從簡單的日記開始降低孩子對作文的恐懼，讓孩子輕鬆成為作文高手！
適用年齡：8~13 歲／尺寸：20.6x14.8cm 定價 250 元

FOOD 超人國語辭典
最新版國語辭典，收錄六千多個國字及九千多個國小常用詞語。
小學生標準國語辭典／尺寸：20.6x14.8x5cm 定價 380 元
新編學生國語辭典／尺寸：19x13.5x5cm 定價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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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明星商品

人體知識百科

新編標準國語辭典 (32K)
特別加收活用修辭學與繁、簡字對照表，並收錄近
7 千個生字、上萬組豐富詞條。
尺寸：19x14x6cm
定價 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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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超人小背包

FOOD 超人娃娃背包

FOOD超人絨毛娃娃∕ FOOD超人娃娃吊飾

FOOD 超人 3D 動畫

FOOD超人獎勵集點貼紙 (2D/3D)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48x29x22cm
定價 380 元 特價 250 元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48x29x22cm
定價 380 元 特價 250 元

布料柔軟細緻，觸感溫和，陪伴寶寶入睡，可掛在背包上隨身攜帶。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FOOD 超人絨毛娃娃／尺寸：20x31x9cm 定價 250 元
FOOD 超人娃娃吊飾／尺寸：8x14x4cm 定價 180 元 特價 99 元

兩盒 DVD 組裝，每輯共 13 集動畫，和 FOOD 超人一起打擊蒼蠅王！
適用年齡：0 歲以上 尺寸：13.5x19x3cm
定價 380 元
特價 199 元
第一輯（2DVD）／第二輯（2DVD）

附四款集點卡，快來收集超酷的 FOOD 超人雷射貼紙吧！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1.4x30.8cm 定價 39 元

FOOD超人紅包袋

FOOD 超人動畫繪本（附吊飾）

FOOD 超人行李箱

超人氣明星 FOOD 超人登場！超可愛的 FOOD 超人紅包袋共有六款俏皮的圖案，一包隨機 5 入，大人小孩都喜歡，等你來收集喔！
適用年齡：0 歲以上／尺寸：9.7x20.2cm
A. FOOD 超人紅包袋 2D( 隨機 5 入 ) 定價 25 元／ B. FOOD 超人紅包袋 3D( 隨機 5 入 ) 定價 30 元
A
B

包含四冊繪本，隨書附贈 FOOD 超人吊飾，陪伴孩子快樂成長。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19.6x21x6cm
定價 480 元
特價 236 元

造型可愛、滑順好推，內層有拉鍊隔層設計，能輕鬆
收納小物、玩具，不在行李箱裡亂跑，陪伴孩子到各
地快樂遊玩，學會自己整理行李！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48x29x22cm
定價 1200 元

FOOD 超人幼幼學習水壺

FOOD 超人寶寶成長水壺

FOOD 超人寶寶學習碗

FOOD超人親子樂趣籃球架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容量：380ml
粉紅色／藍色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容量：580ml
黃色／粉紅色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容量：360ml 定價 220 元

讓孩子健康樂觀成長的運動遊戲，快來跟著 FOOD 超人玩投籃。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55x41.8x5cm
定價 650 元

附
可拆卸
拉繩

定價 130 元

伴孩子入睡
陪

定價 180 元

背包上
掛在

採用304
不鏽鋼
安全無毒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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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75

76

FOOD超人音樂泡泡槍

FOOD超人泡泡補充液

FOOD 超人短袖上衣 粉色／藍色／綠色

企鵝派對短袖上衣

吹泡泡伴隨燈光及音樂，為孩子增添更多樂趣。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32x22.5x9.5cm
定價 250 元
FOOD 超人／心心水餃／蒼蠅王／蚊仔

850ml 大瓶裝，採用環保配方，無毒不傷
身，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適用年齡：3 歲以上
尺寸：11x21cm
定價 99 元

100％純棉，柔軟舒服，吸汗又透氣，給寶貝肌膚 100％的呵護！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90、100、110、120
定價 360 元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90、100、110、120

FOOD 超人長袖上衣 粉色／藍色／綠色

企鵝派對長袖上衣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90、100、110、120

適用年齡：2 歲以上／尺寸：90、100、110、120

背包水槍

FOOD超人跳繩

夏日戲水玩具，讓 FOOD 超人和蒼蠅王陪孩子一同玩耍，歡樂背著走。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5x17.5cm
定價 250 元
FOOD 超人／心心水餃／蒼蠅王

讓孩子養成運動的好習慣，促進兒童身高、增強心肺功能，並訓練孩子的
節奏感與平衡感！
適用年齡：6 歲以上／尺寸：24.5m
定價 60 元
炫彩跳繩 - 粉色／炫彩跳繩 - 藍色／繽紛跳繩 - 粉色／繽紛跳繩 - 藍色

