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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學習者與世界接軌的途徑，是自我拓展視野的方法，更是一切學習活

動與汲取知識的基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於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中指出，國家最

大的投資應放在國民閱讀能力的建立。除了閱讀能力外，近年來，世界各國皆以

提升國民科學素養為重要之目標，科學素養是理性思考的基礎，提升民眾的科學

素養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工作。欲有效提升民眾之科學素養，首要工作在於如何

將艱深之科學知識，轉化為平易近人的生活概念，傳遞給大眾。科普作品的角色

主要即在做為專業科學論文與大眾文化間的橋樑，用淺白的言辭交代準確的科學

數據和研究，令大眾容易領會。

　　皮亞傑 (Piaget) 認為 7 到 12 歲是兒童認知發展階段中的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對自然事物充滿好奇，正是接受科學知識的

最佳時機。然而科學類教科書之編排，有其固定的進度與格式，較難提起學童閱

讀及探索的興趣；反觀科普讀物之設計圖文並茂，呈現方式生動活潑，文字淺顯

易懂，因此較能吸引學童閱讀；若能配和教科書之學習單元，推薦兒童閱讀適當

的科普讀物，相信更能引起學童探索科學的好奇心。不過坊間出版的科普書琳瑯

滿目，很多並非為學童撰寫，非兒童的閱讀能力及科學知識所能理解。此外，依

照不同年齡學童之閱讀能力及科學學習程度，推薦合適的科普讀物，是鼓勵學童

閱讀科普讀物成功的關鍵。

　　本書以 103 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綱作為適讀年級的依據，並挑選蒐集了近 700

冊國內曾獲獎推薦閱讀且適合國小程度的科普讀物，書單來源有臺北市立圖書館

的好書大家讀、文化部（前文化建設委員會）的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文

化部的金鼎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閱讀 ‧ 飛翔 - 為科普書裝上一雙趐膀：

科普好書推薦書目》、中國時報的開卷好書、環保署的小綠芽獎、國民健康局的

健康好書推薦等好書。邀請國小教師進行圖書推薦，推薦的重點主要在該書是否

適合作為與課程單元的延伸讀物。

　　由於自然、科學類的科普讀物，內容較多元，因此自然科的書單，建議適讀

年級及其課程單元較多樣化。而在數學方面，則因數學在學習上有其階段性，必

須循序漸近才得以銜接，因此在數學科的書單，則拆解成較易理解的數學概念，

如「數字」、「公制單位」、「四則運算」、「形狀」、「統計」、「時間」等

六個主題作為介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昭珍教授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專任教授兼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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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的編排，以年級作為區隔。閱讀時，可從「自然科好書推薦」及「數學

科好書推薦」中，了解書籍內容及相對應的課程單元或主題；亦可從「國小科普

書籍分級推薦書目」上，清楚明白每個課程單元或主題其相關的科普讀物，期盼

此書在推動科普教育及閱讀上有所助益。

　　國內的國中小學教師，面臨「科普閱讀」推廣，常心存恐懼，因為國中小推

動閱讀的師資，以國文老師為主，國文老師的科學知識相對不足，因此常對科普

書望之生怯。其實閱讀教學不僅是國文老師的責任，各科老師都應重視閱讀。但

要科學老師推動閱讀，則配合教學內容的科普書，最事半功倍。若有適合各年齡

層的科普好書，即使由國文老師來進行閱讀導讀，也能產生好效果。希望透過此

書目，可以讓教師容易推動科普閱讀，也希望學童透過與課程單元相關之科普讀

物的閱讀，建立更紮實的科學知識及探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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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主角是一位眼睛看不見的小小巨人，他很疑惑：「風是什麼

顏色？」為了找到解答，他向路上遇到的對象一一提問。學童隨

著小巨人追風的腳步，一頁一頁，得到如風一般變化萬千，無法

僅以文字捕捉的答案，必須以眼、耳、鼻、手、心去細細領略。

最後，小巨人遇到大巨人，大巨人慢條斯理的說，風的顏色「這

整本書都是。」他翻動書頁，小巨人聞到風的芬芳，那是書吹出

來的風……這本書以較詩意的方式呈現風，比較不像是科普讀

物，但在低年級的生活課，仍可以做延伸閱讀，但因無注音應由

導師或家長導讀。

風是什麼顏色？

文圖 / 安．艾珀 (Anne Herbauts)；譯 / 楊雯珺
I S B N ：978957327148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上 4. 風來啦

編號：S1-001

書籍介紹：

在書中有超過 300 張以上色彩鮮豔的圖片與照片，能滿足學童的

好奇心與探究心，更讓他們體會各種事物的趣味；在各章中的每

個問題，讓學童們測驗自己的知識！是很好的科普讀物，很適合

學童。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 / 艾美．雪爾德；譯 / 吳聲海
I S B N ：9789868692794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一上 4. 風來啦；一上 5. 吹泡泡真有趣；一下 1. 大
家的交通工具；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一下 6. 好熱的天氣；
二上 3. 光影好好玩；二上 6. 米食大探索；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四上 1. 月亮；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上 3. 奇
妙的光；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四下 1. 時間的測量；四下 3. 昆
蟲家族；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上 4. 力
與運動；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下 1. 簡單機械

編號：S1-002



書籍介紹：

本書集合學童最想知道的 179 個問題，大大滿足學童的求知慾

望，並且精心設計的幽默對話框及逗趣圖片，讓學童在閱讀時會

心一笑，輕鬆的汲取知識。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 / 風車
I S B N ：9789862231036
出版年：2010
出版社：風車圖書
對應課程單元：對應課程單元：一上 4. 風來啦；一下 2. 大樹小
花朋友多；一下 6. 好熱的天氣；二上 2. 奇妙的水；二上 6. 米食
大探索；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

編號：S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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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教學童們認識下雨時所伴隨的各種天氣現象，讓學童們對於

千變萬化的氣候現象更加了解。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 / 許文勝；圖 / 李漢中
I S B N ：978986665877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明天國際圖書
對應課程單元：一上 4. 風來啦；一下 6. 好熱的天氣；二上 2. 奇
妙的水；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3. 認
識天氣；四上 3. 奇妙的光

書籍介紹：

泡泡是如何吹出來的，又該如何做泡泡水，泡泡為何不久就會破，

本書將帶領學童邊玩吹泡泡，邊觀察泡泡吧 !

吹泡泡

文 / 陳美玲；圖 / 陳維霖；攝影 / 張振山
I S B N ：9789867394392
出版年：2005
出版社：親親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一上 5. 吹泡泡真有趣

編號：S1-004

編號：S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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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活潑的圖畫與輕鬆的文字，將現今世界上面臨的主要環境

問題介紹給學童，並且帶領學童認識「減量、回收、再利用」的

環保概念。書中深入淺出地談論地球的環境問題，並提供實際可

行、簡易且有趣的方式，讓學童透過親切的圖畫內容，學習如何

隨時隨地做環保。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最佳指南

文圖 / 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可．布
朗 (Marc Brown) ；譯 / 遠流小小科學館
I S B N ：9789573259077
出版年：2006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1. 大家的交通工具；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
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1-007

書籍介紹：

本書將帶學童穿越時光，見識車子演進的有趣歷程，並在這趟旅

途中認識偉大的發明家、設計師與夢想家。這套書很適合中年級

閱讀，排版也很美觀舒適。

小小知識家 2：汽車是怎麼來的？

文 / 凱蒂．戴恩斯；圖 / 亞當．拉庫；譯 / 陳信宏
I S B N ：978986241299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1. 大家的交通工具；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

編號：S1-008

書籍介紹：

人類想要飛翔， 為了這個夢想，有人用真羽毛製成的翅膀試飛，

卻一頭栽進了一坨堆肥；有人把翅膀裝在腳踏車上，但是踩踏板

的速度不夠快，車子根本飛不起來；經過無數次「飛上天空……

墜落地面……又飛上天空……又墜落地面」的失敗經驗，人類最

終發明了能夠像鳥兒一樣翱翔天空的飛行器。這套書很適合中年

級閱讀，排版也很美觀舒適。

小小知識家 3：飛行是怎麼回事？

文 / 萊斯利．席姆斯；圖 / 史蒂芬．卡特萊特；譯 / 陳信宏
I S B N ：9789862413029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1. 大家的交通工具；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

編號：S1-009



書籍介紹：

書中介紹 60 種特殊車款，幫助學童了解各種車的用途與特色。

所有車款均輔以全頁彩色照片介紹，能真實了解車款的樣貌與特

徵。每種車款均標示用途與相關的配備或噸位等資訊，強化認知。

書末以各種車款圖像讓學童玩猜猜看遊戲，既增加學童對車子外

型的記憶，更增進學習趣味。本書有注音，用真實圖且文字量不

多，可引導學童自行閱讀。

特殊車小百科

文 / 楊克
I S B N ：978986413715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人類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1. 大家的交通工具；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

編號：S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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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 2010 年日本羽田的國內線機場為舞台，透過 B747-400D

客機起飛之前的地勤服務動態，介紹在停機坪上為 B747-400D 服

務的地勤車的工作方式及動線。本書打開最神秘的工作現場，讓

學童近距離仔細觀察各種地勤工作車的樣貌和工作情景。

航空站工作車

文圖 / 鐮田步；譯 / 林意勝
I S B N ：9789868577558
出版年：2010
出版社：阿爾發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1. 大家的交通工具；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

編號：S1-012



006

007

國
小
一
年
級

自
然
科

書籍介紹：

阿吉隨著爸媽從鄉下搬到了都市，他很想帶著院子裡的小蝸牛一

起搬家，但是爸媽都說不好；他心裡難過極了。住進新家，阿吉

覺得都市和鄉下很不一樣，沒有蝴蝶和蝸牛，只有高樓、車聲和

喇叭。直到新家布置好的那個晚上，洗澡時，阿吉意外地遇見了

他都市生活的第一個同伴……呵～他再也不寂寞了，一場阿吉和

蝸牛動人精采的生活故事，就此展開……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 / 凌拂；圖 / 黃崑謀
I S B N ：9789573256519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三下 4. 動物大會師；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1-015

書籍介紹：

不管是在牆上、水泥裂縫上、或是馬路邊，只要到了春天了，紫

花地丁就會開出紫色的花朵。為什麼紫花地丁會長在牆上、水泥

裂縫中呢？紫花地丁用什麼方法，將種子播送到那些地方呢？本

書介紹昆蟲與花之間的互生關係。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 / 矢間芳子； 譯 / 黃郁文
I S B N ：9789576429835
出版年：2004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下 3. 昆
蟲家族

書籍介紹：

仙人掌旅館裡永遠沒有空房。這個故事是關於沙漠、仙人掌和住

在裡面的動物們之間相依相存的關係，即使是小小孩也能了解。

本書是自然 + 人文的溫馨故事讀物。

仙人掌旅館

文 / 布蘭達．古柏森；圖 / 梅根．洛伊德；譯 / 陳采瑛
I S B N ：9789573264040
出版年：2008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1-016

編號：S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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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是關於臺灣熟悉植物的特寫介紹，故事從發現一顆種子開

始，像龍葵這樣的一株小草，有著完整的連鎖與循環，且不僅僅

只是龍葵有如此現象。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了臺灣土芒果和美國愛文芒果嫁接的過程，以及各種不

同品種芒果生長的點點滴滴 ，芒果已經成為代表臺灣的水果，但

你想知道芒果的秘密嗎？這本書將一次通通告訴你！在書中特別

安排的拉頁，還有一棵神奇的芒果樹等著學童來發現喔！

有一棵植物叫龍葵

玉井芒果的祕密

文 / 凌拂；圖 / 黃崑謀
I S B N ：9789573256526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
下 1. 種蔬菜

文 / 許玲慧；圖 / 陳盈帆
I S B N ：9789866830495
出版年：2008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1-022

編號：S1-023

書籍介紹：

本書專為臺灣學童打造第一本認識身邊常見樹木的繪本，不僅是

知識性的傳達，更強調人與大樹間的互動，讓學童看到的樹不只

是一株植物，更是陪伴我們成長的朋友。

看見台灣大樹

文 / 陳月文； 圖 / 黃崑謀
I S B N ：9789573264118
出版年：2008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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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故事從一個小女孩參訪老爺爺的蘭園經歷開始，園內的各種蘭花

朵朵美麗，目不暇給。精美的插圖和流暢簡潔的文字，這是一本

賞心悅目的圖畫書。書中大膽採用了兩個開門的四頁大拉頁，讓

學童看到蘭花的各種樣貌，也能為美麗的蘭花傾倒。

愛上蘭花

文 / 陳玉珠；圖 / 陳麗雅
I S B N ：9789866830587
出版年：2008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1-025

書籍介紹：

甘特寓言是一套除了以故事來讓學童更深入，了解環保外，還富

有哲學意義的科普書。寓言裡，綿羊向驢子分享保持潔白的秘密

武器，就是奶奶發明的由柑橘皮和糖製成的純天然清潔劑，只要

運用柑橘皮裡的醇和可降低水張力的糖就可以完成。不但改善市

售的清潔劑對水生態的污染，並解決用棕櫚油製造清潔劑的需求

過甚，導致熱帶雨林的破壞。

書籍介紹：

生活在乾燥炎熱的撒哈拉沙漠，馬利象的世界已經接近大象所能

忍受的極限，數百頭大象不得不踏上一年一度的旅程，因為他們

的食物已經不足。頂著攝氏將近 50 度的高溫，這些耐力十足的

動物每天走上將近 60 公里。本書豐富的內容與眾多有趣的動物

小知識，讓學童更了解大象，也對這種巨大的動物有更多的敬意。

柑橘香皂

大遷徙 (for kids) ─大象的旅程

文 / 甘特．鮑利；譯 / 王素蓮
I S B N ：9789861613444
出版年：2011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2. 大樹小花朋友多；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文 / 蘿拉．馬許 (Laura Marsh)； 譯 / 陳光儀， 魏靖儀，黃正綱
I S B N ：9789868633728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一下 6. 好熱的天氣；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三下 3. 認識天氣；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3. 生物與環
境

編號：S1-027

編號：S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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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作者利用淺顯易懂的圖解文字，呈現自來水的製作與輸送過

程，以及現代化都市的污水處理模式，引導學童了解「水從哪裡

來？水往何處去？」。讓學童們了解，原來，從天而降的小雨滴，

在落入江河或水庫之後，要變身為「打開龍頭、水自然來」的純

淨水滴，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自來水的旅行：嘩啦嘩啦！

文 / 鄭恩玲；圖 / 尹真賢；譯 / 郭淑慧
I S B N ：9789862121450
出版年：2010
出版社：上人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2. 奇妙的水

書籍介紹：

風只會隨便亂吹，漫無方向嗎？其實，風會從空氣多的地方往空

氣少的地方吹。同時風會做很多事，不但會形成龍捲風，也會下

雨、下雪。風還會到處改變天氣呢！本書具有故事性，雖為繪本，

但書後的知識解說，較適合中年級學童。

風的力量

文 / 鄭昌勳；圖 / 安恩珍；譯 / 邱敏瑤
I S B N ：978986212216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上人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2. 奇妙的水；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三
上 3. 看不見的空氣；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3. 認識天氣；四下 4. 奇
妙的電路

編號：S2-001

編號：S2-003

書籍介紹：

在我們的家裡，每天吃飯、洗澡、睡覺的角落，都隱藏著科學；

美味的優格裡、旋轉的雲霄飛車裡，也都有科學。科學使我們的

生活更便利，有時也帶給我們很多樂趣。我們的生活裡，處處都

是科學！

我家有科學

文 / 任淑英；圖 / 金志雅；譯 / 陳麗如
I S B N ：9789862121443
出版年：2010
出版社：上人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

編號：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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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平靜無波的森林裡，突然出現一個小池

塘，更怪的是，每次在池塘裡都會跑出不同的小動物，牠們長得

都不一樣，為什麼都出現在同一個小池塘裡呢？本書利用池糖變

魔術，來跟學童介紹水的反射，偏重童話與趣味性，較適合低年

級閱讀。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文 / 謝武彰；圖 / 陳志賢
I S B N ：978986882768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水滴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2. 水的移動

編號：S2-006

書籍介紹：

活潑有趣的故事＋優美清新的圖畫，介紹變化多端的大自然現

象，還有呼籲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藉此引導學童建立愛護地球的

觀念。三年級可讀 -- 天黃黃、草黃黃，晴天有時下豬；四年級可

讀 -- 奇幻的空中樓閣，美麗的七色橋；六年級可讀 -- 換冰箱、躲

雨的石獅子。

自然變變變！

文 / 陳麗虹；圖 / 陳盈帆
I S B N ：9789866644450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
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三下 3. 認識天氣；四上 3. 奇妙的光；五
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2-007

書籍介紹：

本書以學童探索自身和生活周遭現象的問題為中心，學童可以看

懂故事裡的生活科學現象和基本原理，再進行每篇延伸出來的基

礎科學小實驗。書中雖然在敘述較深的理論，但都能避開艱深的

專有名詞，且內容有趣！但有些課程到高年級才會學到，需教師

輔助說明。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記．實驗故事集 1

文 / 戶田和代；圖 / 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 / 詹慕如
I S B N ：9789862415696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上 3. 看
不見的空氣；三下1.種蔬菜；三下2.百變的水；三下4.動物大會師；
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2. 水的移動；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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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跟著翻跟斗女王圓圓參與各種和「滾動」有關的實驗和遊戲，學

童就會發現愈圓的物體愈會滾動，只要運用滾動的原理，降低摩

擦力，就可以自己做出大卡車、機器狗和其他好玩的機器；只要

運用重力、速度或動量的原理，就可以讓彈珠成功橫越「愛吃彈

珠的橋」唷！

實驗好好玩：滾動的遊戲

文 / 戴爾芬．葛林堡；圖 / 約克．默爾；譯 / 陳妍如
I S B N ：9789866948152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四上 3. 奇妙的光

編號：S2-009

書籍介紹：

主角小光害怕影子，不明白影子為什麼要跟著他？透過小光做影

子實驗、和光線玩遊戲，徹底了解影子的各種面貌。本書主要在

介紹利用影子玩遊戲，並沒有提到相關的原理，適合低年級閱讀。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文 / 諾拉．多梅尼奇尼；圖 / 瑪里翁．比耶；譯 / 謝蕙心
I S B N ：9789866948169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3. 光影好好玩；四上 3. 奇妙的光；五上 1. 觀
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

編號：S2-010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各式各樣的食物，用一種新的手法，表現每天都會出現

在餐桌上的食物。作者透過一個可愛的小廚師，帶領這個食物調

查團──小貓、平底鍋、湯鍋和濾鍋，來介紹各種菜色、好吃的

食物。

食物哪裡來？美食旅行團出發！

文圖 / 亞哥斯提諾．特萊尼；譯 / 亞比

I S B N ：9789863204671

出版年：2014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

編號：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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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以陸鳥、水鳥、海鳥、猛禽區分鳥類；以不完全變態及完全變態

區分昆蟲，製作鳥類和昆蟲的生態表，幫助學童建立基本概念。

本書採小篇幅介紹，學童易於接受。

書籍介紹：

本書是日本知名繪本作家 & 鳥巢研究專家鈴木守，以細緻生動的

類寫真插畫，展現作者觀察入微的鳥類生態，配合四季頗有詩意，

傳達山居生活的野趣與美好，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相互疼惜，以及

各種鳥類的生態活動，是很好的科普讀物，非常適合小學童。

鳥類．昆蟲

我的山居鳥日記 : 25 種鳥類生活大集合

文 / 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I S B N ：978986413714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人類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下 3. 昆蟲家族；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文圖 / 鈴木守；譯 / 陳采瑛
I S B N ：9789573260721
出版年：2007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書籍介紹：

本書帶學童探索奇妙的大自然，內容深入淺出、生動有趣，讓學

童閱讀後，累積豐富的知識，認識自己不知道的世界。全書系列

很受學童歡迎，低年級看圖，中高年級看知識，有故事性有趣味

性。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文 / 彭永成
I S B N ：9789575745271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編號：S2-012

編號：S2-013

編號：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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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魚的身體及顏色，是作者與畫家嘔心瀝血之作，展現方

式特別有趣，讓人容易了解魚的形狀，原來這當中有這麼多的學

問，很有趣。

魚繪本：魚的形狀

文 /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 友永太呂；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7428615
出版年：2007
出版社：維京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
物世界面面觀

書籍介紹：

本書運用有趣的插圖來介紹魚的臉，是作者與畫家嘔心瀝血之

作，展現方式特別有趣，讓人容易了解魚的五官，是很棒的科普

讀物。

魚繪本：魚的臉

文 /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 友永太呂； 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7428608
出版年：2007
出版社：維京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上 6. 米食大探索；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18

編號：S2-019

書籍介紹：

本書故事主角奇妮，是個非常特別的孩子，她不但能跟動物交談，

而且只要大喊咒語「STOP ！」，世界就會停止五分鐘，透過這

本書的介紹，學童可以真正了解動物的行為與想法，開啟認識自

然世界的窗！

STOP ！跳蚤為什麼住在狗身上？

文 /Kim, San-ha；譯 / 紫元
I S B N ：978986229059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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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青蛙的紅眼睛，花朵的金黃花瓣……，都在說些什麼呢？打開眼

睛，打開心，發現顏色的訊息與意義！臺灣生態教育先驅徐仁修

老師專為學童設計、出版的自然教育專書，用有趣富啟發性的探

索遊戲，帶領學童發現大自然的奧妙。

大自然的顏色

文 / 徐仁修
I S B N ：9789576083525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愛智圖書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1

書籍介紹：

小男孩在森林裡發現一隻小蠑螈。要讓小蠑螈睡哪裡呢？小男孩

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將房間變成另一個天地……。雖然國小階段

以認識動物外型、求生及生殖為主，從本書則可較深入認識感官

器官。

小蠑螈，睡哪裡？

文 / 安妮．梅茲爾 (Anne Mazer)；譯 / 林芳萍
I S B N ：9789579753494
出版年：2000
出版社：和英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書籍介紹：

本書以幽默風趣的擬人筆觸，深入淺出的敘述筆法，帶領學童與

大朋友，一同見證三萬九千年前冰原巨獸的生命歷程。讓現代人

認識到史前動物長毛象的神秘世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瞭解到自

古至今，地球環境的變遷與差異，藉此反思對我們的地球應該要

有更多的尊重與愛護，才能維繫代代相傳的生命！

少女長毛象 YUKA 的超時空旅行

文 / 方平
I S B N ：978986292206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閣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2

編號：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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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收錄臺灣 15 種特有種鳥類，透過類似日文俳句的語言，以

及詩意、色彩繽紛的繪畫作品，重新詮釋臺灣野鳥在一年四季中，

與自然環境的親密關係，讓學童認識僅屬於臺灣的獨有鳥類。

書籍介紹：

在烏來高高的山間，有一個漂亮的山谷叫做「娃娃谷」，學生們

合力在學校挖了一個生態池，栽種各種不同的植物。水變乾淨了，

許多動物和昆蟲開始搬來這裡住了。樹蛙生了小寶寶；蜻蜓、豆

娘都來下蛋；螃蟹挖洞來找東西吃；還有龍蝨、水蠆、紅娘華也

都來了。這麼多的小動物住在這裡，學童每天都會來看看。現在，

這兒變成學校裡最美麗的角落。

台灣鳥四季

生態池的故事

文圖 / 何華仁
I S B N ：9789866789724
出版年：2010
出版社：玉山社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文圖 / 許增巧
I S B N ：9789867375865
出版年：2007
出版社：玉山社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4

編號：S2-025

書籍介紹：

小女孩跟著媽媽在大坑自然風景區裡玩，一邊完成自然觀察的作

業，小女孩畫了一隻從來沒有看過的野鳥，但是那是什麼鳥呢？

好奇的小女孩想帶著媽媽一起去找答案。一路上，她們看到了麻

雀、野鴿子、五色鳥、臺灣藍鵲、大卷尾、竹雞、紅嘴黑鵯、畫眉、

黑冠麻鷺、黑枕藍鶲、小彎嘴畫眉……最後，她們真的會再找到

那隻野鳥嗎？

我看見一隻鳥

文圖 / 劉伯樂
I S B N ：9789862740200
出版年：2011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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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鱷魚曾經統治地球？恐龍是新崛起的篡位者！阿爾卑斯山曾經是

碧海藍天般的度假勝地！？不可思議吧！？跟著恐龍看看「三疊

紀晚期時報」了解「三疊紀」的天下事！

書籍介紹：

本書是一本包含陸地和海洋動物的科普書籍，依文章的性質，分

成介紹動物、生態、行為與演化、破壞與保育及開發與利用等五

大主題。

那時候恐龍開始茁壯，哺乳類東躲西藏，翼龍展翅飛翔

奇妙的動物世界

文 / 漢娜．波納；譯 / 涂可欣
I S B N ：978986591820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文 / 崔烔善；譯 / 李英華
I S B N ：9789867744425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書籍介紹：

認養寵物對學童來說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但同時也帶來

重大的責任。在本書中，學童們會閱讀到關於米蘭達和她的弟弟

馬克，認養了一隻叫做「杜克」的邋遢小狗的事情。在最初的幾

個星期，他們發現的樂趣包括餵食、訓練、散步、看獸醫，當然，

也包括和家裡最新的成員一起玩耍！書中還有建議學童與爸爸媽

媽可以一起做的活動，以及獸醫對飼養健康狗狗的叮嚀與指導。

我們的新寵物：狗

文 /Nria Roca；圖 /Rosa M. Curto；譯 / 咕咕吉
I S B N ：9789868451742
出版年：2010
出版社：上羊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27

編號：S2-029

編號：S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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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遠處山上的楊梅樹、樟樹與楠木、山黃麻等樹木，忽然激烈搖晃，

紛紛倒下。隱約聽到五色鳥媽媽哭喊著：「我的孩子還在樹洞裡

面啊！」。臺灣五百萬年來，因板塊推擠，形成海拔三千公尺之

高山就超過兩百座，為多高山之海島。由於土地狹長，又位於北

回歸線上，因此擁有五種以上的氣候區，相當適合各種動植物生

存。

柴棺龜、澤蟹和虎皮蛙

文 / 陳仰聖；圖 / 張致中
I S B N ：978986034049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書籍介紹：

顏色就是動物最佳的保護色，可以隱身捕食，也能躲藏攻擊。有

些動物會用顏色來吸引異性；還有的動物在感覺到冷熱或受到驚

嚇時，會改變身體顏色；顏色還可能是警告語，斑蛾的幼蟲愛吃

有毒的葉子，那誰敢吃牠啊？

動物的顏色：由世界各地動物所組成的七色彩虹

文 / 貝絲．費汀；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211289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魯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32

編號：S2-033

書籍介紹：

臺灣最受歡迎的鳥類版畫家何華仁，將長期觀察彩鷸活動的經

驗，以繪本形式描繪真實觀察到的彩鷸故事。故事裡，有最動人

的親子互動，也有最詳實的、關於彩鷸這種臺灣野鳥的生活習性

的知識。

彩鷸奶爸

文圖 / 何華仁
I S B N ：978986294042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玉山社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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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像一列火車的毛蟲；像蘑菇又像章魚的蜘蛛；椿象背著面具在身

上；馬陸的身體有一排紅衣女孩在跳舞……，以奇妙有趣的圖像，

啟發閱讀者無限的想像，進而從中發現自然的奧妙，看見學童最

單純的微笑！臺灣生態教育先驅徐仁修老師專為學童設計、出版

的自然教育專書，用有趣富啟發性的探索遊戲，帶領學童發現大

自然的奧妙。

猜猜我是誰？

文 / 徐仁修
I S B N ：9789576083518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愛智圖書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35

書籍介紹：

書中傳遞了許多野生動物的知識和生態環境樣貌，以活潑的筆

法、交談般的口吻，讓學童自然融入情境。作者更以清晰的插畫

配上部分的文字說明，加強了知識類圖畫書提供資訊的功能。另

外，艾麗奇也非常注意細節，在她的圖畫中總是隱藏著許多讓學

童尋找發現的驚喜。

逛逛動物園

文圖 / 艾麗奇；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673128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足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書籍介紹：

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真實故事，小女孩與家人不同的關懷方式，

讓獨腳野雁學會「帶著自己的缺陷，積極勇敢的求生存！」，珍

惜自己美好的生命。

野雁的故事

文 / 凱瑞．貝斯特；圖 / 何利．米德；譯 / 張杏如
I S B N ：9789577624130
出版年：2005
出版社：上誼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36

編號：S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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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鴕鳥為什麼不會飛？鳥兒怎樣保養牠們的羽毛大衣？牛背鷺為什

麼喜歡跟在牛的身邊？象徵長壽的鶴生命究竟有多長？為什麼牠

們要集體跳舞？翠鳥的巢在哪裡？牠用什麼材料築巢？鷺鷥的長

腳、長嘴有什麼作用？本書是認識鳥兒的最好幫手唷！

鳥類大追蹤

文 / 東方編輯小組；圖 / 宇有福
I S B N ：9789575708719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40

書籍介紹：

本書藉由觀察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流浪「野」貓，發現牠的行為舉

止都有一定的規範喔！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你就能進行一項完整

的動物觀察！在「貓社會」裡，有哪些必須遵守的規矩？觀察野

貓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看似悠閒、無所事事的野貓，如

何度過牠精采的一天？本書將帶領學童深入貓的世界！

野貓的研究

文 / 伊澤雅子； 圖 / 平出衛；譯 / 鄭明進
I S B N ：978986211401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魯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38

書籍介紹：

本書深受學童喜歡，因為跟著青蛙巫婆和偵探福爾摩斯一起去探

險，會發現大象不是什麼東東，而是超級可愛的動物，也是人類

的好麻吉喔！

象什麼……

文 / 張東君；圖 / 黃麗珍；攝影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6582011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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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對比的方式來告訴學童對於「大事物」的概念和感覺，

也無形中運用了倍數的概念。雖然本書的數據不一定是最精確

的，但是，對於毫無巨大數字概念的學童來說，配合上插圖再加

上數據的說明，仍可以體會巨大和微小的概念，使科學成為一種

不必死背的科學。

書籍介紹：

上山種下一棵樹，有哪些小生物可以獲得食物或藏身處？當樹

葉、果實和枯枝掉落地面上，會為土壤增添哪種養分？落進土壤

的雨水，會把這些養分帶往什麼地方？在小溪、稻田、河川裡、

潮間帶，住著哪些生物？本書探討食物鏈及環保議題。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嗎？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 / 羅伯特．尹．威爾斯；譯 / 鄭榮珍
I S B N ：9789576324819
出版年：1998
出版社：臺灣英文雜誌社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文圖 / 杉山佳奈代；譯 / 蘇楓雅
I S B N ：9789862169490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1. 種蔬菜；三下 2. 百變的水；四上 2. 水
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2-045

編號：S2-044

書籍介紹：

胸口具有 V 型的圖樣的黑熊，是山野中最大的哺乳類動物。每當

冬眠過後，黑熊便會開始活動。透過作者優美的文字以及田中豐

美優雅的筆觸，讓學童可以更瞭解黑熊的生活。

黑熊

文 / 米田一彥；圖 / 田中豐美；譯 / 黃郁文
I S B N ：9789862740651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

編號：S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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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是很可愛的自然觀察圖文書，以一年 12 個月在住家附近觀

察到或飼養的動物為主角。內容大多是昆蟲，但也有蝙蝠、蜥蜴、

壁虎、野鴨、蟾蜍等其他動物。自然課在四年級有進行昆蟲飼養，

學童可於二、三年級時先閱讀本書。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 / 石森愛彥；譯 / 宋碧華
I S B N ：9789862165089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書籍介紹：

本書全書採巨幅照片，配合專家文字說明，一頁頁呈現出貓熊寶

寶從出生到長大的過程，張張照片，尤其流露出動物媽媽與寶寶

之間濃濃的真情。

大貓熊

監修 / 增井光子；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66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2-050

書籍介紹：

隨著畫家精細筆法和栩栩如生的插畫，帶領學童進了紅樹林，認

識裡面各種鷸 ( 行鳥 ) 科和鷺鷥科鳥類，更有各種招潮蟹和紅樹

林有關的有趣生物，快來一趟最精彩的濕地自然觀察之旅吧！本

書插畫鮮明生動，非常適合國小學童閱讀。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 / 陳麗雅
I S B N ：9789862740194
出版年：2011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上 1. 植物的身體；
三下 1. 種蔬菜；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46

編號：S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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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國家地理學會找了 11 種長像怪異的恐龍，告訴學童其實牠們的

長像是有其道理的。而科學家們在把化石挖掘出來以後，除了得

像拼拼圖那樣把恐龍的骨骼拼湊完整，或是用想像補齊不足之

外，也得跟現生動物做比較，才能知道那種恐龍的基礎生態與行

為。

怪異恐龍總動員：這些恐龍，為什麼長得這麼奇怪？

文 / 克里斯多夫．斯隆；譯 / 邢立達，王申娜
I S B N ：978986869278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泥土不只是你腳底下的髒東西，泥土不只是你愛玩的

泥巴，泥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東西之一！跟著星鼻鼴鼠，到泥土

裡挖寶吧！

小小科學家：泥土

文 / 史蒂夫．湯馬錫克；圖 / 南希．伍德曼；譯 / 陳雅雲
I S B N ：9789867680426
出版年：2003
出版社：秋雨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六上 3. 大地的奧秘

編號：S2-052

編號：S2-053

書籍介紹：

本書主要敘述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當中，為什麼只有人類能用兩

條腿走路的、而且懂得利用工具輔助行走呢？本書讓學童對人類

和其他動物的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提出許多值得探討

的問題。

2 條腿與 4 條腿

文 / 香原志勢；圖 / U.G. 佐藤；譯 / 蔣家鋼
I S B N ：9789576428599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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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小猩猩愛撒嬌，喜歡媽媽一起做親子體操。讓學童看看黑猩猩怎

麼洗澡及掏螞蟻吃。本書可配合二、三年級的動物相關課程。

黑猩猩

文 / 黎芳玲；圖 / 曹俊彥
I S B N ：9789579427265
出版年：1992
出版社：親親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2-056

書籍介紹：

這本書是關於動物大便的知識，介紹了各式各樣的動物大便，原

來大便中有很多故事，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

本書很受學童歡迎，低年級亦能高興看圖猜答，相當有趣。

超級便．便．便

文 / 中野博美 ；譯 / 鄭明進；攝影 / 福田豐文
I S B N ：9789576429712
出版年：2004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2-055

編號：S2-057

書籍介紹：

「與實物等大」共有三冊，主題為分別為《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1》、《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2》、《與實物等大水族館》。本書將

動物園的動物照片，以實際大小呈現於頁面中，並介紹各動物的

基本資料、形態特色、辨識特徵和習性等。

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1

文 / 高岡昌江；照片 / 福田豐文；圖 / 柏原晃夫；審訂 / 小宮揮之；
譯 / 宋碧華
I S B N ：9789862034200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臺灣麥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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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將人類與動物的各種習慣性行動做綜合分析，以相互呼應的

