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錄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P0001 寫給二十世紀人物的信 葉玉萍 編 突破
P0002 串燒父子心 林植森 著 突破
P0003 沉默不是金 孫慧玲 著 突破
P0004 IQ大比併 張新雄 等 突破
P0005 成功父母之道 黃重光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06 廣式家鄉美味 蔣金龍 孩子王
P0007 健康素食DIY 蔣金龍 孩子王
P0008 兒童營養餐 黃新 孩子王
P0009 窈窕低卡餐 蔣金龍 編 唐代文化
P0010 孩子成功的第一步 林滿秋 天衛文化
P0011 認識幼兒讀物 林良 等著 天衛文化
P0012 故事媽媽寶典 陳月文 著 天衛文化
P0013 都會媽咪會唸經 汪詠黛 天衛文化
P0014 語文學習影響孩子的一生 Clark, Li 天衛文化
P0015 給父母的知心話 沈惠芳 著 天衛文化
P0016 認識童話 林文寶 等 天衛文化
P0017 你的六歲孩子 Ames,Louise Bates 信誼
P0018 你的七歲孩子 Ames,Louise Bates 信誼
P0019 你的八歲孩子 Ames,Louise Bates 信誼
P0020 你的九歲孩子 Ames,Louise Bates 信誼
P0021 你的青少年孩子(下篇) Ames,Louise Bates 信誼
P0022 愛與管束 鄭玉英 著 信誼
P0023 發飆急救站 Levinson,Kathy 信誼
P0024 與孩子談安全 陳質采 著 信誼
P0025 親子創意遊戲365 信誼基金 信誼
P0026 在遊戲中成長(1) Segal, Marilyn 及幼
P0027 有趣的親子遊戲101 Simon, Sarina 及幼
P0028 你和你的孩子 Malloy, Terry 及幼
P0029 孩子學習的天空 施雅真 著 黎明文化
P0030 0-18個月幼兒智能啟發遊戲 松原達哉 笛藤
P0031 我的珠寶盒 王蘭 景行
P0032 串珠珠 王蘭 景行
P0033 陪孩子學電腦 李倩萍 小魯
P0034 親子溝通智典 Mulvaney,Alison 天衛文化
P0035 中國式家教 周姚萍 編 天衛文化
P0036 語文學習百分百 吳敏而 著 天衛文化
P0037 快樂孩子的祕密 Biddulph,Steve 天衛文化
P0038 學琴的孩子最快樂 天衛文化
P0039 成長智多FUN 羅乃萱 著 基道
P0040 不打不相親 李陳寶安 突破
P0041 救救TV少年 陳之虎 等著 突破
P0042 荊棘路上的孩子 黃重光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43 美麗瘦身祕方 三采文化 三采文化
P0044 親子互動創意食譜 黃韶顏 著 文喬社
P0045 父母難為？ Bean, Reynold 東方
P0046 甜品百變法 蔡麗容 勤+緣出版社
P0047 孩子太依賴怎麼辦？ Clemes, Harris 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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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P0048 孩子偷懶怎麼辦？ Clemes, Harris 東方
P0049 孩子不愛上學怎麼辦？ Bean, Reynold 東方
P0050 怎樣建立青少年的自尊？ Clemes, Harris 東方
P0051 氣喘兒爸媽鬆口氣 Klein, G.L. 台灣麥克
P0052 獨生子女不麻煩 Pickhardt, C.E. 台灣麥克
P0053 Stop和孩子的睡眠大戰 Gottlieb, S.E. 台灣麥克
P0054 陪他一段成長路 曾清嫣 業強
P0055 天才父母 盧美貴 業強
P0056 幫助嬰幼兒情感的發育 Greenspan, Stanley 業強
P0057 最新兒童心理小百科 Klein, Mavis 業強
P0058 小一，你好! 林玫伶 著 天衛文化
P0059 親子自然教室 陳清枝 著 天衛文化
P0060 父母就是好導師 Burt, Sandra 天衛文化
P0061 不一樣的爸爸 陳人孝 著 天衛文化
P0062 孩子一生的健康計劃 應平書 著 天衛文化
P0063 領袖的成長 董氏基金會 編著 天衛文化
P0064 美味三明治 洪如英 編 小樹苗/人類文化
P0065 美味三明治 洪如英 編 小樹苗/人類文化
P0066 輕輕鬆鬆做功課 周婉芬 著 天地
P0067 培養愛學習的孩子 江李志豪 著 天地
P0068 培育孩子掌握成功和快樂人生 黃重光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69 成功父母從了解孩子開始 黃重光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70 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 趙志裕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71 幫孩子打開閱讀之門 江李志豪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72 探索孩子的多元智能 宋琪嘉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73 培育孩子獨立自主邁向成功快樂人生 黃重光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074 幸福單親路 陳麗雲 著 零至壹
P0075 別人為什麼長得漂亮 陸愛華 著 獲益
P0076 Australia the gift Parish, Steve Steve Parish Publishing 
P0077 現代時尚飲食篇 李南 明窗出版社
P0078 我有一塊泥土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79 老鼠笑牛蛙叫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0 向日葵的夏天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1 帶一個浪回家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2 婆婆，你幾歲？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3 婆婆的銀寶盒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4 小花苗流浪記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5 七彩鱗衣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6 花面貓與貓面花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7 會買東西的貓和會叫的魚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8 爸媽講故事手冊 笨蛋姐姐 明窗出版社
