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棉樹出版社 - 童書書目 新界 火炭 穗禾路 1 號 豐利工業中心 505 室

(學校訂購可享75折優惠) 電話: 2771 0701    傳真: 2780 0807

書名 定價 數量 書名 定價 數量 書名 定價 數量

彩色橋梁書 孫幼軍童話 小  說

完美的逃獄記 $38 來自星空的機器鳥 $42 功課永遠做不完 $35

對付狼的方法 $38 玩具大冒險 $35 同桌是害人精 $35

米奇卡 $38 唏哩呼嚕歷險記 $35 笑鬧校園小說集 $35

小瑪歌 $38 孫幼軍開心童話集 $35 俄羅斯娃娃的祕密 $35

背著房子去郊遊 $38 出發! 玩具兵團 $38 曹迪民先生的故事 $42

毛毛和大鬼 $38 神奇的房子 $38 汪星人與地球女孩 $42

爸爸媽媽不在家 $40 雲裏國歷險記 $38 調皮自在沒人管 $38

愛麗思和黑圈圈 $40 白妮妮和妖精 $38 男生賈里 $38

我要變神童 $40 鐵頭飛俠傳 $38 女生賈梅 $38

國王蛇 $35 變形門神 $35 一個女孩 $38

我叫粗尾巴 $35 逃亡老鼠城 $35 我的媽媽是精靈 $42

魔法花花豬 $35 衣櫃裏的時光機(上) $42 艾晚的水仙球 $42

鱷魚粉嘟嘟 $35 衣櫃裏的時光機(下) $42 麥草做的鐲子 $42

小獅子毛爾冬 $35 周銳幽默系列 飄落的白棉花 $42

唐家小豆事 $35 生下來就會搗亂 $35 遙遠的星星索 $42

自己畫的故事 $38 天師小子大混戰 $35 新書 不一樣的平安夜 $42

小芝麻 $38 黑玉蟬 $35 好孩子 壞孩子 $38

PUPPY $38 不歸窟 $35 親親我的媽媽 $38

沙丁魚的故事 $38 沙門島 $35 鵝鵝鵝 $42

蒙娜麗莎小姐 $38 煎釀趣三國 (1) $38 天堂之鳥 $42

小蜈蚣穿鞋子 $38 煎釀趣三國 (2) $38 生命成長短篇-表哥駕到 $42

拇指姑娘 $38 煎釀趣三國 (4) $38 十四歲的舞蹈課 $38

兩個朋友 $35 魔法聊聊齋(一) $38 暗號 $35

爸爸的玫瑰 $35 魔法聊聊齋(二) $38 童 詩

書名 定價 數量 魔法聊聊齋(三) $38 飛旋的夕陽 $35

笑話、偵探及遊戲 魔法聊聊齋 (四) $38 短篇故事集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一) $24 混仗水滸傳 $38 重新愛上安徒生 $38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二) $24 紅樓白日夢 $38 漫 畫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四) $24 問號小百科 妖怪總動員  (1) $35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五) $24 氣象 $38 妖怪總動員 (2) $35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六) $24 火山 $38 妖怪總動員 (4) $35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七) $24 身體 $38 妖怪總動員 (5) $35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八) $24 植物 $38 妖怪總動員 (6) $35

阿凡提笑笑笑故事(九) $24 海洋 $38 妖怪總動員 (7) $35

小米偵探學校 $24 宇宙 $38 木棉道科學館

成語遊樂場 $24 交通工具 $38 談天說屁 $38

文字遊樂場 $24 史前人類 $38 熊貓熊貓我問你 $40

尋找外星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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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棉樹出版社 - 繪本書目 新界 火炭 穗禾路 1 號 豐利工業中心 505 室

(學校訂購可享75折優惠) 電話: 2771 0701    傳真: 2780 0807

書名 定價 數量 書名 定價 數量 洛洛講故事

繪本森林 繪本森林 最新 洛洛去看醫生 $38

餅乾街 3號 $48 泡泡頭  磚磚頭 $38 洛洛和小熊 $38

123上學去 $48 小城與巨龍 $38 洛洛和馬兒 $38

BOOM 色彩世界的戰爭 $48 小蟲的洞 $38 洛洛到動物園去 $38

移民去哪裏？ $42 大合照 $38 洛洛和外婆的小包包 $38

這是誰的便便？ $42 當我長大了 $38 洛洛的芭蕾課 $38

開學日 $40 教室裏的小豬 $38 我們的風景

明天是星期一 $40 毛蓬蓬，好朋友 $38 最後的告別 $42

和平是什麼？ $40 貝貝的小島 $38 電車小叮在哪裏？ $40

小明 $40 不肯抬頭的小狗 $38 這個節日是春天 $40

請投狼柏高一票 $40 世界上最好的禮物 $38 親親大世界 認知繪本

今天我就要長大！ $38 紙箱裏的人 $38 蝴蝶要搭順風車 $35

爸爸媽媽是怎麼相遇的？ $38 幸福的味道 $38 春夏秋冬 $35

那天我吃掉了一隻貓 $38 親愛的普普樹 $35

逃家小羊 $38 小雪人找朋友 $35

怪物一家 $38 帽子失蹤事件 $38 植物的袐密 $38

時間要走了 $38 樹的禮物 $38 彩色摩天輪 $38

發脾氣的時候 $38 朵朵林 $38 氣候的旅行 $38

利奧同學的鬼臉 $38 一個關於兔子的夢 $38 忙碌的水 $38

我的街區最無聊了 $38 洗澡大作戰 $38 頑皮的影子 $38

誰贏了？ $38 白烏鴉 $38 我會掉進宇宙嗎？ $38

異類 $38 我的媽媽是公主 $38 最神奇的外衣 $38

小積的花園 $40 奔跑的蝸牛 $38 老虎到底吃不吃草？ $38

小傷疤 $40 誰也不知道的地方 $38 月亮是個跟屁蟲 $38

哎呀，弄髒了！ $40 長大我要當警察 $38 大狼和小狼

看這個，看這個！ $38 黑烏鴉去旅行 $38 大狼和小狼 $40

還要等 100 個夜晚 $38 砰砰！ $38 一個美麗的橘子 $40

米琪和小雪人 $38 打嗝的太陽 $38 葉子沒有落下來 $40

長谷川同學真討厭 $38 想變青蛙的王子 $38

誰佔領了小河 $38 抱抱，抱抱！ $38

蚊子大俠 $38 狐狸和鞋子 $38 那顆星星是我的 $35

我想養鯨魚 $40 愛達的小鴿子 $33

小泰山大夢想 $40

當烏鴉還是彩色的時候 $40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石小堅 $40

媽媽小睡的時候 $40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繪本及童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共 (只供職員填寫)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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