方式呈現出來，非常有趣，會想介紹給學童閱讀。因此可對應二

年級，三年級和五年級的自然課安排。

書籍介紹：

本書用信箱問答方式來說明，傳遞科學知識的絕妙創新手法，學

童可以透過魚狗博士的專業諮詢，了解生命循環、食物鏈、食性

和人際關係等等各種問題。

人類與動物的行為觀察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爬行動物篇

文 / 池田啟； 圖 / 柳生弦一郎；譯 / 游珮芸；攝影 / 久保敬親
I S B N ：9789576428234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文 / 克蕾兒．盧維林；圖 / 凱特．雪帕；譯 / 方美鈴
I S B N ：978957720856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泛亞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60

編號：S2-059

編號：S2-058
書籍介紹：

本書深入介紹感官器官，利用一輛魔法校車，載著一群學童進入

人體的大腦及各種感覺器官，如眼、耳、鼻、舌、皮膚……等，

經歷一趟感官之旅。書中圖文描寫生動，學童看了有如身歷其境，

就好像用顯微鏡看了實體一樣，效果十足，加上科學小方塊，說

明科學常識。

魔法校車：感官大探索

文 / 喬安娜．柯爾 (Joanna Cole)；圖 / 布魯斯．迪根 (Bruce 
Degen)；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69588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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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就是要告訴你，只要仔細觀察就能發現：許多動物，從體型、

顏色、班紋、羽毛、頭上的角或是牙齒，就能分得出哪個是公的、

哪個是母的！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較圖鑑

文 / 高岡昌江；圖 / 友永太郎， 淺井粂男；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2168684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65

編號：S2-066

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可愛的動物述說他們生活的祕密，搭配活潑的插圖，以

及知識大補帖及多元智能遊戲；讓學童在學習關於動物的小常識

外，也藉此感受動物們的生命力，進而愛護動物。

動物的小祕密

文 / 曾維惠；圖 / 李後佶
I S B N ：978986664446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2-061

書籍介紹：

本書以星野道夫所拍攝的阿拉斯加灰熊為主角，並以第一人稱的

角度娓娓道出生命中自己與熊的聯集與交集，藉由充滿感情的珍

貴照片與撼動人心的文字，呈現出人與自然一幕幕動人的交錯，

以及萬物平等的真實面貌。本書雖然有注音，但亦適合中高年級，

且高年級較能領悟書中之美。

熊啊

文 / 星野道夫；譯 / 林真美；攝影 / 星野道夫
I S B N ：9789867158741
出版年：2006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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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2-069

編號：S2-068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 30 種生活在不同棲地的動物，各自有什麼樣的特徵、

專長以及生活故事？作者分別用草原、海洋、沙漠、森林、極地

做區分，搭配國家地理精彩的動物圖片，每篇還設計了互動問答

題增加閱讀趣味，讓學童輕鬆認識世界的動物！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家

文 / 凱薩琳．休斯；譯 / 林潔盈
I S B N ：978986873740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大石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這是一本〝怪咖〞的生物圖鑑，收錄八十種平日少見的生物，以

一問一答的方式，告訴學童「牠是誰？生活在哪裡？喜歡做什

麼？」讓看圖鑑不再是枯燥乏味的事情，抱著輕鬆、愉快的玩心，

就能了解這些怪咖生物是多麼的有趣。本書運用真實的攝影，類

似猜謎的方法，頗引人入勝。

你是誰？

文 / 松橋利光；譯 / 張東君；攝影 / 松橋利光
I S B N ：978986189153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格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本書要告訴學童相似動物之間到底是怎麼不一樣，相似動物特徵

的比較。其實，有一些重點可以分辨，關鍵重點一點就通，一下

子就能知道哪個是哪個了！讓學童能更立體的了解相似動物看起

來一樣，卻又很不一樣的獨特性，十分有趣。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圖鑑

文 / 高岡昌江；圖 / 友永太郎；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2162453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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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傳遞了許多水生生物的知識和生態環境樣貌，以活潑的筆

法、交談般的口吻，讓學童自然融入情境。作者更以清晰的插畫

配上部分的手寫體說明，加強了科普圖書提供資訊的功能。

逛逛水族館

文圖 / 艾麗奇；審訂 / 方力行；譯 / 莊世瑩
I S B N ：978986673127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足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2-074

書籍介紹：

主角鴨嘴獸達克比是一個動物警察，駐守在河邊的小木屋派出

所，富有愛心、正義感，勇於冒險，打擊犯罪，帶領學童深入動

物世界，調查各種動物的行為和生態，找出動物界的仿冒大王。

本書以漫畫形式，超有趣具想像力，讓科普更親近學童，能吸引

學童閱讀。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冒大王？

文 / 胡妙芬；圖 / 彭永成
I S B N ：978986241770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2-070

編號：S2-075

書籍介紹：

青蛙媽媽和水黽的家人都生病了，他們發現平常生活的水池裡有

很多重金屬。因為人們在水裡加了清潔劑，讓水的表面張力變小，

更能穿透衣服纖維，洗淨衣物。結果這些清潔劑破壞了水的結構，

讓水黽無法走在水面上，而水裡長久以來的重金屬也就更容易穿

透生物的皮膚，讓生態系統更加惡化與污染。甘特寓言短小精美，

但寓意深遠且有英文對照。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文 / 甘特．鮑利；譯 / 陳宏淑
I S B N ：978986161348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四上 2. 水生家族；四
下 3. 昆蟲家族；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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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卷髮佛老師又出怪招了，她為了讓學童體驗全球暖化的真實狀

況，魔法校車變身為飛機，一路航向北極和大氣層。原來全球暖

化使得北極熊愈來愈少，原本該收成的農作物都損壞了，該怎麼

阻止惡化呢？就讓我們跟著卷髮佛老師一起關心地球、動手做環

保！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 / 喬安娜 ‧ 柯爾；圖 / 布魯斯 ‧ 迪根；譯 / 陳采瑛
I S B N ：9789573269526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5. 雨天生活變化多；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
三下 3. 認識天氣；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編號：S2-077

編號：S2-076

書籍介紹：

獨角仙的幼蟲生長在腐植土裡，成長化蛹變為成蟲的奇妙過程，

以及長大後與鍬形蟲的地盤鬥爭，究竟是誰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呢？公的獨角仙與母的獨角仙能夠順利的成家嗎？獨角仙的一

生，期待學童共同來瞭解。

獨角仙在哪裡？

文圖 / 松岡達英；譯 / 黃郁文
I S B N ：978986274021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二下 3. 和小動物做朋友；四下 3. 昆蟲家族

國
小
三
年
級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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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國小三年級

書籍介紹：

本書包含的科學實驗要素很多，各年級可抽取部份內容搭配教

學。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張麗瓊，
陳育仁
I S B N ：9789864174829
出版年：2005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三
下 1. 種蔬菜；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上 1. 月亮；
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1. 時間的測量；四下 2. 水的移動；四下 3. 昆
蟲家族；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童話故事、插圖照片，將科學知識以簡單的方式，幫助

學童解開科學疑惑並喜歡上科學。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 / 金良順；圖 / 鄭朱玹
I S B N ：9789867894724
出版年：2005
出版社：新手父母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
下 1. 種蔬菜；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3. 認識天氣；三下 4. 動物
大會師；四上 1. 月亮；四下 1. 時間的測量；四下 3. 昆蟲家族；
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下 1. 美麗的星空；
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五下 4. 聲音與樂器

書籍介紹：

從一顆種子開始，提到風力傳播、提到適合生長的環境，然後是

樹苗的生長、開花、結果，再進入種子的輪迴。

小種籽

文 / 艾瑞 ‧ 卡爾；譯 / 蔣家語
I S B N ：9789579691420
出版年：1991
出版社：上誼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03

編號：S3-005

編號：S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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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一個關於在植物世界裡探險、迷路、像愛麗思夢遊仙鏡般的奇遇

冒險故事。發揮想像力，植物能變幻成任何東西，原來，植物園

這麼有趣！

在植物園裡迷路

文 / 垣內磯子； 圖 / 辻惠子；譯 / 林家羽；攝影 / 辻惠子
I S B N ：9789866407710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大穎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11

書籍介紹：

本書從一顆櫻桃上細微的光線變化，到穹蒼高空俯瞰大地，包括

兩種令人驚嘆的景觀：畫面由近到遠，和由遠到近，微觀與巨觀

的視野轉變，搭配精緻生動的圖畫和文字，學童得以多層次地探

索，令人驚奇的大自然世界。

自然大驚奇：由遠到近．由近到遠

文圖 / 荷內．馬特雷；譯 / 周逸芬
I S B N ：9789867942562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和英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書籍介紹：

從書中可以學到種出大南瓜的小祕訣、體驗期待芭樂長大的心

情、經歷半夜賞花的回憶 ......。本書是很棒的橋樑書，故事性強，

很受學童喜歡，適合三下種蔬菜課程單元。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文圖 / 童嘉
I S B N ：9789866582646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15

編號：S3-013



S
uggested R

eadings of P
opular S

cience for C
hildren

書籍介紹：

這是一本有科學實證的生活繪本，透過詳實的紀錄、生動的筆觸、

細膩的畫風，彷彿走入自然的大花園。以最貼近學童們生活情境

的語彙，提醒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存在著許多唾手可得、令人

喜悅的滿足及學問。

從我家到學校的花草日記

文圖 / 陳麗雅
I S B N ：978986656548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藝術家出版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24

書籍介紹：

本書內容講述了花卉的秘密，也解釋了我們的世界，因為花朵的

美麗與特性而變得豐富多彩。

花卉時鐘：花朵的春夏秋冬 ( 四季時鐘系列；.v.4 共六冊 )

文 / 英姆迦德．魯特；譯 / 劉興華
I S B N ：978957873488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耕寅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18

書籍介紹：

臺灣生態插畫家代表人物陳麗雅，她的繪本作品最大的特色是繪

本中都會有特殊的拉頁設計。本書當然也不例外，長達 90 公分

的長拉頁，完整呈現荷花生命循環。

荷花池

文圖 / 陳麗雅
I S B N ：9789862740736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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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讓我們重新看待生活裡的綠色夥伴，瞭解每一種蔬菜的身世

由來、植物特性、生長特性與營養價值等，才能真正落實「吃在

地、吃當地」的飲食生活態度，並支持友善土地的永續農業。本

書因林麗琪的插畫，讓整本書亮了起來。

書籍介紹：

看似尋常的路旁野花，其實是我們打開大自然奧祕的萬能鑰匙：

本書中有 33 類活潑生動的主題觀察，500 多張精采引人的生態

圖像，是學校自然課最好的延伸教材與讀物，也是學童進入妙趣

天成野花世界的最佳指引；書後並附實用的野外賞花情報，推薦

賞花去處。本書為專業的圖鑑，國小學童可以利用圖來認花，適

合由老師或專家領讀。

菜市場蔬菜圖鑑

野花入門：張永仁的野花觀察筆記

文 / 張蕙芬；圖 / 林麗琪
I S B N ：978986320240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文 / 張永仁
I S B N ：9789573264965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3-037

編號：S3-031

書籍介紹：

本書的植物小仙子羽兒帶領學童進入植物的世界，一起了解種子

是如何長成一株植物的？陽光、空氣、泥土和水，都是植物寶寶

生長的必要元素嗎？雖然都是植物，卻有不同的需求和樣貌。有

的需要肥沃的土壤，有的只需要澆水，就會開出美麗的花朵，有

的只要將一小部分埋在土裡，就會發芽抽長，有的則會枯萎死亡。

實驗好好玩：植物的遊戲

文 / 戴爾芬．葛林堡；圖 / 文森．馬希；譯 / 陳妍如
I S B N ：9789866948138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

編號：S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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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系列套書是臺灣第一套針對「晨讀 10 分鐘」運動策劃編選之

讀物。10 分鐘內能完整讀完的短篇科學故事，每天一篇一看就

懂，養成科學思考好習慣。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科學故事集 2

文 / 大山光晴；圖 / 詹慕如
I S B N ：978986241179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四上 3. 奇
妙的光；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能源小超人帶領學童認識能量，拜訪以太陽能為首、自

然存在的各種能源，再介紹人類使用的各種能源與發展，包括現

今最流行的可再生能源，最後以能源管理為人類生存最重要的課

題當結尾。讓學童了解各式各樣的能源，更能體會能源的重要性，

進一步愛惜能源，並慎選、使用能源。

能源停看聽

文 /Francois Michel；圖 / Robin；譯 / 陳秋玲
I S B N ：9789868133914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鄉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

編號：S3-042

編號：S3-040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每種野花的圖像記錄都盡可能涵蓋植株群落、花、果，

進而呈現變異與近似種，另輔以特徵、生態等文字說明，讓學童

可以按圖索驥，不易錯認；同時附記推薦的賞花地點，植物與人

類生活的關聯，以及與蝴蝶幼蟲食草間的關係等。本書適合中高

年級查找資料用。

野花圖鑑 2：中高海拔篇

文 / 張永仁
I S B N ：978957326495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1. 植物的身體；三下 1. 種蔬菜；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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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在資訊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能夠很快地得知天下事，與世界同

步……這是依賴什麼力量？是靠什麼系統在運作？在時間長河中

逐漸發展出來的共識：文字和數字的發明、記錄的方法、測量的

方式、溝通的模式，正是維繫整個世界活絡的幕後功臣。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和導航的故事

文 /Anita Ganeri；譯 / 傅湘雯
I S B N ：9789576497056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啟思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三下 3. 認識天氣；五上 1. 觀
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3-044

書籍介紹：

本書的圖很清晰，有助理解，讓學童能進入雲的世界，以淺白文

字拉近雲與學童的距離。

和雲兒做朋友

文 / 游丕若；攝影 / 游丕若
I S B N ：9789867916761
出版年：2005
出版社：人人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3. 看不見的空氣；三下 3. 認識天氣；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

書籍介紹：

蛀牙蟲爸爸決定到「蛀牙蟲不動產」去找新房子……於是，蛀牙

蟲一家人搬到了「不刷牙」的新家。常常不刷的牙提供了蛀牙蟲

滿滿的食物，還能蓋起公寓、跟親朋好友開派對。學童讀到此書

應該能有所警覺吧！

蛀牙蟲家族大搬家

文圖 / 西本康子；譯 / 游珮芸
I S B N ：9789868746626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小熊出版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

編號：S3-047

編號：S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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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泰山爸爸與蒜頭學童間的對話，藉由輕鬆的漫畫方式，讓

學童在閱讀中領悟漫畫的童趣與詼諧，又學到宇宙自然的奇特與

科學的奧妙，進而激發探索研究的動力。全書系列很受學童歡迎，

低年級看圖，中高年級看知識，有故事性有趣味性。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 Ⅱ

編繪 / 彭永成
I S B N ：978957574751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2. 百變的水；三下 3. 認
識天氣；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上 4. 交通工具
與能源；四下 2. 水的移動；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1. 觀測太陽；
五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4. 聲音與樂器；六
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3-049

書籍介紹：

你知道嗎？包括人類在內，幾乎所有的動物，都被許多寄生蟲當

成「家」來住。從小小的蝨子到可怕的條蟲，有好幾百種寄生蟲，

喜歡住在人類身上！但人身上最多只有兩種寄生蟲。本書將帶領

學童了解寄生蟲的生命史。

誰在吃你？寄生蟲的秘密故事

文 / 尼古拉．戴維斯 (NicolaDavies)；圖 / 尼爾．雷登 (NealLayton)；
譯 / 傅伯寧
I S B N ：9789867942913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和英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

編號：S3-048

書籍介紹：

這本書利用廚房裡的材料，用趣味猜謎方式，為大家介紹許多像

變魔術般的實驗，很適合拿來當做寒暑假的科學實驗題材。爸媽

跟小孩一邊玩，一邊體驗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奇妙科學現象。剛好

可以跟三上的「廚房裡的科學」做結合，但部分提到的如酸鹼性、

熱漲冷縮等，要等到高年級才會學到。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1：魔術般的 66 道科學實驗遊戲

文圖 / 學習研究社編輯部；譯 / 鄭涵壬
I S B N ：978986229302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2. 百變的水；四下 2. 水
的移動

編號：S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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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在探索疾病的秘密，了解病菌是什麼、為什麼會讓人生病、

身體如何對付它們、疫苗如何保護人不會感染疾病，以及許多關

於病菌的形形總總。本書附圖表清楚，且有索引容易查知。

書籍介紹：

水的魅力，無人能抵擋！本書主角卡卡，帶領學童一起優游水的

世界，利用大頭針、彈珠和黏土船進行趣味競賽；藉由冰山的形

態探索鐵達尼號船難背後的原因，還有科學小故事時間，看看游

泳高手紐芬蘭犬如何奮勇救人﹔最後卡卡還會教學童一招，讓學

童可以神氣又輕鬆的把大人舉起來。

看不見的病菌

水的遊戲

文 / 楚迪．羅門尼克 (Trudee Romanck)；圖 / 羅斯．凱利斯 (Rose 
Cowles)；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4174515
出版年：2005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文 / 戴爾芬．葛林堡；圖 / 約克．默爾；譯 / 吳淨騁
I S B N ：9789866948107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2. 百變的水

編號：S3-053

編號：S3-056

書籍介紹：

本書是學童認識身體的最佳入門百科！書中先介紹「身體是什麼

做的」以及「身體怎麼運作」，讓學童對於自己的身體有基本的

認識，接下來，介紹學童最關心的問題：出生以及長大，以深入

淺出的文字解說寶寶是怎麼來的、長大、青春期等等。然後，提

供學童各種身體保健的常識，讓學童對於自己的身體有全面性的

認識。本書主要在認識身體，應該很多學童都很有興趣，書中豐

富的圖及簡短的說明吸引人，可結合健康課程。

我的身體大探索

文 / 帕斯卡爾．博朗斯茲坦； 圖 / 德尼．奧爾瓦特，莫尼卡．戈
德麗奧爾特，安娜．維爾斯多爾夫；譯 / 蔡心儀
I S B N ：9789864179749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上 4. 廚房裡的科學；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六
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編號：S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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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故事由一位「打呼博士」做串連，一面闡釋睡眠對生物的影

響，如︰修復腦細胞，讓人更聰明、靈活。對於肌肉、身高的增

長，也發揮了重要功能，如俗話說的「一眠大一吋」。而另一方

面，透過「打呼博士」發明的各種「睡」與「不睡」機器，滿足

各種「想睡」與「不想睡」的人或動物，學理與帶有漫畫味兒的

畫面交替呈現，是這本書最吸引人的趣味所在。本書可配合健康

課程。

人要睡覺，動物要睡覺

文 / 井上昌次郎； 圖 / 橫山三七子；譯 / 蔣家鋼
I S B N ：9789576428265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書籍介紹：

小豬想要變成其他動物，於是改變自己的外型，但不是有長鼻子、

大耳朵就變成大象；身上有黑白條紋就是斑馬；黏上羽毛就會飛，

可以利用此書來讓孩子認識動物的外型、構造及運動方式。

小豬不會飛

文圖 / 班．科特；譯 / 林良
I S B N ：978986211323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魯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3-060

編號：S3-059

書籍介紹：

本書回答了許多「天經地義」但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清楚說明的話

題。像是幾歲才可以談戀愛 ? 為什麼爸爸媽媽要工作 ? 為什麼你

的神和我的神不一樣 ? 本書完全站在學童的角度發想，問出所有

孩童的共同問題，引起學童的高度共鳴。而且書中呈現出的多元

價值觀，能夠帶動學童多方的創意思考。

有很多為什麼的書

文 / 瑪丁．拉封，奧棠斯．德．夏朋雷斯；圖 / 賈克．亞贊；譯 /
邱瑞鑾
I S B N ：9789866701122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飛寶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3. 認識天氣

編號：S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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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系列套書以生態影像，以 1:1 呈現的圖片，讓學童真正感受動

物的巨大和微小，貼近觀察，近身比較，是接近自然的生態圖書。

長長鼻子的大象 ( 哇！大自然；1)

文 / 綠色世上，李銀振；譯 / 王存立，金炫辰
I S B N ：9789577209214
出版年：2012
出版社：泛亞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書籍介紹：

傑克和安妮在《恐龍谷大冒險》中學到很多有關恐龍的知識，但

他們又做了更多的研究，想知道傑克和安妮最喜歡哪些恐龍嗎？

他們變身為恐龍的模樣有多麼好笑呢？快跟著傑克和安妮一起來

研究恐龍吧！本書以神奇樹屋 " 恐龍谷大冒險 " 為故事背景，作

科普知識的延伸閱讀，提高了可讀性。

神奇樹屋小百科 1：恐龍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
譯 / 黃佩俐
I S B N ：978986216302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3-073

編號：S3-070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是小骷髏人阿骨，他的外表看起來與眾不同，「骨子裡」

卻和一般學童相同對身體充滿好奇心和古靈精怪的想法，跟著阿

骨做實驗、玩遊戲，一起成為探索身體的小科學家。

身體的遊戲

文 / 戴爾芬．葛林堡；圖 / 雷米．薩拉德；譯 / 王心瑛
I S B N ：9789866948121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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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喜歡玩聲音的遊戲嗎？和聲音高手蹦蹦金一起探索「聲音世界」

吧！想想看，大貝殼裡聽到的是海的聲音嗎？聲音能讓東西移動

嗎？聲音可以傳到千里之外嗎？蹦蹦金將與學童一起尋找這些聲

音問題的答案。

聲音的遊戲

文 / 伊莎貝拉．夏維妮；圖 / 傑若姆．盧里耶；譯 / 游兆嘉
I S B N ：9789866948145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3-088

書籍介紹：

本書為專業的蝸牛圖鑑，透過 21 個有趣的觀察主題、100 種臺

灣常見蝸牛圖鑑，內容介紹詳盡，揭開蝸族神秘的身世面紗，且

作者文筆具特色有趣。此書可輔助三年級學童瞭解蝸牛的運動方

式。

蝸牛不思議：21 個不可思議主題＆ 100 種臺灣蝸牛圖鑑

文 / 謝伯娟
I S B N ：978957327138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

編號：S3-083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臺灣野外能看到的 32 種蛙類，藉由各種青蛙奇特又有

趣的行為，讓學童能深入又淺顯的觀察青蛙不可思議的世界。

青蛙不簡單

文 / 李世榮； 攝影 / 李世榮，楊胤勛等
I S B N ：978986216315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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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一幅幅巨大炫麗的迷宮地圖在學童面前展開，精緻細膩的畫風，

嚴實的考證監修，將各種生物、歷史、自然、文學的知識巧妙融

入圖畫之中。

昆蟲迷宮

文圖 / 香川元太郎；監修 / 小野展嗣；審訂 / 朱耀沂；譯 / 蕭照芳
I S B N ：9789862169049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真真有個愛種花的媽媽。因此她們家陽台上種滿了植物，當真真

看到無尾鳳蝶飛來，在桔子樹上產下小寶寶，就一點也不覺得

奇怪了。無尾鳳蝶的小寶寶看起來像極了鳥糞，真真給牠取名

小糞團。小糞團長得好快，等牠快羽化時，真真把牠帶到學校和

同學一起分享那一刻──「生日快樂啊！今天就是無尾鳳蝶的生

日！」

無尾鳳蝶的生日

文 / 凌拂；圖 / 黃崑謀
I S B N ：9789573257028
出版年：2006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三下 4. 動物大會師；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下 3. 動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3-105

編號：S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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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國小四年級

書籍介紹：

透過有趣、生動、活潑的漫畫，讓學童自然而然的在好奇心的驅

使下，接近科學，喜愛科學，激發探索研究的動力。本書深受學

童歡迎。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麼

圖 / 彭永成
I S B N ：9789575746483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1.月亮；四上2.水生家族；四下1.時間的測量；
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五下 1. 美麗的星空；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書籍介紹：

本書是天文入門好書，從地球開始，介紹行星與太陽系，然後延

伸至恆星與星系，引導學童建立基本的天文概念，最後再回顧人

類探索太空歷程以及未來展望，是本易懂值得推薦的科普書。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 / 安娜．阿爾泰 (Anna Alter)，帕斯卡爾．韋爾 (Pascal Weil)； 
圖 / 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帕斯卡爾．
勒梅特爾 (Pascal Lem)
I S B N ：9789862160817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四下 1. 時
間的測量；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六上 1. 天氣
的變化

編號：S4-004

編號：S4-002

書籍介紹：

本書涵蓋了從古至今的精采冒險故事，有馬可波羅的亞洲遊記、

哥倫布發現美洲的真相、庫克船長兩次環繞世界的航行、李文斯

頓的非洲冒險以及南北極的探勘，從中了解這些冒險行動對世界

帶來的影響。本書中每一標題下的內容不多，有助於閱讀，圖很

美觀又清晰，可配合社會領域教學。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 / 安娜．克雷邦；圖 / 伊恩．麥克尼；譯 / 區國強
I S B N ：978986216916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1. 時間的
測量；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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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考慮到學童並沒有具備深入的數學與物理基礎，因此以簡單

易懂的漫畫，配上精美的插圖，有系統的介紹各種基本天文科學

常識，讓學童可以輕鬆的認識星空的祕密。

星空大搜密

文 / 東方編輯小組； 圖 / 廖篤誠
I S B N ：9789575708283
出版年：2006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下 1. 時間的測量

書籍介紹：

本書分四個單元：「神祕的星空」、「我們的太陽系」、「太空

流浪者」、「恆星的一生」，以精采的彩照配合文字解說，為學

童呈現燦爛而浪漫的星空，讓學童感受到什麼才叫做天文數字、

什麼叫做浩瀚無際。

浩瀚天宇：太空科學特輯

編撰 / 謝元凱，蔡亞倫
I S B N ：9789868128798
出版年：2006
出版社：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下 1. 時間的測量

編號：S4-006

編號：S4-007

書籍介紹：

比樹、高樓、山還高的東西，突破大氣層、離開地球介紹太空。

世界多麼奇妙：再上去是什麼？

文 / 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壯；譯 / 鄭榮珍
I S B N ：9789576324833
出版年：1999
出版社：臺灣英文雜誌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下 1. 時間的測量

編號：S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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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的最大特點是用三種形式來呈現科學常識，用問答漫畫方式

解答小朋友對太空、天文的疑惑，四年級能運用其中「月亮」的

部分。

探索太空 100 問

文 / 李波浪；圖 / 徐奭根
I S B N ：9789867133106
出版年：2006
出版社：人類智庫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1. 月亮；四下 1. 時間的測量

編號：S4-008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夜裡的不夜城。歡迎來到珊瑚礁，展開美妙的珊瑚礁

之旅。帶領學童分清楚珊瑚是動物還是植物等珊瑚礁知識。

小小科學家：珊瑚礁

文 / 希薇亞 ‧ 厄爾；插畫 / 邦妮 ‧ 馬修；譯 / 陳雅雲
I S B N ：9789867680433
出版年：2003
出版社：秋雨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1

書籍介紹：

本書是一本解釋為什麼的小說，原來平凡的馬桶，正藏著科學的

巧思！科學家正是大自然的翻譯者，也是解決問題的實踐家。跟

著愛發問的「草上飛」和無所不知的「教授」，你會發現：科學

離我們好近。本書內容多元，適合學童課後延伸閱讀。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 / 張文亮； 圖 / 陳玉嵐
I S B N ：9789577516527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國語日報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1.月亮；四下1.時間的測量；四下3.昆蟲家族；
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上 4. 力與運動；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物與
環境

編號：S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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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這是一本介紹海洋生態的科普繪本，這也是一本海洋教育的傳記

繪本。讓學童了解到食物鏈、人工魚礁、海洋牧場等海洋知識。

書籍介紹：

獵奇家族的爸爸帶著學童們飼養可愛的金魚，沒想到光是幫魚缸

換水，就是超級大挑戰！泰熙和彩熙，在爸爸的教導下，終於知

道如何餵食金魚、魚兒生病時該怎麼辦，以及學會布置充滿活力

的水草魚缸。本書用漫畫形式來介紹飼養魚的相關知識，很有

趣！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金魚成長全紀錄

文 / 張東君；圖 / 陳維霖
I S B N ：978986211395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魯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文圖 / 金映坤；譯 / 翁培元
I S B N ：9789574514748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3

編號：S4-014

書籍介紹：

臺灣第一本介紹島內各河口生態的自然書，涵蓋範圍採用綜合性

方式呈現，以豐、形、生、漁、命、名、親等七大河口野學堂的

方式來介紹，成為臺灣第一本介紹島內各河口生態的自然科普

書。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3：河口野學堂

文 / 楊維晟
I S B N ：978986320315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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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到底是哪些不可思議的生物生活在池塘裡？都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呢？用保特瓶做出的透明小船，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水中的生物及

生態。

雨蛙自然觀察團：池塘探險之旅

文圖 / 松岡達英；譯 / 鄭明進
I S B N ：9789866310355
出版年：2011
出版社：維京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書籍介紹：

獵奇家族的爸爸帶著學童們飼養青蛙，從引頸期盼小蝌蚪長大，

到讓長大的青蛙回歸大自然生活。養育期間，整個過程簡直就是

「培育青蛙大作戰」。用漫畫的方式介紹青蛙與蝌蚪的生長史，

很可愛。

青蛙成長全記錄

文圖 / 金映坤；譯 / 翁培元
I S B N ：978957451473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6

編號：S4-017

書籍介紹：

長頸鹿很想知道，地平線的那一邊，究竟是什麼樣子？住著什麼

動物？一封短短的信，拉近了熱呼呼的非洲和冰冷南極的距離！

只透過信件瞭解一個從未見過的生物，拼湊出自己所認為的樣

子，很可愛的書。

長頸鹿的信

文 / 岩佐惠；圖 / 高畠純；譯 / 小路
I S B N ：9789575709136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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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每頁都提供各式各樣關於海洋生物及生態環境的實用知識與

資料，貼近學童閱讀與理解的文字，更精準地描繪出海洋動物的

習性與特色。本書有國家地理的攝影圖片，張張抓住學童的目光，

佐以說明，值得閱讀。

海洋生物總動員：認識海豚、鯊魚、企鵝、海龜，以及大海裡最
搶眼的 60 種奇妙動物和牠們的水中世界

文 / 喬娜．瑞佐；譯 / 王誠之
I S B N ：9789865918231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大石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書籍介紹：

本書打破現有迷思，對海洋深處獨特棲息生物，有發人省思的描

述，不但揭露深海生態與生物學上的驚人資訊，也敘述了人類探

索深海的歷史。本書的照片很吸引人，不論幾年級的學童，都會

想翻開這本書一探究竟。

深海奇珍

文 / 克萊兒．露芙安 (Claire Nouvian)； 譯 / 洪萍凰，李雅媚
I S B N ：9789866472176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商周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9

編號：S4-020

書籍介紹：

「我微笑，不是為了讓你微笑……」如果海豚能說話，牠們一定

會對人類這麼說。當我們看到遊樂園、展覽館裡的海豚嘴角上揚，

做出各種令人讚歎的表演動作時，可曾想過原本生活在大自然的

牠們，怎麼會來到人類的展場？牠們願意來嗎？牠們真的喜歡表

演嗎？牠們的微笑底下，究竟藏著怎樣的心情？牠們出現在人類

的展場，對於生態環境有什麼影響？真相的殘酷，也許超過你我

所能想像，你有勇氣接受事實嗎？

哭泣的海豚灣

文 / 阿德蝸；圖 / 徐建國
I S B N ：978986594152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螢火蟲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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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主要是呈現蕨類、辨識蕨類，是本專業的圖鑑，除了數百幅

蕨類生態照外，並有三十五種蕨類之生動手繪圖、石炭紀蕨類森

林想像復原圖、今日蕨類世界生態大圖，以及數十幅精密解說小

圖。適合作為教師課堂引導，學童資料查找用。

蕨類入門

文 / 郭城孟
I S B N ：9789573245018
出版年：2001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4-023

書籍介紹：

很可愛的書！從鯨老師交筆友開始發展故事，還進行了鯨魚的噴

水比賽、企鵝競走比賽等。

鯨老師的信

文 / 岩佐惠；圖 / 高畠純；譯 / 小路
I S B N ：9789575709143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

編號：S4-022

書籍介紹：

本書是關於青蛙面面觀，臺灣的兩棲類包括各種蛙類及山椒魚，

目前確認的紀錄種共有 38 種，奇特的生活型態讓兩棲類在生物

世界獨樹一格，成功橫跨了水與陸地的兩個世界。作者常年記錄

臺灣兩棲類的生態，拍攝了許多難得一見的畫面和行為，從蛙卵、

蝌蚪到求偶行為、夜間交響樂等珍貴過程，一應俱全。

兩棲特攻隊

文 / 施信鋒
I S B N ：9789862167755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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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中有鰻魚圖、香魚圖、魚導遊，有趣且貼切的譬喻，大量運

用圖文，展現方式特別有趣，讓人容易了解魚的時間，不僅易懂

還令人印象深刻！

書籍介紹：

本書希望藉由圖片與文字，讓學童認識紅樹林內豐富而有趣的生

命百態，感受臺灣存在如此多樣的生物，以平常心認識紅樹林，

進而產生由衷地感謝及保護觀念。本書圖文並茂，有助於中高年

級學童閱讀理解。

魚繪本：魚的時間

和紅樹林生物做朋友

文 / 中野博美，松澤誠二； 圖 / 友永太呂；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7428622
出版年：2007
出版社：維京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文 / 沈競辰；攝影 / 沈競辰
I S B N ：9789867916624
出版年：2004
出版社：人人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4-027

編號：S4-029

書籍介紹：

本書打破現有迷思，對海洋深處獨特棲息生物，有發人省思的描

述，不但揭露深海生態與生物學上的驚人資訊，也敘述了人類探

索深海的歷史。本書的照片很吸引人，不論幾年級的學童，都會

想翻開這本書一探究竟。

神奇樹屋小百科 16：大海怪

文 /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圖 / 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 / 劉藍玉
I S B N ：978986320333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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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擅長解謎的蒂諾、聰明機靈的米琦、會說話的小老鼠契克，以及

發明家烏爾克姑媽，這次受到鯊魚漢娜的委託，一方面尋找黑鯊

的寶藏，一方面進行拯救海豚大作戰。他們能破解神祕的藏寶圖

之謎，達到救援海豚的任務嗎？讓我們一起搭乘水、陸、空全方

位的探險飛船——哥倫布號，展開精彩刺激的海洋冒險之旅吧！

知識冒險島 2：黑鯊的寶藏

文 / 湯瑪斯．布熱齊納 (Thomas Brezina)； 圖 / 延．比爾克 (Jan 
Birck)，諾貝特．邁耶爾 (Norbert Maier)；譯 / 孫甯
I S B N ：978957451499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2. 水的移動

書籍介紹：

四月，春天送來綿綿梅雨，洗滌大地一季冬寒，滋潤快要枯竭的

水池，盈盈水位充滿生氣，一座位於城市邊陲的池塘沼澤，就在

雌麻斑晏蜓產卵的那一刻，開啟了《池上池下》一段美麗的生命

篇章。

池上池下

文圖 / 邱承宗
I S B N ：9789866582219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33

