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察力˙閱讀力

思考力˙整合力 自̇學力

i學習
100冊的培力計畫

五大培力，伴隨孩子一生的發展
1觀察力
每冊以漫畫開始，呈現

生活中的相關情境與經

驗，引起學習動機與生

活中的觀察。

2思考力
以心理學家 Edward de Bono

的六頂思考帽，先對每冊主題提

問、思考。

每冊共計 18 個單元，從臺灣到

全球，從過去歷史到最新展望，

知識有系統，富於邏輯。

基礎篇

從臺灣的經
驗切入

發展篇

從過去歷史
到未來新發
展，取材全
世界

應用篇

整合臺灣的
資料和資源

3閱讀力
跨領域並涵蓋科普的文本，加上

多類型圖表，從小養成高層次的

閱讀能力。

4整合力
依照時間統整各科知識；依

照地理匯集全球題材；跨科

整合，全套100本可根據主

題參照相關各冊學習。

每冊最後根據各單元內容，

整合為「非知不可」。

5自學力
英文關鍵字，輔助上網延

伸學習；我想知道，從問

題尋找答案。

規格
全套100冊共計                         
˙5大領域           
˙1800個單元主題
˙1600個專欄
˙1200000字精闢說明
˙10000張珍貴圖片
˙1000張精細寫實插畫
˙3000個問題指引
˙6000個實用英文單字

每冊規格
˙菊八開，48頁
˙150磅雪銅
˙每冊單元
 六頂思考帽2頁
 基礎篇4頁
 發展篇36頁
 應用篇4頁
 英文關鍵字2頁
 非知不可2頁
 我想知道2頁

■作者 / 依筆劃序
王昭雯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學系碩士
王萬邦 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
王賢軍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碩士
王總守 臺灣科技大學工學博士
白梅玲 德國哥廷根大學生物系博士
古倫維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
石　紓 紐約市立大學教育行政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
江明勳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控制組博士
何欣憓　中興大學食品科學系研究所碩士
吳美枝　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碩士
吳 菡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吳書榆 英國倫敦大學 UCL 經濟學碩士
宋馥華　臺灣大學園藝所博士
巫紅霏　臺灣大學動物所碩士
李玉梅 美國德州大學科學教育博士
李培德　臺灣大學物理學研究所碩士
李禎祥 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李維峰 美國華盛頓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來姿君　陽明大學藥理學博士
周彥彤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尚昱辰 福建三明學院教育與音樂學院副教授
林美慧 臺灣大學心理研究所臨床組碩士
林勇吉 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數學組博士
林鍾妏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林慧珍 美國紐約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邱秀婷 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研究所碩士
胡妙芬　臺灣大學動物研究所碩士
施惠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倪宏坤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自然資源碩士
徐毅宏　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碩士
高愛菱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研究所碩士
郭政茂 貝克大學運動休閒研究所碩士、立德大學講師
郭偉望 臺灣大學動物學系動物學研究所碩士
涂煥昌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
桑惠林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營養學碩士
張振陽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張綺真 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理研究所碩士
許信凱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博士
許雅銘　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
黃祥麟 中國汕頭大學海洋生物所副教授
黃嘉德 東吳大學音樂系碩士班音樂學組碩士
陳信光 成功大學航太工程研究所
陳智凱　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所教授
陳詩喻 臺灣大學電信工程所碩士
陳蘋蘋　中興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

陳健瑜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肄）
喬凌梅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考古暨藝術史碩士
傅讌翔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所碩士
葉恩慈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楊雅儒 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久穎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
熊思婷　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碩士
趙英珠 輔仁大學神學院教義系研究所碩士
蕭淑美 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編輯
謝一誼　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謝中敏　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
謝雯伃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所文學組碩士
顏膺修　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資訊科學組博士
鐘昭儀　紐約大學都市計劃碩士
蘇倩儀 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研究所碩士
蘇琬婷 臺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學組

■審訂 / 依筆劃序
于宏燦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王義川　桃園航空城董事長
王昭男 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王　倫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光電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王 鑫 曾任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王耀庭　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兼任教授
江亦瑄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副教授
江映碧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兼任教授
吳珮慈　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教授
吳鄭重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吳嘉瑜 臺灣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助理教授
吳偉特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名譽教授
李美慧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李學智 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系研究所名譽教授
周靜家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金標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暨美術研究所專任教授
林基興　行政院科技顧問室研究員
林惠玲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呂光洋 曾任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李玲玲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金惠民 營養師工會全國聯合會前理事長
洪萬生　曾任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洪淑苓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中文研究所教授
胡國楨 曾任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專任講師
柯慶明 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徐明洸 臺灣大學醫學院專任副教授
徐美玲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徐榮崇　曾任臺北市立大學社會科學教育系教授
袁孝維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教授
郝俠遂　淡江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倪淑蘭 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張石角　曾任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張育森　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教授
莊榮輝 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教授兼副校長及教務長
莊裕澤　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教授
郭華仁　臺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
郭城孟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
許添本　德國卡斯魯土木工程學博士
許圳塗 曾任臺灣大學園藝系教授
許樹坤 中央大學環境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山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陳文屏　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物理學系教授
陳正昱 若瑟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陳幼良 國防大學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陳志立　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助理教授
陳炳煇　臺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陳東升 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建瑞 曾任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教授
陳奕愷 曾任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高天恩 曾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梁培勇 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
程一駿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
游祥明　曾任陽明大學解剖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黃淑芳　臺灣藻類學會理事長
黃士娟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馮朝剛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榮譽教授
楊健仁　曾任臺北市立動物園副園長
楊肅獻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臧振華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齊士崢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劉吉豐　臺北護理學院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副教授
劉昭民　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理事、研究員
劉 霆 臺灣大學機械系副教授
鄭士康 臺灣大學電機系 / 電信所 / 網媒所教授
鄭武燦　曾任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主任
潘英海 曾任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賴景陽　曾任國立臺灣博物館地學組組長
盧 訓 曾任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所長
謝東山　臺灣大學資訊研究所教授
謝蕙蓮 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戴堯種 海洋科技大學水域運動管理系副教授
戴昌鳳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教授

結合150位專家、學者、畫家、編輯，為21世紀孩子打造的學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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