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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木牆片

奧爾夫音樂是世界著名的德國作
曲家，音樂教育家卡爾·奧爾夫
（Carl Orﬀ，1895—1982）
創立的獨特音樂教學法。奧爾夫
教學體系是世界四大幼兒音樂教
育體系之一。此教學是綜合性的
教學，將節奏、律動、舞蹈、語
言、樂器演奏、歌唱、繪畫、戲
劇表演等融合在一起，讓學生學
習音樂，培養孩子的音樂能力，
而且對語言、模仿、創造等多方
面有啟發性的效果。教學主張活
動性，讓學生快樂地學習及享受
音樂，注重學生創造性的培養，
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獨立創新。

Brick Wall Base
讓全個校園的牆身都不再單調！積木牆片每片25cm x 51cm，
四邊直角，可無限加大，無論空間多大都可以安裝。讓全校同
學都可以在積木牆上勇於表達想法，在動手堆疊積木時手腦並
用，盡情發揮想像力及創意，培養空間美感，一起創造屬於孩
子們的校園。積木牆片備有青色和灰色供選擇，每套8片同色積
木牆片，可砌成為1米 x 1米的積木牆。
Z14-1A

青色積木牆片

每套

Z14-1B

灰色積木牆片

每套

青色積木牆片

灰色積木牆片

仿雨聲響筒

實木響板

直徑5cm，一套4個，長度約9-41cm。
把雨聲筒直立起來，裡面的顆粒就會從
上往下逐層掉落，細細密密的聲音，模
仿下雨的聲音。

直徑5.5cm，響板屬木質類樂器，聲音清
脆、明亮，無延綿音。原木色，可彩繪
圖案在響板上。

Rain Sound Tube

Z13-1

每套

Castanets

Z13-2

每個

創意積木牆套裝

創意百變積木

數字積木板

手搖木沙鎚

6吋三角鐵鈴

手搖鈴鼓

每套包括積木牆片8片及720件積木，特
別包含齒輪積木配件，附製作說明，學
習物理原理，製作立體空間，讓積木牆
充滿動感，更好玩有趣。

安全無毒，高光澤ABS環保塑料製造。
每盒72件積木，大粒裝，製作大型作品
輕鬆無難度，可配合積木牆片創作。

每套包括數字1-100、符號十個、吸棒及
底板一塊，數學科必備教材，讓學生從
遊玩中學習，可配合積木牆片創作。

多款圖案，色彩鮮豔，沙鎚屬散響類樂
器，音量小，聲音散，可持續奏長音。

金屬類樂器，有延綿音，聲音清脆，穿
透力強，適宜作簡單的節奏敲擊，也
可以將金屬棒置於三角鐵環內轉動，奏
出“滾奏”效果。

直徑約15cm，高約4.5cm，鼓面以純羊
皮製造，結實耐用，可作搖鈴，亦可以
手拍打鼓面，一物二用，聲音多變化。

Creative Brick Set

Z14-5
蕩韆鞦

Brick Set

每套

Z14-2

每盒

Number Bricks

Z14-4

Wood Sand Hammer

每套

Z13-3A 小 約4 x 11cm

每個

Z13-3B 中 約 6 x 20cm

每個

Z13-3C 大 約 7 x 22.5cm 每個

6” Triangle Iron Bell

Z13-4

每個

Hand Drum

Z13-5

每個

動感大風車

猴子找香蕉

玩樂區
滑球遊戲

基礎機械工程積木

創意管道積木

眼鏡積木DIY

木製皮手鈴

十五音彩色木琴

兒童專用牛皮鼓

每盒共102件積木配件，學習齒輪轉動、
軸心的作用等科學原理，體驗STEM教
育，多款造型任意配搭，自由組合，可
配合積木牆片創作。

每盒共105件積木配件，把管道連接搭
建，自由組合，玩法多元化，可配合積
木牆片創作。

最新創意產品，每套包括積木眼鏡及18
粒小積木，可隨時轉換造意，新奇有趣。

每個約9cm x 11cm，鈴鐺以合金製成，
聲音清脆，不易生鏽。

39.5cm x 24cm x 高3.5cm，松木製造，
可敲打十五個音階，樂聲清脆，音色飽
滿。

每套包括牛皮鼓、鼓棒及背帶，可放在
地上使用，亦可背著作表演用。皮革類
樂器，一般有共鳴聲，聲音低沉，音量
較大。

Engine Bricks Set

Z14-3

每盒

Pipe Bricks Set

Z14-6

每盒

Building Bricks Glasses Toy
Z14-7

Hand Tambourine
Z13-6

每套

每個

Xylophone

Z13-7

每個

Tupan

Z13-8A
Z1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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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牛皮鼓