FOOD超人黏巴球

FOOD超人趣味標靶黏黏球

內附 1 大球 1 小球，培養孩子運動智能，室內室外開心動一動吧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6x31cm
定價 220 元
FOOD 超人親子黏巴球／ FOOD 超人歡樂黏巴球

內附 3 顆球，在玩樂中訓練手眼協調能力，和爸爸媽媽一起比賽吧 !
適用年齡：3 歲以上／尺寸：24x17x2.2cm
定價 99 元
黃色／藍色

定價 450 元

粉色／藍色／綠色
定價 360 元

粉色／藍色／綠色
定價 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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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風車圖書致力出版幼兒教材與小學生圖書已三十年，出版品包含繪本、玩具書、音樂ＣＤ、教具、親子
教育叢書與各類小學生讀物，以「深化認識台灣，探索中華文化」為方針，持續往多元化的出版方向邁進。
三十多年來風車的出版品伴隨著台灣許多的孩子一同學習成長，許多孩子在風車圖書的薰陶下，漸漸成
長懂事，成為充滿智慧與文化素養的中學生、大學生甚至成人。風車圖書為了延續這份精神，讓十二歲以上
各年齡層的讀者能夠繼續閱讀品質優良、內容精彩的好書，因此成立「禾風車書版」。

創立與展望
阿凡提文化事業，創立於2006年8月，曾出版過胎教系列書籍，頗受好評。為了提供讀者更寬廣豐富的
閱讀領域，阿凡提文化事業於2009年1月正式更名為「禾風車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禾風車延續了風車與阿凡提的品質和文化精神，擴大學習的視野，出版品包羅萬象，涵蓋了樂活時尚系
列、思維益智系列、語言學習系列等，更以提升全民文化素質為目標，期望未來能夠走出台灣，邁向國際。
我們秉持著一貫出版的熱忱與專業，以最積極用心的態度，希望能夠繼續服務廣大的讀者，與讀者一同
享受生活、在生命的旅程中繼續學習成長。

ORIGINATION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has devoted to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related publication which
includes various picture books, toy books, CDs, teaching aids and parent-children education series more than 20
years. In addition to main purpose“Introducing Taiwan and exploring Chinese culture”,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continues publish diverse publication. Windmill publication has grown and learnt with children over
20 years. Many children has become an intelligent and well-developed students and adults. In order to extend the
spirit,“Grain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is established to publish superior and outstanding books.

FOUNDATION AND PROSPECTS
Effendi was found in August, 2006 and published well-known prenatal education se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aders
an abundant reading material, Effendi officially changed its name to Grain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Grain
Windmill continues spirit of Windmil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nd Effendi by publishing quality publication and
enlarging learning vision. The publication includes LOHAS series, language learning serie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series and so on. Grain Windmill targets to advance civic culture quality and expects to go towards internationally.
Grain Windmill holds the spirit of great enthusiasm and profession, and serves our readers by the most positive
attitudes. Grain Windmill would like to enjoy life and grow up together with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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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推理遊戲∕數學思維遊戲

金牌數獨 1 ∕金牌數獨 2

多元的邏輯遊戲，帶給孩子全新的思考方式，挑戰腦力極限。
適用年齡：12 歲以上／尺寸：16x23cm
定價 200 元

世界數獨錦標賽常勝軍聯合推薦，快來跟著大師一起成為金牌數獨高手！
適用年齡：8 歲以上／尺寸：16x23cm
定價 120 元

邏輯推理遊戲

1001 個思維遊戲 ( 右腦） 哈佛給學生做的1001個思維遊戲

精選不同類型的邏輯推理與偵探謎題，培養分析與判斷能力！
適用年齡：12 歲以上／尺寸：16x23cm
定價 220 元
388 個超好玩的邏輯陷阱遊戲／ 228 個超好玩的偵探推理遊戲／
挑戰極限的 299 個益智推理謎題

1001 個趣味遊戲以及智力問答等思維
問題，開發孩子的大腦潛能。
適用年齡：8~13 歲
尺寸：19x26cm
定價 280 元

享受風靡國際的思維遊戲，有效訓練思考能力。
適用年齡：8~13 歲
尺寸：21x29.7x5.4cm
定價 380 元

每天一個益智遊戲／每天一個偵探思維遊戲

百年哈佛給學生做的 600 個思維遊戲

精選 365 篇邏輯遊戲，全面提升思維能力，成功突破「世界 500 強」面試。
適用年齡：8 歲以上／尺寸：16x23cm
定價 220 元

透過 600 個不同類型的思維遊戲，讓您愈玩愈聰明！
適用年齡：8~13 歲／尺寸：17.2x23.4x2.8cm
定價 38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