編號：S4-034

書籍介紹：

傑克和安妮在《與海豚共舞》裡拜訪了多采多姿的海洋世界，遇

到好奇的大章魚和飢腸轆轆的鯊魚。回到現代之後，他們為了解

開心裡的謎團，又做了更多研究，快跟著他們一起來研究精采的

海洋世界！本書以神奇樹屋〝海豚與鯊魚〞為故事背景，作科普

知識的延伸閱讀，提高了可讀性。

神奇樹屋小百科 8：海豚與鯊魚

文 /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圖 / 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 / 黃佩俐
I S B N ：978986216614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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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童話故事裡，大象懼怕小老鼠，遇到熊要裝死的說法，到底是真

是假 ? 日常生活中，總會遇到這一類跟動物有關的疑問，但這些

現象的原因卻常是積非成是的錯誤資訊或模稜兩可的答案。利用

與動物有關的提問，用文字解說再搭配可愛的插圖，很受孩子喜

愛。

書籍介紹：

本書文字由具有專業長年野外觀蟲經驗的解說員深入淺出，加上

作者擁有尋蟲的經驗與技巧、判別近似種的各種訣竅，是認識昆

蟲的入門書，並且有大量的圖片輔助說明，適合學童查找資料用。

挑戰機智王 1：動物

台灣昆蟲記：賞蟲大圖鑑

文 / 楊正維，劉芝麟；圖 / 張友誠
I S B N ：9789867233707
出版年：2005
出版社：人類智庫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文 / 廖智安
I S B N ：9789578792470
出版年：1999
出版社：大樹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37

編號：S4-039

書籍介紹：

本書將作者的觀察心得與昆蟲臉部的特徵，以淺顯易懂的文字輔

以生態圖片來介紹，並將各種昆蟲作成有趣的「群組規劃」，希

望藉由「臉書」的魅力，讓更多學童進入昆蟲的奇特世界。本書

特寫的昆蟲臉部，搭配作者趣味的文字，吸引閱讀。

昆蟲臉書

文 / 黃仕傑
I S B N ：9789862168868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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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將引導學童走進螃蟹的世界，認識螃蟹有趣而奇特的生態習

性，以及牠們棲息環境周圍的動、植物 ... 等。這本書類似圖鑑，

書末有附錄介紹螃蟹生活的水域相關的動植物，是很好的科普讀

物，適合中高年級學童。

和螃蟹做朋友

文 / 鄭清海，王美鳳
I S B N ：9789867916006
出版年：2002
出版社：人人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書籍介紹：

本書先縱論臺灣的地形、氣候，以及生物的來源，接著依各類環

境分章介紹森林、平原、淡水水域、海岸、海洋和離島等各種生

態系，搭配精采的插畫與照片，是認識臺灣生態的入門百科。

台灣生態

文 / 吳立萍；圖 / 王書曼，張振松，黃麗珍等；審訂 / 方力行
I S B N ：9789862162248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4-042

編號：S4-043

書籍介紹：

本書篩選出都會與郊區生活均適用的「100 堂都會自然課」，按

照看得到的月份編排，內容有動物、植物，也有當季的自然景觀，

與學校課堂的授業完全不同，藉由精采的攝影與自然插畫，提供

學童容易親近的入門路徑。建議閱讀與課程相關的部份，並且適

合中高年級學童用於查檢資料。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100 堂都會自然課

文 / 張蕙芬；圖 / 林松霖；攝影 / 黃一峰
I S B N ：9789862163504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上 2. 植
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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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網羅超過 100 個發明故事，看不同的發明怎麼帶來今天的現

代生活。內容包括交通、食物、通訊、家用品、服裝、醫藥、書

寫等多種領域。描寫發明家的成功與失敗，從中學習創意與求知

的精神。搭配幽默插畫，並以簡圖說明科學原理，讀起來更輕鬆

有趣。

書籍介紹：

本書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童可以在親師的帶領下，跟著書內清楚的

步驟一步步操作。而且各個實驗所使用的都是垂手可得的素材，

透過遊戲般簡易的實驗對不同的現象進行觀察。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60 創意科學遊戲

文 / 安娜．克雷邦 (Anna Claybourne)； 圖 / 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 / 劉藍玉
I S B N ：9789862164709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四
下 4. 奇妙的電路；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

文 / 麗貝卡．吉爾平，麗歐尼．普瑞特；譯 / 黃佩俐
I S B N ：9789862161531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2. 水的移動；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

編號：S4-046

編號：S4-048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臺灣的溪流。「山高水短，水流湍急」正是臺灣溪流

最佳的寫照，臺灣溪流的中、上游，有許多深谷，也有幾處峽谷

地形和瀑布，風景美不勝收；到了中游一帶，有河階和河階群地

形，又是另一番風貌；到了下游，開闊的氾濫平原和各地區的沖

積扇，呈現出和中、上游截然不同的景觀；夕陽即將西下的河口，

餘暉把水面染紅，漁舟唱晚的畫面，更增添些許詩意。

和溪流做朋友

文 / 詹見平； 攝影 / 詹見平，詹毓邦
I S B N ：9789867112286
出版年：2007
出版社：人人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2. 水生家族；四下 3. 昆蟲家族；六上 3. 大
地的奧祕

編號：S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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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為什麼會發生海市蜃樓？到河裡叉魚，應該瞄準魚的哪個部位？

在浴室裡唱歌為什麼比較好聽？

世界第一部電話是誰發明的？冷氣機為什麼要安裝在高處？璧爐

卻設在地面？本書將帶學童進入生活科學領域，體驗光音熱為人

類生活帶來的大改變。

光音熱大魔術

文 / 東方編輯小組；圖 / 劉建志
I S B N ：9789575708726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4. 奇妙的電路；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

書籍介紹：

傑克與安妮在《瘋狂天才達文西》與達文西一起完成了飛行的夢

想。回到家後，傑克和安妮做了許多研究，對達文西的生平有更

多了解。

神奇樹屋小百科 15：達文西

文 /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圖 / 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 / 劉藍玉
I S B N ：978986320330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4. 交通工具與能源

編號：S4-050

編號：S4-052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是以科學推理著稱的狄鐵夫探長，在書中傾囊相授絕

技，讓學童能舉一反三、依此類推，打破科學迷關，破除重大案

件，成為腦袋亮晶晶的科學神探。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狐

文 / 陳雅茜；圖 / 咖哩東漫畫
I S B N ：978986320248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上 3. 奇妙的光；四下 4. 奇妙的電路；五上 1. 觀
測太陽；五上4.力與運動；五下1.美麗的星空；六上3.大地的奧祕；
六上 4. 電磁作用；六下 1. 簡單機械

編號：S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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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為什麼愛吃薯條，因為科學證實：炸過的薯條真的很

迷人！其實在生活中，處處有科學：烤燒餅、炸薯條、蛋炒飯，

好吃的祕訣藏在物理化學知識中；擦地板、熨衣服，和力學、蒸

氣有關係；早晨為何令人快樂、黑夜為何不可或缺？懂科學知識

就答得出來！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蜜蜂的習性及蜜蜂的工作分類，四年級介紹昆蟲家族

時也可運用。

為什麼薯條這麼迷人？

小小科學家：蜜蜂

文 / 張文亮；圖 / 陳玉嵐
I S B N ：9789577516299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國語日報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2. 水的移動

文 / 戴博拉．赫黎曼；圖 / 卡拉．葛連比 ；譯 / 王瓊淑
I S B N ：9789867680334
出版年：2003
出版社：秋雨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54

編號：S4-057

書籍介紹：

本書藉由介紹我們如何能夠快速地得知天下事，與世界同步，來

說明文字和數字的發明、記錄的方法、測量的方式、溝通的模式，

這些正也是維繫整個世界活絡的幕後功臣。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計時的故事

文 /Anita Ganeri；譯 / 傅湘雯
I S B N ：9789576497070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啟思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1. 時間的測量

編號：S4-053



S
uggested R

eadings of P
opular S

cience for C
hildren

書籍介紹：

日本漫畫大師手塚治虫，少年時代熱中採集昆蟲，不過在目睹戰

爭的殘酷後，了解到生命的尊嚴，從此無法扼殺任何生物；但他

利用十六歲寫的昆蟲採集手記，感性而深入的描寫，加上精彩細

緻的圖繪，讓人不只進入神奇微妙的昆蟲世界，也一覽少年手塚

治虫的求知歷程。

手塚治虫的昆蟲世界：一個昆蟲少年的採集手記

文圖 / 手塚治虫；譯 / 章蓓蕾
I S B N ：9789578246683
出版年：2001
出版社：玉山社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本書收錄五百多幅昆蟲彩圖，其中包括朱耀沂教授親自繪製的

200 多幅昆蟲鉛筆素描，彌足珍貴。書中並介紹 16 位對臺灣昆

蟲學界有貢獻的業餘蟲人。本書雖知識密度高，較適合國高中，

但在小學可以由教師帶領閱讀或查閱特定昆蟲。圖文並茂，仍深

受學童，特別是喜歡昆蟲的學童喜愛。

台灣昆蟲教室

文圖 / 朱耀沂；攝影 / 林韋宏
I S B N ：978986216862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59

編號：S4-060

書籍介紹：

螞蟻是一種常見的社會性昆蟲，幾乎無所不在，除了南極洲之外，

到處都能發現這種小生物。雖然如此，螞蟻卻經常被忽視，事實

上，看起來微不足道，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一億年的螞蟻，對其

他生物，甚至人類來說，擁有不可輕忽的力量。

不可思議的螞蟻

文圖 / 查爾斯．米庫契；譯者 / 黃佩俐；審訂 / 林宗岐
I S B N ：9789864178803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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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讓學童縮小身體的進入昆蟲世界歷險，學習昆蟲及相關的生物知

識，訓練危機應變能力與想像力，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奧妙之處，

很熱門的書。

書籍介紹：

昆蟲老師吳沁婕再次推出史上最最最生動有趣的生物知識圖文

書，她以獨特的吳式幽默，帶領學童重新認識這些小小生物，一

同進入豐富的昆蟲世界。

昆蟲世界歷險記 1

昆蟲老師上課了！吳沁婕的超級生物課

文 / 洪在徹；圖 / 李泰虎
I S B N ：9789867137524
出版年：2006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文 / 吳沁婕
I S B N ：978986883415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策馬入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65

編號：S4-068

書籍介紹：

出外踏青時，你是否注意到身邊有些美麗的昆蟲呢？其實昆蟲住

的地方是很多樣性的，不妨跟著知名自然繪本作家松岡達英，去

找找牠們會出現在哪裡吧。這本書將會教學童用簡易的方式採集

昆蟲，更會帶著學童用有趣的方式「發現」昆蟲喔！拿好採集工

具，和雨蛙爸爸一起趁著好天氣出發囉！

和雨蛙爸爸一起昆蟲採集初體驗

文圖 / 松岡達英；譯 / 邱承宗
I S B N ：978986211228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小魯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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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作者楊維晟『昆蟲記中記』一書不僅是改寫昆蟲記，更加入

臺灣本土的昆蟲生態，讓學童重新認識法布爾昆蟲記之餘，更對

臺灣土地原生的自然生態，不僅限於昆蟲而有更深的認識。

昆蟲記中記

文 / 楊維晟
I S B N ：978986216958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透過男孩小智的眼光，學童可以跟著經歷了一場奇妙的昆蟲世界

之旅。本書忠實傳達正確的生態知識，作者細膩描繪毫不馬虎，

一口氣介紹了多達逾 70 種昆蟲，擬人化的趣味劇情，巧妙結合

傳統文化慶典和運動，縮短人類和自然界的距離，讓學童享受和

昆蟲交朋友的驚喜與樂趣。

昆蟲森林 1：相撲大賽

文圖 / 多田智；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2415283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78

編號：S4-079

書籍介紹：

本書介紹蟬、蝴蝶、蛾等有翅昆蟲的生活。蟬為什麼在盛夏放開

嗓子高聲歌唱？大紋白蝶只吃甘藍菜嗎？雄蛾怎麼知道雌蛾什麼

時候羽化呢？毛毛蟲行進的軌道若成圓形時，牠們會不停的繞下

去嗎……透過法布爾的研究和觀察，深入了解有翅昆蟲生活習

性。

昆蟲記 3：大自然的夏日歌手─蟬

文 / 法布爾；編 / 奧本大三郎
I S B N ：9789575702823
出版年：1993
出版社：臺灣東方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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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為什麼埃及人將糞金龜視為神聖的象徵？為什麼蟬總是在樹上不

停的歌唱？飛蛾是怎麼辨別方位的？有著昆蟲之王稱號的螳螂又

有多麼威風凜凜呢？熱愛昆蟲的法布爾窮盡畢生之力探索昆蟲的

祕密，在他的放大鏡底下，有著什麼樣多采多姿的昆蟲世界呢？

就讓我們來一觀究竟吧！為法布爾「昆蟲記」的漫畫版，讓學童

在看漫畫的同時吸收知識。

書籍介紹：

讓法布爾爺爺帶領學童認識蟬這個大聲公發聲原理，以及牠蟄伏

地底的經過漫長五年的時間，才能在底下慢慢長大成蟬。而一旦

在夏日破土而出、爬上樹梢羽化後，只有短短兩個星期的生命，

和另一半相遇、結婚、生子，然後便死去。

法布爾昆蟲記 1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昆蟲大聲公─蟬

文圖 / 金珥喆
I S B N ：9789867133427
出版年：2006
出版社：人類智庫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文 / 小林清之介；圖 / 金尾惠子；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57326491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81

編號：S4-084

書籍介紹：

園遊會有哪些攤位呢？有天牛的面具店、胡蜂的泥壺店、避債蛾

的服裝店、潛葉蠅的畫廊，還有螻蛄的地底迷宮、丸子蟲和尺蠖

蟲合開的保齡球攤位，肚子餓了，還有昆蟲的小吃店！除了好吃

好玩的，還有蝴蝶的和螽斯的歌舞秀、蟬的大聲公比賽，「瓢蟲

圖案大挑戰」、蜘蛛網跳跳床，每個攤位前都擠滿了看熱鬧的昆

蟲，歡樂的昆蟲園遊會，可以看到昆蟲的特性，十分有趣的書。

昆蟲園遊會

文 / 得田之久；圖 / 久住卓也；譯 / 周郁寧
I S B N ：978986621516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米奇巴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80



S
uggested R

eadings of P
opular S

cience for C
hildren

書籍介紹：

兩隻雨蛙在冬季之初利用保特瓶製作「雪地探險車」進行雪地探

險，以為冬天都是又黑又暗、沒有生物的，結果遇到好多生物，

還可以打雪仗。

雨蛙自然觀察團雪地探險之旅

文圖 / 松岡達英；譯 / 唐一寧
I S B N ：978986581101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維京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本書透過螢火蟲亮亮的探險旅程，引領學童一起來認識螢火蟲幼

蟲如何覓食，牠又有哪些準備吃掉牠的「天敵」？到底亮亮如何

從在地上爬行的黑色幼蟲，搖身一變成為眾人驚嘆的小燈籠呢？

又怎麼找到牠心目中的美麗新娘，並孕育出更多在黑夜中發光的

秘密呢？

飛翔在夜裡的小燈籠

文 / 陳月文；圖 / 林純純
I S B N ：978986274023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青林國際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88

編號：S4-089

書籍介紹：

不到 1 公分大的捲葉象鼻蟲媽媽，為了讓寶寶有個溫暖的搖籃可

以安穩居住，開始她的捲葉子工程。捲得又穩又扎實，搖籃葉苞

垂吊在樹上搖搖晃晃，哎呀，掉到地上了！小小的卵在裡面沒事，

因象鼻蟲媽媽早就設想周到了！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搖籃媽媽─捲葉象鼻蟲

文 / 小林清之介；圖 / 森上義孝；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57327312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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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介紹 34 種鍬形蟲和 12 種兜蟲，以超大清晰圖片，清楚呈現

牠們的特徵。本書內容深受學童喜歡，尤其是小男孩。

書籍介紹：

用觀察者的身份跟昆蟲對話，介紹昆蟲的一生及生存、繁殖方式，

圖畫得很不錯，受學童歡迎。

超震撼甲蟲王

嗨！我是螞蟻：原來，昆蟲這樣長大！

文 / 黃仕傑
I S B N ：978986413710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人類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文 / 茱蒂．艾倫；圖 / 涂德．翰夫里斯；譯 / 冶海孜
I S B N ：978957326843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97

編號：S4-101

書籍介紹：

本書從顯微鏡看小蜻蜓。原來蜻蜓長這樣子！從肉眼看不見的小

小卵粒開始，到孵化、蛻皮、羽化、飛翔、交配、產卵，帶領學

童走一趟蜻蜓的生命旅程，十分有趣。

啊 ! 蜻蜓

文 / 邱承宗；攝影 / 邱承宗
I S B N ：978986868730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小熊出版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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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在吵吵鬧鬧的甲蟲班裡將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情呢？甲蟲們又將

面臨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歡迎加入酷蟲學校，甲蟲們、飛蟲

們、雜蟲們和幼蟲們都在等著你的到來！

酷蟲學校 1：吵吵鬧鬧的甲蟲班

文 / 吳祥敏；圖 / 吉安
I S B N ：978986695392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科寶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書籍介紹：

成天吃吃吃的毛毛蟲，要怎麼變成在空中飛舞的蝴蝶？牠的身體

裡有甚麼神奇的祕密？跟著我們一起來發現蝴蝶之美。

蝴蝶飛呀飛

文 / 沈幼梅； 攝影 / 林柏昌
I S B N ：978986680143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親親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103

編號：S4-106

書籍介紹：

本書著重於描寫臺灣最適合觀賞蝴蝶的節氣，並推薦 25 個賞蝶

地點以及當地當季的常見蝴蝶，還有追尋明星蝶種或是珍貴稀有

蝴蝶的絕竅。本書類似圖鑑，內容適合由教師或專家領讀。

跟著節氣賞蝶去

文 / 施信鋒
I S B N ：978986216915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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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獨角仙、鍬形蟲、天牛、瓢蟲、金龜子……這些穿著硬邦邦盔甲

的昆蟲，都是甲蟲家族的一份子。它們有什麼共同特色？又有怎

樣不同的習性？本書作者以細緻的畫風，帶學童去拜訪甲蟲家族

裡的不同成員，看看它們的外形有什麼不一樣？住在什麼地方？

吃些什麼食物？有什麼特殊的生存絕招？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認

識甲蟲這個大家族，是本很有趣的橋樑書。

書籍介紹：

本書是很棒的橋樑書，利用比賽的書寫方式介紹昆蟲，原來昆蟲

是最時髦的族群，他們看似無意義的行為，事實上都大有玄機。

獨角仙的同伴們

蟲來沒看過

文圖 / 安永一正；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673138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足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文 / 楊維晟；圖 / 蔡其典；攝影 / 楊維晟
I S B N ：9789866582035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110

編號：S4-111

書籍介紹：

以一天介紹一種蟲的方式，配合其出現的季節和地點，不同於一

般的昆蟲圖鑑以科別劃分，更方便學童學習有關蟲的有趣生態，

更富親和力，使用上更容易。

賞蟲 365 天：春夏篇

文 / 楊維晟
I S B N ：9789862168448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

編號：S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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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透過苦苓與泰雅女孩瓦幸的對話，我們看到了生命的堅韌、聽到

了自然的樂章、呼吸到曠野的清新，更明瞭了生死的無常，帶領

學童一步步走進未知的自然世界！本書利用故事介紹動植物，讓

學童在閱讀中學習。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文 / 苦苓；圖 / 王姿莉
I S B N ：9789571353319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時報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你能想像沒有電的世界嗎？ 160 年前就是沒有電力的世界，直到

法拉第發明了馬達和發電機，人類變成有電力的社會，本書在介

紹科學家法拉第，如何打開照亮現代世界的開關。

法拉第：打開電的世界

文 / 布萊安．威廉斯 (Brian William)；圖 / 大衛．安契姆 (David 
Antram)；譯 / 黃經良
I S B N ：9789864173853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4. 奇妙的電路

編號：S4-114

編號：S4-116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避債蛾的昆蟲，牠會穿著自製簑衣遊走在枝幹間喔，

這種蛾從一出生就會開始吐絲，並在外面加上細碎的樹枝或葉

片，幫自己做一件簑衣。做好的簑衣就是他的最佳防護罩，躲在

裡面吃喝拉撒，都不用出來呢，是昆蟲界「宅人」代表。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躲藏專家─避債蛾

文 / 小林清之介；圖 / 金尾惠子；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57327313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3. 昆蟲家族；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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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傑克與安妮在《衝出龍捲風》見識到龍捲風摧毀一切的可怕威力。

幸運逃過一劫的傑克與安妮，回到家後做了許多關於氣象的研

究。本書以神奇樹屋為故事背景，作科普知識的延伸閱讀，提高

了可讀性，但本單元因需解釋風及氣壓等現象，建議由教師課堂

中引導。

神奇樹屋小百科 13：龍捲風與颶風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
譯 / 劉藍玉
I S B N ：9789862169353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四下 4. 奇妙的電路；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4-117

國
小
五
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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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國小五年級

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地球科學、物理、化學、數學、生物、醫學、考古等學

科類別，分門別類介紹各領域中重要的觀念以及出現突破性發展

的歷史時刻，讓學童掌握科學從古至今的脈動，認識科學的內涵。

更能從科學家追根究底、努力不懈的精神中，體會科學研究的甘

苦，引發對科學的興趣。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 / 安娜．克雷邦；圖 / 亞當．拉庫；譯 / 鄧子衿
I S B N ：978986216390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
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六上 4. 電磁作用；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

編號：S5-002

書籍介紹：

本書提供 100 個科學實驗，內容涵蓋物理、化學、生物和人體，

材料隨手可得，步驟簡單明瞭，並附有科學原理解析，讓學童動

手操作，了解科學的奧祕。本書有名詞解釋及實驗一覽表，方便

學童閱讀，但仍需教師引導。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 / 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奈頓 (Kate 
Knighton)； 譯 / 黃佩俐
I S B N ：9789864178674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
上 3. 水溶液；五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
燒和生鏽；五下 4. 聲音與樂器；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2. 微
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4. 電磁作用；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
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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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安娜乘坐熱氣球飛到天空，體驗神奇的「風力」；提姆一家打算

在屋頂上蓋太陽能發電站，除了能獲得充足的電力，還可賺取度

假基金；經歷恐怖雷雨的保羅，學會天候異常時如何自保。

環保小學堂

文 / 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 圖 / 珊德拉．雷
克爾斯；譯 / 黃淑欣
I S B N ：9789574514700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
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
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5-004

書籍介紹：

製作太陽的模型，了解日食的原因，探討螞蟻如何溝通、昆蟲步

行時怎麼抬腳，以及測試氣壓的力量等等天文、生物及地球科學

方面的有趣實驗。只要一些容易取得的材料，跟著書中的步驟進

行，不論是在家裡或學校的課堂上，都能盡情享受科學的樂趣！

可搭配課程教學進行實驗。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 / 珍妮絲．文克勞馥 (Janice VanCleave)；圖 / 蔡嘉驊 ；譯 / 張
麗瓊，陳育仁
I S B N ：9789862165768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五
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1. 美麗的星空；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編號：S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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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精細的圖畫，詳細解說地球的地形地貌、地球內部、水循

環以及氣候變化等等，是「地球科學」的最佳入門小百科。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 / 伊旺．泰里 (Yvan Thery)；圖 / 馬克．布達旺 (Marc Boutavant)
等；譯 / 蔡心儀
I S B N ：9789862161944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下 1. 美麗的星空；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本書每一章節都由孟德爾第一人稱敘述，用非常口語的方式自述

童年家庭生活、學業、重大發現及成就。遺傳學之父孟德爾帶領

學童進行著名的豌豆雜交實驗，發現生物遺傳定律，走進基因、

遺傳、複製的奇妙生命科學世界。

孟德爾和了不起的豌豆實驗

文 / 盧卡．諾維利 (Luca Novelli)；譯 / 倪安宇
I S B N ：9789861205083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臉譜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5-007

編號：S5-008

書籍介紹：

本書分為四大主題，分別為居家、城市、休閒、交通，收錄生活

各領域中 250 種以上科技產品的運作原理，穿梭在現代化生活的

重要科學原理與技術等。本書圖文非常清楚，雖然概念多，但很

清晰，有助於閱讀。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等；
審訂 / 黃能堂；譯 / 蔡心儀
I S B N ：9789862167489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1. 觀測太陽；五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1. 美
麗的星空；五下 4. 聲音與樂器；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4. 電
磁作用；六下 1. 簡單機械；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編號：S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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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范小宇雖然對讀書或科學毫不感興趣，但在日常生活中

卻能靈活運用科學理論。有一天，學校開設了實驗班，便開始一

連串的意外事件。對小宇而言，他所要面對的第一個課題，就是

得區分酸性和鹼性。對實驗藥品的基礎性質毫無所知的他，會如

何突破這個難關呢？用漫畫介紹科學知識及實驗操作，讓學童容

易接受。

書籍介紹：

本書「以童話帶出科學」，每篇童話都具獨立性、可看性，藉著

科學教學，把文學與生活價值觀一併帶給學童。本書適合親子共

讀，或由教師帶領下閱讀，若由學童自行操作實驗，則需教師再

進一步說明原理。

科學實驗王 1：酸鹼中和

吸管、筷子與肥皂泡：迺爸的童話與趣味科學實驗室 1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0446
出版年：2009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3. 水溶液

文 / 謝迺岳； 圖 / 蔡嘉驊
I S B N ：9789864173365
出版年：2004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4. 聲音與樂器

編號：S5-013

編號：S5-016

書籍介紹：

本書提供現代都會父母必要的自然知識，以及如何親子共享大自

然，到菜市場上自然課，還有如何從日常生活中改變，以期讓我

們的生活環境更好，並實踐自然生活。爸媽必修的 100 堂自然課

既不深奧，也不枯燥，都是從生活出發，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

關。本書適合高年級學童查檢資料用。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2：爸媽必修的 100 堂自然課

文 / 張蕙芬； 圖 / 黃一峰；攝影 / 黃一峰
I S B N ：9789862168189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2. 植物世界面面觀；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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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系列套書故事情節貼近學童年齡與生活，偵探與科學的結合，

逐步破解案件， 同時學習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知識。

每本書包含 4 個案件，每個案件末皆有「破案關鍵」的單元，詳

細說明破案關鍵所運用的科學原理。附「CSI 特訓時間！」，利

用案件中所運用到的科學知識所設計的科學活動，讓學童自己動

手玩科學，加強學習。

酒駕脫罪案 ( 少年科學偵探 CSI；12)

文 / 高嬉貞；圖 / 徐龍男；譯 / 蘇世甄
I S B N ：978986203450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4. 力與運動；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書籍介紹：

本書不只是情節緊湊的冒險故事，而且還融合宇宙最新科學知

識。並有世界最頂尖專家書寫有關火星上的生命、宇宙旅行，以

及尋找外星生命等文章！本書以探險的筆調，易吸引學童閱讀。

勇闖宇宙二部曲：太空尋寶之旅

文 / 露西．霍金 (Lucy Hawking)，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譯 / 張虹麗，顏誠廷
I S B N ：9789571350707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時報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1. 美麗的星空

編號：S5-019

編號：S5-022

書籍介紹：

本書從生活裡的科技產品談起，藉由生動的文字與優美的圖片，

讓學童在閱讀過程中，建立生活科技的基本概念，並培養科學精

神。

生活科技

文 / 陳雅茜； 圖 / 楊麗玲，邱意惠，劉鑫鋒
I S B N ：9789864170586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上 4. 力與運動；五下 4. 聲音與樂器；六上 1. 天
氣的變化；六上3.大地的奧祕；六上4.電磁作用；六下1.簡單機械；
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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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作者熊谷聰，在長年參與生態保育活動的經驗中，分享人可

以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想法與省思。並結合民間傳說故事，驗證人

類文化與自然風土息息相關。

書籍介紹：

本書作者用最簡單、幽默的口吻，帶著學童由爸爸和媽媽不同的

身體構造介紹起。繪者活潑風趣的插畫風格，則趣味的點出內容

重點，讓學童在逗趣的圖像帶領下理解內容，唸讀的父母則不再

支吾其言，化解了場面的尷尬，成為一本歷久不衰的經典性別教

育繪本，可配合健體課程。

老虎條紋是橫的還是直的？不說不知道的動物生態 ( 原來如此系
列 1)

我從哪裡來？告訴你關於出生的一切祕密

文圖 / 熊谷聰；譯 / 張東君
I S B N ：9789862418598
出版年：2014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文 / 彼得．梅爾；圖 / 亞瑟．羅賓斯；譯 / 黃宛瑜
I S B N ：9789862417591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親子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5-024

編號：S5-025

書籍介紹：

本書以生動易讀的文字，詮釋深奧的環保議題，並運用各種圖表、

數據、寫實照片、精細插圖等多樣方式，解析重要訊息，包括認

識地球、生物多樣性、自然災害、管理能源、保護資源、防治污

染六大單元。本書排版清晰，概念多，但非常清楚，適合教師課

堂帶領閱讀。

愛地球百科：讓地球綠起來

文 / 讓米歇爾．比利烏；圖 / 比斯泰爾．博恩等；譯 / 蔡心儀
I S B N ：978986216448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2. 燃燒和生鏽；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編號：S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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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藉由動物與人類的溫柔對話，具故事性且排版寬鬆，易吸引

中高年級學童閱讀，內容亦可配合生命教育。

與野生動物共舞

文 / 裴家騏
I S B N ：9789575743468
出版年：2001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明雪是個熱愛化學、立志成為鑑識人員的學生，描繪發

生在她生活周遭種種啟人疑竇的案件，她又如何運用課堂所學以

及平常累積的知識，解開這些謎題。

大家來破案 I

文 / 陳偉民；圖 / 米糕貴
I S B N ：9789575747251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4. 聲音與樂器

編號：S5-029

編號：S5-031

書籍介紹：

本書每個跨頁都選定一種動物為主題，以趣味問答的方式，讓學

童了解關於這種動物的生活習性、有趣傳說……幽默生動的插

圖，更加深學童對動物特徵的印象。

動物小學堂：你一定要知道的 200 個趣味問答

文 /Mativox 編輯群；譯 / 吳愉萱
I S B N ：978986742892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臺灣麥可
對應課程單元：五下 3. 動物世界面面觀

編號：S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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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小宇聽了許大弘挑撥離間的閒話，開始對自己做實驗的理由感到

疑惑。再度對戰大海國小的黎明國小實驗社，在心怡遭停賽的情

況下，不但人力不足，原本安排好的實驗方法也被搶先一步！他

們能否順利打進第二輪比賽？在課程安排上雖三、四年級已經有

學到溶液及浮力，但很基礎，本書較適合高年級來閱讀。

書籍介紹：

全國實驗大賽終於揭開序幕，黎明國小與大海國小剛好選了相同

的主題，兩邊各自設計了不同的實驗，正當雙方你來我往、難分

高下時，評審老師卻接到一通檢舉電話，使黎明國小陷入前所未

有的危機之中……。本書可搭配六年級的課程。

科學實驗王 11：溶液與浮力

科學實驗王 9：天氣與氣候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290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2358
出版年：2011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編號：S6-003

編號：S6-004

書籍介紹：

明雪和明安兩個小偵探這次又會遇到什麼事情呢？他們又如何運

用科學知識漂亮破案呢？明雪的仔細觀察、建立假說、尋找資料、

提出證據等推理過程，因而找到結論，道出學童在科學活動中可

以培養此種探究能力。

大家來破案Ⅲ

文 / 陳偉民；圖 / 米糕貴
I S B N ：9789575748630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編號：S6-002

自然科：國小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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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列出八大類別重要的知識問題，囊括了考古歷史、生物、天

文、地質科學、物理、化學、太空科技等眾多科學領域。有 288

個有趣問題，從古至今，從地球到太空，不論是人類生活、生物

生態還是自然現象，其豐富多樣性的內容，相信可以滿足學童在

學習時的求知慾。作為學童的第一本全方位知識百科，再適合不

過。

科學小學堂：你一定要知道的 288 個生活常識

文 / 羅爾．康布納克， 法蘭索瓦茲．吉貝；譯 / 吳愉萱
I S B N ：9789862031957
出版年：2009
出版社：臺灣麥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新聞，不只是新聞。從新聞媒體的報導中，可以接觸到來自臺灣

及世界各地的資訊，事件的發生，都有其脈絡與背景，經由時事

新聞與地方故事，促使學童明瞭其世界的多樣與多采，進而形塑

其豐富的地方知識與拓展全球視野。

新聞地理：完全看懂時事的 20 堂地理課

文 / 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團隊教師群
I S B N ：978986596718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遠足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
物與環境

編號：S6-006

編號：S6-007

書籍介紹：

本書是小說版的 10 萬個為什麼，透過 55 則逗趣短篇小故事，取

鏡生活，用之於生活，經由問答方式，在深澳的科學，也能輕易

破解。

原來科學藏在故事裡

文 / 田珉嬉；圖 / 吳晟鳳
I S B N ：9789574513819
出版年：2008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

編號：S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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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作者以淺顯又生動的說明，告訴「為什麼」後面其實都隱藏

著科學的道理，而且用最趣味盎然的方式讓這些「為什麼」都找

到答案。原來，科學也可以這麼簡單、有趣！

書籍介紹：

本書每項科學遊戲都包含了器材、操作步驟、給親師的話以及原

理的說明，且實際的試驗操作，經過學童與教師的檢核，最後由

學科專家審查，讓科學原理的說明能具備正確性與恰當性。期望

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歷程，讓本書更具實用性、教育性，讓學童

由輕鬆趣味的科學遊戲，窺探科學的美與奧妙。

蟋蟀先生，今天氣溫幾度？：愛因斯坦也不知道的 109 個科學謎
題

玩出創意：120 個創新科學遊戲

文 / 羅伯特．沃克 (RobertL.Wolke)；譯 / 高雄柏
I S B N ：9789866739972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臉譜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1. 簡單機械

文 / 許良榮
I S B N ：978986121494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書泉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

編號：S6-010

編號：S6-011

書籍介紹：

本書將出現在身邊的顏色、聲音、空氣、溫度、金屬、電氣等「不

可思議」現象，用簡單易懂的文字和插圖加以解答，讓學童能將

每一種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原理加以充分理解並吸收成為常識。

探索奧秘 ! 圖解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

監修 / 池內了；譯 / 林昆樺
I S B N ：9789862515693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臺灣東販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上 4. 電磁作用；六下 2. 熱
對物質的影響

編號：S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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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和學童一起討論生活中常見的疾病，例如，肚子痛（嘔吐和

腹瀉等消化毛病）、感冒、皮膚問題（青春痘、皰疹、疣），以

及各種過敏問題，簡單、清楚正確的說明，並以輕鬆、有趣又帶

點惡作劇似的順口溜，讓學童看懂醫學用語，還能內化為每天的

生活事件。

身體不能送去修車廠

文 / 海麗特．齊飛；圖 / 艾曼達．海利；譯 / 陳宏淑
I S B N ：9789861611310
出版年：2006
出版社：信誼基金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書籍介紹：

專業醫學知識輔以利用生動有趣的插圖，邀請家（師）長帶領著

學童們一起認識「兒童過敏常見疾病」，了解造成原因、改善方

式及日常生活保健方法；讓學童也有機會學習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哈啾！哈啾！過敏村