每套

10”牛皮鼓

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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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拼拼板系列

電動齒輪玩具組合

多功能學習盒

每盒有多款圖卡及造型磁貼，訓練小童
對不同造型、表情及輪廓等的認知。
A女孩子造型：8張圖卡及造型磁貼34
個，包括空姐、和服等有趣主題。
B男孩子造型：8張圖卡及造型磁貼34
個，包括太空人、工程師等有趣主題。
C交通工具：18張圖卡及造型磁貼50個，
包括各款海陸空交通工具。
D小丑變臉：12張圖卡及造型磁貼67個，
包括不同五官、髮型，創造不同表情。

以塑膠製造，全盒共有81件組件，包括
24件底板及17個不同大小齒輪，訓練兒
童的思考，探索對科學的興趣，憑創意
及科學智慧，製作一個遊樂場，拼砌後
以一粒AA電芯推動，所有組件會隨著電
動齒輪運行。

多用途，讓學生認識時間、數學運算、
顏色，附磁性數字、磁性七巧板和遊戲
棒，背面可作黑板使用。

Magnetic Puzzle

Z12-10

Wheel Kit

Z12-7

Learning Kit

Z14-8

每套

每套

每套

A 女孩子造型

B 男孩子造型

C 交通工具

D 小丑變臉

磁性益智七巧板

教學時鐘磁石貼

繽紛水管積木

Magnetic Clock

Pipe Blocks

俄羅斯方塊積木

15 x 16cm，七巧板彩以虹膠啤成，背面
裱上磁石貼。書本式設計，方便攜帶，
備有150個實心圖案(題目)，學生需要運
用智力和想像力拼出所顯示的圖案，另
外附有答案頁供參考。

利用厚8mm彩虹膠啤成時鐘面，鐘面直
徑17.5cm，背面裱上磁石貼，可貼在白
板上使用。

繽紛水管積木是一種發揮想像力的組合
玩具，以管道式設計，可互相連接、拼
插等，可塑性大，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
能力和空間感。存貨有限，預購需時，
請提早落單。

三合一智力拼圖，訓練學生手眼協調能
力，認識排序、連接等認知。益智有
趣，要動腦筋的智力玩具。

Magnetic Tangram

Z12-11

Z12-1
題目冊

每套

每套

磁性白板 EVA七巧板

Z12-13

Tetris Blocks

Z12-14

每套

每套88件

實心圖案
教學圖案

左邊正面實心圖案為題目頁，右邊為背面
答案頁。學生發揮想像力將圖案拼出來後
可翻到背面對答案。

磁性數字拼拼板

Magnetic Numbers Set
內附不同數字及數學符號，方便教學。
Z12-3

每套

磁性英文拼拼板

物理實驗磁石套裝

Magnetic Letters Set

Magnetic Physics Set

內附不同英文字母，方便教學。

適合科學和常識科課堂使用，認識基礎
磁力常識。精美膠盒包裝。

Z12-4

每套

Z12-12

每套

DIY蘑菇釘拼圖

五官表情貼(4款組)

DIY萬年曆

每套包括大中小蘑菇釘共約290粒、底
板、籃子和說明書。發揮學生的創意，
運用不同大小的蘑菇釘組合圖案，培養
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3mm厚絨布啤製，每片30cm x 30cm，
一片有4套表情，魔術貼，可重複粘使
用，絨布製作，耐用易收藏。

既實用又副趣味的萬年曆手工。每套包
括已啤絨布圖案、鐵芯絨線、毛絨球、
眼睛、絲帶。製成品約38x39cm，邊做
邊學，非常適合放在課室或房間作教具。

Mushrooms Nails Toys

Z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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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

Facial Felt Set

Z12-9

每套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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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Calendar

O18-11

每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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