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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誼陪你和孩子一起成長

孩子在成長的路上，需要父母用心陪伴與耐心等待；在父母

育兒的路上，需要專業的支持與溫暖的力量。

三十八年來，信誼基金會一直是父母最信任的育兒伙伴，秉

持著「守護孩子唯一的童年」的服務宗旨，建構完整且系統化

的貼心服務，回應現代父母育兒與教養的需求。

我們努力將長期累積的親職教育資源轉換成更好的親子服務

模式與關懷社會的力量。這一年，信誼親子館籌建新館，為維持

優質的親子服務，積極向外推廣，呈現出不同服務樣貌與成果，

面對數位時代，我們一直持續的建置與累積數位服務資源，為

全方位的親職教育服務做完整的預備。

出版與閱讀推廣上，信誼 Bookstart屆滿 10年，嬰幼兒閱讀

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令人欣喜，非常謝謝縣市政府與圖書

館的全力支持；信上誼的出版品也大放異彩，無論新出版品或

是本土原創作品都獲得家長與國際獎項的肯定。幼兒園教學

除了掌握原有的教學特色之外，更積極參與幼兒園教學資源

開發與示範，期望將研發成果分享給所有的園所。

這些成果努力與用心，都是因為我們深信：給孩子健康快樂

的童年，就是給他幸福；給孩子最好的教育，

就是給我們的社會最美好的未來！

10月 Bookstart Day，擴大舉辦圖書館串

連慶祝活動，以「躲貓貓」為主題擴大辦

理，精心挑選不同的活動資源送給圖書館

員，引導圖書館員可以順利執行嬰幼兒閱

讀活動，有 80個圖書館響應，有 4309位

親子到各地圖書館參加，這個月，全省都

充滿著小小孩歡喜閱讀的笑聲。

Bookstart Day圖書館串連活動

信誼在 2006年引進世界性嬰幼兒閱讀

運動 Bookstart，透過與縣市政府及當地

圖書館的合作，推廣 10年以來，已有 20

萬的嬰幼兒獲得免費的閱讀禮袋，信誼還

協助 5200個館員和志工受過與嬰兒共讀

的技巧訓練，超過 10萬名幼兒父母參加

親子共讀講座，協助了34個鄉鎮圖書館

設立嬰幼兒閱讀專區，有效改善當地的

幼兒閱讀環境。

7月，召集嬰幼兒各領域專家們進行第

四次選書會議，將適合 0-3歲寶寶書單增

為 74本並印製成冊，配合網路宣傳，讓

小寶寶從小就可享受閱讀好書的權利。

信誼Bookstart10週年成績單

「寶寶的第一份書單」四度改版

信誼 Bookstart推廣屆滿 10年了，很高興看到各縣市圖書館的嬰幼兒藏書增
加、寶寶閱讀活動也增多，更感受到幼兒家長對小寶寶閱讀的重視，讓我們

更有信心的邁向下一個階段。

信誼Bookstart 1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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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信誼再度前往桃園，以承接

桃園市政府專案模式，分享嬰幼兒閱讀

推廣資源，專案定名為「小小愛書人，

閱讀總動員」，活動特色為每項活動都

以圖畫書為設計元素，包含：小寶寶書

展、故事劇場、音樂派對、親子園遊

會⋯，活動的形式多元與場次密集，均

超越過往與其他縣市，創下數萬人參與

人數的佳績，成為桃園市帶動嬰幼兒閱

讀的典範。

承辦桃園Bookstart大型閱讀
專案

信誼親子館在 2015年休館籌建期間，以研發多樣化的親子活動資源為目標，
更積極向外承接專案，將親子活動帶到不同的縣市，今年的實體服務成果開創

出更大的服務範疇。

展現多元的親子服務推廣樣貌

3 月起，休館期間為彌補親子服務

的空缺，全新設立「大手小手遊戲

屋」、「親子創意組合活動」，並舉辦

與研發多款的親子活動資源，更嘗試

異業結盟的形式，讓親子活動更為多樣

與豐富，成功儲備多種的活動形式，作為

日後親子服務的重要資源。

積極研發各式親子活動

4月這個專屬孩子的月份，信誼舉辦了

許多慶祝活動，在信誼本館舉行「和小太

陽玩遊戲」親子園遊會，以幼兒雜誌為素

材，將文字圖像變身親子互動遊戲，吸引

數千名親子參加，也接受了台大兒童醫院

與新北市政府的邀約，規劃精彩的兒童節

活動，讓前往求診的病童、新北市的親子

都能享受兒童節活動的樂趣。

兒童節和孩子一起同歡

7-8月，信誼連續兩年接受宜蘭縣政府

的委託，在國際童玩節中為 0-6歲親子

設立「飛啊飛！Baby親子遊戲館」，以

信誼多年累積的親子活動經驗，全館設

計充滿創意、有趣遊戲，處處可見親子

間的溫馨互動，信誼用遊戲專業全力服務

東部地區的親子，成為炎炎夏日中最受

歡迎的遊戲據點，童玩節期間，總共有

25020人前往參與！

宜蘭童玩節設置親子遊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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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最符合開放教育精神的材料，