文 / 周正成；圖 / 吳怡蒨
I S B N ：9789866379734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原水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編號：S6-015

編號：S6-016

書籍介紹：

本書記錄了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巡迴世界各地的全球暖化演講，他

以時而風趣、時而嚴肅的態度，用最簡單易懂的概念，讓人了解

「全球暖化」及其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後果。

不願面對的真相

文 / 艾爾．高爾 (Al Gore)； 譯 / 張瓊懿，欒欣
I S B N ：9789861248547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商周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1. 天氣的變化；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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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不單單是床下，而是土底下直達地心，跟學童介紹地球的內部奧

秘。

書籍介紹：

對於日常生活的巨大貢獻，如鐘擺、疫苗；先進快速的運輸交通

工具，如熱氣球、飛行器。這些是科學家努力不懈的心血結晶，

徹底改變了現代生活的樣貌。本書帶領學童重回現場，一窺究

竟！

世界多麼奇妙床底下是什麼？

解開驚奇密碼：改變歷史與科學的大事件

文 / 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壯；譯 / 陳木城
I S B N ：9789576324826
出版年：1999
出版社：臺灣英文雜誌社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文 / 克萊爾．盧埃林 (Claire Llewellyn)，里查德．普拉特 (Richard 
Platt)； 譯 / 王岩松等
I S B N ：9789867256690
出版年：2006
出版社：明天國際圖書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18

編號：S6-019

書籍介紹：

為了接受特別訓練進入精英培育機關的士元，新同學的實力都遠

超過黎明國小實驗社成員，讓他發現自己潛在的科學熱情和學習

樂趣。另一方面，聰明則在解救誤陷入詭計的跆拳道社隊長時，

獲知驚人的事實真相，即將改變小宇的想法。由於五年級有教遺

傳的部分，但僅提到顯隱性基因特徵。本書建議六年級以上再閱

讀。

科學實驗王 8：基因與遺傳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2020
出版年：2010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

編號：S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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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是讓學童了解生態世界最精采的入門，還要帶學童上山下

海，了解各種不同環境的生存法則，一同體驗生命的奧妙！

生態

文 / 波洛克；譯 / 蔡淑菁
I S B N ：9789867001047
出版年：2006
出版社：貓頭鷹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火山睡著了嗎？誰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醒過來！本書將介紹火山的

種類及噴發，可配合六年級課程─大地的奧秘。

小小科學家：火山

文 / 愛倫．普瑞格；圖 / 南希．伍德曼
I S B N ：9789867680419
出版年：2004
出版社：秋雨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22

編號：S6-023

書籍介紹：

本書在德國之所以受歡迎，主要與柴米油鹽息息相關，內容推陳

出新，筆法新鮮活潑。利用生活中常見的雞蛋來做實驗，把所有

和雞蛋有關的趣味實驗收集在一起，能引起學童的興趣，對自然

科學的道理獲得新穎且實用的理解。

雞蛋的智慧：由雞蛋來發現化學和物理的天地

文 / 吉澤拉．呂克 (Gisela Luck)，彼得．蓋曼 (Peter Gaymann)；
譯 / 楊夢茹
I S B N ：9789867047045
出版年：2006
出版社：新手父母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2. 微生物與食品保存；六下 2. 熱對物質的
影響

編號：S6-021



078

079

國
小
六
年
級

自
然
科

書籍介紹：

本書是法國著名 LAROUSSE 拉魯斯出版，內容分七大主題，囊括

了食物、衣服、生活用品、房子、交通工具和能源、人為活動以

及地球和生命等類別，分別探討這些生活事物的來源以及製作過

程，總共收錄 245 個不可不知道的問答，每一章節都以趣味問答

的方式，引導學童學習豐富有趣的生活知識，成為生活常識小達

人！

生活小學堂：你一定要了解的 245 個製作過程

文 / 富蘭索瓦茲．德．吉伯特；圖 / 娜塔莉．戴斯弗爾吉等；譯 /
謝蕙心
I S B N ：978986203294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臺灣麥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26

書籍介紹：

本書在介紹說明沙子的成因，風化、水的侵蝕、搬運過程等。每

粒沙子都有一個故事，現在就跟著沙子偵探，仔細來瞧瞧吧！

小小科學家：沙子

文 / 愛倫．普瑞格；圖 / 南希．伍德曼
I S B N ：9789867680501
出版年：2004
出版社：秋雨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24

書籍介紹：

本書收錄了知名作家陳冠學等 14 篇自然文學作品，給學童在最

後的童年，最初的青春，有一本豐富自然小書為伴，也許寂寞會

少一點！本書為散文集，文筆流暢具故事性，吸引人閱讀，是很

好的科普讀物。

花紋樣的生命：自然生態散文集

編 / 劉克襄
I S B N ：9789575747169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幼獅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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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全球 90％以上的地震，都發生在環太平洋地震帶。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東日本大地震」，震撼程度和影響範圍擴及全世界，臺

灣也是位於此地震帶的國家之一，應及早培養學童學習正確的地

震求生觀念。

科學實驗王 15：地震與火山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4888
出版年：2011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書籍介紹：

本書透過輕鬆又有趣的故事情節，認識河流的風化、侵蝕和堆積

等作用。引頸企盼的決賽日終於來臨！小宇和許大弘正面臨被河

水沖走的千鈞一髮！為了拯救他們而展開緊急救援行動，好不容

易脫離危機，卻不知道這時候柯有學老師已經失去蹤影！沒有指

導老師陪在身旁，失去精神支柱的黎明國小開始了第一場決賽，

他們能夠順利贏得這場比賽嗎？

科學實驗王 19：地形與水文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7711
出版年：2012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29

編號：S6-030

書籍介紹：

傑克和安妮在《逃出大海嘯》裡來到夏威夷群島，在那裡遭遇到

地震與海嘯的襲擊。幸運逃過一劫的傑克和安妮，回家後做了許

多研究，了解到大地的變動，以及許多天然災害的威力。本書以

神奇樹屋為故事背景，作科普知識的延伸閱讀，提高了可讀性。

神奇樹屋小百科 14：地震與海嘯

文 / 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波．博以斯；譯 / 劉藍玉
I S B N ：978986320063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號：S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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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已經晉級的四所學校，以「電」為主題，爭奪參加全國實驗大賽

的兩個名額。結果，黎明國小實驗社卻因致命的失誤而淘汰，接

著，校長突然宣布關閉實驗室。熱愛科學的小宇和實驗社的成員，

決定進行一項祕密計畫，希望挽回校長的心意，並且證明實驗社

的存在有多重要！課程單元在四年級雖然有電池的部分，但本書

的內容建議要六年級以上來讀較適合。

科學實驗王 5：電流與磁力

文 /Gomdori Co.；圖 /Hong Jong-Hyun；譯 / 徐月珠
I S B N ：978986229136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三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4. 電磁作用

編號：S6-035

書籍介紹：

婆羅洲熱帶雨林造就了豐富的生態系統，也是地球上重要的基因

寶庫；雨林被稱為「地球之肺」，這裡製造出來的氧氣與我們的

呼吸息息相關！不但如此，雨林樹木生產的木材、紙漿也深深影

響我們的生活。本書利用大量的照片，打造出令人著迷的熱帶雨

林生態區界，對於國小學童，可借由圖片理解。

書籍介紹：

本書透過衛星影像，儼然成了「天眼」，自然或人力對地球的斧

鑿痕跡幾乎無所遁形。透過本書學童會發現，其實我們的地球就

像藝術品一樣，脆弱又美麗。本書也可結合社會領域，在介紹各

國的衛星影像時，也能讓學童從中認識有名的國家。

婆羅洲雨林野瘋狂

從衛星看地球

文 / 黃一峰
I S B N ：9789862166314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

編 /Cassell Illustrated 編輯部策畫； 譯 / 白雅惠
I S B N ：9789867001436
出版年：2007
出版社：貓頭鷹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3. 大地的奧祕；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32

編號：S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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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介紹生活中常見物品的發明、經過與發明人，讓孩子獲得新知的

同時學習實驗永不放棄的精神。

神奇的發明與發現

文圖 / 李鳳基
I S B N ：9789867233448
出版年：2006
出版社：人類智庫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4. 電磁作用

書籍介紹：

從宇宙的誕生，到我們周遭事物的運作法則，包括電與能、力與

運動、繁星與太空，物理學家已經知道了什麼？還有哪些未知的

真相等待發掘？本書內容適合國小老師於課堂中引導學童閱讀。

觀念物理小學堂

文 / 凱特．戴維斯；譯 / 詹豐造
I S B N ：9789863200123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上 4. 電磁作用

編號：S6-036

編號：S6-037

書籍介紹：

本書將針對從家電到高科技機器、周遭的家庭用品等我們平日所

經常使用到之物品的相關疑問，透過圖解的方式進行解說，讓學

童了解這些「生活科技物品」的構造。本書適合高年級且需教師

課堂引導閱讀。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技

文 / 湧井良幸，湧井貞美；譯 / 林鍵鱗
I S B N ：978986595798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瑞昇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1. 簡單機械；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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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海生館前館長方力行對水的感情，是少有人能想像、體會或理解

的；他在水中的生命經驗、所見、所聞，也完全不同於陸上的世

界。本書集結他五十餘文章，來呈現他不同於常人的人生，同時

也分享他親身參與水裡世界。本書屬於散文式的半傳記，讀來輕

鬆。

人魚：我的水裡人生

文 / 方力行
I S B N ：9789571352343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時報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43

書籍介紹：

本書以幽默的漫畫，帶領學童一窺化學的世界。書中不單只解答

生活化學，還述說了有趣的化學史及各種精闢的化學概念，提到

愈來愈重要的物理化學、生物化學與環境化學。學童可利用圖文

及小主題來進行閱讀。

書籍介紹：

在這一秒鐘，可能已經有 74 棵樹被砍、製造出 762 公噸的二氧

化碳……。本書在提醒人們應從自己做起且馬上做起，節約能源、

停止製造多餘的二氧化碳。

看漫畫，學化學

一秒鐘的改變

文 / 高尼克 (Larry Gonick)，柯瑞多 (Craig Criddle)； 譯 / 蔡信行
I S B N ：978986320253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2. 熱對物質的影響；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文 / 郝廣才；圖 / 貝尼索托
I S B N ：978986189174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格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41

編號：S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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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地球不是專屬人類的禮物，如果人類不斷浪費資源，當有一天地

球資源都消失了，不僅人類會受到傷害，我們還會傷害到其他共

同居住在這裡的所有生物。

不要再浪費了！ 1：不可以浪費，為什麼？

文 /La Zoo； 譯 / 黃郁文
I S B N ：9789577208545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泛亞國際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如果是介紹沒有了鯨魚、老虎、熊等動物，那世界就少了許多樂

趣了。書中的觀念在於希望大家不要任意獵殺動物。

世界多麼奇妙：如果世界上沒有鯨魚

文 / 米克．曼尼，布莉塔．格林斯壯；譯 / 陳木城
I S B N ：9789576324857
出版年：1999
出版社：臺灣英文雜誌社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44

編號：S6-050

書籍介紹：

從美食街的魚丸湯發現蟑螂遭消費者投訴的事件，探討蟑螂在整

個生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德國麥當勞賣起珍珠奶茶，發現「臺

灣美食」正風靡全世界；從日本「昆蟲甜點品嚐女子會」的報導，

到聯合國「少吃肉，多吃蟲」的呼籲，進而瞭解「食用昆蟲」的

營養價值，和世界各地包括台灣的「吃蟲文化」，很特別的全球

新知。

全球跑新聞：開拓新視野．輕鬆長知識

文 / 林采如；圖 /38 two
I S B N ：978986866388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和融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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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讓我們跟著我們丟掉的垃圾，去看一看因為太多垃圾而生病的地

球吧！我們製造出來的物品大都無法被微生物分解，如玻璃、鋁、

保麗龍、塑膠等，但我們卻很常使用這些東西，應該要減少垃圾

的製造及做好回收。

如果垃圾越積越多……

文 / 朴基永；圖 / 李庚國；譯 / 陳麗如
I S B N ：978986212207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上人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55

書籍介紹：

這一回，名偵探福爾摩斯遇上大麻煩了！不但在調查商業間諜過

程中，受了腳傷而住進醫院，在接受另一起失蹤案件的委託後，

還陷入了要進行腦部手術的危機。從跨國製藥企業、網路駭客到

基因改造事業，所有線索皆指向犯人就在醫院裡，但案情卻就此

陷入膠著……。負傷上陣的福爾摩斯，能再次展現神探的功力，

揪出是誰在醫院裡搞鬼嗎？

書籍介紹：

本書希望藉由一組組對比強烈的照片，取代文字敘述；簡明扼要

的圖說，陳述事實，對於地球的未來，可以留給學童進一步去思

索，地球在過去以及現在的不同之處。

名偵探福爾摩斯：是誰在醫院搞鬼？

地球相簿：劇變的一百年

文 / 梁修範；譯 / 林美惠
I S B N ：978957451439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新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文 / 皮爾斯 (Fred Pearce)；譯 / 黃中憲
I S B N ：9789867001702
出版年：2008
出版社：貓頭鷹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53

編號：S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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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1850 年間，美國政府打敗印地安人，要購買他們的土地。西北

部落中最勇敢、最受尊敬的西雅圖酋長語重心長的說：「我們族

人相信大地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大自

然也在我們的生命裡。大地不是我們的財產，我們都是大自然的

子民。我們的生命互相關連，共同織出生命之網。我們所做的一

切，都會回到自己的身上。」本書是很值得閱讀及思考的繪本書。

西雅圖酋長的宣言

文 / 西雅圖酋長； 圖 / 蘇珊．傑佛斯；譯 / 柯倩華
I S B N ：9789867177902
出版年：2006
出版社：臺灣麥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本書為杜瑞爾的經典代表作，全套書以描寫全家人逃離英國的沉

鬱天氣，移居到陽光的國度——希臘科孚島，在這座無猜的小島

上生活五年的點點滴滴。作者以古靈精怪的幽默感、孩童的敏銳

觀察力和想像力，描述作者溫馨卻又爆笑的親人、有趣的朋友、

科孚島民，以及開啟作者一生熱愛動物的珍貴歲月，堪稱全世界

最快樂的童年筆記。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1：追逐陽光之島

文 / 傑洛德．杜瑞爾 (Gerald Durrell)；譯 / 唐嘉慧
I S B N ：978986594792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野人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56

編號：S6-057

書籍介紹：

環保必須以智識為基礎，這是一本環境科學入門書，可以為學童

深入淺出的介紹生態與環保知識，解答關於環境的種種疑問。

看漫畫，學環保

文 / 高尼克 (Larry Gonick)，奧華特 (Alice Outwater)；譯 / 陳瑞清
I S B N ：978986320252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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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在開滿花朵的草原邊，住著兩家生活習慣大不相同的蜜蜂家庭。

左右兩個蜜蜂家族，一個節約能源、不亂浪費及製造垃圾；一個

卻大肆浪費，形成對比。

無敵環保小蜜蜂

文 / 郝廣才；圖 / 瑞雅葛芙
I S B N ：978986189267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格林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67

書籍介紹：

如果你得到與自然界溝通的能力，你最想跟它們說什麼？繼《苦

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後，超級解說員苦苓再次展開他與森林的

祕密對話。本書為散文型的生態筆記，從苦苓和自然界對話，很

輕鬆的獲取許多知識。

書籍介紹：

1969 年，兩位到倫敦旅行的澳洲青年安東尼（艾斯）．柏克和

約翰．藍道，在哈洛氏百貨公司買下一頭頑皮的小獅子。小獅子

被取名為「克里斯汀」（Christian），隨著牠的快速成長，牠的

生活空間也變得愈來愈狹隘。艾斯和約翰不願讓牠一生監禁在動

物園裡。在朋友的引介下，被帶回他原本的歸屬地肯亞草原。一

整年過去，艾斯和約翰決定飛到肯亞去探望牠！他們在肯亞驚喜

的重逢，人與獅子之間流露的真情，感動了無數人。

苦苓的森林祕語

重逢，在世界盡頭：從倫敦到非洲的人獅情緣

文 / 苦苓；圖 / 王姿莉；攝影 / 黃一峰
I S B N ：9789571354514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時報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文 / 安東尼．柏克 (Anthony Bourke)，約翰．藍道 (John Rendall)；
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65184
出版年：2009
出版社：遠流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64

編號：S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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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插圖介紹的眾多冒險故事和偉大科學發現包括有：漢

斯 ‧ 史隆爵士在 1687 年的牙買加之旅、詹姆斯 ‧ 庫克驚險萬

分的太平洋航行，以及達爾文著名的歷史性航程。本書蒐集了倫

敦自然史博物館裡的數百幅藝術品，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藏品，其

中大部分是專門介紹在這 10 次壯闊的旅行。

發現之旅

編文 / 東尼．萊斯 (Tony Rice)；譯 / 林潔盈
I S B N ：9789861781631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好讀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書籍介紹：

免洗筷只用一次就丟掉？實在太浪費了！不論免洗筷或免洗的紙

餐具，都將導致全世界的樹木快速減少，事後才種樹補救根本來

不及！一同來養成使用「環保筷」的好習慣吧！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一：壽司狸的免洗筷

文 / 瑪麗露； 圖 / 安德魯； 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4174652
出版年：2005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68

編號：S6-069

書籍介紹：

有了資源回收系統，垃圾就可以重新變成資源。快 !! 大家一起來

動動腦用創意解決垃圾問題吧 !!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二：麵包鼠的隨身杯

文 / 瑪麗露； 圖 / 安德魯； 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4174669
出版年：2005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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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這本書要透過簡單又清楚的文字、豐富又精彩的圖解，讓學童知

道我們的生活有多依賴化學？還有哪些未知的物質等待發掘？在

包羅萬象的化學世界裡，有那些一定要懂的基礎觀念、有趣又實

用的化學知識，等待學童來盡情探索！

觀念化學小學堂

文 / 艾力克斯．弗斯，麗莎．葛拉斯彼；譯 / 陳偉民
I S B N ：9789863200130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74

書籍介紹：

本書納入作者推薦的 85 個賞鳥地點，涵蓋了都會公園、河口濕

地、海岸、低海拔山林、中高海拔森林等，讓大家有更多類型的

旅行活動可供選擇，讓臺灣的賞鳥活動成為生態旅遊之一。一起

跟著飛鳥去旅行，關於鳥的故事，看不膩也聽不煩，相約去看鳥！

本書為專業的賞鳥圖鑑及賞鳥旅行導覽手冊，建議國小學童可部

分閱讀。

書籍介紹：

武林高手「草上飛」擅長輕功飛行，不但能縱橫古今、跨越時空，

還能穿梭真實與科幻。這回，他從遙遠的科幻星球探險回來，帶

了許多科幻名人朋友的難題，向沒有問題可答就會感到寂寞的

「教授」提問：誰能與橡皮人打拳擊？鋼鐵人也有弱點嗎？抓龍

特攻隊該去哪裡抓龍？火焰人為什麼不會燒傷自己？愛說故事、

講科學的張文亮教授將告訴學童，原來膾炙人口的小說、每一個

科幻英雄、科幻電影裡，都有值得思考的科學道理。

新台灣賞鳥地圖：跟著飛鳥去旅行

蜘蛛人．龍貓也不知道的祕密

文 / 吳尊賢，徐偉斌
I S B N ：9789862165645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天下文化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文 / 張文亮
I S B N ：978957751582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國語日報
對應課程單元：六下 3. 生物與環境

編號：S6-071

編號：S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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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陪孩子一同體驗成長中的大小疑惑！ 一件事、一句話，以成人的

雙眼看，一切順理成章，但對孩子來說，卻有著無限疑問和好奇。

這麼大這麼小

文 / 史托帕；圖 / 波森堤妮；譯 / 施梅琪
I S B N ：9789861892177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格林文化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1-001

書籍介紹：

1 個怎麼變成 100 個呢？這是魔法嗎？原來「1 個」是指熊媽媽

為小熊捏製的特大號飯糰，熊寶寶帶著這「1 個」飯糰到湖邊釣

魚，香味一飄，惹得紅、黃狐狸躲在樹後伺機偷拿。從 1 顆大飯

團變成 2 個中飯團、再變成 1 個小飯團最後變成 1 顆小米粒，由

大變小、數量卻由少變多。

書籍介紹：

每個人大喊：「一、二、三～ YEAH!」家族團聚的時候，8 位表

兄弟姐妹依照年齡排排站，拍一張大合照。雖然要依照年齡的大

小排序有點困難，但是，這樣做反而讓學童印象深刻！利用年紀

進行 1~2 以內的數字比大小。

1 個變 100 個

一、二、三～ YEAH ！：數字排序

文 / 劉思源；圖 / 賴馬
I S B N ：9789576083761
出版年：2011
出版社：愛智圖書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約翰．華勒斯；譯 / 鄒佳琪
I S B N ：978986203320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1-002

編號：M1-003



書籍介紹：

野狼總是給人很狡猾、聰明的印象，但是，牠們會不會跟人一樣

偶爾也會做笨笨的事呢？這是一個關於一隻又聰明卻又笨笨的野

狼的故事，你不但不會怕這隻大野狼，甚至還可能會喜歡上牠

喔！跟著狼數看看有幾隻羊，讓學童熟悉數數。

數羊的大野狼

文圖 / 岸良真由子；譯 / 林嘉麗
I S B N ：9789866407031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大穎文化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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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森林裡的動物都想吃紅咚咚、香噴噴的大桃子，但誰有資格先吃

呢？是個子最高的，還是體重最重的？是嘴巴最大的？還是耳朵

最長的？最後的發展絕對出乎你的意料！通常我們在排順序時都

習慣從最大、最長、最重開始排起，這本書給學童的觀念是「排

列規則」不變，但「排列方向」改變，結果將不同。

誰先吃桃子

文 / 尹亞海；圖 / 楊惠媛
I S B N ：9789570838497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

書籍介紹：

蟲蟲們正在毛毛蟲老師的體育課中，學習一支新的舞蹈，但是蜈

蚣不會跳舞。如果他不了解左、右、前、後等方位的話，這堂體

育課他一定會摔個倒栽蔥！利用跳舞記舞步來熟悉前後左右。

蟲蟲來跳舞：方位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克里斯多夫．桑托羅；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241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1-006

編號：M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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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卡車司機吉兒和她的狗一起上路時，他們加總沿途所增

加的動物數量，但這些都是不同於一般的動物，而且他們開往一

個令人驚訝的終點！有可愛的大圖、簡短的文字適合學童閱讀。

動物上路：10 以內的加法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R.．W.．艾莉；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111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08

書籍介紹：

莫莉喜歡玩哥哥的玩具汽車，紅色汽車呼嘯而過，黃色汽車發出

喇叭聲，學童可以利用顏色、形狀或聲音來替物品分類、排順序，

發現規律性，並且能模仿，這是非常重要的數學基本概念。

書籍介紹：

你知道我們的身體也能當做測量的尺嗎？本書要告訴學童，把身

體當成測量的尺，手掌、腳、手臂等，自己就是把可愛的尺。

叭叭，汽車來了！：規律

可愛的尺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克里斯．戴瑪瑞斯特；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27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
主      題：數字、統計

文 / 金盛恩；圖 / 吳承敏
I S B N ：9789570838435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1-009

編號：M1-010



書籍介紹：

哪一隻昆蟲很大，哪一隻昆蟲更大呢？比較東西才能看出大小、

長短的差異。跟隨著色彩繽紛的昆蟲遊行隊伍，讓學童從中學習

比較大小、長短。

最棒的昆蟲遊行：比較大小、長短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荷立．凱勒；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15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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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在本書中，學童可以認識許多常聽到的基本形狀，如：圓形、半

圓形、橢圓形、正方形、長方形和三角形…等，藉由這樣的連結

和體認，認識形狀將變得有趣，同時也不再是痛苦和抽象的事情

了。

我的建築形狀書

文 / 潘妮．安．藍恩；譯 / 宋珮
I S B N ：9789866310430
出版年：2011
出版社：維京國際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形狀

書籍介紹：

本書包含 1. 一頁一題，提供充分的思考空間。2. 題型多元，擴

展數學思考領域。3. 小小提示，引導推理判斷。4. 增強對數學語

言的理解能力。5. 提升數學智能及學習興趣。本書比較像是課後

練習本，可以配合課程進度練習或是複習用。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 / 張佩玲；圖 / 徐秀如
I S B N ：9789570372335
出版年：2004
出版社：捷英社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形狀、時間

編號：M1-012

編號：M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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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圖畫書由安野光雅創作，用有趣的遊戲和故事、生動的畫風，

突破數學枯燥的刻板印象，引導學童自己思考，從渴望、求知中

自然吸收最基本的數學概念。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 / 安野光雅；譯 / 張煥三，吳貞祥，丁淑卿
I S B N ：9789579526968
出版年：2002
出版社：信誼基金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統計

編號：M1-016

書籍介紹：

不喜歡打獵的狼與不喜歡放羊的少女在草原上相遇了，他們變成

每天見面的好朋友，還利用羊群學習數字十的合成與分解，甚至

還出版了一本有趣的遊戲書呢！本書利用故事讓學童學習，是本

非常有趣又立體的書，建議另可搭配撿紅點遊戲，實際操作。

書籍介紹：

本書用最簡單的大風吹方式，一次減少一張椅子，讓學童都想加

入遊戲，學減法的初步概念，是本可愛的書。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怪獸大風吹：10 以內的減法

文 / 申智云；圖 / 白勝任；譯 / 甄珠莉
I S B N ：978957083901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史考特．納西；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12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17

編號：M1-018



書籍介紹：

歐馬利家的小朋友玩畫記遊戲，他們計數出現在眼前的灰色車子

或綠色運動衫。剛開始是艾瑞克獲勝，然後是布莉姬成為贏家，

但是妮爾又有什麼結果呢？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生動的介紹了

實用的畫記計數技巧。5個5個一數，可以利用「正」也能用「卌」

來記。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記計數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辛西雅．賈巴；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22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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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雙胞胎兄弟作為等分概念的雙關。雙胞胎兄弟很愛吵架，

常常為了誰得到的東西比較多而爭吵。爸爸和媽媽很傷腦筋，總

是想辦法證明他們兩人得到的東西一樣多，從中學習測量的訣竅

吧！

雙胎胞兄弟

文 / 劉瑛素；圖 / 朴英美；譯 / 楊曉惠
I S B N ：9789570839074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書籍介紹：

條紋和圓點圖案的襪子不能配成雙，因為它們的圖案不同。請跟

隨著一隻紅藍條紋的襪子尋找它的另一半，學童不僅能學習到新

的配對技巧，同時也可以在自己的襪子抽屜中練習。找出有相同

圖案、顏色的襪子，將其分類配對。

一雙襪子：配對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露薏絲．艾勒特；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18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統計

編號：M1-020

編號：M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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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我們消防衣上的鈕扣全都不見了！在遊行開始之前，三位消防隊

員急著找出3組相配的鈕扣。本書以活潑的方式運用物品的屬性，

利用簡單的分法將物品做分類，來介紹數學的分類概念。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分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貝妮絲．盧姆；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17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統計

編號：M1-022

書籍介紹：

五隻被拋棄的小貓，兩隻鄰居搬家帶不走的老貓，一隻迷路的小

貓，還有一隻不請自來的小貓，加上家裡原來的小瑪，我們總共

養了十隻貓！還好愛貓的人也不少，我們很快就幫貓咪找到新

家。但是，才沒多久小瑪生下四個貓寶寶，猜猜看，以往媽媽總

是說：「家裡養一隻貓就夠了。」，現在會怎麼說呢？

書籍介紹：

什麼是「時間」？它不僅看不見摸不著，還一去不復返。一秒、

一分鐘、一小時、一天……，又是如何定義的呢？邀請學童一起

進入時間的世界！這本書延伸語言領域，描寫時間的部分，頗有

詩意。

魔術小子：哎，貓咪數不完 ( 加法與減法的秘密 )

時間的故事

文 / 黛安．歐其翠；圖 / 梅希．唐蘭西；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54973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文 / 申惠恩；圖 / 趙藝貞；譯 / 唐忠勤
I S B N ：9789570839043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時間

編號：M1-023

編號：M1-024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福瑞得畫了一張全家福，他迫不及待地拿給大家看。但

是，忙著打電腦的媽媽說「嗯，等我一分鐘」，福瑞得在這一分

鐘裡吃了一堆東西；忙著澆花的爸爸說「嗯，等我一分鐘」，福

瑞得在這一分鐘裡蓋了一大座積木城堡；忙著球賽的哥哥也說

「嗯，等我一分鐘」……。

魔術小子：嗯，等我一分鐘 ( 時間的秘密 )

文 / 泰蒂．史列特；圖 / 黛娜．雷根；譯 / 吳梅瑛
I S B N ：9789573254430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時間

編號：M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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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的比爾農場裡的每一種動物都遺失 1 隻手套，學童可以藉由

解開手套之謎，用手套不成雙的方式來表示與探究奇數和偶數，

讓學童容易接受。

手套不見了：奇數和偶數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G.．布萊恩．卡拉斯；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13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

書籍介紹：

本書是低年級認識人類經濟活動的入門書，可配合社會領域的金

融教育。

賺錢和用錢：購買需要的東西

文 /Gerry Bailey；圖 / Mike Phillips
I S B N ：9789861822068
出版年：2011
出版社：啟思文化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1-026

編號：M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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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跟隨著小熊們採摘藍莓、堅果和種子製作「私房藍莓派」。注意

觀察，牠們以幾個 10 和幾個 1 來算出總數，這是一個有關二位

數加法的有趣故事。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約翰．史皮爾斯；譯 / 林意虹
I S B N ：978986203328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28

書籍介紹：

精彩秀即將揭開序幕，但是擔任演出的蜥蜴在哪裡呢？牠們以 5

隻和 10 隻為一組，紛紛抵達會場，這 50 隻蜥蜴會全部準時抵達

嗎？在這分秒必爭的時刻，學童可以用「10 個一數」的方式來快

速計數，建立十進位的計算方法。

書籍介紹：

有些班級會慶祝上學 100 天，但在羅佩茲老師的班級，卻有超酷

炫的 100 天，從第 1 天到第 100 天，每天都有新奇和酷炫的事情

發生，利用數線來數 1~100 的數字，能記住數字的順序，也能讓

學童熟悉數字。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數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瓊安．安迪諾爾菲；譯 / 鄒佳琪
I S B N ：978986203314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約翰．班達爾布魯奈羅；譯 / 鄒佳
琪
I S B N ：978986203319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29

編號：M1-030



書籍介紹：

海洋市鯊魚游泳隊必須在週末前游完 75 圈，他們每天都計算出

還需要游多少圈，賣力的游泳和減法的運算是其中的樂趣所在。

鯊魚還剩 61 圈要游，再游了 17 圈還剩幾圈？發現 1 不夠減 7，

藉此教學童如何運用借位計算減法。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藍尼．克維斯；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29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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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早上 7 點是起床時間，8 點是吃完早餐，上學的時間。我們跟隨

一個小男孩忙碌的 24 小時，一起學習報讀整點時刻的數學概念。

從早到晚，時間到了該做什麼事？介紹整點時的時鐘是什麼樣？

另搭配數字鐘模式，幫助學童記憶。

時間到了！：整點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約翰．史皮爾斯；譯 / 鄒佳琪
I S B N ：978986203323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時間

書籍介紹：

農場裡的老鼠為了對付主人飼養的貓，計劃在貓的脖子掛上一種

東西。老鼠們的意見多，為了統整大家的意見，牠們決定用畫圖

表作分析。最後牠們到底決定在貓的脖子掛什麼東西呢？本書簡

易的圖表概念，用故事方式顯現，蠻有趣的，這是逃離可怕貓咪

的方法。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 / 崔云靜；圖 / 申嫻靖；譯 / 唐忠勤
I S B N ：9789570839081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五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公制單位、統計

編號：M1-032

編號：M1-033



100

101

國
小
一
年
級

數
學
科

書籍介紹：

小健不喜歡吃蔬菜，爸爸卻提議要小健跟他一起種蔬菜。爸爸教

小健認識了很多的測量工具，也一起做了很多努力。最後，小健

才知道原來自己種的蔬菜這麼好吃！本書適合低中年級閱讀，其

中書中有長度、溫度、重量較適合中年級；本書亦可配合三年級

自然領域種蔬菜的課程。

小健的蔬菜

文 / 金盛恩；圖 / 朴志勳；譯 / 唐忠勤
I S B N ：9789570839036
出版年：2012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1-034

書籍介紹：

傑夫和珍妮兩人總是為每件小事爭吵不休，吉兒再也無法忍受

了。在他們的新房子裡，三姐弟必須熟悉有關面積的概念，才能

發現究竟是誰的房間比較大，但是比較大，就一定比較好嗎？不

同大小的窗戶怎麼知道誰大誰小，利用報紙量量看。其實，文中

的三個窗戶面積一樣大，剛好教學童不要憑感覺，而要經過測量

才能確定大小。

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彼特在萬聖節的夜裡為了要到最多的糖果，決定拜訪山

上森林裡陰森古怪的老房子。然而老房子裡的人沒給糖，卻給了

一片彼特根本不想要的磚塊。憤怒的彼特隨手便把磚塊砸了，卻

萬萬沒想到碎成七片的磚塊竟一路跟著他回家。本書利用七巧板

讓學童認識平面圖形，並訓練學童的空問概念，書後面附有九年

一貫數學對照與延伸討論表。

我的比較好！：面積

魔術小子：呀，怪物別跟我 ( 平面幾何的秘密 )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瑪莎．溫伯恩；譯 / 林意虹
I S B N ：978986203344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

文 / 葛莉絲．麥克隆； 圖 / 麥特．史特勞布；譯 / 冶海孜
I S B N ：9789573254867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形狀

編號：M1-035

編號：M1-036



書籍介紹：

艾迪在學校園遊會設立一個攤位，猜一猜來者的年齡，如果他猜

錯了，就要下水。只要比較所有的數字，了解比什麼大，比什麼

小，就能保持乾爽免於下水，他希望能如此！類似終極密碼的遊

戲，利用大於、小於來縮小範圍，找出正確答案。但很多學童在

計算題比大小時，常陷入二分法，忘了還有等於。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於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大衛．T.．溫佐；譯 / 鄒佳琪
I S B N ：978986203349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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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神探麗茲和她的得力助手如何幫助鄰居寶琳，因為她趕著參

加朋友的慶生會，卻找不到地址；而唯一的線索是一張被咬爛的

慶生會邀請函，上面的地址除了提格街看得清楚，就剩下一個５。

本書可以幫助學童瞭解位值的意思。

魔術小子：嗚，地址不見了 ( 位值的秘密 )

文 / 瓊安．洛克林；圖 / 約翰．史皮爾斯；譯 / 廖雅君
I S B N ：9789573254454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

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對比的方式來告訴學童對於「大事物」的概念和感覺，

也無形中運用了倍數的概念。雖然本書的數據不一定是最精確

的，但是，對於毫無巨大數字概念的學童來說，配合插圖再加上

數據的說明，仍可以體會巨大和微小的概念，使科學成為一種不

必死背的科學。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嗎？

文 / 羅伯特．尹．威爾斯；譯 / 鄭榮珍
I S B N ：9789576324819
出版年：1998
出版社：臺英雜誌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

