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課節 Code 書名 出版社 定價 優惠價 訂量 Code 書名 出版社 定價 優惠價 訂量

1 AA0076 奇妙的創造 宗教教育中心 $85.00 $59.50 BT0250 勇敢小火車: 卡爾的特別任務 親子天下 $120.00 $84.00

2 AG0969 嘿嘿嘿嘿嘿，看起來好好吃 小魯 $110.00 $77.00 BP0291 我很厲害，但是我不驕傲 大穎 $100.00 $70.00

3 HK0023 別讓鴿子太晚睡! (港版) 文林 $54.00 $37.80 EC0068 你要去哪裡？ 聯經 $100.00 $70.00

4 BT0281 早起的一天 (創作20周年紀念版) 親子天下 $120.00 $84.00 AG0513 爸爸的老師 (精裝) 小魯 $85.00 $59.50  

5 BV0103 上帝好愛我 道聲 $54.00 $37.80 AA0942 假如沒有聖誕節 宗教教育中心 $25.00 $17.50

6 AA0083 等待彩虹 宗教教育中心 $84.00 $58.80 BV0143 天使的禮物: 一個聖誕節的故事 道聲 $90.00 $63.00

7 BP0211 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奧林 $97.00 $67.90 BV0077 愛你本來的樣子 道聲 $92.00 $64.40

8 AG0826 小頓的願望實現了 小魯 $95.00 $66.50 EI0076 被欺負的小獅子 閣林 $107.00 $74.90

9 AG0748 姊姊最棒！哥哥最棒！ 小魯 $95.00 $66.50 BP0156 一起來做鬆餅吧 大穎 $97.00 $67.90

10 HK0049 不再讓爺爺孤單 (港版) 奧林 $45.00 $31.50 BT0271 小猴子，你要去哪裡？ 親子天下 $93.00 $65.10

1 BQ0037 大鯨魚瑪莉蓮 米奇巴克 $93.00 $65.10 BV0136 11隻貓別靠近袋子 道聲 $93.00 $65.10

2 FW0030 我不怕，我再試試看！ 采實 $107.00 $74.90 HK0002 和平樹 (港版) 文林 $54.00 $37.80

3 BQ0053 獅子與兔子大對決 米奇巴克 $93.00 $65.10 BP0155 如果你亂丟香蕉皮… 大穎 $97.00 $67.90

4 DM0253 蠟筆小紅的煩惱 小天下 $100.00 $70.00 EC0119 舞動擦鞋童(二版) 聯經 $100.00 $70.00

5 DM0259 市場街最後一站 小天下 $100.00 $70.00 DN0048
世界不是方盒子-普立茲建築獎得主札哈.哈

蒂
典藏 $100.00 $70.00

6 HK0056 勇氣Courage (中英對照) 小魯 $54.00 $37.80 AA1185 橋本花的小提琴演奏 文林 $58.00 $40.60

7 BT0325 貝蒂不想不想去睡覺 親子天下 $93.00 $65.10 AD0072 一隻有教養的狼 三之三 $73.00 $51.10

8 ED0015 針子的新衣 青林 $87.00 $60.90 BT0280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創作20周年紀念版) 親子天下 $120.00 $84.00

9 DM0319 小番茄的滋味 小天下 $107.00 $74.90 AD0021 叔公的理髮店 三之三 $93.00 $65.10

10 AG1008 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二版) 小魯 $105.00 $73.50 AG0962 了不起的妳 (二版) 小魯 $98.00 $68.60

1 ED0195 孔雀萊里閃亮登場 青林 $93.00 $65.10 HK0022 石獅的善良 (港版) 文林 $54.00 $37.80

2 AC1334 誰才是森林之王？ 中主 $87.00 $60.90 AD0208 貪心的草莓大叔 三之三 $90.00 $63.00

3 ED0196 熊先生的椅子 青林 $100.00 $70.00 DZ0112 夜鶯 字畝 $120.00 $84.00

4 HK0020 花婆婆 三之三 $54.00 $37.80 EG0017 亞斯的國王新衣 巴巴文化 $93.00 $65.10

5 AD0005 媽媽的紅沙發 三之三 $93.00 $65.10 BK0147 喬治不能說的祕密 台灣東方 $93.00 $65.10

6 BG0362 每一件善良的事情 維京 $100.00 $70.00 HK0027 空中的飛船 維京 $58.00 $40.60

7 AD0197 如果你有一個想法？ 三之三 $90.00 $63.00 ED0202
歡樂無比，精彩爆笑的每一天！佐賀阿(港

版)
青林 $85.00 $59.50

8 AG0768 希望牧場 小魯 $95.00 $66.50 EC0101 如果我是市長(二版) 聯經 $100.00 $70.00

9 DZ0108 老伯伯的雨傘 步步 $107.00 $74.90 AD0155 未來書 三之三 $90.00 $63.00

10 AD0193 好心的小糞金龜 三之三 $90.00 $63.00 HK0059 一起畫牆壁：用藝術改變社區(港版) 典藏 $72.00 $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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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P0336 小孩為什麼要上學？ 大穎 $97.00 $67.90 HK0019 奧力佛是個娘娘腔 三之三 $54.00 $37.80

