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以環保大豆油墨
印刷，請安心使用

   巧
連智的歡樂時光

小朋友巧連智 (6 歲以下適用 )

養成生
活習慣

陪伴孩
子一同成長

培養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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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的服務

親友介紹制度
好東西一定要和好朋友分享，
詳細內容請見封底

兒童教育諮詢員
協助各項教養諮詢

免付費客服專線
解決訂閱及使用上的問題

我的巧虎 APP
最方便攜帶的學習模式，也可輕鬆獲得最新情報

iOS Android

巧虎舞臺劇  
藉由演出，給孩子更
多啟發與學習

英語 ABC Island
學齡前最佳的英語教材

巧虎 ABC Club教室
與佳音英語合作，適
合 3-5 歲的英語教室

可愛巧虎島卡通
固定播出的優質卡通

完整的學習支援

巧連智官網
提供最新訊息及完整教材介紹

http://www.benesse.com.tw
( 桌機、手機都可瀏覽，更方便！ )

   
讓孩子在巧虎的陪伴下，

   安
心、開心的成長、學習 巧虎好朋友 (巧連智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BenesseTaiwan/
提供最新教養資訊，快來成為巧虎粉絲吧！

LINE@ 巧連智好友
不定期專屬優惠活動，立即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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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九
月
升
級

生活習慣建立

人際溝通養成

認知智育啟發

問不完的「為什麼」
[求知欲期 ]

將會的事情，做得更好
[主動學習期 ]

上蹲式廁所的
自理能力挑戰

社會人際互動
[獨立自主期 ]

我會自己
擦屁股

20

21

20

21

自己把屁股擦乾淨自己把屁股擦乾淨 
繪圖／賴鈴雯

小可上完廁所沒有擦屁股。
生活加油特輯生活加油特輯

小可，你沒有

擦屁股呵！
直接穿上褲子

就好啦！

不行唷！

我來教你擦屁股

的方法吧！

▼沒有擦屁股，內褲會弄髒，

　而且臭臭的。
▼如果沒有擦屁股，屁股上就會有大

　便，久了屁股會癢癢的，不舒服。

上完廁所為什麼要
擦屁股呢？

可是手碰到大便

的話，怎麼辦？ 只要用肥皂

把手洗乾淨

就好了唷！

我會自己做
[語彙爆發期 ]

想上廁所會
告訴大人

想自己做做看
[開始探索期 ]

坐馬桶上廁所

以「上廁所」
為例
教材的內容難易度隨
著孩子的年齡逐漸增
加，螺旋式教學特色
讓孩子在每個時期的
學習更踏實。

※啟蒙 1.2.3 適用 10 個月以上

一歲到二歲 二歲到三歲 三歲到四歲 四歲到五歲 五歲到六歲

4 5 

陪伴孩子一同成長的   巧連智系列教材陪伴孩子一同成長的   巧連智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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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型的孩子可以先由教具引導，滿
足孩子的感官刺激，再搭配讀本中安
排的連動內容，讓孩子自動自發想要
閱讀。

教具

讀本內容完全符合這個階段孩子發
展特性，運用孩子感興趣的主題，
切身的內容，讓閱讀成為每日生活
的一部分，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讀本

點讀筆

小班以上的孩子，可以開始培養自主閱讀的習慣，但是孩子識
字能力有限，需要家長從旁鼓勵或協助，巧連智特別推出點讀
筆，讓孩子可以透過點讀的互動方式，體驗自主閱讀的樂趣，
減輕家長陪讀的負擔。

快樂版和成長版後期讀
本加入點讀功能，讓小
班生體驗自主閱讀的樂
趣，還有好玩的遊戲互
動挑戰；中班生感興趣
的知識量更大，藉由點
讀筆的導引，孩子可以
先讀完讀本內容，再說
給家人聽，提升表達力
也豐富親子交流互動。