編號：M1-038

編號：M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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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神探麗茲和她得力的助手亨利和毛毛要出動了，從古老的密

碼、謎樣的紙條，並且必須在下午兩點前找到答案，剩下最後五

分鐘，這次他們能順利破案嗎？

魔術小子：哼，到底藏哪裡？ ( 解題的秘密 )

文 / 瓊安．洛克林；圖 / 約翰．史皮爾斯；譯 / 吳梅瑛
I S B N ：9789573254836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形狀、時間

編號：M1-040

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 8 級，第 1 級內容包括：分類、加法與減

法的基礎概念、進位與借位、簡單的幾何形狀等等。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1 級

文 / 黑澤俊二；圖 / 早坂德子；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460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形狀、統計

編號：M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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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是一本介紹形狀的入門書，配合鮮豔、新奇的畫風，推翻了

枯燥無味的學習法，讓學童學習思考，如果貪心的三角形永無止

境的多出一個邊和一個角，最後會變成什麼怪模樣呢？

魔術小子：貪心的三角形 ( 多邊形的秘密 )

文 / 瑪瑞琳．伯恩斯； 圖 / 戈登．西佛里雅；譯 / 冶海孜
I S B N ：9789573274049
出版年：2014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二年級
主      題：形狀

編號：M2-001 S
uggested R

eadings of P
opular S

cience for C
hildren

書籍介紹：

和一隻剛出生的小貓一起生活有意想不到的驚奇，麗莎完整記錄

了小貓充滿趣味的第 1 年日記，透過觀察貓咪日記，學童可以學

習有關月曆、天、週、月和年等所有時間概念。

小胡椒日記：月曆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瑪莎．溫伯恩；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45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時間

書籍介紹：

本書將帶領學童認識抽象的時間概念，包括日期、月分與季節。

可以利用故事帶著學童數月份及星期，加深學童的印象。

我要當好爸爸

文 / 車保錦；圖 / 李貞淨
I S B N ：9789570838442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時間

編號：M2-002

編號：M2-003

數學科：國小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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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運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用很可愛的短文及圖畫表現出

不同的圖形，讓學童對「分數」有初步的概念，同時也讓學童體

會到「公平分配」之外，有時也能享受「分享」的快樂。

你一半，我一半

文圖 / 曹俊彥
I S B N ：9789862111215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2-004

書籍介紹：

本書將數學概念藏在改編的寓言故事裡，放羊的小孩要學童學會

200 以內的數；馬和驢要學童學會二位數的加減；龜兔賽跑要學

童學會長度的實測與計算……。先讀故事，再延伸故事中的情節

帶出數學題目，有點類似暑假作業本結合了國語及數學。

書籍介紹：

貪睡的人一定希望有一隻像山米這樣的狗，可以催促他們，並陪

伴他們做完上學前的例行工作。一邊閱讀，一邊跟著山米做出各

種顏色的時間線段，來追蹤從早上賴床到出門上課前的擁抱，所

經過的時間。利用線段代表「分鐘」，方便學童進行加總及判斷

時間長短。

數學甜甜圈：看寓言，學數學

起床上學囉！：用線段計數時間

文 / 郭嘉琪；圖 / 陳盈帆
I S B N ：9789862110461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二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時間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戴安．格林席德；譯 / 林意虹
I S B N ：978986203335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編號：M2-005

編號：M2-006



書籍介紹：

為了爭奪足球冠軍賽，哈士奇犬隊和獵鷹隊員，都緊盯著時鐘。

不管是星期、天、小時、分和秒，全都與足球大賽有關。利用足

球賽帶出週、日、小時、分及秒的關係及概念。

足球大賽：時間的化聚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辛西雅．賈巴；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55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時間

編號：M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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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較偏向計算工具的演進，數字的歷史，來說明我們如何能快

速地得知天下事，與世界同步。

從算盤到計算器：數字和計算的故事

文 /Anita Ganeri；譯 / 傅湘雯
I S B N ：9789576497063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啟思文化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

書籍介紹：

沒有一隻動物願意和他玩，他們都有太多的事要做！一些可愛、

有趣的動物，加上令人驚喜的結局，使得乘法算式的說明，更讓

學童記憶深刻。讓學童不用加法計算而用乘法，也能正確列出乘

法算式。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算式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凱文．歐馬利；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32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2-008

編號：M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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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此書把購物會遇到的情境融入數學，而在狂歡購物節創造了一個

意想不到的故事，帶學童輕輕鬆鬆的了解加法策略。遇到多個數

字進行加法時，可以先找出能合十的數字再加總，或是把相同數

字找出，簡化算式。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蕾妮．安德里亞尼；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21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2-010

書籍介紹：

猴子 2 隻 2 隻騎腳踏車，3 隻 3 隻翻筋斗，4 隻 4 隻步伐整齊的

前進。當遊行隊伍通過時，學童們可以數一數，2 個、3 個或 4

個一數，讓剛開始學乘法的學童可以利用這本書好好學習。

書籍介紹：

書中這對姊弟一起平分美味的午餐，請分一半！讓學童學到「一

半」就是平分，代表分數二分之一，運用分數比你想像的還要麻

煩！

神氣猴的遊行：2、3、4……的倍數計數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藍尼．克維斯；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30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G.．布萊恩．卡拉斯；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33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2-011

編號：M2-012



書籍介紹：

波莉的筆友─艾莉，身高 125 公分，體重 25 公斤，居住在 450

公里遠的地方。波莉找到了一種拜訪她的方式！這是一則遠距友

誼的故事，不經意的為學童介紹了基本的公制單位。利用生活中

的物品，熟悉長度、大小、重量、容量等。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雷米．斯馬德；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54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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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什麼是 40 公斤的蕃茄大餐？馬克和凱蒂將邀請學童一起來共享

40 公斤蕃茄大餐。他們邀請了街上十二戶人家，準備了豐盛的義

大利麵、披薩和沙拉，用了足足 40 公斤的蕃茄！為什麼要等十

個星期以後？因為他們的蕃茄還很幼小，要等十個星期才會長大

呢！

魔術小子：哇！ 40 公斤蕃茄大餐 ( 測量與運算的秘密 )

文 / 辛蒂．紐斯汪德； 圖 / 泰瑞．塞瑞爾；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54874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四則運算、時間

書籍介紹：

本書宇宙無敵艦長在驚險萬分的星際冒險中，必須使用立體幾何

圖形，來幫助他安全返回地球。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雷米．斯馬德；譯 / 鄒佳琪
I S B N ：9789862033463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
主      題：形狀

編號：M2-015

編號：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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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里安、凱莉和盧克如果想要有足夠的錢，在吉爾羅伊公園種花的

話，就必須收集並回收 5000 個空鋁罐。學童可藉由書中地球日

故事的計數活動，來學習有關資源回收和數學的位值概念。讓學

童瞭解「位值」個十百千之間的關係，可以利用定位板來讓學童

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瑞妮．安卓亞尼；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39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2-017

書籍介紹：

本書透過故事教導學童除法及餘數，由一群 11 位好朋友學習如

何快速的分配，一起跟著他們來學習除法的初步概念，好在每次

搭乘時，能補滿座位。

書籍介紹：

在資訊萬息萬變的時代，我們能夠很快地得知天下事，與世界同

步，這是依賴什麼力量？是靠什麼系統在運作？在時間長河中逐

漸發展出來的共識，文字和數字的發明、記錄的方法、測量的方

式、溝通的模式，正是維繫整個世界活絡的幕後功臣。

遊樂嘉年華：除法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故事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喬治．烏瑞奇；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41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五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文 /Anita Ganeri； 譯 / 傅湘雯
I S B N ：9789576497087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啟思文化
適讀年級：二年級～六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2-018

編號：M2-019



書籍介紹：

通常體型大的動物比較長壽，而體型小的動物生命較短暫。本書

經由實驗證明，雖然老鼠的一生是 2 年，大象是 70 年，但老鼠

和大象一生中，心臟跳動的次數是一樣的，在跳動 15 億次後，

大象和老鼠就結束生命了。任何動物，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命時間，

都活在不同的時間裡；生命其實是蠻公平的。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 / 本川達雄；圖 / 阿部弘土；譯 / 高明美
I S B N ：9789576428586
出版年：2003
出版社：信誼基金
適讀年級：二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統計

編號：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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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8級，全套共八冊，第3級內容包括：乘法、

時間、容量、簡單的除法、餘數、直角、長度單位、重量、幾何

圖形的展開圖等。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3 級

文 / 黑澤俊二； 圖 / 長谷部徹； 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56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二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時間、統計

書籍介紹：

媽媽去接爺爺和奶奶回家，卡拉負責照顧兩個弟弟傑伊和馬可

斯。他們決定動手來煮一鍋湯，讓大人有意外的驚喜。於是，卡

拉負責讀食譜，馬可斯負責找材料，而最小的傑伊也沒閒著，他

要帶給大家更大的驚喜；因為他知道這將是一鍋前所未見、驚天

動地、所向披靡的宇宙無敵湯！

魔術小子：哈！宇宙無敵湯 ( 乘法的秘密 )

文 / 安卓莉亞．巴克列斯；圖 / 肯恩．賈克伯斯；譯 / 吳梅瑛
I S B N ：9789573254485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二年級～四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編號：M2-021

編號：M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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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蘇利文街是個野餐的好地方，豐盛的野餐食物在準備用餐時，卻

看到一隻螞蟻後面跟著兩隻螞蟻，後面跟著四隻，然後是八隻、

十六隻、三十二隻、六十四隻、一百二十八隻、二百五十六隻、

五百一十二隻……牠們把野餐都搬走了啦！其實本書的觀念對已

學過九九乘法的學童來說較容易理解。

魔術小子：噓，螞蟻搬東西 ( 倍數的秘密 )

文 / 卡羅．洛斯；圖 / 派屈克．梅洛；譯 / 王心瑩
I S B N ：9789573254942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二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2-023

書籍介紹：

本書披薩老爹為客人量身訂製的特製披薩，讓每個客人都讚不絕

口。書中介紹等分的分數，可在二下教分分看時融入，讓學童先

認識分數。

書籍介紹：

金頭腦郊狼心裡老是想著牠的午餐，而且牠也向牠的朋友們炫耀

一些簡單的粗估，以及牠可以用心算來計算出總和。然而可惜的

是，如果牠的狩獵技巧能像數學能力一樣好的話，就太完美了。

判斷數字較接近哪一個整十，以此來進行估算。

魔術小子：噢！披薩 ( 分數的秘密 )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 / 卡羅．洛斯；圖 / 傑琪．史耐德；譯 / 吳梅瑛
I S B N ：9789573254256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二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史提夫．比約克曼；譯 / 范光中
I S B N ：978986203334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二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編號：M2-024

編號：M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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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誰能整理這間亂極了的房間？看樣子只有請出女超人瑪蒂！玩具

熊很輕，玩具火車很重，但是女超人瑪蒂全都能處理，藉此告訴

學童如何比較輕重，學習到重量和形狀沒有必然的關係，這是非

常重要的數學基本能力。

女超人瑪蒂：比較輕重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貝妮絲．盧姆；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16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三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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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藉由一場熱鬧爆笑的家庭大聚餐，透過慧黠幽默的故事情

節、開朗明快的繪畫風格，以及優美流暢的文字敘述，帶領學童

在開懷大笑中，輕而易舉的學會了周長與面積這個重要的數學概

念。

魔術小子：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 面積與周長的秘密 )

文 / 瑪瑞琳．伯恩斯；圖 / 黛比．提莉；譯 / 吳梅瑛
I S B N ：9789573274025
出版年：2014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三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書籍介紹：

你們全家需要去度假嗎？這家人很需要去度假，但是他們不知道

該去哪裡。他們利用收集資料和製作表格，來決定最棒的度假地

點。利用表格作分類統計，找出解決的方法。

最棒的假期：整理資料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娜丁．伯納．威斯考特；譯 / 謝維
玲
I S B N ：978986203325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三年級
主      題：統計

編號：M3-002

編號：M3-003

數學科：國小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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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將數學符號轉化成具體的事物，幫助學童去除數學符號的干

擾，直接地瞭解數學符號所要傳達的理念。

分數是分出來的

文 / 理查．丹尼斯；圖 / 丹諾．克魯斯；譯 / 漢聲雜誌
I S B N ：9575881435
出版年：1988
出版社：英文漢聲
適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3-004

書籍介紹：

本書以切派作為全文架構來介紹角度的概念，並利用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事件來輔助說明，和學童的生活經驗相結合。

書籍介紹：

環行路線的路程非常長，麥克的哥哥和姐姐都認為他年紀太小

了，不可能騎完全程 15 公里的自行車賽。但是，如果麥克有機

會參加的話，他一定可以騎完全程！利用自行車比賽瞭解周長，

瞭解公尺、公里的關係。

大家來切派

自行車環行賽：周長

文 / 羅伯特．福曼；圖 / 拜倫．巴頓；譯 / 漢聲雜誌
I S B N ：9575881397
出版年：1994
出版社：英文漢聲
適讀年級：三年級
主      題：數字、形狀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麥克．李德；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531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編號：M3-005

編號：M3-006



書籍介紹：

學習正確的製作好喝的檸檬汁和有趣的長條圖，跟著幾位學童和

他們的寵物鸚鵡，一起經營別開生面的檸檬汁攤位，並追蹤記錄

他們的銷售量。讓學童學習利用長條圖整理資料、透過長條圖比

較多寡。

檸檬汁大拍賣：長條圖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崔西亞．塔薩；譯 / 范光中
I S B N ：978986203348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
主      題：統計

編號：M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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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以童話故事帶入數學題目，且有注音及精采圖畫，並設計了

「知識大補帖」及「多元智能」，是本寓教於樂的兒童繪本，但

邏輯性較強，建議中高年級閱讀。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 / 曾維惠；圖 / 李後佶
I S B N ：978986664442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
適讀年級：三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 8 級，全套共八冊，第 4 級內容包括：

億兆的大數、圓形和球體、概數、角度、小數、除法、表格、折

線圖、分數、面積等。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4 級

文 / 黑澤俊二；圖 / 早坂德子；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576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三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統計

編號：M3-008

編號：M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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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有三位候選人──蘇菲、丹尼爾和蔻瑞，為了成為營隊代言人而

參與競選。究竟誰會得到最高百分比的選票呢？書中將有完整的

報導。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史提夫．比約克曼；譯 / 邱瓊慧
I S B N ：9789862033562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三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統計

編號：M3-010

書籍介紹：

本書藉由介紹我們如何能夠快速地得知天下事，與世界同步，來

說明文字和數字的發明、記錄的方法、測量的方式、溝通的模式，

這些正也是維繫整個世界活絡的幕後功臣。

書籍介紹：

本書從立體模型的「底面」、「側面」、「上面」找出平面圖形，

發現原來生活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圖形！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計時的故事

爸爸不見了

文 /Anita Ganeri；譯 / 傅湘雯
I S B N ：9789576497070
出版年：2002
出版社：啟思文化
適讀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時間

文 / 張嫻慧；圖 / 葛賢玉
I S B N ：9789570838459
出版年：2011
出版社：聯經
適讀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主      題：形狀

編號：M3-011

編號：M3-012



書籍介紹：

本書針對小學中年級程度設計，帶領學童暢遊古今中外六個精采

故事，讓學童卸下對數學的心防，輕輕鬆鬆、循序漸進養成高強

的實力，亦適合其他年級預習及複習之用。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數學

文 / 陳文炳；圖 / 胡瑞娟
I S B N ：9789867188304
出版年：2006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公制單位、形狀

編號：M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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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共分「妙用撲克牌」、「趣味數字卡」、「越多人越好玩」、

「隨時隨地玩數學」四個單元，集結 20 個阿 may 老師設計的數

學遊戲。這些遊戲不僅可以運用數字來思考，在遊戲中發展出各

種「數、量、形」的概念，同時也能精熟基本的數學運算能力，

並在遊戲中學習如何解決問題，讓學童輕鬆學數學。

Fun 輕鬆玩數學

文 / 劉慧梅
I S B N ：9789861215549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書泉
適讀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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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一張地圖指引艾蒙街兒童俱樂部成員進入一個神奇的世界。透過

真實生活中，閱讀地圖的技巧，如距離、比例、方位和符號，以

及在寵物鸚鵡皮蒂的協助下，他們發現了埋藏寶藏的地點。

藏寶圖：解讀地圖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崔西亞．塔薩；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586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四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

編號：M4-001

書籍介紹：

善用本書將可習得面積及體積的認識與比較、認識 10000 以內的

位值與進位、測量及計算等能力。建議可以請家長與學童共讀故

事，然後一起解題。

書籍介紹：

下課時，踢球的忙著算分數，跳繩的忙著比次數，鞦韆靠計時來

約束；有的遊戲還得湊人數！我們一直在算數，到底是下課了，

還是在上數學課？本書利用故事訓練學童的數感，讓學童在面對

問答題時，知道如何列式及解題。

數學親親：看童話，學數學

魔術小子：嗄，下課變上課？ ( 運算的秘密 )

文 / 郭嘉琪；圖 /T-Bone
I S B N ：9789862110379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四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形狀

文圖 / 黛娜．雷根； 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54461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編號：M4-002

編號：M4-003

數學科：國小四年級



書籍介紹：

本書利用 1 的冪次來算，每次都增加 1 倍，教學童唸出比「百

萬」更大的數，而且還介紹了比「億」、比「兆」還大的數，比

「不可思議」更大的數字名稱，一直往上數，直到沒有盡頭的「無

限」！

比百萬更大的數：一趟驚奇的數學之旅

文 / 大衛．舒瓦茲；圖 / 保羅．梅索；譯 / 郭嘉琪
I S B N ：9789867188267
出版年：2006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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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有六項應用問題：購物數學、棒球數學、閱讀數學、旅遊數

學、合作數學、分配數學。十一個數學概念：百分率、折扣問題、

機率、單位量、規律、等差數列、平均數、雞兔問題、工程問題、

差集問題、過與不足問題。並且以生活故事為題型，笑談中傳達

重要的數學概念，奠定四年級的數學基礎。在每篇提供詳盡的說

明、解題關鍵和邏輯分明的思考過程。並且在書中有一些國中學

測的題目，特別用小學的方法解題，反而更顯得簡單明瞭。

生活數學大贏家 . 四年級

文 / 徐任宏；圖 / 黃淑華
I S B N ：9789577515278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國語日報
適讀年級：四年級
主      題：數字

編號：M4-005

書籍介紹：

本書將帶學童從最基礎的計數開始，學習加法、減法、乘法和長

除法的基本概念，破解常見的數學符號，瞭解零的發明有多重要

等。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的算術魔法

文 / 查坦．波斯基；圖 / 丹尼爾．波斯蓋特；譯 / 陳偉民
I S B N ：9789863200352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四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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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主角巴特發現只要算得出來、量得出來、或是能分門別類的，

都可以變成圖表。那麼為何不做一份巴特生活的酷炫表呢？書中

的各式統計圖表則較適合四年級實際操作。

魔術小子：嘿，圖表真好用 ( 圖表的秘密 )

文 / 黛安．歐其翠；圖 / 馬汀．雷莫門；譯 / 蔡青恩
I S B N ：9789573254843
出版年：2005
出版社：遠流
適讀年級：四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統計

編號：M4-010

書籍介紹：

本書由三名東京大學理工碩士老師帶領學童一步步做數學題，整

理重點觀念，五大習慣讓你變成超級數學小子！本書很特別的地

方是在書前附有使用方法，也可讓學童自行編製新題類，但對四

年級學童來說，質數及質因數分解過難。

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8級，全套共八冊，第5級內容包括：小數、

垂直和平行、乘法、立體形狀、平行四邊形、分數的加法、多邊

形、偶數和奇數等。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5 級

文 / 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利士成，太田文；譯 / 韓雅若
I S B N ：9789866097447
出版年：2012
出版社：世茂
適讀年級：四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

文 / 黑澤俊二；圖 / 早坂德子；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743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四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統計

編號：M4-008

編號：M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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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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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隨著書中兩位好朋友猜測公車上有幾位乘客？物架上的物品總共

價值多少錢？糖果罐裡總共有多少顆軟糖？學童也可學會估算，

並樂在其中！

猜猜誰會贏？：估算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S.．D.．辛德樂；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425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五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編號：M5-001

書籍介紹：

傑克每件事都順利嗎？可能不是！從鮪魚三明治、足球練習到開

心果冰淇淋等，全都是幫助學童學習某些事是肯定的，某些事是

很可能、不太可能，或是不可能。

書籍介紹：

在這本書裡的學生運用常識做出判斷，試著找出合乎數字概念和

胡說八道之間的差異。這種討論能幫助學童建立自己的數字概

念，在學童的腦袋瓜兒裡培養對數字的感覺，讓學童可以在成群

的數字當中看到特別的模式，體會到數字的用處與樂趣。

開心果冰淇淋：機率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瑪莎．溫伯恩；譯 / 謝維玲
I S B N ：978986203357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五年級
主      題：數字

文 / 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3412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編號：M5-002

編號：M5-003

數學科：國小五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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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 8 級，全套共八冊，第 6 級內容包括：小

數的除法、多邊形、梯形的面積、除法和分數、百分比、圓和圓

周、圓面積等。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6 級

文 / 黑澤俊二；圖 / 早坂德子；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2750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

編號：M5-004

書籍介紹：

本書依照難度不同分為 8 級，全套共八冊，第 7 級內容包括：倍

數和最小公倍數、因數和最大公因數、立體圖形、分數的四則運

算、平均、全等圖形和對稱、速度等。

小學生觀念數學 . 第 7 級

文 / 黑澤俊二；圖 / 長谷部徹；譯 / 陳昭蓉
I S B N ：9789862163108
出版年：2009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

書籍介紹：

學習數學，是需要方法的，特別是基本觀念的學習，更要循序漸

進。本書作者（臺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專任教授）王富祥，多

年來擔任「亞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亞數學競賽」的指導教授，連

續好幾屆拿到冠軍。即使是資質一般的學童，經過他的指點，程

度馬上大躍進，在高手雲集的比賽中，拿到亮眼的成績！整體而

言，本書建議由教師引導閱讀。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 : 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 / 王富祥
I S B N ：9789576966477
出版年：2008
出版社：新自然主義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統計

編號：M5-005

編號：M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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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書要讓學童一次看完 7–9 年級重要的數學概念，並且帶領學

童用更清晰的數學邏輯思考，迎向更廣闊的未來！本書內容部分

適合國小，部分屬於國中程度，可用做與國中課程銜接用，如代

數及方程式。

觀念數學小學堂

文 / 艾力克斯．弗斯，米娜．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 亞當．
拉庫；譯 / 區國強
I S B N ：978986320267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統計

編號：M5-007

書籍介紹：

本書匯集古今中外最有創意的立方體及移動類遊戲，利用立體遊

戲可訓練學童的空間感及激盪腦力，挑戰學童的腦力極限！同時

介紹各式遊戲製作方法，讓學童自己動手做童玩，趣味又益智。

IQ 遊戲大百科 2：立體移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監修 / 秋山仁；譯 / 汪淑玲
I S B N ：9789862416457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親子天下
適讀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形狀

編號：M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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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這一本不會讓你遇到計算題的數學書！只要帶著豐富的想像力，

用直尺、圓規和一枝筆，就可以輕鬆破解各種圖形和空間的奧

祕！

神奇酷數學 6：圖形與空間的變幻世界

文 / 查坦．波斯基；圖 / 菲利普．李維；譯 / 陳偉民
I S B N ：9789863201458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形狀

編號：M6-001

書籍介紹：

打開「數學任意門」，每一扇門後面都是全新的數學世界哦！你

知道怎麼用長度和面積來表現腳的大小嗎？而原本懶惰的阿華先

生又是怎麼了解父親的苦心？誰是有名的數學王子，他解開了數

列的規律；玩象棋時，你曾想過這跟座標有關嗎？潘朵拉的金盒

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最複雜的統計圖表，有十二生肖，就一點

都不用苦惱啦！

數學任意門：看故事，學數學

文 / 陳文炳；圖 / 胡瑞娟
I S B N ：9789862110546
出版年：2008
出版社：小魯文化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公制單位、統計

書籍介紹：

本書是作者約翰．班納精選 MENSA 數學謎題編寫而成，包含從

低階到高階的各種數學謎題，不同於一般市面上的數學參考書，

也不同於學校考試的數學題目，這些 MENSA 數學謎題以「邏

輯」、「推理」、「基礎數學概念」為基準，能夠訓練思考、推

理和邏輯能力。

MENSA 數學小天才

文 / 約翰．班納；譯 / 謝靜雯
I S B N ：9789866749810
出版年：2011
出版社：稻田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四則運算

編號：M6-002

編號：M6-003

數學科：國小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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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裴利企鵝需要 9 個蛤蜊才能購買一部冰上滑板車。但是，他不善

於儲蓄。將裴利賺到的、花費的、找到的、遺失的或向別人借的

蛤蜊等，用一個簡單的線圖說明了負數的概念。

裴利的滑板車：負數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弗蘭克．瑞姆凱威克茲；譯 / 范光
中
I S B N ：9789862033500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統計

編號：M6-004

書籍介紹：

你可以製作多少種聖代呢？從 6 種原料中選取，可以組成很多種

不同的聖代。在書中看到大家在學校園遊會中所製作的聖代，沒

想到學童們所學到的數學也可以這麼的美味可口！

書籍介紹：

本書透過幽默刺激的故事和逗趣的插畫，介紹國小中高年級數學

的重要基本概念，像是十進位系統的發明與重要性、時間單位、

未知數的概念等。書中一些有趣的數學常識，應能吸引學童閱讀。

冰淇淋聖代：排列組合

神奇酷數學 1：奇妙的數與量

文 / 斯圖爾特．J.．墨菲；圖 / 辛西雅．賈巴；譯 / 張凰蕙
I S B N ：9789862033524
出版年：2013
出版社：臺灣麥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

文 / 查坦．波斯基；圖 / 瑞弗．鄧頓；譯 / 陳偉民
I S B N ：9789863200345
出版年：2012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6-006

編號：M6-007



書籍介紹：

本書化繁為簡，以 DK 出版社擅長的豐富圖片、淺顯的文字，讓

學童一起輕鬆學理財，原來學習用錢也可以這麼有趣！本書最好

能導讀，因為需討論思考與選擇。

學校沒教的用錢百科

文 / 艾文．霍爾；譯 / 余欲弟
I S B N ：9789862740767
出版年：2012
出版社：青林國際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6-008

書籍介紹：

本書有七項應用問題：月曆數學、紙杯數學、烹飪數學、考試數

學、比賽數學、時鐘數學、火車數學。十一個數學概念：規律、

餘數、集合、因數、濃度、推理、等差數列、平均數、比例、時

鐘問題、速率。以生活故事為題型，笑談中傳達重要的數學概念，

並且在每篇提供詳盡的說明、解題關鍵和邏輯分明的思考過程。

在書中的數學概念，對小學階段的數學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到了

國中階段，還是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書籍介紹：

本書從骰子、撲克牌、魔方陣、搶 30、五連塊等八個數學遊戲加

以介紹並分析的數學思考和邏輯，揭開小「兒戲」裡的大學問！

本書建議六年級學童可自己閱讀部份單元，其餘單元建議由教師

以遊戲、實作帶入觀念。

生活數學大贏家 . 五年級

讓我們來玩數學吧！

文 / 徐任宏；圖 / 黃淑華
I S B N ：9789577515285
出版年：2007
出版社：國語日報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文 / 黃敏晃；圖 / 蔡嘉驊
I S B N ：9789864174560
出版年：2005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

編號：M6-010

編號：M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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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數學偵探王─小維，利用國小數學，破解二十四個生活上常見的

迷思，學習分數、百分率、最小公倍數、連比、圓面積、對稱、

一筆畫等國小數學知識，練就高強的思考力與解題力，找回數學

學習的樂趣與自信！

數學偵探王

文 / 徐任宏；圖 / 郭莉蓁
I S B N ：9789863201649
出版年：2013
出版社：小天下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編號：M6-012

書籍介紹：

本書由第一線數學教師執筆插畫，以39個單元，涵括數、量、形、

計算、度量、座標等主題，由淺入深，將數學中的重要概念，藉

著極富趣味性及啟發性的遊戲，傳授給學齡前兒童至國中階段的

學童。書中之手繪輔助插畫充滿童趣，提高學童親近數學的意願，

並充分達到作者欲藉由本書讓所有學童都喜愛學習數學的本心。

建議本書應由家長、教師以遊戲方式配合解說。

玩出數學力：4-14 歲親子遊戲書

文 / 廣瀨智子；譯 / 詹盛閔
I S B N ：9789577769183
出版年：2008
出版社：世茂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形狀

編號：M6-013

書籍介紹：

本書涵蓋數學各方面的益智問題 100 題，以漫畫的方式透過解題

的過程可增進學童邏輯推理的能力，適合作為國小高年級生彼此

間的提問競賽或學童挑戰家長的工具書。

挑戰機智王：數學

文 / 莊思筠，吳智仁；圖 / 漫畫罐頭
I S B N ：9789867133113
出版年：2006
出版社：南極熊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

編號：M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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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書中的世民、海智和阿哲，跟著其他學童，躍躍欲試的前往神奇

島參加天才營闖關活動。測驗是以遊戲的方式進行，題目就藏在

既危險又困難的迷宮裡，而且考驗的不只是智商，分析力、創意

力、毅力與品德，都是勝負的關鍵，而闖關成功的人，即可進入

國立天才學校就讀唷！本書為數學邏輯推理小說，較具挑戰性。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文 / 金成洙；圖 / 俞俊在；譯 / 凱翔
I S B N ：9789574514380
出版年：2010
出版社：新苗文化
適讀年級：六年級
主      題：數字、四則運算、公制單位、統計

編號：M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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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推薦書目



128 
 

自然科：國小一年級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對應同年級課程單元 

S1-001 風是什麼顏色? 文圖/安‧艾珀；譯/楊雯珺 遠流 2013 9789573271482 一上 4.風來啦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一上 4.風來啦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一上 4.風來啦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一上 4.風來啦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一上 5.吹泡泡真有

趣 

S1-005 吹泡泡 
文/陳美玲；圖/陳維霖；攝影/

張振山 
親親文化 2005 9789867394392 

一上 5.吹泡泡真有

趣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06 
小小知識家 1：火車是怎

麼來的? 

文/珍‧賓漢；圖/科林‧金；譯/

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12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08 
小小知識家 2：汽車是怎

麼來的? 

文/凱蒂‧戴恩斯；圖/亞當‧拉

庫；譯/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2992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09 
小小知識家 3：飛行是怎

麼回事? 

文/萊斯利‧席姆斯；圖/史蒂芬‧

卡特萊特；譯/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29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10 
小小知識家 4：船是怎麼

來的? 

文/珍‧賓漢；圖/科林‧金；譯/

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36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11 特殊車小百科 文/楊克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52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12 航空站工作車 文圖/鐮田步；譯/林意勝 阿爾發 2010 9789868577558 
一下 1.大家的交通

工具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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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流

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2 有一棵植物叫龍葵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5 9789573256526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3 玉井芒果的祕密 文/許玲慧；圖/陳盈帆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495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4 看見台灣大樹 文/陳月文；圖/黃崑謀 遠流 2008 9789573264118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5 愛上蘭花 文/陳玉珠；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587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7 柑橘香皂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44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8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67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29 樹木糖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35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30 魔術帽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03 
一下 2.大樹小花朋

友多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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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一下 6.好熱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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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二上 2.奇妙的水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二上 2.奇妙的水 

S2-001 
自來水的旅行：嘩啦嘩

啦！ 

文/鄭恩玲；圖/尹真賢；譯/郭

淑慧 
上人文化 2010 9789862121450 二上 2.奇妙的水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二上 2.奇妙的水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邱

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二上 2.奇妙的水 

S2-004 
不要再浪費了! 3：哇，沒

水了!怎麼辦?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二上 2.奇妙的水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

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繪/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翻譯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5 我家有科學 
文/任淑英；圖/金志雅；譯/陳

麗如 
上人文化 2010 9789862121443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6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文/謝武彰；圖/陳志賢 水滴文化 2013 9789868827684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09 實驗好好玩：滾動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

默爾；譯/陳妍如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52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2-010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文/諾拉‧多梅尼奇尼；圖/瑪里

翁‧比耶；譯/謝蕙心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69 二上 3.光影好好玩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

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1 
食物哪裡來?美食旅行團

出發! 

文圖/亞哥斯提諾‧特萊尼；譯/

亞比 
小天下 2014 9789863204671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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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4 
我的山居鳥日記：25 種鳥

類生活大集合 
文圖/鈴木守；譯/陳采瑛 遠流 2007 9789573260721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5 
森林裡的清道夫：蘑菇

(哇!大自然；4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41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6 
新鮮好吃的蔬菜(哇!大自

然；45)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28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7 昆蟲放大鏡：發現 文/栗林慧；譯/黃郁文 尖端 2005 9789571030968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8 魚繪本：魚的形狀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15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2-019 魚繪本：魚的臉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08 二上 6.米食大探索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

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流

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儀，

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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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儀，

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儀，

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儀，

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06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文/謝武彰；圖/陳志賢 水滴文化 2013 978986882768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14 
我的山居鳥日記：25 種鳥

類生活大集合 
文圖/鈴木守；譯/陳采瑛 遠流 2007 978957326072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0 
STOP!跳蚤為什麼住在

狗身上? 
文/Kim,San-ha；譯/紫元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059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1 大自然的顏色 文/徐仁修 愛智圖書 2010 978957608352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2 小蠑螈，睡哪裡? 
文/安妮‧梅茲爾(Anne 

Mazer)；譯/林芳萍 
和英 2000 978957975349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3 
少女長毛象 YUKA 的超

時空旅行 
文/方平 閣林國際 2013 978986292206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4 台灣鳥四季 文圖/何華仁 玉山社 2010 978986678972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5 生態池的故事 文圖/許增巧 玉山社 2007 978986737586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6 我看見一隻鳥 文圖/劉伯樂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20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7 我們的新寵物：狗 
文/Núria Roca；圖/Rosa M. 

Curto；譯/咕咕吉 
上羊文化 2010 978986845174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28 我們的新寵物：貓 
文/Núria Roca；圖/Rosa M. 