2 AA1445 不喜歡小孩的書 (精裝) 文林 $78.00 $54.60 BG0419 盤中餐 維京 $107.00 $74.90

3 BR0062 你以為自己是國王嗎？ 阿布拉 $100.00 $70.00 AG0971 帶來幸福的酢漿草(二版) 小魯 $95.00 $66.50

4 AD0200 海鷗與脆脆 三之三 $90.00 $63.00 DN0058 孫小空72變 典藏 $100.00 $70.00

5 AA0053 神奇的柳樹 宗教教育中心 $49.00 $34.30 EC0084 一日國王 聯經 $100.00 $70.00

6 DM0454 我的好朋友黑漆漆 小天下 $117.00 $81.90 AL0130 用愛心說實話 -圓角掃碼 和英 $117.00 $81.90

7 AD0210 大野狼，你在怕什麼？ 三之三 $90.00 $63.00 AE0308 好煩好煩的長頸鹿 水滴 $120.00 $84.00

8 EC0080 打鼓男孩 聯經 $100.00 $70.00 ED0131 風的電話 青林 $93.00 $65.10

9 HK0066
年紀最小的班級裡，個子最小的女

孩(港版)
維京 $69.00 $48.30 BP0214 看起來壞不一定真的壞 大穎 $97.00 $67.90

10 DM0449 10層樓的樟樹公寓 小天下 $107.00 $74.90 AG0823 愛說話的荷包蛋 小魯 $98.00 $68.60

1 AD0205 小雪球的夢想 三之三 $90.00 $63.00 AA0115 初識禱告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2 AG0917 奇奇鎮的怪事(二版) 小魯 $90.00 $63.00 AL0154 圖書館獅子(附贈掃碼聽中英文故事)二版 和英 $117.00 $81.90

3 BP0194 你不要告訴別人喔！ 大穎 $97.00 $67.90 AT0317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遠流 $100.00 $70.00

4 AG0959 他是我弟兄(二版) 小魯 $95.00 $66.50 AA1321 我有話要說 (平裝) 文林 $60.00 $42.00

5 AG0932 最熱烈的掌聲 小魯 $105.00 $73.50 BP0349 幫助別人，下次也會有人幫你 大穎 $100.00 $70.00

6 AA0106 天使的秘密任務 宗教教育中心 $49.00 $34.30 AE0289 金色的盤子 水滴 $113.00 $79.10

7 BG0268
海倫．凱勒的心視界：海倫精采的

一生
維京 $100.00 $70.00 DM0480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來自7個國家

的7
小天下 $127.00 $88.90

8 CK0009 愛寫日記的男孩 -- 馬禮遜的故事 宇宙光 $88.00 $61.60 HK0064 旅程(港版) 字畝 $83.00 $58.10

9 DM0551 極地重生:薛克頓的南極遠征 小天下 $183.00 $128.10 DZ0110 布魯卡的日記 字畝 $127.00 $88.90

10 AA1443 團結力量大 (精裝) 文林 $78.00 $54.60 FQ0005 遇見黑貓MissCatCat Pearl Cat Cat $90.00 $63.00

1 BV0080 因為我愛你 (注音版) 道聲 $72.00 $50.40 AA0117 初識聖經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2 AG0399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 小魯 $90.00 $63.00 AA0107 初識上帝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3 AA0125 天堂樹 宗教教育中心 $49.00 $34.30 AA0108 初識耶穌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4 CK0015 桃樂絲的洋娃娃-- 彭蒙惠的故事 宇宙光 $88.00 $61.60 AA0116 初識基督徒生活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5 BT0414 飛行刺蝟 親子天下 $83.00 $58.10 AA0130 聖徒故事選 文林 $77.00 $53.90

6 HK0070 小芙烈達 維京 $79.00 $55.30 AD0207 牆 三之三 $90.00 $63.00

7 BG0355 神奇的賽莉奶奶 維京 $100.00 $70.00 BG0429 改變世界的六個點：15歲的點字發明家 維京 $100.00 $70.00

8 AA1439 小園丁的大妙想（精裝） 文林 $78.00 $54.60 BV0050 敵人派 道聲 $73.00 $51.10

9 AA1446 鞦韆上的狐狸 (精裝） 文林 $78.00 $54.60 AA0109 初識教會 宗教教育中心 $41.00 $28.70

10 BK0018 凱琪的包裹 台灣東方 $93.00 $65.10 BK0063 少女少男特攻隊──社區大變身 台灣東方 $93.00 $65.10

學校名稱 ：

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以上書籍定價只供參考，定價將以訂購日期當日之出版社定價為準。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凡訂購金額滿一千元，即可獲免費送貨服務(東涌及離島除外)；送貨服務只限辦公時間內。

＊填妥此表格後，請電郵至info@rerc.org.hk或傳真至2776 9090。此訂購表只限20-21學年，使用《彩繪完美的人生》學校用戶訂購，優惠期至20年12月31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776 6333與陳小姐 (Garie, ext. 223)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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