台北實驗幼兒園提供優質、豐富的單位

積木，讓幼兒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自行

探索、嘗試、搭建、修改，搭配仔細的

觀察、戶外教學、聚焦的討論，引導幼兒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逐漸擁有良好的

建構能力，發展出深入的積木區課程。

並計畫將積木課程與幼兒園分享，藉由

具體實作的經驗，示範如何經營優質

積木區，造福更多幼兒。

開放教育的實踐－積木課程

信誼所屬的三個幼兒園，每一個幼兒

園各自發展特色課程，幼兒透過計畫、討

論、蒐集、操作、紀錄等方式開展學習，

建構概念。台北實驗幼兒園深耕積木區，

簡單、樸實的木塊，在幼兒手中成了令人

驚豔的建築；新竹光明幼兒園依著得天

獨厚的自然環境，在校園裡與昆蟲共舞，

一起發現昆蟲的多樣性；新竹工研幼兒園

的藝術創造課程，幼兒運用豐富的媒材與

工具，將想法付諸實現，展現創意。

落實「探索、發現、學習」教學

特色

信誼多年來推行以幼兒為本位的教學模式，落實探索、發現、學習的學習理

念，提供幫助幼兒成長的教具與教材，讓幼兒成為學習的主人，2015年信誼
幼兒園的教學目標更為紮實，也重視研發職能。

近年來，從孕期開始，信誼已陸續提供跨領域的數位服務。2015年，增加育
兒 APP服務，透過行動裝置也能掌握孩子發展資訊，讓親子相處增添更多樂
趣與促進嬰幼兒的發展。

幼兒園特色教學研發與服務 信誼親職零距離數位服務

10月，信誼奇蜜親子網全新推出「玩

出大能力」APP新服務，以促進腦發

展為目標，每週更新育兒互動與嬰兒

發展提醒，讓父母在照顧寶寶同時，

還能促進寶寶的能力發展，鼓勵父母

每天陪孩子做一件有趣的事，APP還

包括有：教養 QA、疫苗提醒、育兒

新知、寶寶相簿、好康訊息等，以 0-1

歲寶寶的育兒資訊為主。

育兒APP幫助親子「玩」出大能力

從會員滿意度調查，發現父母對於

醫療保健知識需求極高，因而，規畫以

「提升寶寶健康力，提升家庭幸福力」

為宗旨的主題網站，分享幼兒育兒保健、

促進夫妻家庭關係等資源，並邀請不同

領域的專家駐站，透過網路廣泛分享與

解答育兒教養、疾病照護等疑問。

【健康育兒‧幸福家庭】主題網站

奇蜜親子網推出「0∼6歲育兒電子報」

已超過五年，這項根據寶寶生日、以個人

化電子報形式每周發送，提供爸媽幼兒

發展與教養提醒的服務，在 2015年幫助

近 21萬名爸媽掌握寶寶的成長關鍵。

育兒電子報，造福二十萬的

父母親 《信誼幸福好孕袋》提供好孕手冊、

好孕數位特刊及優質育兒生活用品等， 

2015年共送出 20,000個免費禮袋，讓

準父母們快樂迎接寶寶的來臨。

免費贈送幸福好孕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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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屢獲國際肯定

信誼與 NSO國家交響樂團一起打造親

子專屬的音樂會，2014年首度合作，獲

得滿堂彩，2015年以「小黃點與四季」為

主題，結合信誼出版《早安阿尼、早安阿

布》以動畫與樂曲呈現，並邀請名作曲家

顏名秀為信誼引進圖畫書《小黃點》譜曲。

圖畫作家何耘之在音樂會的現場，搭配

音樂進行即興畫作，畫作藝術與 NSO精

湛演奏的搭配，是親子音樂會的創舉，令

人驚艷。四月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六

月移師到屏東、新北市演出，共演出 7場，

場場滿座。

圖畫書與古典音樂的巧妙結合

《Guji Guji》一書，是國際出版賽事的

常勝軍，2015年再度獲得瑞典國際兒童

圖書評議會 (簡稱 SBBY)所頒發的小飛

俠獎 (Peter Pan Prize)，作者陳致元於 9月

受邀至哥德堡書展受獎。此外，《棉婆婆

睡不著》榮獲豐子愷圖畫書獎佳作，此外，

《棉婆婆睡不著》與《遲到的理由》也獲

得德國國際青少年圖書館選為 2015年白

烏鴉獎，《跑跑鎮》則獲得上海國際兒童

書展所頒發之陳伯吹獎。

 