學習版前期特別製作點讀筆，搭配「點點
讀讀學拼音系列」，做好注音拼讀的準
備，透過點讀筆示範發音、認讀拼音，孩
子能自己閱讀故事，提升自主學習力！

iOS Android

連動學習是巧連智的特色之一，透過不同構成  物之間的連動，提升孩子學習的興趣和成效。

獨家媒材連動設計，  滿足孩子多元學習獨家媒材連動設計，  滿足孩子多元學習

獨家媒材 連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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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CD/APP
聽覺型的孩子喜歡先從 DVD 等音聲媒材開始使用，
藉由聲光的刺激，幫助孩子學習，開啟孩子對於讀
本內容閱讀的興趣。透過我的巧虎 APP，讓孩子更
方便學習。

擴大
孩子的

興趣！

訓練五
感提升智力！

養成主
動閱讀力！

輕鬆打造親子互動！

提升自主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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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人格發展監修

金瑞芝 老師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專長：社會情緒發展、

親職教育。

兒童語文發展監修

謝秀芬 老師

臺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國語

文輔導員。專長：注音符號

教學、識字與寫字教學、閱

讀教學、作文教學等。

兒童認知發展監修

洪福財 老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教授。專長：幼

兒認知教育、教育政策、師

資培育。

社會人格發展監修

呂素美 老師

經國健康暨管理學院幼保系

兼任講師。專長：兒童情緒

調適、情緒抒發。

強大專業的監修老師群，打造適齡適學教材

幼兒能力發展監修

蔡春美 老師

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

與家庭教育學系教授，現為

教育部核定幼兒園輔導人員、

新北市幼兒園評鑑委員。

美術設計監修

鄭明進 老師

兒童圖畫書研究專家，身兼

插畫、編寫翻譯、編輯和引

薦推廣的多重角色，被童書

界封為「臺灣兒童圖畫書教

父」。

自然生態保育監修

楊平世 老師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中

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榮

譽理事長，為兒童科普教育

推廣者。

嬰幼兒能力發展監修

楊婷舒 老師

美國A.M.S.蒙特梭利0-3歲、

3-6 師資訓練結業，紐約長島

大學幼兒暨小學教育碩士。

曾任臺北市社會局托兒所評

鑑委員等。

生
活
自理

自
然
探索

從孩子周遭常見
的動物，慢慢擴
大認識有趣的世
界，滿足孩子的
好奇心，開拓孩
子的視野。

依據各階段的能力發展，從反覆操作
的遊戲中，學習良好生活習慣，體會
自己做的喜悅。

聘請專家針對各年齡層設計適切
的數及語文主題，奠定孩子學習
基礎。

語
彙
表達

透過孩子最喜愛的巧虎
陪伴，跟著巧虎說，逐
步提升語彙表達能力。

和巧虎一起培養團
體中須具備的社會
規範，養成待人接
物的好品格。

認
知
發展

人
際
溝通

巧連智教材特色巧連智教材特色 透過巧連智的學習，您會發現孩子變得越來越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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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的產品安心承諾， 孩子的安全我們把關
巧連智重視所有教材的安全及品質， 以最嚴格的標準做把關。

教材安全設計介紹 

製作商品時，在企畫階段和實際製

作階段，都會分別確認原物料的來

源。

使用電池的玩具，
電池盒蓋上有安全裝置

電池含有毒物質，誤吞後與胃酸會產
生化學作用，會發生腐蝕或爆炸。因
此，在電池蓋上，特別鎖上螺絲。另
外，螺絲非常小，孩子容易誤食，在
電池蓋內，也同時加上墊片設計，防

止螺絲脫落。

控制音量大小，
符合國家標準

對於貼、靠近耳朵，或其
他能發出聲音的玩（教）
具皆符合檢驗規定，不能
太大聲，以保護孩子的耳
朵不受到損傷。

塑膠類商品皆通過塑化劑檢測

塑化劑對孩子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提供的所
有塑膠立體商品（教具、玩具、贈品等），都有通過塑
化劑的檢測合格。