Curto；譯/咕咕吉 
上羊文化 2010 978986845175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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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29 

那時候恐龍開始茁壯，哺

乳類東躲西藏，翼龍展翅

飛翔 

文/漢娜‧波納；譯/涂可欣 大石國際文化 2013 978986591820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0 奇妙的動物世界 文/崔烔善；譯/李英華 三采文化 2003 978986774442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1 
看，冬日的黑色大軍！：

金門鸕鷀之旅 
文圖/劉伯樂；攝影/周民雄 

金門縣政府文

化局 
2009 978986020250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2 柴棺龜、澤蟹和虎皮蛙 文/陳仰聖；圖/張致中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2012 978986034049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3 
動物的顏色：由世界各地

動物所組成的七色彩虹 
文/貝絲‧費汀；譯/張東君 小魯文化 2012 978986211289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4 彩鷸奶爸 文圖/何華仁 玉山社 2013 978986294042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5 猜猜我是誰? 文/徐仁修 愛智圖書 2010 978957608351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6 逛逛動物園 文圖/艾麗奇；譯/張東君 遠足文化 2009 978986673128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7 野雁的故事 
文/凱瑞‧貝斯特；圖/何利‧米

德；譯/張杏如 
上誼文化 2005 978957762413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8 野貓的研究 
文/伊澤雅子；圖/平出衛；譯/

鄭明進 
小魯文化 2013 978986211401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39 鳥兒為什麼會飛? 
文/卡洛琳‧阿諾；圖/派翠西亞‧

維妮；譯/孔繁璐 
大穎文化 2013 978986592531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0 鳥類大追蹤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宇有福 臺灣東方 2007 978957570871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1 象什麼...... 
文/張東君；圖/黃麗珍；攝影/

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08 978986658201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2 黑熊 
文/米田一彥；圖/田中豐美；

譯/黃郁文 
青林國際 2012 978986274065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3 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vol.2 
文/高岡昌江；圖/柏原晃夫；

譯/宋碧華 
臺灣麥克 2012 978986203419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4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榮

珍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8 978957632481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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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7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石森愛彥；譯/宋碧華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08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8 斑馬的空調設備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5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49 河馬美容院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9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0 大貓熊 監修/增井光子；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66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1 2 條腿與 4 條腿 
文/香原志勢；圖/U.G.佐

藤；譯/蔣家鋼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9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2 
怪異恐龍總動員：這些恐

龍，為什麼長得這麼奇怪? 

文/克里斯多夫‧斯隆；譯/邢

立達，王申娜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87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3 小小科學家：泥土 
文/史蒂夫‧湯馬錫克；圖/南

希‧伍德曼；譯/陳雅雲 
秋雨文化 2003 978986768042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4 我的動物寶貝 2: 無尾熊 監修/增井光子；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67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5 超級便.便.便 
文/中野博美；譯/鄭明進；

攝影/福田豐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71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6 黑猩猩 文/黎芳玲；圖/曹俊彥 親親文化 1992 9789579427265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7 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1 

文/高岡昌江；照片/福田豐

文；圖/柏原晃夫；審訂/小

宮揮之；譯/宋碧華 

臺灣麥克 2012 978986203420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8 魔法校車：感官大探索 

文/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圖/布魯斯‧迪根

(Bruce Degen)；譯/蔡青恩 

遠流 2012 978957326958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59 人類與動物的行為觀察 

文/池田啟；圖/柳生弦一

郎；譯/游珮芸；攝影/久保

敬親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23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0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爬

行動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1 熊啊 
文/星野道夫；譯/林真美；

攝影/星野道夫 
親子天下 2006 978986715874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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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62 家在哪裡?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43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3 動物的藥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11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4 怎麼拆開來?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10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5 動物的小祕密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67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6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

較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淺井粂男；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868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7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

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53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8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

家 
文/凱薩琳‧休斯；譯/林潔盈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73740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69 你是誰? 
文/松橋利光；譯/張東君；攝

影/松橋利光 
格林文化 2009 9789861891538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0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

冒大王? 
文/胡妙芬；圖/彭永成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70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1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

動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2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

恐龍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3 別丟下我一個!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74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4 逛逛水族館 
文圖/艾麗奇；審訂/方力行；

譯/莊世瑩 
遠足文化 2009 9789866731273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5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82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6 獨角仙在哪裡? 文圖/松岡達英；譯/黃郁文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217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

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1-003 小學生知識百科 編/風車 風車圖書 2010 9789862231036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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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

邱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二下 5.雨天生活變化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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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

的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

馬可‧布朗(Marc Brown)；譯

/遠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2 有一棵植物叫龍葵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5 978957325652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3 玉井芒果的祕密 文/許玲慧；圖/陳盈帆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495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4 看見台灣大樹 文/陳月文；圖/黃崑謀 遠流 2008 978957326411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5 愛上蘭花 文/陳玉珠；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58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7 柑橘香皂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44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8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6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29 樹木糖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35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1-030 魔術帽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0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

子，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15 
森林裡的清道夫：蘑菇

(哇!大自然；4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41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16 
新鮮好吃的蔬菜(哇!大

自然；45)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2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

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2-047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石森愛彥；譯/宋碧華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08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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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1 
結實纍纍的稻子(哇!大自

然；48)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31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分

鐘：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

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6 
又長又黃的香蕉(哇!大自

然；47)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1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7 

大地時鐘：大地四季中的

動植物(四季時鐘系

列；.v.1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91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8 小種籽 文/艾瑞‧卡爾；譯/蔣家語 上誼文化 1991 978957969142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09 

太陽時鐘：陽光下的動植

物(四季時鐘系列；.v.2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90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0 
生長美味水果的：果樹

(哇!大自然；51) 

文/綠色世上，鄭珍美；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25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1 在植物園裡迷路 
文/垣內磯子；圖/辻恵子；譯/

林家羽；攝影/辻恵子 
大穎文化 2011 978986640771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2 
池塘裡的女王：蓮花(哇!

大自然；57) 
文/林枝蓮；譯/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34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3 
自然大驚奇：由遠到近‧

由近到遠 
文圖/荷內‧馬特雷；譯/周逸芬 和英 2004 9789867942562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4 
坑坑疤疤的馬鈴薯(哇!大

自然；5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羅

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8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5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文圖/童嘉 親子天下 2009 978986658264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6 
豆莢裡圓圓的豆子(哇!大

自然；49)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6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7 
花中之王玫瑰(哇!大自

然；54)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1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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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18 

花卉時鐘：花朵的春夏秋

冬(四季時鐘系列；.v.4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8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19 
金黃的珍珠玉米(哇!大自

然；42)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91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0 
長滿尖刺的仙人掌(哇!大

自然；58)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7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1 
春天的使者蒲公英(哇!大

自然；53)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9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2 
紅透成熟的番茄(哇!大自

然；43)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3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3 

草地時鐘：四季中的草地

(四季時鐘系列；.v.5 共六

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7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4 
從我家到學校的花草日

記 
文圖/陳麗雅 藝術家出版 2009 9789866565489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5 
清脆酸甜的蘋果(哇!大自

然；44)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83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6 
清晨綻開的牽牛花(哇!大

自然；52)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84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7 荷花池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2 978986274073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8 
森林的拓荒者：蕨類(哇!

大自然；59) 
文/綠色世上；譯/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4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29 實驗好好玩：植物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文森‧

馬希；譯/陳妍如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3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0 
筆直成長的竹子(哇!大自

然；5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11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1 菜市場蔬菜圖鑑 文/張蕙芬；圖/林麗琪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0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2 
擅長捕蟲的食蟲植物(哇!

大自然；6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蘇

世甄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7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3 

樹木時鐘：四季中的樹木

(四季時鐘系列；.v.3 共六 

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90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4 
繽紛豔麗的花卉(哇!大自

然；55)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49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5 蠶豆哥哥的床 文圖/中屋美和；譯/黃雅妮 經典傳訊 2004 978957476362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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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7 
野花入門：張永仁的野花

觀察筆記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65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8 野花圖鑑 2：中高海拔篇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58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39 
野花圖鑑：臺灣四百多種

野花生態圖鑑 
文/張永仁 遠流 2002 9789573247562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40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

科學故事集 2 
文/大山光晴；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797 三上 1.植物的身體 

S3-041 實驗好好玩：磁鐵的遊戲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殷麗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56 三上 2.神奇磁力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繪/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翻譯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邱

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2-048 斑馬的空調設備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59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分

鐘：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

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42 能源停看聽 
文/Francois Michel；圖

/Robin；譯/ 陳秋玲 
鄉宇文化 2005 9789868133914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43 
晨讀 10 分鐘：超級好玩!

科學故事集 3 
文/詹慕如，吉村亞希子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889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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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44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和

導航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56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45 和雲兒做朋友 文/游丕若；攝影/游丕若 人人 2005 9789867916761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3-046 
不要再浪費了! 6：別讓地

球停電了!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三上 3.看不見的空氣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15 
森林裡的清道夫：蘑菇

(哇!大自然；4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41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16 
新鮮好吃的蔬菜(哇!大自

然；45)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28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17 昆蟲放大鏡：發現 文/栗林慧；譯/黃郁文 尖端 2005 9789571030968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2-049 河馬美容院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98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47 蛀牙蟲家族大搬家 文圖/西本康子；譯/游珮芸 小熊出版 2011 9789868746626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48 
誰在吃你?寄生蟲的秘密

故事 

文/尼古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圖/尼爾‧雷登(Neal 

Layton)；譯/傅伯寧 

和英 2008 9789867942913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50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1：魔

術般的 66 道科學實驗遊

戲 

文圖/學習研究社編輯部；譯/

鄭涵壬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3027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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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51 我的身體大探索 

文/帕斯卡爾‧博朗斯茲坦；圖/

德尼‧奧爾瓦特，莫尼卡‧戈德

麗奧爾特，安娜‧維爾斯多爾

夫；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749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52 實驗好好玩：化學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納塔莉‧

蘇；譯/簡薇倫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70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53 看不見的病菌 

文/楚迪‧羅門尼克(Trudee 

Romanck)；圖/羅斯‧凱利斯 

(Rose Cowles)；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515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54 
晨讀 10 分鐘：嘆為觀止!

科學故事集 6 
文/粟田佳織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22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3-055 
晨讀 10 分鐘：宇宙探柲!

科學故事集 5 

文/栗田佳織；圖/吉村亞希

子；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15 三上 4.廚房裡的科學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三下 1.種蔬菜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三下 1.種蔬菜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三下 1.種蔬菜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流

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三下 1.種蔬菜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三下 1.種蔬菜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三下 1.種蔬菜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三下 1.種蔬菜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三下 1.種蔬菜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三下 1.種蔬菜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三下 1.種蔬菜 

S1-022 有一棵植物叫龍葵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5 9789573256526 三下 1.種蔬菜 

S1-023 玉井芒果的祕密 文/許玲慧；圖/陳盈帆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495 三下 1.種蔬菜 

S1-024 看見台灣大樹 文/陳月文；圖/黃崑謀 遠流 2008 9789573264118 三下 1.種蔬菜 

S1-025 愛上蘭花 文/陳玉珠；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587 三下 1.種蔬菜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三下 1.種蔬菜 

S1-027 柑橘香皂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44 三下 1.種蔬菜 

S1-028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67 三下 1.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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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29 樹木糖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35 三下 1.種蔬菜 

S1-030 魔術帽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03 三下 1.種蔬菜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三下 1.種蔬菜 

S2-015 
森林裡的清道夫：蘑菇

(哇!大自然；4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徐

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41 三下 1.種蔬菜 

S2-016 
新鮮好吃的蔬菜(哇!大

自然；45)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28 三下 1.種蔬菜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三下 1.種蔬菜 

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三下 1.種蔬菜 

S2-047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石森愛彥；譯/宋碧華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089 三下 1.種蔬菜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下 1.種蔬菜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

然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三下 1.種蔬菜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分鐘：杯子音樂會‧實驗

故事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三下 1.種蔬菜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下 1.種蔬菜 

S3-006 
又長又黃的香蕉(哇!大

自然；47)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18 三下 1.種蔬菜 

S3-007 

大地時鐘：大地四季中

的動植物(四季時鐘系

列；.v.1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913 三下 1.種蔬菜 

S3-008 小種籽 文/艾瑞‧卡爾；譯/蔣家語 上誼文化 1991 9789579691420 三下 1.種蔬菜 

S3-009 

太陽時鐘：陽光下的動

植物(四季時鐘系

列；.v.2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906 三下 1.種蔬菜 

S3-010 
生長美味水果的：果樹

(哇!大自然；51) 

文/綠色世上，鄭珍美；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25 三下 1.種蔬菜 

S3-011 在植物園裡迷路 
文/垣內磯子；圖/辻恵子；譯

/林家羽；攝影/辻恵子 
大穎文化 2011 9789866407710 三下 1.種蔬菜 

S3-012 
池塘裡的女王：蓮花(哇!

大自然；57) 
文/林枝蓮；譯/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34 三下 1.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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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13 
自然大驚奇：由遠到近‧

由近到遠 

文圖/荷內‧馬特雷；譯/周逸

芬 
和英 2004 9789867942562 三下 1.種蔬菜 

S3-014 
坑坑疤疤的馬鈴薯：(哇!

大自然；5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80 三下 1.種蔬菜 

S3-015 我家有個花‧果‧菜‧園 文圖/童嘉 親子天下 2009 9789866582646 三下 1.種蔬菜 

S3-016 
豆莢裡圓圓的豆子(哇!

大自然；49)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63 三下 1.種蔬菜 

S3-017 
花中之王玫瑰(哇!大自

然；54)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13 三下 1.種蔬菜 

S3-018 

花卉時鐘：花朵的春夏

秋冬(四季時鐘系

列；.v.4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83 三下 1.種蔬菜 

S3-019 
金黃的珍珠玉米(哇!大

自然；42)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91 三下 1.種蔬菜 

S3-020 
長滿尖刺的仙人掌(哇!

大自然；58)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73 三下 1.種蔬菜 

S3-021 
春天的使者蒲公英(哇!

大自然；53)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99 三下 1.種蔬菜 

S3-022 
紅透成熟的番茄(哇!大

自然；43)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38 三下 1.種蔬菜 

S3-023 

草地時鐘：四季中的草

地(四季時鐘系列；.v.5

共六 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76 三下 1.種蔬菜 

S3-024 
從我家到學校的花草日

記 
文圖/陳麗雅 藝術家出版 2009 9789866565489 三下 1.種蔬菜 

S3-025 
清脆酸甜的蘋果(哇!大

自然；44)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83 三下 1.種蔬菜 

S3-026 
清晨綻開的牽牛花(哇!

大自然；52)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84 三下 1.種蔬菜 

S3-027 荷花池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2 9789862740736 三下 1.種蔬菜 

S3-028 
森林的拓荒者：蕨類(哇!

大自然；59) 
文/綠色世上；譯/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48 三下 1.種蔬菜 

S3-029 
實驗好好玩：植物的遊

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文森‧

馬希；譯/陳妍如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38 三下 1.種蔬菜 

S3-030 
筆直成長的竹子(哇!大

自然；5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11 三下 1.種蔬菜 



146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對應同年級課程單元 

S3-031 菜市場蔬菜圖鑑 文/張蕙芬；圖/林麗琪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00 三下 1.種蔬菜 

S3-032 
擅長捕蟲的食蟲植物

(哇!大自然；6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蘇世甄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70 三下 1.種蔬菜 

S3-033 

樹木時鐘：四季中的樹

木(四季時鐘系列；.v.3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890 三下 1.種蔬菜 

S3-034 
繽紛豔麗的花卉(哇!大

自然；55)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498 三下 1.種蔬菜 

S3-035 蠶豆哥哥的床 文圖/中屋美和；譯/黃雅妮 經典傳訊 2004 9789574763627 三下 1.種蔬菜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三下 1.種蔬菜 

S3-037 
野花入門：張永仁的野

花觀察筆記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65 三下 1.種蔬菜 

S3-038 野花圖鑑 2：中高海拔篇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58 三下 1.種蔬菜 

S3-039 
野花圖鑑：臺灣四百多

種野花生態圖鑑 
文/張永仁 遠流 2002 9789573247562 三下 1.種蔬菜 

S3-040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

科學故事集 2 
文/大山光晴；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797 三下 1.種蔬菜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鐘：光的接力賽‧實驗

故事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

邱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04 
不要再浪費了! 3：哇，

沒水了!怎麼辦?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三下 2.百變的水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三下 2.百變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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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分鐘：杯子音樂會‧實驗

故事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50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1：魔

術般的66道科學實驗遊

戲 

文圖/學習研究社編輯部；譯/

鄭涵壬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3027 三下 2.百變的水 

S3-056 水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

默爾；譯/吳淨騁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07 三下 2.百變的水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三下 3.認識天氣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3.認識天氣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3.認識天氣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3.認識天氣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3.認識天氣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

邱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三下 3.認識天氣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三下 3.認識天氣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三下 3.認識天氣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下 3.認識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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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下 3.認識天氣 

S3-044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

和導航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56 三下 3.認識天氣 

S3-045 和雲兒做朋友 文/游丕若；攝影/游丕若 人人 2005 9789867916761 三下 3.認識天氣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三下 3.認識天氣 

S3-058 有很多為什麼的書 

文/瑪丁．拉封，奧棠斯．德．

夏朋雷斯；圖/賈克．亞贊；

譯/邱瑞鑾 

飛寶國際 2009 9789866701122 三下 3.認識天氣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

的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譯/陳光儀，魏靖

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鐘：光的接力賽‧實驗

故事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08 
晨讀 10 分鐘：春天鬧鬼

記‧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

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0 大貓熊 監修/增井光子；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66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1 2 條腿與 4 條腿 
文/香原志勢；圖/U.G.佐藤；

譯/蔣家鋼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9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2 

怪異恐龍總動員：這些

恐龍，為什麼長得這麼

奇怪? 

文/克里斯多夫‧斯隆；譯/邢

立達，王申娜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8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3 小小科學家：泥土 
文/史蒂夫‧湯馬錫克；圖/南

希‧伍德曼；譯/陳雅雲 
秋雨文化 2003 978986768042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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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54 
我的動物寶貝 2: 無尾

熊 
監修/增井光子；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67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5 超級便.便.便 
文/中野博美；譯/鄭明進；攝

影/福田豐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71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6 黑猩猩 文/黎芳玲；圖/曹俊彥 親親文化 1992 978957942726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7 與實物等大動物園 1 

文/高岡昌江；照片/福田豐

文；圖/柏原晃夫；審訂/小宮

揮之；譯/宋碧華 

臺灣麥克 2012 978986203420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8 魔法校車：感官大探索 

文/喬安娜‧柯爾(Joanna 

Cole)；圖/布魯斯‧迪根

(Bruce Degen)；譯/蔡青恩 

遠流 2012 978957326958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59 人類與動物的行為觀察 
文/池田啟；圖/柳生弦一郎；

譯/游珮芸；攝影/久保敬親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23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0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

爬行動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1 熊啊 
文/星野道夫；譯/林真美；攝

影/星野道夫 
親子天下 2006 978986715874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2 家在哪裡?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4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3 動物的藥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1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4 怎麼拆開來?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1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5 動物的小祕密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6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6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

較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淺井粂男；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868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7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

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5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8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

家 
文/凱薩琳‧休斯；譯/林潔盈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73740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69 你是誰? 
文/松橋利光；譯/張東君；攝

影/松橋利光 
格林文化 2009 978986189153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70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冒

大王? 
文/胡妙芬；圖/彭永成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70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2-071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

動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150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對應同年級課程單元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分鐘：杯子音樂會‧實驗

故事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

子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51 我的身體大探索 

文/帕斯卡爾‧博朗斯茲坦；圖

/德尼‧奧爾瓦特，莫尼卡‧戈

德麗奧爾特，安娜‧維爾斯多

爾夫；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74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59 人要睡覺，動物要睡覺 
文/井上昌次郎；圖/橫山三七

子；譯/蔣家鋼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26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0 小豬不會飛 文圖/班‧科特；譯/林良 小魯文化 2013 978986211323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1 
不畏寒冷的極地動物

(哇!大自；1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77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2 
不會飛的鴕鳥(哇!大自

然；2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6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3 
天空的主人：鳥(哇!大自

然；3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5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4 
生長在育兒袋裡的袋鼠

(哇!大自然；4)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3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5 
住在雪國的企鵝(哇!大

自然；25)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陳麗如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0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6 
沙漠和草原動物(哇!大

自然；7)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4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7 身體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雷米‧

薩拉德；譯/王心瑛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2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8 
忠誠可靠的朋友：狗(哇!

大自然；12)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78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69 
爬樹高手：猿和猴(哇!

大自然；1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0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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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70 
長長鼻子的大象(哇!大

自然；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王存立，金炫辰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1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1 
背著螺殼屋的蝸牛(哇!

大自然；15) 

文/綠色世上，鄭珍美；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4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2 
倒掛高手‧蝙蝠(哇!大自

然；32)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邱敏瑤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79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3 神奇樹屋小百科 1：恐龍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

斯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

豐；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02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4 
草原上的高個兒長頸鹿

(哇!大自然；2)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

蘇世甄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7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5 
高大雄壯的：熊(哇!大自

然；17)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王存立，金炫辰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8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6 
鳥中之王老鷹(哇!大自

然；27)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徐鳳擎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48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7 
森林之王老虎(哇!大自

然；5)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王存立，金炫辰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4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8 
跑步高手馬(哇!大自

然；6)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蘇世甄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46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79 
黑夜獵人：貓頭鷹(哇!

大自然；29)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陳麗如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9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0 
圓嘟嘟的可愛大貓熊

(哇!大自然；8)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金炫辰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6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1 
溫馴膽小的鹿(哇!大自

然；14)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9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2 
萬獸之王獅子(哇!大自

然；9)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王存立，金炫辰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47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3 

蝸牛不思議：21 個不可

思議主題&100 種臺灣

蝸牛圖鑑 

文/謝伯娟 遠流 2013 978957327138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4 
機警的獵人：狼(哇!大自

然；13)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3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5 
翱翔空中的海鷗(哇!大

自然；28)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0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6 
優雅展翅的鶴(哇!大自

然；3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陳麗如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7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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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87 
聰明狡猾的狐狸(哇!大

自然；3) 

文/綠色世上，金美娟；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9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8 聲音的遊戲 
文/伊莎貝拉‧夏維妮；圖/傑

若姆‧盧里耶；譯/游兆嘉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4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89 
繽紛多樣的熱帶雨林動

物(哇!大自然；1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0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0 
靈巧敏捷的：貓(哇!大自

然；18)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1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1 
回游返鄉的：鮭魚(哇!

大自然；2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2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2 
帥氣的噴泉鯨豚(哇!大

自然；20)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52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3 
穿著盔甲的龜(哇!大自

然；23)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

羅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5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4 
海底的寶石：珊瑚(哇!

大自然；24)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2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5 
海洋大鏢客鯊魚(哇!大

自然；19)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6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6 
跳遠高手：青蛙(哇!大自

然；22)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

劉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35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7 青蛙不簡單 
文/李世榮；攝影/李世榮，楊

胤勛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5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8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嘆

為觀止的地球變身術

(大自然小尖兵；2)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54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099 

大自然的絕妙點子：學

習生物的超級本領(大

自然小尖兵；3)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47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100 

共生的生物：互相依

賴．獲利共享的好朋友

(大自然小尖兵；4)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30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101 

形形色色的防禦：生物

的防身術(大自然小尖

兵；6)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16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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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02 

顯微鏡下的花花世界：

讓你大開眼界!(大自然

小尖兵；5)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23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103 昆蟲迷宮 

文圖/香川元太郎；監修/小野

展嗣；審訂/朱耀沂；譯/蕭照

芳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049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104 

完美的偽裝：猜猜我躲

在哪裡呀!(大自然小尖

兵；1)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

拜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

曼，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61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S3-105 無尾鳳蝶的生日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6 9789573257028 三下 4.動物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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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上 1.月亮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上 1.月亮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四上 1.月亮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四上 1.月亮 

S3-054 
晨讀 10 分鐘：嘆為觀止!

科學故事集 6 
文/粟田佳織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22 四上 1.月亮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四上 1.月亮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四上 1.月亮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上 1.月亮 

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四上 1.月亮 

S4-005 
世界多麼奇妙：再上去是

什麼?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鄭榮珍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33 四上 1.月亮 

S4-006 星空大搜密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廖篤誠 臺灣東方 2006 9789575708283 四上 1.月亮 

S4-007 浩瀚天宇：太空科學特輯 編撰/謝元凱，蔡亞倫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6 9789868128798 四上 1.月亮 

S4-008 探索太空 100 問 文/李波浪；圖/徐奭根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133106 四上 1.月亮 

S4-009 實驗好好玩：太空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圖/迪迪耶‧

巴立席維克；譯/顏湘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87 四上 1.月亮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四上 1.月亮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上 2.水生家族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四上 2.水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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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18 魚繪本：魚的形狀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15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19 魚繪本：魚的臉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08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65 動物的小祕密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67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66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較

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淺井粂男；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8684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67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圖

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53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68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家 文/凱薩琳‧休斯；譯/林潔盈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737402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69 你是誰? 
文/松橋利光；譯/張東君；攝

影/松橋利光 
格林文化 2009 9789861891538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70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冒

大王? 
文/胡妙芬；圖/彭永成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706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74 逛逛水族館 
文圖/艾麗奇；審訂/方力行；

譯/莊世瑩 
遠足文化 2009 9789866731273 四上 2.水生家族 

S2-075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82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54 
晨讀 10 分鐘：嘆為觀止!

科學故事集 6 
文/粟田佳織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22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55 
晨讀 10 分鐘：宇宙探柲!

科學故事集 5 

文/栗田佳織；圖/吉村亞希

子；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15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1 
回游返鄉的：鮭魚(哇!大自

然；2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20 四上 2.水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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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92 
帥氣的噴泉鯨豚(哇!大自

然；20)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52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3 
穿著盔甲的龜(哇!大自

然；23)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羅

雅安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58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4 
海底的寶石：珊瑚(哇!大自

然；24)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27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5 
海洋大鏢客鯊魚(哇!大自

然；19) 

文/綠色世上，金容蘭；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60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6 
跳遠高手：青蛙(哇!大自

然；22) 

文/綠色世上，林枝蓮；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35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7 青蛙不簡單 
文/李世榮；攝影/李世榮，楊

胤勛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53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8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嘆為

觀止的地球變身術(大自

然小尖兵；2)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54 四上 2.水生家族 

S3-099 

大自然的絕妙點子：學習

生物的超級本領(大自然

小尖兵；3)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47 四上 2.水生家族 

S3-100 

共生的生物：互相依賴．

獲利共享的好朋友(大自

然小尖兵；4)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30 四上 2.水生家族 

S3-101 
形形色色的防禦：生物的

防身術(大自然小尖兵；6)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16 四上 2.水生家族 

S3-102 

顯微鏡下的花花世界：讓

你大開眼界!(大自然小尖

兵；5)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23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1 小小科學家：珊瑚礁 
文/希薇亞‧厄爾；插畫/邦妮‧

馬修；譯/陳雅雲 
秋雨文化 2003 9789867680433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2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3：河

口野學堂 
文/楊維晟 天下文化 2013 9789863203155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3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文/張東君；圖/陳維霖 小魯文化 2013 9789862113950 四上 2.水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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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14 金魚成長全紀錄 文圖/金映坤；譯/翁培元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48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5 長頸鹿的信 
文/岩佐惠；圖/高畠純；譯/小

路 
臺灣東方 2008 9789575709136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6 
雨蛙自然觀察團池塘探險

之旅 
文圖/松岡達英；譯/鄭明進 維京國際 2011 9789866310355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7 青蛙成長全記錄 文圖/金映坤；譯/翁培元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31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8 哭泣的海豚灣 文/阿德蝸；圖/徐建國 小螢火蟲 2013 9789865941529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19 

海洋生物總動員：認識海

豚、鯊魚、企鵝、海龜，

以及大海裡最搶眼的 60

種奇妙動物和牠們的水中

世界 

文/喬娜．瑞佐；譯/王誠之 大石國際文化 2013 9789865918231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0 深海奇珍 
文/克萊兒‧露芙安(Claire 

Nouvian)；譯/洪萍凰，李雅媚 
商周 2009 9789866472176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1 
蕨類圖鑑：臺灣三百多種

蕨類生態圖鑑 
文/郭城孟 遠流 2001 9789573245209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2 鯨老師的信 
文/岩佐惠；圖/高畠純；譯/小

路 
臺灣東方 2008 9789575709143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3 蕨類入門 文/郭城孟 遠流 2001 9789573245018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Valerie 

Landon)；圖/瑪尼‧布瓦斯托

(Manu Boisteau)等繪圖；譯/

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5 兩棲特攻隊 文/施信鋒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755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6 
神奇樹屋小百科 16：大海

怪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圖/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3339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7 魚繪本：魚的時間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22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8 

鯨魚會在海中溺水嗎?稀

奇古怪的動物行為(原來

如此系列 2) 

文/加藤由子；圖/熊谷聰；譯/

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8611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29 和紅樹林生物做朋友 文/沈競辰；攝影/沈競辰 人人 2004 9789867916624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0 
神奇樹屋小百科 8：海豚

與鯊魚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圖/薩爾‧莫多卡，

吳健 豐；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6147 四上 2.水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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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31 我的海洋大探索 

文/特烈斯‧德‧謝里斯(Therese 

de Cherisey)；圖/奧利佛‧修伯

(Olivier Hubert)，菲利浦‧德‧

肯米特(Philippe de 

Kemmeter)；譯/吳俊宏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657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2 
晨讀 10 分鐘：驚奇世界!

科學故事集 4 
文/詹慕如，吉村亞希子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896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3 
知識冒險島 2：黑鯊的寶

藏 

文/湯瑪斯‧布熱齊納(Thomas 

Brezina)；圖/延‧比爾克(Jan 

Birck)，諾貝特‧邁耶爾

(Norbert Maier)；譯/孫甯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991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4 池上池下 文圖/邱承宗 親子天下 2008 9789866582219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5 昆蟲臉書 文/黃仕傑 天下文化 2012 9789862168868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6 
雨蛙自然觀察團森林空中

散步 
文圖/松岡達英；譯/唐一寧 維京國際 2013 9789866310942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7 挑戰機智王 1：動物 
文/楊正維，劉芝麟；圖/張友

誠 
人類智庫 2005 9789867233707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8 

動物的 1000 個祕密(昆

蟲、魚類、爬蟲類、哺乳

類、兩棲類、鳥類、恐龍) 

文/舒頻 風車圖書 2001 9789572057261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39 台灣昆蟲記：賞蟲大圖鑑 文/廖智安 大樹文化 1999 9789578792470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40 
觀螢．賞蝶．覓蟲：臺灣

旅遊景點賞蟲趣 
文/楊平世；攝影/何健鎔 健行 2012 9789866798450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41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100

堂都會自然課 

文/張蕙芬；圖/林松霖；攝影/

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09 9789862163504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42 和螃蟹做朋友 文/鄭清海，王美鳳 人人 2002 9789867916006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43 台灣生態 
文/吳立萍；圖/王書曼，張振

松，黃麗珍等；審訂/方力行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248 四上 2.水生家族 

S4-044 和溪流做朋友 
文/詹見平；攝影/詹見平，詹

毓邦 
人人 2007 9789867112286 四上 2.水生家族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上 3.奇妙的光 

S1-004 千變萬化的天氣 文/許文勝；圖/李漢中 明天國際圖書 2009 9789866658778 四上 3.奇妙的光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四上 3.奇妙的光 

S2-006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文/謝武彰；圖/陳志賢 水滴文化 2013 9789868827684 四上 3.奇妙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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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四上 3.奇妙的光 

S2-008 
晨讀10分鐘：春天鬧鬼記‧

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四上 3.奇妙的光 

S2-009 實驗好好玩：滾動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

默爾；譯/陳妍如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52 四上 3.奇妙的光 

S2-010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文/諾拉‧多梅尼奇尼；圖/瑪里

翁‧比耶；譯/謝蕙心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69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分

鐘：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

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40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

科學故事集 2 
文/大山光晴；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797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四上 3.奇妙的光 

S3-055 
晨讀 10 分鐘：宇宙探柲!

科學故事集 5 

文/栗田佳織；圖/吉村亞希

子；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15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45 實驗好好玩：鏡子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丹‧凱勒

胡；譯/賈翊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63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4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 圖/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709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47 
科學實驗王 3：光的折射

與反射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0729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48 60 創意科學遊戲 
文/麗貝卡‧吉爾平，麗歐尼‧普

瑞特；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531 四上 3.奇妙的光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四上 3.奇妙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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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50 光音熱大魔術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劉建志 臺灣東方 2007 9789575708726 四上 3.奇妙的光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2-009 實驗好好玩：滾動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約克‧

默爾；譯/陳妍如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52 四上 3.奇妙的光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08 
小小知識家 2：汽車是怎

麼來的? 

文/凱蒂‧戴恩斯；圖/亞當‧拉

庫；譯/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2992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09 
小小知識家 3：飛行是怎

麼回事? 

文/萊斯利‧席姆斯；圖/史蒂芬‧

卡特萊特；譯/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29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10 
小小知識家 4：船是怎麼

來的? 

文/珍‧賓漢；圖/科林‧金；譯/

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36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11 特殊車小百科 文/楊克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52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12 航空站工作車 文圖/鐮田步；譯/林意勝 阿爾發 2010 9789868577558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3-040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

科學故事集 2 
文/大山光晴；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797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3-055 
晨讀 10 分鐘：宇宙探柲!

科學故事集 5 

文/栗田佳織；圖/吉村亞希

子；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15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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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31 我的海洋大探索 

文/特烈斯‧德‧謝里斯(Therese 

de Cherisey)；圖/奧利佛‧修伯

(Olivier Hubert)，菲利浦‧德‧

肯米特(Philippe de 

Kemmeter)；譯/吳俊宏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657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4-032 
晨讀 10 分鐘：驚奇世界!

科學故事集 4 
文/詹慕如，吉村亞希子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896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4-04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圖/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709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4-051 我的第一本卡車大驚奇 

文/梅根‧卡里斯(Megan 

Cullis)；圖/麥克‧拜爾尼(Mike 

Byrne)；譯/王季蘭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8998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4-052 
神奇樹屋小百科 15：達文

西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圖/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3300 
四上 4.交通工具與能

源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3-054 
晨讀 10 分鐘：嘆為觀止!

科學故事集 6 
文/粟田佳織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22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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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5 
世界多麼奇妙：再上去是

什麼?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鄭榮珍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33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6 星空大搜密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廖篤誠 臺灣東方 2006 9789575708283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7 浩瀚天宇：太空科學特輯 編撰/謝元凱，蔡亞倫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6 9789868128798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8 探索太空 100 問 文/李波浪；圖/徐奭根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133106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09 實驗好好玩：太空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圖/迪迪耶‧

巴立席維克；譯/顏湘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87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4-053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

計時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70 四下 1.時間的測量 

S2-006 池塘真的會變魔術嗎? 文/謝武彰；圖/陳志賢 水滴文化 2013 9789868827684 四下 2.水的移動 

S2-008 
晨讀10分鐘：春天鬧鬼記‧

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四下 2.水的移動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四下 2.水的移動 

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分

鐘：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

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四下 2.水的移動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四下 2.水的移動 

S3-050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1：魔

術般的 66 道科學實驗遊

戲 

文圖/學習研究社編輯部；譯/

鄭涵壬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3027 四下 2.水的移動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下 2.水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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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33 
知識冒險島 2：黑鯊的寶

藏 

文/湯瑪斯‧布熱齊納(Thomas 

Brezina)；圖/延‧比爾克(Jan 

Birck)，諾貝特‧邁耶爾

(Norbert Maier)；譯/孫甯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991 四下 2.水的移動 

S4-047 
科學實驗王 3：光的折射

與反射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0729 四下 2.水的移動 

S4-048 60 創意科學遊戲 
文/麗貝卡‧吉爾平，麗歐尼‧普

瑞特；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531 四下 2.水的移動 

S4-054 為什麼薯條這麼迷人?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299 四下 2.水的移動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四下 3.昆蟲家族 

S1-016 紫花地丁與螞蟻 文圖/矢間芳子；譯/黃郁文 信誼基金 2004 9789576429835 四下 3.昆蟲家族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四下 3.昆蟲家族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08 
晨讀10分鐘：春天鬧鬼記‧

實驗故事集 1 

文/戶田和代；圖/岡本美子，

足立昌彥；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696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17 昆蟲放大鏡：發現 文/栗林慧；譯/黃郁文 尖端 2005 9789571030968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4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文圖/杉山佳奈代；譯/蘇楓雅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490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47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石森愛彥；譯/宋碧華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089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69 你是誰? 
文/松橋利光；譯/張東君；攝

影/松橋利光 
格林文化 2009 9789861891538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70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冒

大王? 
文/胡妙芬；圖/彭永成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706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71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動

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75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82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76 獨角仙在哪裡? 文圖/松岡達英；譯/黃郁文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217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四下 3.昆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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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4 

小學生‧低年級晨讀 10

鐘：杯子音樂會‧實驗故事

集 2 

文/粟生稍；圖/篠原良隆，津

田直子；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02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40 
晨讀 10 分鐘：不可思議!