「第27屆信誼幼兒文學獎」
  頒獎典禮與創作工作坊

4月在台北舉辦的頒獎典禮，超過 200

位兒童文學、圖書館、年輕創作者的參與，

信誼除了鼓勵國內圖畫書創作外，也致力

於人才的培育，因此，在頒獎典禮上，邀請

以《誰的家到了》獲波隆納原畫展入選的

劉旭恭，以及《尋貓啟事》的畫者周見信

和在場來賓和參賽者分享創作心得。

8月，再以「故事‧圖畫、兒童觀」

為主題舉辦圖畫書工作坊，邀請了柯倩華、

蔡敏玲老師，以及陳致元和何耘之兩位

圖畫作家，和 100多位圖畫書創作者們

分享經驗。

10月，舉辦「2015信誼兒童動畫獎」

頒獎典禮，本屆的收件數量高達 299件，

創下新高，台灣組《Beylf 's Morning》

獲得評審團推薦獎、《Bunny》與《青菜

好好吃》獲得佳作獎；國際組由瑞士的

《The little Bird and the Squirrel》獲得首獎。

「信誼兒童動畫獎」於去年獨立徵獎、與

關渡國際動畫節合作，其成果逐漸萌發，

有效開拓兒童動畫創作者的視野，並提

供機會和動畫界切磋、觀摩的機會，希望

可以為台灣兒童動畫規劃出一個可長可

久的發展地圖。

開拓兒童動畫創作者的視野

2015年，信誼除了透過「信誼幼兒文學獎」、「信誼兒童動畫獎」、「大陸信
誼圖畫書獎」，發掘新一代的創作者，更透過工作坊的舉辦、不同的專業平

台，讓作畫家可以有不同的展現與學習機會。

原創圖畫書&幼兒動畫的創作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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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新設立，

是第一所 24小時開放的公共圖書館，軟

體圖書資源不足，為了協力新北市圖充

實幼兒閱讀資源，因此，信誼捐贈了近

2千本優質圖畫書設立兒童閱讀專區，

期望可以嘉惠新北市親子，這些好書不

但可以鼓勵親子共讀、親近優質好書，

更可以培養幼兒喜歡閱讀的好習慣。

信誼支持兩項青少年活動，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長奠定基礎。信誼全力支持優

人神鼓的傳承，長期與優人神鼓共同攜

手培育「青年優人」計畫，一起培育年

輕表演藝術家，為台灣表演藝術界增添

一股具有豐沛生命能量、活潑清新的青

春血輪；信誼支持敦安基金會在青少年

心理健康議題的努力，尤其重視與關懷

青少年憂鬱症的預防工作，成為青少年

成長的良師。

捐贈新北市立圖書館優質童書 持續關懷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成長
首次國內的大型幼兒發展研究計畫，

由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及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結合國內幼兒發

展、幼兒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心理、

早期療育、臨床醫學各領域學者組成研

究團隊，合力建置國內幼兒發展資料庫，

將在 2016年 3月正式進行 8000名幼兒

訪查工作。信誼支持這項幼兒發展調查

資料庫計畫，並捐贈 100台平板電腦給

專案計畫，以提高訪視的效率與正確

性，共同協力這項極具意義的常模研究

計畫。

支持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

2015年信誼的社會關懷層面更為擴展，支持了多項服務議題不同的服務計畫，
每個計畫背後都有一個具執行力的專業團隊，信誼很榮幸和他們一起社會教

育職能。

社會關懷面向更為寬廣

由宜蘭縣政府推動  百萬植樹計畫，

設計有移動的森林生態裝置行動車，

並結合民間組織力量共同協力執行。因

此，信誼捐贈了 200本綠色閱讀主題

的圖書資源，隨生態行動車進入校園，

在 2015年行動車活動超過百場，服務

的對象以國小低年級生為主，順利將愛

護地球的環保概念往下扎根，把自然環

境、環保、健康等議題和環保觀念也帶

進偏鄉。

綠色閱讀，走入偏鄉小學



信誼的服務有…

■ 小太陽親子館：為 1 ～ 6 歲幼兒與父母量身訂做的親子遊戲場

■ 小太陽親子學堂：專屬於 1.5 歲 ～ 6 歲親子共學的成長課程

■ 小太陽幼兒雜誌：提供 1 ～ 3 歲、4 ～ 7 歲幼兒與父母互動學習的雜誌

■ 信誼實驗幼兒園：引導幼兒探索、發現、學習的童年樂園

■ 信誼基金出版社：出版優質的圖畫書、親職和幼教叢書與多媒體版品

實體服務

■ 信誼奇蜜親子網：提供 0 ～ 8 歲幼兒父母最即時、多元與優質的育兒資訊

■ 分齡育兒電子報：依寶寶的成長週數，提供個人化的發展提醒與教養對策

■ 玩出大能力 APP：每週更新育兒互動與親子遊戲，促進寶寶的能力發展

■ 線上教養諮詢信箱：透過網路提供一對一教養諮詢服務，解決育兒疑難雜症

■ 小太陽親子書房：多元、分齡、專業的兒童書店，提供親子各種學習資源

網路服務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75號
服務專線：（02）23965303（代表號）

信誼基金會官網：http://www.hsin-yi.org.tw

信誼奇蜜親子網：http://www.kimy.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