確實掌握原物料
來源

針對環境荷爾蒙、會影響生態體系

的物質、疑似會致癌的化學物質，

以及重金屬等多種材料，絕對禁止

使用。

不使用對環境或
人體有害的物質2

即使不是讓孩子使用的商品，例如：

教具外包裝袋，也會預測孩子使用

時的狀況，設計上不造成窒息或受

傷等意外。

預設孩子使用教
具的情景，盡可
能預防事故發生

3
除了自主送到「財團法人台灣玩

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ST 認

證        　　) ，進行安全檢驗外，

只要有任何安全上的疑慮，也會和

國內外的專門檢驗機構合作，進行

更詳細且精確的分析和確認。

請專家進行安全
確認

與倍樂生合作的廠商和專業機構，

都能理解並認同為孩子所設定的商

品安全基準，即使是紙類印刷品，

也是以通過檢驗安全無毒的環保大

豆油墨印刷。一起努力向安全．安

心的製作目標邁進。

與合作廠商一起
維護品質安全5

每年安排不同的主題，邀請外部專

家進行研修，藉此增進所有商品製

作者對物料知識的了解，提升自我

的專業度要求。

舉辦研修，提升
製作者的專業知
識

64

100% 的產品安心承諾， 孩子的安全我們把關

繩子或環狀物的長度
絕對強制規定

孩子若將繩索或提把纏繞在自己的脖子
上，可能就會造成窒息的危險，為了絕
對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針對繩狀或環
狀配件的長度皆有嚴格的規定。

紡織類商品會使用安全性材料

為了確保孩子使用紡織品 (織物 )類教
( 玩 ) 具時的安全，依規定檢驗游離甲
醛、鎘、鋁等項目，同時為健康把關。

大行動6安全
安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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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教材使用、會員權益及相關規定的問題，

都歡迎與您的兒童教育諮詢員連絡或是撥打免付費客服專線。

免付費服務專線  週一～週五 9:00~18:00

行動電話請改撥 (02)2312-0405
0800-000-405

孩子的成長有巧虎陪伴，
        教養的問題有我們協助

12 13 

Q 我的孩子只使用部分教材 (DVD 或教具 )，不喜歡看書，該怎麼辦 ?

孩子使用的次數越來越少，是不喜歡了嗎 ?