科學故事集 2 
文/大山光晴；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797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54 
晨讀 10 分鐘：嘆為觀止!

科學故事集 6 
文/粟田佳織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22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55 
晨讀 10 分鐘：宇宙探柲!

科學故事集 5 

文/栗田佳織；圖/吉村亞希

子；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2015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98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嘆為

觀止的地球變身術(大自

然小尖兵；2)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54 四下 3.昆蟲家族 

S3-099 

大自然的絕妙點子：學習

生物的超級本領(大自然

小尖兵；3)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47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0 

共生的生物：互相依賴．

獲利共享的好朋友(大自

然小尖兵；4)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30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1 
形形色色的防禦：生物的

防身術(大自然小尖兵；6)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16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2 

顯微鏡下的花花世界：讓

你大開眼界!(大自然小尖

兵；5)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23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3 昆蟲迷宮 

文圖/香川元太郎；監修/小野

展嗣；審訂/朱耀沂；譯/蕭照

芳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049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4 
完美的偽裝：猜猜我躲在

哪裡呀!(大自然小尖兵；1)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61 四下 3.昆蟲家族 

S3-105 無尾鳳蝶的生日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6 9789573257028 四下 3.昆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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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2 
晨讀 10 分鐘：驚奇世界!

科學故事集 4 
文/詹慕如，吉村亞希子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189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4 池上池下 文圖/邱承宗 親子天下 2008 9789866582219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5 昆蟲臉書 文/黃仕傑 天下文化 2012 9789862168868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6 
雨蛙自然觀察團森林空中

散步 
文圖/松岡達英；譯/唐一寧 維京國際 2013 978986631094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7 挑戰機智王 1：動物 
文/楊正維、劉芝麟；圖/張友

誠 
人類智庫 2005 978986723370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8 

動物的 1000 個祕密(昆

蟲、魚類、爬蟲類、哺乳

類、兩棲類、鳥類、恐龍) 

文/舒頻 風車圖書 2001 978957205726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39 台灣昆蟲記：賞蟲大圖鑑 文/廖智安 大樹文化 1999 978957879247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40 
觀螢．賞蝶．覓蟲：臺灣

旅遊景點賞蟲趣 
文/楊平世；攝影/何健鎔 健行 2012 978986679845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41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100

堂都會自然課 

文/張蕙芬；圖/林松霖；攝影/

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09 978986216350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42 和螃蟹做朋友 文/鄭清海，王美鳳 人人 2002 978986791600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43 台灣生態 
文/吳立萍；圖/王書曼，張振

松，黃麗珍等；審訂/方力行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248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44 和溪流做朋友 
文/詹見平；攝影/詹見平，詹

毓邦 
人人 2007 978986711228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55 100 層樓的家 文圖/岩井俊雄 天衛文化 2009 978986211085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56 
大眼飛行員：蜻蜓(哇!大自

然；40)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92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57 小小科學家：蜜蜂 
文/戴博拉‧赫黎曼；圖/卡拉‧

葛連比；譯/王瓊淑 
秋雨文化 2003 978986768033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58 不可思議的螞蟻 
文圖/查爾斯‧米庫契；譯者/黃

佩俐；審訂/林宗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80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59 
手塚治虫的昆蟲世界：一

個昆蟲少年的採集手記 
文圖/手塚治虫；譯/章蓓蕾 玉山社 2001 9789578246683 四下 3.昆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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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60 台灣昆蟲教室 文圖/朱耀沂；攝影/林韋宏 天下文化 2011 978986216862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1 地下 100 層樓的家 文圖/岩井俊雄；譯/周佩穎 天衛文化 2010 978986211164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2 
有漂亮鞘翅的小昆蟲瓢蟲

(哇!大自然；34)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邱

敏瑤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22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3 
身懷摔角絕技的鍬形蟲

(哇!大自然；35)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38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4 
和雨蛙爸爸一起昆蟲採集

初體驗 
文圖/松岡達英；譯/邱承宗 小魯文化 2011 978986211228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5 昆蟲世界歷險記 1 文/洪在徹；圖/李泰虎 三采文化 2006 978986713752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6 昆蟲世界歷險記 2 文/洪在徹；圖/李泰虎 三采文化 2006 978986713772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7 昆蟲世界歷險記 3 文/洪在徹；圖/李泰虎 三采文化 2006 978986713798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8 
昆蟲老師上課了!吳沁婕

的超級生物課 
文/吳沁婕 策馬入林文化 2013 978986883415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69 昆蟲放大鏡：變身 文/栗林慧；譯/黃郁文 尖端 2005 978957103095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0 昆蟲的遠足 
文/得田之久；圖/久住卓也；

譯/周郁寧 
米奇巴克 2012 978986621518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1 昆蟲捉迷藏 
文/得田之久；圖/久住卓也；

譯/周郁寧 
米奇巴克 2012 9789866215179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2 
昆蟲記 3：大自然的夏日

歌手-蟬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黃盛璘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282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3 昆蟲記 4：蠍子的決鬥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張玲玲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283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4 
昆蟲記 5：會做搖籃的象

鼻蟲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洪耿國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307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5 昆蟲記 6：芫菁大冒險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宋碧華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308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6 
昆蟲記 7：螞蟻雄兵的路

標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張玲玲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309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7 
昆蟲記 8：法布爾傳─昆蟲

詩人的一生 

文/法布爾；編/奧本大三郎；

譯/黃盛璘 
臺灣東方 1993 978957570310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8 昆蟲記中記 文/楊維晟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58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79 昆蟲森林 1：相撲大賽 文圖/多田智；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28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0 昆蟲園遊會 
文/得田之久；圖/久住卓也；

譯/周郁寧 
米奇巴克 2012 9789866215162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1 法布爾昆蟲記 1 文圖/金珥喆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133427 四下 3.昆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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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82 法布爾昆蟲記 2 文圖/金珥喆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13343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3 法布爾昆蟲記 3 文圖/金珥喆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13344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4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昆

蟲大聲公─蟬 

文/小林清之介；圖/金尾惠

子；譯/張東君 
遠流 2009 978957326491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5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搖

籃媽媽─捲葉象鼻蟲 

文/小林清之介；圖/森上義

孝；譯/張東君 
遠流 2013 978957327312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6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滾

球高手─糞金龜 

文/小林清之介；圖/金尾惠

子；譯/張東君 
遠流 2009 978957326489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7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雙

刀獵手─螳螂 

文/小林清之介；圖/森上義

孝；譯/張東君 
遠流 2013 978957327311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8 
雨蛙自然觀察團雪地探險

之旅 
文圖/松岡達英；譯/唐一寧 維京國際 2013 978986581101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89 飛翔在夜裡的小燈籠 文/陳月文；圖/林純純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23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0 
夏日在樹梢高歌的蟬(哇!

大自然；41)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1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1 
神奇酷科學 2 蟲的驚奇世

界 

文/尼克‧阿諾；圖/東尼‧德‧索羅

斯；譯/陳偉民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84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2 
閃閃發光的螢火蟲(哇!大

自然；39)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5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3 啊!蜻蜓 文/邱承宗；攝影/邱承宗 小熊出版 2011 978986868730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4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蟲

蟲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5 尋找冬天的昆蟲 
文/宮武賴夫；圖/松岡達英；

譯/黃郁文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316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6 
尋找花蜜的蜜蜂(哇!大自

然；37) 

文/綠色世上，崔壽福；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689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7 超震撼甲蟲王 文/黃仕傑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0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8 
勤勞工作的螞蟻(哇!大自

然；36)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50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099 
嗨！我是蜜蜂：原來，昆

蟲這樣長大！ 

文/茱蒂．艾倫；圖/涂德．翰

夫里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11 978957326842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0 
嗨！我是瓢蟲：原來，昆

蟲這樣長大！ 

文/茱蒂．艾倫；圖/涂德．翰

夫里斯；譯/冶海孜 
遠流 2011 978957326841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1 
嗨！我是螞蟻：原來，昆

蟲這樣長大！ 

文/茱蒂．艾倫；圖/涂德．翰

夫里斯；譯/冶海孜 
遠流 2011 978957326843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2 跟著節氣賞蝶去 文/施信鋒 天下文化 2012 9789862169155 四下 3.昆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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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03 
酷蟲學校 1：吵吵鬧鬧的

甲蟲班 
文/吳祥敏；圖/吉安 科寶文化 2011 978986695392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4 
酷蟲學校 2：亂作一團的

運動會 
文/吳祥敏；圖/吉安 科寶文化 2011 978986695394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5 
翩翩起舞的蝴蝶(哇!大自

然；33)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劉

芸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177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6 蝴蝶飛呀飛 文/沈幼梅；攝影/林柏昌 親親文化 2009 9789866801433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7 

蝴蝶時鐘：四季中的蝴蝶

與蛾(四季時鐘系列；.v.6

共六冊) 

文/英姆迦德．魯特；譯/劉興

華 
耕寅國際 2009 9789578734920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8 賞蟲 365 天：春夏篇 文/楊維晟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168448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09 賞蟲 365 天：秋冬篇 文/楊維晟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168455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10 獨角仙的同伴們 文圖/安永一正；譯/張東君 遠足文化 2009 9789866731389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11 蟲來沒看過 
文/楊維晟；圖/蔡其典；攝影/

楊維晟 
親子天下 2008 9789866582035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12 
蹦蹦跳跳的蝗蟲(哇!大自

然；38) 

文/綠色世上，李希政；譯/陳

麗如 
泛亞國際文化 2012 9789577209801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13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躲

藏專家─避債蛾 

文/小林清之介；圖/金尾惠

子；譯/張東君 
遠流 2013 9789573273134 四下 3.昆蟲家族 

S4-114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文/苦苓；圖/王姿莉 時報 2011 9789571353319 四下 3.昆蟲家族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2-003 風的力量 
文/鄭昌勳；圖/安恩珍；譯/邱

敏瑤 
上人文化 2013 9789862122167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04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圖/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709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050 光音熱大魔術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劉建志 臺灣東方 2007 9789575708726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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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15 
小小知識家 5：電力是怎

麼回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凱文‧霍普

古德；譯/陳信宏 
親子天下 2011 9789862413043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116 法拉第：打開電的世界 

文/布萊安‧威廉斯(Brian 

William)；圖/大衛‧安契姆

(David Antram)；譯/黃經良 

小天下 2004 9789864173853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S4-117 
神奇樹屋小百科 13：龍捲

風與颶風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

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

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353 四下 4.奇妙的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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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五上 1.觀測太陽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五上 1.觀測太陽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五上 1.觀測太陽 

S2-010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文/諾拉‧多梅尼奇尼；圖/瑪里

翁‧比耶；譯/謝蕙心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69 五上 1.觀測太陽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五上 1.觀測太陽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五上 1.觀測太陽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五上 1.觀測太陽 

S3-044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和

導航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56 五上 1.觀測太陽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4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圖/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709 五上 1.觀測太陽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五上 1.觀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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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6 
借據上的真相(少年科學

偵探 CSI；14)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等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606 五上 1.觀測太陽 

S5-007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伊旺‧泰里(Yvan Thery)；圖

/馬克‧布達旺(Marc 

Boutavant)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944 五上 1.觀測太陽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流

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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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3 玉井芒果的祕密 文/許玲慧；圖/陳盈帆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495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4 看見台灣大樹 文/陳月文；圖/黃崑謀 遠流 2008 978957326411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5 愛上蘭花 文/陳玉珠；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08 9789866830587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7 柑橘香皂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4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8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67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29 樹木糖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35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1-030 魔術帽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03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2-046 到紅樹林去玩 文圖/陳麗雅 青林國際 2011 978986274019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2-047 家門外的自然課 文圖/石森愛彥；譯/宋碧華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089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37 
野花入門：張永仁的野花

觀察筆記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65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38 野花圖鑑 2：中高海拔篇 文/張永仁 遠流 2009 978957326495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39 
野花圖鑑：臺灣四百多種

野花生態圖鑑 
文/張永仁 遠流 2002 9789573247562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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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23 蕨類入門 文/郭城孟 遠流 2001 978957324501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Valerie 

Landon)；圖/瑪尼‧布瓦斯托

(Manu Boisteau)等繪圖；譯/

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41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100

堂都會自然課 

文/張蕙芬；圖/林松霖；攝影/

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09 978986216350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42 和螃蟹做朋友 文/鄭清海，王美鳳 人人 2002 9789867916006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4-043 台灣生態 
文/吳立萍；圖/王書曼，張振

松，黃麗珍等；審訂/方力行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24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8 
孟德爾和了不起的碗豆實

驗 

文/盧卡‧諾維利

(LucaNovelli)；譯/倪安宇 
臉譜 2011 9789861205083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09 
神奇酷科學 3 植物的求生

本領 

文/尼克‧阿諾；圖/東尼‧德‧索羅

斯；譯/陳偉民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854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10 

貓頭鷹是不是只能吃晚

餐?：41 個最奇怪的動物

謎題 

文/張東君、林哲宏；攝影/林

榕珊、范中衍、蔡岱樺、詹德

川 

貓頭鷹 2014 9789862622117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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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11 觀念生物小學堂 文/海索‧瑪斯凱爾；譯/朱耀沂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475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5-012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2：爸

媽必修的 100 堂自然課 

文/張蕙芬；圖/黃一峰；攝影/

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11 9789862168189 

五上 2.植物世界面面

觀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五上 3.水溶液 

S3-052 實驗好好玩：化學的遊戲 
文/戴爾芬‧葛林堡；圖/納塔莉‧

蘇；譯/簡薇倫 
親子天下 2010 9789862410370 五上 3.水溶液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上 3.水溶液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上 3.水溶液 

S5-013 科學實驗王 1：酸鹼中和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0446 五上 3.水溶液 

S5-014 
科學實驗王 4：光合作用

與呼吸作用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1061 五上 3.水溶液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五上 4.力與運動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五上 4.力與運動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五上 4.力與運動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五上 4.力與運動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上 4.力與運動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五上 4.力與運動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五上 4.力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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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15 
間諜鬥智案(少年科學偵

探 CSI；18)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412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16 

吸管、筷子與肥皂泡：迺

爸的童話與趣味科學實驗

室 1 

文/謝迺岳；圖/蔡嘉驊 小天下 2004 9789864173365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18 
古物竊盜案(少年科學偵

探 CSI；17)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375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19 
酒駕脫罪案(少年科學偵

探 C；12)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507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20 
誰殺了鼠海豚?(少年科學

偵探 CSI；19)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467 五上 4.力與運動 

S5-021 蘋果會飛嗎?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73 五上 4.力與運動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2-010 實驗好好玩：影子的遊戲 
文/諾拉‧多梅尼奇尼；圖/瑪里

翁‧比耶；譯/謝蕙心 
親子天下 2007 9789866948169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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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3-044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和

導航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56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Valerie 

Landon)；圖/瑪尼‧布瓦斯托

(Manu Boisteau)等繪圖；譯/

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4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圖/亞當‧拉庫

(Adam Larkurn)；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709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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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6 
借據上的真相(少年科學

偵探 CSI；14)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等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606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07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伊旺‧泰里(Yvan Thery)；圖

/馬克‧布達旺(Marc 

Boutavant)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944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15 
間諜鬥智案(少年科學偵

探 CSI；18)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412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5-022 
勇闖宇宙二部曲：太空尋

寶之旅 

文/露西‧霍金(Lucy 

Hawking)，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譯/張虹

麗，顏誠廷 

時報 2009 9789571350707 五下 1.美麗的星空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2-048 斑馬的空調設備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59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4-117 
神奇樹屋小百科 13：龍捲

風與颶風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353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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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5-023 
愛地球百科：讓地球綠起

來 

文/讓米歇爾‧比利烏；圖/比斯

泰爾‧博恩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4488 五下 2.燃燒和生鏽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15 帶不走的小蝸牛 
文/凌拂；圖/黃崑謀；編/遠流

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5 978957325651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17 仙人掌旅館 
文/布蘭達‧古柏森；圖/梅根‧

洛伊德；譯/陳采瑛 
遠流 2008 9789573264040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13 鳥類‧昆蟲 文/陳愷褘，謝露靜，杜富中 人類文化 2013 9789864137145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14 
我的山居鳥日記：25 種鳥

類生活大集合 
文圖/鈴木守；譯/陳采瑛 遠流 2007 978957326072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18 魚繪本：魚的形狀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15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19 魚繪本：魚的臉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0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59 人類與動物的行為觀察 
文/池田啟；圖/柳生弦一郎；

譯/游珮芸；攝影/久保敬親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23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60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爬

行動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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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61 熊啊 
文/星野道夫；譯/林真美；攝

影/星野道夫 
親子天下 2006 978986715874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62 家在哪裡?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43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63 動物的藥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1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66 
公的還是母的?：動物比較

圖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淺井粂男；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868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67 
哪個是哪個?：動物比較圖

鑑 

文/高岡昌江；圖/友永太郎；

譯/張東君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53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70 
達克比辦案 1：誰是仿冒

大王? 
文/胡妙芬；圖/彭永成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706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71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動

物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72 
魚狗博士的動物信箱─恐

龍篇 

文/克蕾兒‧盧維林；圖/凱特‧

雪帕；譯/方美鈴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6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2-073 別丟下我一個!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7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97 青蛙不簡單 
文/李世榮；攝影/李世榮，楊

胤勛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53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98 

千變萬化的大自然：嘆為

觀止的地球變身術(大自

然小尖兵；2)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5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99 

大自然的絕妙點子：學習

生物的超級本領(大自然

小尖兵；3)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47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100 

共生的生物：互相依賴．

獲利共享的好朋友(大自

然小尖兵；4)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30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101 
形形色色的防禦：生物的

防身術(大自然小尖兵；6)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16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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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102 

顯微鏡下的花花世界：讓

你大開眼界!(大自然小尖

兵；5)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23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104 
完美的偽裝：猜猜我躲在

哪裡呀!(大自然小尖兵；1) 

文/克莉絲汀‧史利特，卡佳‧拜

爾；圖/裘貝勒‧區克-布納曼，

史提凡妮‧沙恩貝格 

泛亞國際文化 2014 978986570426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105 無尾鳳蝶的生日 文/凌拂；圖/黃崑謀 遠流 2006 978957325702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

(ValerieLandon)；圖/瑪尼‧布

瓦斯托(Manu Boisteau)等繪

圖；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25 兩棲特攻隊 文/施信鋒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755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26 
神奇樹屋小百科 16：大海

怪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圖/薩爾‧莫多卡，

吳健 豐；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333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27 魚繪本：魚的時間 
文/中野博美，松澤誠二；圖/

友永太呂；譯/張東君 
維京國際 2007 9789867428622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28 

鯨魚會在海中溺水嗎?稀

奇古怪的動物行為(原來

如此系列 2) 

文/加藤由子；圖/熊谷聰；譯/

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861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042 和螃蟹做朋友 文/鄭清海，王美鳳 人人 2002 9789867916006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4-113 
法布爾爺爺教我的事：躲

藏專家─避債蛾 

文/小林清之介；圖/金尾惠

子；譯/張東君 
遠流 2013 9789573273134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10 

貓頭鷹是不是只能吃晚

餐?：41 個最奇怪的動物

謎題 

文/張東君、林哲宏；攝影/林

榕珊、范中衍、蔡岱樺、詹德

川 

貓頭鷹 2014 9789862622117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11 觀念生物小學堂 文/海索‧瑪斯凱爾；譯/朱耀沂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475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24 

老虎條紋是橫的還是直

的?不說不知道的動物生

態(原來如此系列 1) 

文圖/熊谷聰；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859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25 
我從哪裡來?告訴你關於

出生的一切祕密 

文/彼得‧梅爾；圖/亞瑟‧羅賓

斯；譯/黃宛瑜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759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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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26 
神奇酷科學 4 動物的狩獵

絕招 

文/尼克‧阿諾；圖/東尼‧德‧索羅

斯；譯/陳偉民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86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27 
動物小學堂：你一定要知

道的 200 個趣味問答 
文/Mativox 編輯群；譯/吳愉萱 臺灣麥可 2009 9789867428929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28 

黑猩猩會變成人類嗎?達

爾文沒說的動物故事(原

來如此系列 3) 

文圖/熊谷聰；譯/張東君 親子天下 2014 9789862418581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29 與野生動物共舞 文/裴家騏 幼獅文化 2001 9789575743468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5-030 誰最漂亮?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65 
五下 3.動物世界面面

觀 

S3-005 
科學童話 2：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金良順；圖/鄭朱玹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24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 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16 

吸管、筷子與肥皂泡：迺

爸的童話與趣味科學實驗

室 1 

文/謝迺岳；圖/蔡嘉驊 小天下 2004 9789864173365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31 大家來破案 I 文/陳偉民；圖/米糕貴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251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S5-032 
鬼哭神號的秘密(少年科

學偵探 CSI；15)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等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675 五下 4.聲音與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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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1-034 
大遷徙(for kids)─蝴蝶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2-004 
不要再浪費了! 3：哇，沒

水了!怎麼辦?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許文瑄，洪建國；圖/李善

宙，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3-003 
搞怪玩科學：204 個自然

與生活科技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譯/

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829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3-045 和雲兒做朋友 文/游丕若；攝影/游丕若 人人 2005 9789867916761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02 
泰山爸爸與大自然的為什

麼 
圖/彭永成 幼獅 2007 9789575746483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183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對應同年級課程單元 

S4-004 我的宇宙大探索 

文/安娜‧阿爾泰(Anna Alter)，

帕斯卡爾‧韋爾(Pascal 

Weil)；圖/讓弗朗索瓦‧珀尼舒

(Jean-Francois Penichoux)，

帕斯卡爾‧勒梅特爾(Pascal 

Lem)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81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48 60 創意科學遊戲 
文/麗貝卡‧吉爾平，麗歐尼‧普

瑞特；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531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050 光音熱大魔術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劉建志 臺灣東方 2007 9789575708726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4-117 
神奇樹屋小百科 13：龍捲

風與颶風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

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

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353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 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07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伊旺‧泰里(Yvan Thery)；圖

/馬克‧布達旺(Marc 

Boutavant) 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944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18 
古物竊盜案(少年科學偵

探 CSI；17)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375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19 
酒駕脫罪案(少年科學偵

探 CSI；12)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50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5-020 
誰殺了鼠海豚?(少年科學

偵探 CSI；19)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46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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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23 
愛地球百科：讓地球綠起

來 

文/讓米歇爾‧比利烏；圖/比斯

泰爾‧博恩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448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1 
10 萬個為什麼?地球小百

科 
文圖/金松文 人類文化 2009 9789864134502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2 大家來破案Ⅲ 文/陳偉民；圖/米糕貴 幼獅文化 2012 9789575748630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3 
科學實驗王 11：溶液與浮

力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1 978986229290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4 
科學實驗王 9：天氣與氣

候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1 978986229235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5 原來科學藏在故事裡 文/田珉嬉；圖/吳晟鳳 新苗文化 2008 9789574513819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6 
科學小學堂：你一定要知

道的 288 個生活常識 

文/羅爾‧康布納克，法蘭索瓦

茲‧吉貝；譯/吳愉萱 
臺灣麥克 2009 978986203195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7 
新聞地理：完全看懂時事

的 20 堂地理課 

文/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

資源研發團隊教師群 
遠足 2012 9789865967185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8 
探索奧秘!圖解不可思議

的自然現象 
監修/池內了；譯/林昆樺 臺灣東販 2011 9789862515693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09 
10 萬個為什麼?科學小百

科 
文圖/金松文 人類文化 2009 9789864134496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10 

蟋蟀先生，今天氣溫幾

度?：愛因斯坦也不知道的

109 個科學謎題 

文/羅伯特‧沃克

(RobertL.Wolke)；譯/高雄柏 
臉譜 2008 9789866739972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11 
玩出創意：120 個創新科

學遊戲 
文/許良榮 書泉 2009 9789861214948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6-012 不願面對的真相 
文/艾爾‧高爾(Al Gore)；譯/張

瓊懿，欒欣 
商周 2007 9789861248547 六上 1.天氣的變化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2-049 河馬美容院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98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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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3-051 我的身體大探索 

文/帕斯卡爾‧博朗斯茲坦；圖/

德尼‧奧爾瓦特，莫尼卡‧戈德

麗奧爾特，安娜‧維爾斯多爾

夫；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749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3-053 看不見的病菌 

文/楚迪‧羅門尼克(Trudee 

Romanck)；圖/羅斯‧凱利斯 

(Rose Cowles)；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515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Valerie 

Landon)；圖/瑪尼‧布瓦斯托

(Manu Boisteau)等繪圖；譯/

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5-011 觀念生物小學堂 文/海索‧瑪斯凱爾；譯/朱耀沂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475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3 
10 萬個為什麼?植物小百

科 
文圖/朴世雄 人類文化 2009 9789864134519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4 世界多麼奇妙：我愛吃...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臺英編輯小組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796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5 身體不能送去修車廠 
文/海麗特‧齊飛；圖/艾曼達‧

海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06 9789861611310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6 哈啾！哈啾！過敏村 文/周正成；圖/吳怡蒨 原水 2012 9789866379734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7 
科學實驗王 8：基因與遺

傳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2020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18 
世界多麼奇妙：床底下是

什麼?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陳木城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26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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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19 
解開驚奇密碼：改變歷史

與科學的大事件 

文/克萊爾‧盧埃林(Claire 

Llewellyn)，里查德‧普拉特

(Richard Platt)；譯/王岩松等 

明天國際圖書 2006 9789867256690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20 
我的第一堂有趣的實驗科

學常識 

文/金貞愛，宋恩永；譯/韓春

香 
美藝學苑 2009 9789868540811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21 
雞蛋的智慧：由雞蛋來發

現化學和物理的天地 

文/吉澤拉‧呂克(Gisela 

Luck)，彼得‧蓋曼(Peter 

Gaymann)；譯/楊夢茹 

新手父母 2006 9789867047045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6-022 生態 文/波洛克；譯/蔡淑菁 貓頭鷹 2006 9789867001047 
六上 2.微生物與食品

保存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2-053 小小科學家：泥土 
文/史蒂夫‧湯馬錫克；圖/南希‧

伍德曼；譯/陳雅雲 
秋雨文化 2003 9789867680426 

二下 3.和小動物做朋

友 

S2-073 別丟下我一個!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74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3-002 
科學童話 5：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圖/李善宙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809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3-044 
從六分儀到聲納：地圖和

導航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5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01 我愛讀探險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伊恩‧麥克

尼；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162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31 我的海洋大探索 

文/特烈斯‧德‧謝里斯(Therese 

de Cherisey)；圖/奧利佛‧修伯

(Olivier Hubert)，菲利浦‧德‧

肯米特(Philippe de 

Kemmeter)；譯/吳俊宏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0657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43 台灣生態 
文/吳立萍；圖/王書曼，張振

松，黃麗珍等；審訂/方力行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248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44 和溪流做朋友 
文/詹見平；攝影/詹見平，詹

毓邦 
人人 2007 978986711228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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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117 
神奇樹屋小百科 13：龍捲

風與颶風 

文/瑪麗‧波‧奧斯本，威爾‧奧斯

本；圖/薩爾‧莫多卡，吳健豐；

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2 9789862169353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5-007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伊旺‧泰里(Yvan Thery)；圖

/馬克‧布達旺(Marc 

Boutavant)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944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5-032 
鬼哭神號的秘密(少年科

學偵探 CSI；15)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等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675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06 
科學小學堂：你一定要知

道的 288 個生活常識 

文/羅爾‧康布納克，法蘭索瓦

茲‧吉貝；譯/吳愉萱 
臺灣麥克 2009 9789862031957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07 
新聞地理：完全看懂時事

的 20 堂地理課 

文/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

資源研發團隊教師群 
遠足 2012 9789865967185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18 
世界多麼奇妙：床底下是

什麼?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陳木城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2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19 
解開驚奇密碼：改變歷史

與科學的大事件 

文/克萊爾‧盧埃林(Claire 

Llewellyn)，里查德‧普拉特

(Richard Platt)；譯/王岩松等 

明天國際圖書 2006 9789867256690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3 小小科學家：火山 
文/愛倫‧普瑞格；圖/南希‧伍德

曼 
秋雨文化 2004 9789867680419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4 小小科學家：沙子 
文/愛倫‧普瑞格；圖/南希‧伍德

曼 
秋雨文化 2004 9789867680501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6 
生活小學堂：你一定要了

解的 245 個製作過程 

文/富蘭索瓦茲‧德‧吉伯特；圖/

娜塔莉‧戴斯弗爾吉等；譯/謝

蕙心 

臺灣麥克 2010 9789862032947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7 
考卷失竊記(少年科學偵

探 CSI；20)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陳

安等 
臺灣麥克 2014 9789862035528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8 
花紋樣的生命：自然生態

散文集 
編/劉克襄 幼獅文化 2008 9789575747169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29 
科學實驗王 15：地震與火

山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1 9789862294888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30 
科學實驗王 19：地形與水

文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2 9789862297711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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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31 
神奇樹屋小百科 14：地震

與海嘯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譯/劉藍玉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635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32 婆羅洲雨林野瘋狂 文/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10 9789862166314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33 
隱藏在髮絲的祕密(少年

科學偵探 CSI；16)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965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6-034 從衛星看地球 
編/Cassell Illustrated 編輯部

策畫；譯/白雅惠 
貓頭鷹 2007 9789867001436 六上 3.大地的奧祕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六上 4.電磁作用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六上 4.電磁作用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六上 4.電磁作用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六上 4.電磁作用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08 
探索奧秘!圖解不可思議

的自然現象 
監修/池內了；譯/林昆樺 臺灣東販 2011 9789862515693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09 
10 萬個為什麼?科學小百

科 
文圖/金松文 人類文化 2009 9789864134496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20 
我的第一堂有趣的實驗科

學常識 

文/金貞愛，宋恩永；譯/韓春

香 
美藝學苑 2009 9789868540811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33 
隱藏在髮絲的祕密(少年

科學偵探 CSI；16) 

文/高嬉貞；圖/徐龍男；譯/蘇

世甄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4965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35 
科學實驗王 5：電流與磁

力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1368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36 神奇的發明與發現 文圖/李鳳基 人類智庫 2006 9789867233448 六上 4.電磁作用 

S6-037 觀念物理小學堂 文/凱特‧戴維斯；譯/詹豐造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123 六上 4.電磁作用 

S1-002 國家地理小小知識探險家 文/艾美.雪爾德；譯/吳聲海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692794 六下 1.簡單機械 

S4-049 
光頭探長狄鐵夫大戰無影

狐 
文/陳雅茜；圖/咖哩東漫畫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486 六下 1.簡單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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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 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六下 1.簡單機械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六下 1.簡單機械 

S6-010 

蟋蟀先生，今天氣溫幾

度?：愛因斯坦也不知道的

109 個科學謎題 

文/羅伯特‧沃克

(RobertL.Wolke)；譯/高雄柏 
臉譜 2008 9789866739972 六下 1.簡單機械 

S6-038 
阿基米得和撐起地球的支

點 

文/盧卡‧諾維利(Luca 

Novelli)；譯/倪安宇 
臉譜 2011 9789861205090 六下 1.簡單機械 

S6-039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

技 

文/湧井良幸，湧井貞美；譯/

林鍵鱗 
瑞昇文化 2013 9789865957988 六下 1.簡單機械 

S2-002 

小學生‧中年級晨讀 10 分

鐘：光的接力賽‧實驗故事

集 3 

文/板垣雄亮；圖/丸尾道，西

山直樹；譯/詹慕如 
親子天下 2012 9789862415719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4-050 光音熱大魔術 文/東方編輯小組；圖/劉建志 臺灣東方 2007 9789575708726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5-002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 
文/安娜．克雷邦；圖/亞當．

拉庫；譯/鄧子衿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900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 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6-008 
探索奧秘!圖解不可思議

的自然現象 
監修/池內了；譯/林昆樺 臺灣東販 2011 9789862515693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6-011 
玩出創意：120 個創新科

學遊戲 
文/許良榮 書泉 2009 9789861214948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6-020 
我的第一堂有趣的實驗科

學常識 

文/金貞愛，宋恩永；譯/韓春

香 
美藝學苑 2009 9789868540811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190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對應同年級課程單元 

S6-021 
雞蛋的智慧：由雞蛋來發

現化學和物理的天地 

文/吉澤拉‧呂克(Gisela 

Luck)，彼得‧蓋曼(Peter 

Gaymann)；譯/楊夢茹 

新手父母 2006 9789867047045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6-040 
科學實驗王 10：熱能的流

動 

文/Gomdori Co.；圖

/Hong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11 9789862292532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6-041 看漫畫，學化學 

文/高尼克(Larry Gonick)，柯

瑞多(Craig Criddle)；譯/蔡信

行 

天下文化 2013 9789863202530 
六下 2.熱對物質的影

響 

S1-00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

最佳指南 

文圖/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Laurene Krasny Brown)，馬

可‧布朗(Marc Brown)；譯/遠

流小小科學館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13 香菇喜歡咖啡因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2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14 五大生物界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9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18 野牛奶奶的石頭園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3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19 聰明的蘑菇 文/甘特‧鮑利；譯/黃筱茵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1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0 最強壯的樹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5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1 螞蟻農夫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41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6 沙漠巫婆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6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7 柑橘香皂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4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8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6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29 樹木糖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3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30 魔術帽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0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31 
大遷徙(for kids)─大象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32 
大遷徙(for kids)─鯨魚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1-033 
大遷徙(for kids)─驚奇的

旅程 

文/蘿拉‧馬許(Laura Marsh)；

譯/陳光儀，魏靖儀，黃正綱 
大石國際文化 2010 978986863372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04 
不要再浪費了! 3：哇，沒