P0089 親子閱讀與學習的竅門 附VCD 伍淑梅 幼聯
P0090 親子閱讀與學習的竅門 附VCD 伍淑梅 幼聯
P0091 救助父母 Clark,Lynn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P0092 教子是本難念的經 凱文.斯蒂德 新華出版社
P0093 兒童情商培養基本教程  Filliozat,Isabelle 湖南文藝出版社
P0094 親子共讀 星島
P0095 親子枕邊100故事 星島



登錄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P0096 鼓勵孩子100金句 星島
P0097 兒童健康專輯(VCD)
P0098 哮喘葯物知多D(VCD)
P0099 健康校園齊抗炎(VCD)
P0100 乙型肝炎知多少(VCD)
P0101 健康校園二(VCD)
P0102 兒童書房 嚴吳嬋霞 新雅
P0103 幫孩子打開閱讀之門 江李志豪 著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P0104 親子閱讀-兒童圖書與兒童成長 嚴吳嬋霞 新雅
P0105 故事媽咪 A1: 親子共讀 李赫 著 狗狗圖書
P0106 故事媽咪 A2︰親子共讀 李赫 著 狗狗圖書
P0107 故事媽咪 A3︰親子共讀 陳佩萱 著 狗狗圖書
P0108 107個快樂的親子活動 陳潔雯 著 浸信會
P0109 身心鬆弛練習新編連CD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0110 身心鬆弛練習兒童篇連CD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0111 我們是這樣教育孩子的 智能教育出版社
P0112 啟智錄 葉佩怡 黃鈺書 星島
P0113 兒童及青少年SARS面面觀
P0114 下午麼麼茶特備教育節目(DVD第一輯) 教育統籌局
P0115 深圳街道圖 萬里機構
P0116 優勝食譜專輯 衛生署
P0117 優勝食譜專輯 衛生署
P0118 天下父母經 香港電台電視部 明窗出版社
P0119 孩子心事故事聊法 王悅 突破
P0120 查小欣親子日誌 1-五歲的時候 查小欣 明窗出版社
P0121 查小欣親子日誌 2-六歲的時候 查小欣 明窗出版社
P0122 親親領袖-七歲孩子 查小欣 明窗出版社
P0123 害從口出 教育署
P0124 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績 宇宙出版社
P0125 傷而不殘 經濟日報出版社
P0126 孩子的成功99％靠媽媽的努力 張炳惠 核心文化
P0127 怪獸家長 屈穎妍 天行者
P0128 怪獸家長2--孩子復仇記 屈穎妍 天行者
P0129 0、1、2歲孩子心理 荷花出版
P0130 故事100則
P0131 一家爽一爽 屈穎妍 天行者
P0132 親子理財7堂必修課 蘇偉文 天窗出版
P0133 改變命運 盧崇宏 香港善書基金
P0134 不說道理，只說故事-菜姨姨親子共讀60招 菜姨姨 世界出版社
P0135 童話遊學團 秦蓁 星島出版
P0136 不打不罵教孩子50招 唐萊特 Lighter,Dawn 新苗文化
P0137 苦媽是這樣煉成的 張宏艶 青桐社
P0138 好品格決定好未來 江暉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39 學好英文秘笈 親子英語5M法 翁恩賜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40 兒童保健一本通 趙長成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41 親子營養大作戰 陳頌儀 黎永富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42 兒童健康問題「理」想知 香港兒科基金編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43 素食手冊



登錄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P0144 素食菜譜 (VCD 1& 2)
P0145 素食菜譜 (VCD 1& 2)
P0146 素食菜譜 (VCD 1& 2)
P0147 素食菜譜 (VCD 1& 2)
P0148 中醫藥與癌症 劉宇龍 香港防癌會
P0149 升呢父母 蘇信超 經濟日報出版社
P0150 怪獸家長03-零感世代 屈穎妍 天行者
P0151 親子教養最重要的1課： 讚賞 劉暢 編著 意識文化
P0152 傾聽孩子心 曾繁光 花千樹
P0153 媽媽不要哭 鄧藹霖 快樂書房
P0154 會笑的媽媽2不懂嚼骨的新一代 鄧藹霖 快樂書房
P0155 爸媽作死大全 鄧藹霖 快樂書房
P0156 站在邊緣路上 蕭智剛 世界出版社
P0157 有情有理管與教-正向生命成長 藍容 正向生命教育
P0158 飲食與癌症 香港防癌會
P0181 不怕孩子問點解 張振華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2 孩子有話說 李杼璇 狄志遠等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3 成為傑出少年的十個方法 孫慧玲著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P0184 創意思考讓孩子更出色 廖日榮著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5 陪女兒說說話-爸爸一定要告訴女兒的44件事 Chesterfield,Philip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6 陪兒子說說話-爸爸一定要告訴兒子的44件事 Chesterfield,Philip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7 向扭計說不 黎潤芬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P0188 讓孩子學會輸起 張崇德 劉美娟 爸媽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