A：每個孩子的感官接受程度不同，需要不同的刺激方式來輔助學習；巧連智提供多元的媒
材，針對不同的孩子給予適切的學習。

喜歡看 DVD 的孩子，需要透過聲光來吸引注意力，再配合與 DVD 搭配的讀本，強化孩子的學

習，請家長適度的引導，由於 DVD 與讀本是輔助的學習，孩子可以很快了解讀本的內容，提

升對讀本的興趣，慢慢培養閱讀的習慣。

喜歡操作教具的孩子，對於動態的操作吸收較好，孩子在

操作之後，仍需要讀本彙整大腦接受到的訊息，請家長在

孩子操作教具之後，拿出讀本相同單元，透過孩子熟悉的

操作內容，藉由不同的媒介吸收，強化孩子的學習，讓孩

子漸漸愛上閱讀。

A：年紀越小的孩子，需要透過不斷反覆的使用，才能有效的學習，寶寶版、幼幼版和快樂

版的孩子常常會有一天收看三、四次 DVD，甚至更多次數的情形發生，隨著年齡的增長，看

圖說故事的能力逐月增加，到了後期，每次翻閱的時間也會明顯的縮短，只需要確認孩子是

否已經了解其中的內容，讓孩子以自己的步調快樂的學習。

到了成長版、學習版階段，對於還不認識注音符號或是國字的

孩子，巧連智的教材搭配了 DVD 或點讀筆，讓孩子先熟悉讀本

內容，再慢慢用看圖說故事的方式提升學習，幫助孩子不害怕

看書。搭配讀本或拼音書使用的點讀筆，也是提升孩子能夠一

個人開心閱讀的好工具，同時讓孩子發揮專心聆聽的能力，有

自信的使用。

對於具備識字能力的孩子，巧連智的版面篇幅及文字量，讓孩

子可以輕鬆的學習，隨著孩子的能力增長，閱讀的時間會逐漸

縮短，家長不用刻意要求孩子每天閱讀的時間，孩子自然會不

定時把書本拿出來反覆閱讀，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Q

Q 每個月收到的巧連智教材五花八門，該如何引導孩子使用 ?

A：巧連智教材的設計，主要是以多元媒材的構成物，輔助讀本
的學習，最終的目的仍是要培養孩子良好的閱讀習慣。在孩子還

沒養成閱讀習慣前，仍需要透過其他媒材的輔助。

寶寶版到幼幼版的孩子
此階段的孩子能夠在親子共讀的歡樂時光中，慢慢愛上看書，漸

漸會主動翻書，若是家長沒有時間陪讀，可以多加利用 DVD，先

讓孩子從 DVD 熟悉當月的教材內容，再每天利用五分鐘的時間，

拿出讀本與孩子互動。

寶寶版為考量不同月齡的孩子，學

習的進程不一，自七月號起每逢單月號隨教材附上兩個月內容

的 DVD，小月齡的孩子可以依讀本內容，每月配合當月內容學

習，雙月號收到讀本後，再拿出上個月的 DVD，收看當月號的

內容；大月齡的孩子可以在熟悉當月內容後，預先收看下個月

的 DVD，等到下個月收到讀本時，就能更快的吸收學習。

快樂版到學習版階段的孩子
此階段大部分的孩子已經上幼兒園，下課回到家後可分配的時間有

限，家長可以安排固定的時間，如：吃飽飯後、洗完澡後或是睡覺

前，養成孩子固定閱讀的習慣，由於此階段的孩子，識字能力有限，

一樣可以先由 DVD 或教具吸引孩子對本月教材有基本的認識，再閱讀

讀本，可以幫助孩子更快熟悉教材。

快樂版前期希望家長能持續與孩子共讀，後期開始教材搭配伴讀筆，

透過點讀幫助孩子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家長請適時的給予孩子鼓

勵，讓孩子能更有自信邁向自主學習的路程。

成長版後期為持續孩子閱讀習慣的養成，及獨自使用教材的能

力，亦搭配了點讀筆，讓孩子可依自己的閱讀速度，跟著點讀筆

的說明閱覽學習。

學習版前期推出「點點讀讀學拼音系列」，除了培養孩子拼讀的

能力，也透過點讀的輔助，強化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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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環保大豆油墨
印刷，請安心使用

您也想讓親友感受您孩子使用巧連智的感動嗎 ?

只要您目前正在訂閱巧連智月刊，介紹親友訂閱巧連智，
還可以獲得獨家好禮。

詳細活動辦法及獲得禮物資格，請上巧連智網站或來電查詢。
活動提醒：介紹活動參加者訂閱日需比被介紹人早。

最新的禮物動態介紹請掃描

網址  http://www.benesse.com.tw

傳真 (02)2381-3704 
服務時間：24 小時全年無休 竭誠的為您服務

免付費服務專線
週一 ~週五 9:00~18:00 行動電話請改撥 (02)2312-0405

0800-000-405

如有教材使用、會員
權益及相關規定的問
題，請與我們聯絡

請注意：本公司沒有派

人到府推銷或收款。詳

細的會員權益及相關規

定，請至官網「客服中

心」查看。

  
   

  和
親友一起共享

   巧
連智的歡樂時光

日商倍樂生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公司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9 號 10 樓 ( 本公司設有台北及高雄電話行銷中心 )

物流中心：330 桃園市桃園成功路郵局第 116 號信箱  日商倍樂生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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