水了!怎麼辦?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07 自然變變變！ 文/陳麗虹；圖/陳盈帆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10 978986664445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12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文/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4 9789575745271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48 斑馬的空調設備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5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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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49 河馬美容院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9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62 家在哪裡?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4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63 動物的藥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11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64 怎麼拆開來?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1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68 國家地理小小動物探險家 文/凱薩琳‧休斯；譯/林潔盈 大石國際文化 2011 978986873740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73 別丟下我一個!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57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75 甘特寓言：走在水面上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48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2-077 魔法校車：氣候大變遷 
文/喬安娜‧柯爾；圖/布魯斯‧

迪根；譯/陳采瑛 
遠流 2012 978957326952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3-036 
科學童話 4：5-12 歲孩子

必須知道的科學知識 
文/洪建國文；圖/玄殷英 新手父母 2005 978986789478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3-046 
不要再浪費了! 6：別讓地

球停電了!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3-049 
泰山爸爸與蒜頭的為什麼

partⅡ 
編繪/彭永成 幼獅文化 2009 978957574751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03 52 四季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Janice 

VanCleave)；圖/蔡嘉驊，游

鳳珠；譯/程悅君，姚念祖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4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10 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 文/張文亮；圖/陳玉嵐 國語日報 2012 978957751652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24 我的生命大探索 

文/瓦萊里.朗東(Valerie 

Landon)；圖/瑪尼.布瓦斯托 

(Manu Boisteau)等繪 圖；譯/ 

蔡心儀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997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29 和紅樹林生物做朋友 文/沈競辰；攝影/沈競辰 人人 2004 978986791662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30 
神奇樹屋小百科 8：海豚

與鯊魚 

文/瑪麗‧波‧奧斯本，娜塔莉‧

波‧博以斯；圖/薩爾‧莫多卡，

吳健豐；譯/黃佩俐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614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043 台灣生態 
文/吳立萍；圖/王書曼，張振

松，黃麗珍等；審訂/方力行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24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4-114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文/苦苓；圖/王姿莉 時報 2011 978957135331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01 100 創意科學實驗 

文/喬琪娜‧安德魯斯

(Georgina Andrews)，凱特‧

奈頓(Kate Knighton)；譯/黃佩

俐 

小天下 2007 978986417867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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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03 120 自然科學實驗 

文/珍妮絲‧文克勞馥

(JaniceVanCleave)；圖/蔡嘉

驊；譯/張麗瓊，陳育仁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576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04 環保小學堂 

文/克莉絲提昂‧諾茵郝絲

(Christian Neuhaus)；圖/珊德

拉‧雷克爾斯；譯/黃淑欣 

新苗文化 2011 978957451470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05 
生活科技大透視：250 種

現代機器運轉的祕密 

文/喬艾爾‧樂博姆，克萊蒙‧樂

博姆；圖/戴迪耶‧巴力賽維克

等；審訂/黃能堂；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748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07 我的地球大探索 

文/伊旺‧泰里(Yvan Thery)；圖

/馬克‧布達旺(Marc 

Boutavant)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194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12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2：爸

媽必修的 100 堂自然課 

文/張蕙芬；圖/黃一峰；攝影/

黃一峰 
天下文化 2011 978986216818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17 生活科技 
文/陳雅茜；圖/楊麗玲，邱意

惠，劉鑫鋒 
小天下 2002 978986417058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21 蘋果會飛嗎?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67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23 
愛地球百科：讓地球綠起

來 

文/讓米歇爾‧比利烏；圖/比斯

泰爾‧博恩等；譯/蔡心儀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448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5-030 誰最漂亮? 文/甘特‧鮑利；譯/王素蓮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6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06 
科學小學堂：你一定要知

道的 288 個生活常識 

文/羅爾‧康布納克，法蘭索瓦

茲‧吉貝；譯/吳愉萱 
臺灣麥克 2009 978986203195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07 
新聞地理：完全看懂時事

的 20 堂地理課 

文/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

資源研發團隊教師群 
遠足 2012 978986596718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09 
10 萬個為什麼?科學小百

科 
文圖/金松文 人類文化 2009 978986413449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12 不願面對的真相 
文/艾爾‧高爾(Al Gore)；譯/張

瓊懿，欒欣 
商周 2007 978986124854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22 生態 文/波洛克；譯/蔡淑菁 貓頭鷹 2006 978986700104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34 從衛星看地球 
編/Cassell Illustrated 編輯部

策畫；譯/白雅惠 
貓頭鷹 2007 978986700143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39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

技 

文/湧井良幸，湧井貞美；譯/

林鍵鱗 
瑞昇文化 2013 978986595798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1 看漫畫，學化學 

文/高尼克(Larry Gonick)，柯

瑞多(Craig Criddle)；譯/蔡信

行 

小天下文化 2013 978986320253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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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42 一秒鐘的改變 文/郝廣才；圖/貝尼索托 三之三文化 2009 978986189174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3 人魚：我的水裡人生 文/方力行 時報 2010 978957135234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4 
不要再浪費了! 1：不可以

浪費為什麼?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5 
不要再浪費了! 2：地球不

是垃圾桶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6 
不要再浪費了! 4：沒有森

林的地球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7 
不要再浪費了! 5：不想

吃，就丟掉? 
文/La Zoo；譯/黃郁文 泛亞國際文化 2009 97895772085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8 丹頂鶴是壞蛋嗎? 文/竹田津實；圖/阿部弘士 小魯文化 2014 978986211422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49 少偷一點不行嗎? 文/甘特‧鮑利；譯/陳宏淑 信誼基金 2011 978986161379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0 
世界多麼奇妙：如果世界

上沒有鯨魚 

文/米克‧曼尼，布莉塔‧格林斯

壯；譯/陳木城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5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1 
世界多麼奇妙：淅瀝!嘩啦!

啪啦! 

文/米克‧曼尼，布利塔‧格林斯

壯；譯/賈源愷 

臺灣英文雜誌

社 
1999 978957632484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2 
全球跑新聞：開拓新視野‧

輕鬆長知識 
文/林采如；圖/38 two 和融 2013 978986866388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3 
名偵探福爾摩斯：是誰在

醫院搞鬼? 
文/梁修範；譯/林美惠 新苗文化 2010 978957451439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4 地球相簿：劇變的一百年 
文/皮爾斯(Fred Pearce)；譯/

黃中憲 
貓頭鷹 2008 978986700170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5 如果垃圾越積越多…… 
文/朴基永；圖/李庚國；譯/陳

麗如 
上人文化 2012 978986212207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6 西雅圖酋長的宣言 
文/西雅圖酋長；圖/蘇珊‧傑佛

斯；譯/柯倩華 
臺灣麥克 2006 978986717790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7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1：

追逐陽光之島 

文/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譯/唐嘉慧 
野人文化 2013 978986594792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8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2：

酒醉的橄欖樹林 

文/傑洛德‧杜瑞爾

(GeraldDurrell)；譯/唐嘉慧 
野人文化 2013 978986594793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59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3：

淘金孃森林寶藏 

文/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譯/唐嘉慧 
野人文化 2013 9789865947941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0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4：

貓頭鷹爵士樂團 

文/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譯/唐嘉慧 
野人文化 2013 9789865947958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1 
杜瑞爾．希臘狂想曲 5：

眾神的花園 

文/傑洛德‧杜瑞爾(Gerald 

Durrell)；譯/唐嘉慧 
野人文化 2013 978986594796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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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62 看漫畫，學環保 

文/高尼克(Larry Gonick)，奧

華特(Alice Outwater)；譯/陳瑞

清 

天下文化 2013 978986320252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3 
科學實驗王 6：環保與污

染 

文/Gomdori Co.；圖/Hong 

Jong-Hyun；譯/徐月珠 
三采文化 2009 9789862291603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4 苦苓的森林祕語 
文/苦苓；圖/王姿莉；攝影/黃

一峰 
時報 2011 978957135451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5 
重逢，在世界盡頭：從倫

敦到非洲的人獅情緣 

文/安東尼‧柏克(Anthony 

Bourke)，約翰‧藍道(John 

Rendall)；譯/蔡青恩 

遠流 2009 9789573265184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6 
神奇酷科學 5 地球的生態

危機 

文/尼克‧阿諾；圖/東尼‧德‧索羅

斯；譯/陳偉民 
小天下 2011 9789862168486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7 無敵環保小蜜蜂 文/郝廣才；圖/瑞雅葛芙 格林文化 2011 978986189267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8 發現之旅 
編文/東尼‧萊斯(Tony Rice)；

譯/林潔盈 
好讀 2010 9789861781631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69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

一：壽司狸的免洗筷 

文/瑪麗露；圖/安德魯；譯/陳

昭蓉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652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70 
愛地球動物會議．議題

二：麵包鼠的隨身杯 

文/瑪麗露；圖/安德魯；譯/陳

昭蓉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66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71 
新台灣賞鳥地圖：跟著飛

鳥去旅行 
文/吳尊賢，徐偉斌 天下文化 2010 9789862165645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72 照顧我們的地球 文圖/蘿倫‧柴爾德；譯/柯倩華 上誼文化 2008 9789577624529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73 
蜘蛛人‧龍貓也不知道的

祕密 
文/張文亮 國語日報 2010 9789577515827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S6-074 觀念化學小學堂 
文/艾力克斯．弗斯，麗莎‧葛

拉斯彼；譯/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130 六下 3.生物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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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1 這麼大這麼小 
文/史托帕；圖/波森堤妮；譯/

施梅琪 
格林文化 2010 9789861892177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10 可愛的尺 文/金盛恩；圖/吳承敏 聯經 2011 9789570838435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11 
最棒的昆蟲遊行：比較大

小、長短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荷立‧

凱勒；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59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34 小健的蔬菜 
文/金盛恩；圖/朴志勳；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36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瑪莎．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榮

珍 
臺英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一年級 公制單位 

M1-008 動物上路：10 以內的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R.‧

W.‧艾莉；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11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17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文/申智云；圖/白勝任；譯/甄

珠莉 
聯經 2012 9789570839012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18 
怪獸大風吹：10 以內的減

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考

特‧納西；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28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19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

記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27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23 
魔數小子：哎，貓咪數不

完(加法與減法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梅希‧唐蘭

西；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73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一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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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一年級 四則運算 

M1-012 我的建築形狀書 文/潘妮‧安‧藍恩；譯/宋珮 維京國際 2011 9789866310430 一年級 形狀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一年級 形狀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一年級 形狀 

M1-036 
魔數小子：呀，怪物別跟

我(平面幾何的秘密) 

文/葛莉絲‧麥克隆；圖/麥特‧

史特勞布；譯/冶海孜 
遠流 2005 9789573254867 一年級 形狀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一年級 形狀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一年級 形狀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一年級 時間 

M1-024 時間的故事 
文/申惠恩；圖/趙藝貞；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43 一年級 時間 

M1-025 
魔數小子：嗯，等我一分

鐘(時間的秘密) 

文/泰蒂‧史列特；圖/黛娜‧雷

根；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30 一年級 時間 

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一年級 時間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一年級 時間 

M1-009 叭叭，汽車來了！：規律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克里

斯‧戴瑪瑞斯特；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72 一年級 統計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一年級 統計 

M1-021 一雙襪子：配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露薏

絲‧艾勒特；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80 一年級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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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2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

分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貝妮

絲‧盧姆；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73 一年級 統計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一年級 統計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一年級 統計 

M1-002 1 個變 100 個 文/劉思源；圖/賴馬 愛智圖書 2011 9789576083761 一年級 數字 

M1-003 
一、二、三～YEAH！：

數字排序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華勒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03 一年級 數字 

M1-004 一條尾巴十隻老鼠 文/陳木城；圖/曹俊彥 小魯文化 2010 9789862111253 一年級 數字 

M1-005 數羊的大野狼 文圖/岸良真由子；譯/林嘉麗 大穎文化 2009 9789866407031 一年級 數字 

M1-006 誰先吃桃子 文/尹亞海；圖/楊惠媛 聯經 2011 9789570838497 一年級 數字 

M1-007 蟲蟲來跳舞：方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克里

斯多夫‧桑托羅；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41 一年級 數字 

M1-008 動物上路：10 以內的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R.‧

W.‧艾莉；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11 一年級 數字 

M1-009 叭叭，汽車來了！：規律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克里

斯‧戴瑪瑞斯特；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72 一年級 數字 

M1-013 100 層樓的家 文/岩井俊雄 天衛文化 2009 9789862110850 一年級 數字 

M1-014 地下 100 層樓的家 文/岩井俊雄 天衛文化 2010 9789862111642 一年級 數字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一年級 數字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一年級 數字 

M1-017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文/申智云；圖/白勝任；譯/甄

珠莉 
聯經 2012 9789570839012 一年級 數字 

M1-018 
怪獸大風吹：10 以內的減

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考

特‧納西；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28 一年級 數字 

M1-019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

記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27 一年級 數字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一年級 數字 

M1-021 一雙襪子：配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露薏絲．艾勒特；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80 一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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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2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

分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貝妮絲．盧姆；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73 一年級 數字 

M1-026 手套不見了：奇數和偶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35 一年級 數字 

M1-027 
賺錢和用錢：購買需要的

東西 

文/Gerry Bailey；圖/Mike 

Phillips 
啟思文化 2011 9789861822068 一年級 數字 

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一年級 數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一年級 數字 

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一年級 數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一年級 數字 

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一年級 數字 

M1-037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

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大衛‧

T.‧溫佐；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94 一年級 數字 

M1-038 
魔數小子：嗚，地址不見

了(位值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廖雅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54 一年級 數字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榮

珍 
臺英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一年級 數字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一年級 數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一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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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0 可愛的尺 文/金盛恩；圖/吳承敏 聯經 2011 9789570838435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11 
最棒的昆蟲遊行：比較大

小、長短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荷立‧

凱勒；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59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34 小健的蔬菜 
文/金盛恩；圖/朴志勳；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36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瑪莎．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作/羅伯特．尹．威爾斯；譯/

鄭榮珍 
臺應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05 
數學甜甜圈：看寓言，學

數學 
文/郭嘉琪；圖/陳盈帆 小魯文化 2008 9789862110461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14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48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19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

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87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二年級 公制單位 

M1-017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文/申智云；圖/白勝任；譯/甄

珠莉 
聯經 2012 9789570839012 二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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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18 
怪獸大風吹：10 以內的減

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考

特‧納西；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28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19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

記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27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23 
魔數小子：哎，貓咪數不

完(加法與減法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梅希‧唐蘭

西；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73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06 
起床上學囉！：用線段計

數時間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戴安‧

格林席德；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57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09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

算式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凱文‧

歐馬利；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26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0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蕾妮‧

安德里亞尼；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10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1 
神氣猴的遊行：2、3、4……

的倍數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02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2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33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二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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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瑞妮‧

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22 
魔數小子：哈！宇宙無敵

湯(乘法的秘密) 

文/安卓莉亞‧巴克列斯；圖/肯

恩‧賈克伯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85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

梅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二年級 四則運算 

M1-012 我的建築形狀書 文/潘妮‧安‧藍恩；譯/宋珮 維京國際 2011 9789866310430 二年級 形狀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二年級 形狀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二年級 形狀 

M1-036 
魔數小子：呀，怪物別跟

我(平面幾何的秘密) 

文/葛莉絲.麥克隆；圖/麥特.

史特勞布；譯/冶海孜 
遠流 2005 9789573254867 二年級 形狀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二年級 形狀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二年級 形狀 

M2-001 
魔數小子：三角形(多邊形

的祕密) 

文/瑪瑞琳‧伯恩斯；圖/戈登‧

西佛里雅；譯/冶海孜 
遠流 2014 9789573274049 二年級 形狀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二年級 形狀 

M2-016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63 二年級 形狀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形狀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二年級 時間 

M1-024 時間的故事 
文/申惠恩；圖/趙藝貞；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43 二年級 時間 

M1-025 
魔數小子：嗯，等我一分

鐘(時間的秘密) 

文/泰蒂‧史列特；圖/黛娜‧雷

根；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30 二年級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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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二年級 時間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二年級 時間 

M2-002 小胡椒日記：月曆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56 二年級 時間 

M2-003 我要當好爸爸 
文/車保錦；圖/李貞淨；譯/楊

曉蕙 
聯經 2011 9789570838442 二年級 時間 

M2-005 
數學甜甜圈：看寓言，學

數學 
文/郭嘉琪；圖/陳盈帆 小魯文化 2008 9789862110461 二年級 時間 

M2-007 足球大賽：時間的化聚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55 二年級 時間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二年級 時間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二年級 時間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時間 

M1-013 100 層樓的家 文/岩井俊雄 天衛文化 2009 9789862110850 二年級 數字 

M1-014 地下 100 層樓的家 文/岩井俊雄 天衛文化 2010 9789862111642 二年級 數字 

M1-015 遊戲推理數學 1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35 二年級 數字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二年級 數字 

M1-017 卡卡先生與蛋蛋的夢想 
文/申智云；圖/白勝任；譯/甄

珠莉 
聯經 2012 9789570839012 二年級 數字 

M1-018 
怪獸大風吹：10 以內的減

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考

特‧納西；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28 二年級 數字 

M1-019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畫

記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27 二年級 數字 

M1-020 雙胎胞兄弟 文/劉瑛素；圖/朴英美 聯經 2012 9789570839074 二年級 數字 

M1-021 一雙襪子：配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露薏

絲‧艾勒特；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80 二年級 數字 

M1-022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

分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貝妮

絲‧盧姆；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73 二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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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6 手套不見了：奇數和偶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35 二年級 數字 

M1-027 
賺錢和用錢：購買需要的

東西 

文/Gerry Bailey；圖/Mike 

Phillips 
啟思文化 2011 9789861822068 二年級 數字 

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二年級 數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二年級 數字 

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二年級 數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二年級 數字 

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二年級 數字 

M1-037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

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大衛‧

T.‧溫佐；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94 二年級 數字 

M1-038 
魔數小子：嗚，地址不見

了(位值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廖雅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54 二年級 數字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

榮珍 
臺英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二年級 數字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二年級 數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二年級 數字 

M2-004 你一半，我一半 文圖/曹俊彥 小魯文化 2009 9789862111215 二年級 數字 

M2-005 
數學甜甜圈：看寓言，學

數學 
文/郭嘉琪；圖/陳盈帆 小魯文化 2008 9789862110461 二年級 數字 

M2-008 
從算盤到計算器：數字和

計算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63 二年級 數字 

M2-009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

算式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凱文‧

歐馬利；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26 二年級 數字 

M2-010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蕾妮‧

安德里亞尼；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10 二年級 數字 

M2-011 
神氣猴的遊行：2、3、4……

的倍數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02 二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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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2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33 二年級 數字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二年級 數字 

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瑞妮．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二年級 數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二年級 數字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二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數字 

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梅

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二年級 數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二年級 數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二年級 數字 

M1-016 進入數學世界的圖畫書 2 
文/安野光雅；譯/張煥三，吳

貞祥，丁淑卿 
信誼基金 2002 9789579526968 二年級 統計 

M1-021 一雙襪子：配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露薏絲．艾勒特；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80 二年級 統計 

M1-022 
小小消防隊員：分類、平

分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貝妮絲．盧姆；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73 二年級 統計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二年級 統計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二年級 統計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二年級 統計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二年級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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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國小三年級 

編碼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年級 類別 

M1-030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1-034 小健的蔬菜 
文/金盛恩；圖/朴志勳；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36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作/羅伯特．尹．威爾斯；譯/

鄭榮珍 
臺應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14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48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19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

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87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3-001 女超人瑪蒂：比較輕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貝妮

絲‧盧姆；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66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3-002 
魔數小子：義大利麵與肉

丸子(面積與周長的祕密) 

文/瑪瑞琳‧伯恩斯；圖/黛比‧

提莉；譯/吳梅瑛 
遠流 2014 9789573274025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3-011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

計時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70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三年級 公制單位 

M1-023 
魔數小子：哎，貓咪數不

完(加法與減法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梅希‧唐蘭

西；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73 三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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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06 
起床上學囉！：用線段計

數時間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戴安‧

格林席德；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57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09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

算式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凱文‧

歐馬利；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26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0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蕾妮‧

安德里亞尼；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10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1 
神氣猴的遊行：2、3、4……

的倍數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02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2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33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瑞妮‧

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22 
魔數小子：哈！宇宙無敵

湯(乘法的秘密) 

文/安卓莉亞‧巴克列斯；圖/肯

恩‧賈克伯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85 三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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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

梅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3-006 自行車環行賽：周長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麥克‧

李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31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史提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3-015 Fun 輕鬆玩數學 文/劉慧梅 書泉 2010 9789861215549 三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三年級 形狀 

M1-036 
魔數小子：呀，怪物別跟

我(平面幾何的秘密) 

文/葛莉絲.麥克隆；圖/麥特.

史特勞布；譯/冶海孜 
遠流 2005 9789573254867 三年級 形狀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三年級 形狀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三年級 形狀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三年級 形狀 

M2-015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雷米．斯馬德；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63 三年級 形狀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形狀 

M3-005 大家來切派 
文/羅伯特‧福曼；圖/拜倫‧巴

頓；譯/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 1994 9575881397 三年級 形狀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三年級 形狀 

M3-012 爸爸不見了 文/張嫻慧；圖/葛賢玉 聯經 2011 9789570838459 三年級 形狀 

M3-013 點與線的相遇 文/金世實；圖/江俊榮 聯經 2012 9789570839104 三年級 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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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三年級 形狀 

M1-024 時間的故事 
文/申惠恩；圖/趙藝貞；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43 三年級 時間 

M1-025 
魔數小子：嗯，等我一分

鐘(時間的秘密) 

文/泰蒂‧史列特；圖/黛娜‧雷

根；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30 三年級 時間 

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三年級 時間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三年級 時間 

M2-007 足球大賽：時間的化聚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55 三年級 時間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三年級 時間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三年級 時間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時間 

M3-011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

計時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70 三年級 時間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三年級 統計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三年級 統計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三年級 統計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統計 

M3-003 最棒的假期：整理資料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娜丁‧

伯納‧威斯考特；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58 三年級 統計 

M3-007 檸檬汁大拍賣：長條圖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崔西

亞‧塔薩；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87 三年級 統計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三年級 統計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史提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三年級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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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26 手套不見了：奇數和偶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35 三年級 數字 

M1-027 
賺錢和用錢：購買需要的

東西 

文/Gerry Bailey；圖/Mike 

Phillips 
啟思文化 2011 9789861822068 三年級 數字 

M1-028 私房藍莓派：二位數加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89 三年級 數字 

M1-029 
跳跳蜥蜴：5 個一數、10

個一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瓊安‧

安迪諾爾菲；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42 三年級 數字 

M1-030 
酷炫 100 天：1 到 100 的

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班達爾布魯奈羅；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197 三年級 數字 

M1-031 鯊魚馬拉松：二位數減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藍尼‧

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96 三年級 數字 

M1-032 時間到了！：整點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34 三年級 數字 

M1-037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

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大衛‧

T.‧溫佐；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94 三年級 數字 

M1-038 
魔數小子：嗚，地址不見

了(位值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廖雅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54 三年級 數字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

榮珍 
臺英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三年級 數字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三年級 數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三年級 數字 

M2-008 
從算盤到計算器：數字和

計算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63 三年級 數字 

M2-009 
太多袋鼠的事要做：乘法

算式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凱文．歐馬利；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03 9789862033326 三年級 數字 

M2-010 狂歡購物節：加法策略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蕾妮‧

安德里亞尼；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210 三年級 數字 

M2-011 
神氣猴的遊行：2、3、4……

的倍數計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藍尼．克維斯；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02 三年級 數字 

M2-012 給我一半！：二分之一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G.‧

布萊恩‧卡拉斯；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33 三年級 數字 

M2-013 遊戲推理數學 2 編/張佩玲；圖/徐秀如 捷英社 2004 9789570372342 三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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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瑞妮‧

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三年級 數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三年級 數字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三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三年級 數字 

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

梅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三年級 數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三年級 數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三年級 數字 

M3-004 分數是分出來的 
文/理查‧丹尼斯；圖/丹諾‧克魯

斯；譯/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 1988 9575881435 三年級 數字 

M3-005 大家來切派 
文/羅伯特‧福曼；圖/拜倫‧巴

頓；譯/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 1994 9575881397 三年級 數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三年級 數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三年級 數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三年級 數字 

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三年級 數字 

M3-015 Fun 輕鬆玩數學 文/劉慧梅 書泉 2010 9789861215549 三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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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30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作/羅伯特．尹．威爾斯；譯/

鄭榮珍 
臺應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1-034 小健的蔬菜 
文/金盛恩；圖/朴志勳；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36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14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48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19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

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87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3-011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

計時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70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4-001 藏寶圖：解讀地圖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崔西

亞‧塔薩；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86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4-002 
數學親親：看童話，學數

學 
文/郭嘉琪；圖/T-Bone 小魯文化 2009 9789862110379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4-003 
魔數小子：嗄，下課變上

課?(運算的秘密) 
文圖/黛娜．雷根；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461 四年級 公制單位 



212 
 

 

編碼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年級 類別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四年級 公制單位 

M1-030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瑞妮．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22 
魔數小子：哈！宇宙無敵

湯(乘法的秘密) 

文/安卓莉亞‧巴克列斯；圖/肯

恩‧賈克伯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85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梅

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3-006 自行車環行賽：周長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麥克．李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31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3-015 Fun 輕鬆玩數學 文/劉慧梅 書泉 2010 9789861215549 四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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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03 
魔數小子：嗄，下課變上

課?(運算的秘密) 
文圖/黛娜‧雷根；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461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四年級 四則運算 

M1-035 我的比較好！：面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林意虹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49 四年級 形狀 

M1-036 
魔數小子：呀，怪物別跟

我(平面幾何的秘密) 

文/葛莉絲‧麥克隆；圖/麥特‧

史特勞布；譯/冶海孜 
遠流 2005 9789573254867 四年級 形狀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四年級 形狀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四年級 形狀 

M2-015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雷米．斯馬德；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63 四年級 形狀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形狀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四年級 形狀 

M3-012 爸爸不見了 文/張嫻慧；圖/葛賢玉 聯經 2011 9789570838459 四年級 形狀 

M3-013 點與線的相遇 文/金世實；圖/江俊榮 聯經 2012 9789570839104 四年級 形狀 

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四年級 形狀 

M4-002 
數學親親：看童話，學數

學 
文/郭嘉琪；圖/T-Bone 小魯文化 2009 9789862110379 四年級 形狀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四年級 形狀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四年級 形狀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

史皮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四年級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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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四年級 時間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時間 

M3-011 
從蠟燭到石英鐘：時間和

計時的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70 四年級 時間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四年級 統計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四年級 統計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四年級 統計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統計 

M3-007 檸檬汁大拍賣：長條圖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崔西

亞‧塔薩；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87 四年級 統計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四年級 統計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四年級 統計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四年級 統計 

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四年級 統計 

M1-037 
艾迪來猜齡！：大於或小

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大衛‧

T.‧溫佐；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94 四年級 數字 

M1-038 
魔數小子：嗚，地址不見

了(位值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廖雅君 
遠流 2005 9789573254454 四年級 數字 

M1-039 
藍鯨是世界最大的東西

嗎? 

文/羅伯特⋅尹⋅威爾斯；譯/鄭

榮珍 
臺英雜誌 1998 9789576324819 四年級 數字 

M1-040 
魔數小子：哼，到底藏哪

裡?(解題的秘密) 

文/瓊安‧洛克林；圖/約翰‧史皮

爾斯；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836 四年級 數字 

M1-04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1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8 9789862162460 四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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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瑞妮‧

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四年級 數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喬治．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四年級 數字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四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四年級 數字 

M2-023 
魔數小子：噓，螞蟻搬東

西(倍數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派屈克．

梅洛；譯/王心瑩 
遠流 2005 9789573254942 四年級 數字 

M2-024 
魔數小子：噢！披薩(分數

的秘密) 

文/卡羅‧洛斯；圖/傑琪‧史耐

德；譯/吳梅瑛 
遠流 2005 9789573254256 四年級 數字 

M2-025 郊狼四處竄：粗估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40 四年級 數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四年級 數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四年級 數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四年級 數字 

M3-014 
數學摩天輪：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304 四年級 數字 

M3-015 Fun 輕鬆玩數學 文/劉慧梅 書泉 2010 9789861215549 四年級 數字 

M4-003 
魔數小子：嗄，下課變上

課?(運算的秘密) 
文圖/黛娜．雷根；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461 四年級 數字 

M4-004 
比百萬更大的數一場驚奇

的數學之旅 

文/大衛‧舒瓦茲；圖/保羅‧梅

索；譯/郭嘉琪 
小魯文化 2006 9789867188267 四年級 數字 

M4-005 生活數學大贏家.四年級 文/徐任宏；圖/黃淑華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278 四年級 數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四年級 數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四年級 數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四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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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四年級 數字 

 

  



217 
 

數學科：國小五年級 

編碼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年級 類別 

M1-030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2-014 波莉的筆友：公制單位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48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2-019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

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87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五年級 公制單位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五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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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瑞妮‧

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喬治‧

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3-006 自行車環行賽：周長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麥克‧

李德；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31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史提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1 猜猜誰會贏?：估算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S.‧D.‧

辛德樂；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25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五年級 四則運算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五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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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16 宇宙無敵艦長：立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雷米‧

斯馬德；譯/鄒佳琪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63 五年級 形狀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形狀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五年級 形狀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五年級 形狀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五年級 形狀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五年級 形狀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五年級 形狀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五年級 形狀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五年級 形狀 

M5-008 
IQ 遊戲大百科 2：立體移

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監修/秋山仁；譯/汪淑玲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6457 五年級 形狀 

M1-033 逃離可怕貓咪的方法 
文/崔云靜；圖/申嫻靖；譯/唐

忠勤 
聯經 2012 9789570839081 五年級 統計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五年級 統計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統計 

M3-007 檸檬汁大拍賣：長條圖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崔西

亞‧塔薩；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87 五年級 統計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五年級 統計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五年級 統計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五年級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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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五年級 統計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五年級 統計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五年級 統計 

M2-017 地球日，萬歲！：位值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瑞妮．安卓亞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395 五年級 數字 

M2-018 遊樂嘉年華：除法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

喬治．烏瑞奇；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418 五年級 數字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五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數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五年級 數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五年級 數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五年級 數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五年級 數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五年級 數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五年級 數字 

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五年級 數字 

M5-002 開心果冰淇淋：機率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瑪莎‧

溫伯恩；譯/謝維玲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79 五年級 數字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五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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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五年級 數字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五年級 數字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五年級 數字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五年級 數字 

M5-008 
IQ 遊戲大百科 2：立體移

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監修/秋山仁；譯/汪淑玲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6457 五年級 數字 

M2-015 

魔數小子：哇！40 公斤蕃

茄大餐(測量與運算的秘

密) 

文/辛蒂．紐斯汪德；圖/泰瑞．

塞瑞爾；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74 五年級 時間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五年級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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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ISBN 年級 類別 

M2-019 
從腕尺到公斤：度量衡的

故事 
文/Anita Ganeri；譯/傅湘雯 啟思文化 

2002 
9789576497087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01 
神奇酷數學 6：圖形與空

間的變幻世界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1458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02 
數學任意門：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8 
9789862110546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10 生活數學大贏家.五年級 文/徐任宏；圖/黃淑華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285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11 挑戰機智王：數學 
文/莊思筠、吳智仁；圖/漫畫

罐頭 
南極熊 

2006 
9789867133113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12 數學偵探王 文/徐任宏；圖/郭莉蓁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1649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6-013 
玩出數學力：4-14 歲親子

遊戲書 
文/廣瀨智子；譯/詹盛閔 世茂 

2008 
9789577769183 六年級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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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014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文/金成洙；圖/俞俊在；譯/凱

翔 
新苗文化 

2010 
9789574514380 六年級 公制單位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03 MENSA 數學小天才 文/約翰‧班納；譯/謝靜雯 稻田 2011 9789866749810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07 
神奇酷數學 1：奇妙的數

與量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45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08 學校沒教的用錢百科 文/艾文‧霍爾；譯/余欲弟 青林國際 2012 9789862740767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09 讓我們來玩數學吧! 文/黃敏晃；圖/蔡嘉驊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560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10 生活數學大贏家.五年級 文/徐任宏；圖/黃淑華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285 六年級 四則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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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011 挑戰機智王：數學 
文/莊思筠、吳智仁；圖/漫畫

罐頭 
南極熊 

2006 
9789867133113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12 數學偵探王 文/徐任宏；圖/郭莉蓁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1649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13 
玩出數學力：4-14 歲親子

遊戲書 
文/廣瀨智子；譯/詹盛閔 世茂 

2008 
9789577769183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6-014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文/金成洙；圖/俞俊在；譯/凱

翔 
新苗文化 

2010 
9789574514380 六年級 四則運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形狀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六年級 形狀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六年級 形狀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六年級 形狀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六年級 形狀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六年級 形狀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六年級 形狀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六年級 形狀 

M5-008 
IQ 遊戲大百科 2：立體移

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監修/秋山仁；譯/汪淑玲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6457 六年級 形狀 

M6-001 
神奇酷數學 6：圖形與空

間的變幻世界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校天下 

2013 

9789863201458 六年級 形狀 

M6-013 
玩出數學力：4-14 歲親子

遊戲書 
文/廣瀨智子；譯/詹盛閔 世茂 

2008 
9789577769183 六年級 形狀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六年級 統計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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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六年級 統計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六年級 統計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六年級 統計 

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六年級 統計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六年級 統計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六年級 統計 

M6-002 
數學任意門：看故事，學

數學 
文/陳文炳；圖/胡瑞娟 小魯文化 

2008 
9789862110546 六年級 統計 

M6-004 裴利的滑板車：負數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弗蘭

克‧瑞姆凱威克茲；譯/范光中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00 六年級 統計 

M6-014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文/金成洙；圖/俞俊在；譯/凱

翔 
新苗文化 

2010 
9789574514380 六年級 統計 

M2-020 大象的時間  老鼠的時間 
文/本川達雄；圖/阿部弘土；

譯/高明美 
信誼基金 

2003 
9789576428586 六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數字 

M3-008 數學也可以很童話 文/曾維惠；圖/李後佶 
慈濟傳播文化

志業基金會 

2009 
9789866644429 六年級 數字 

M3-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4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76 六年級 數字 

M3-010 灰熊特報：百分比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史提

夫‧比約克曼；譯/邱瓊慧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62 六年級 數字 

M4-007 
神奇酷數學 2：加減乘除

的算術魔法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52 六年級 數字 

M4-008 
東大生為小學生設計的

23 堂數學課 

文/南部陽介，木村俊介，萩原

利士成，太田文；譯/韓雅若 
世茂 

2012 
9789866097447 六年級 數字 

M4-009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5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43 六年級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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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10 
魔數小子：嘿，圖表真好

用(圖表的秘密) 

文/黛安‧歐其翠；圖/馬汀‧雷莫

門；譯/蔡青恩 
遠流 

2005 
9789573254843 六年級 數字 

M5-003 80 基礎數字概念 

文/克勞迪亞‧札斯拉伏斯基

(Clcudia Zaslavsky)；譯/陳昭

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412 六年級 數字 

M5-004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6 級 
文/黑澤俊二；圖/早坂德子；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750 六年級 數字 

M5-00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7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3108 六年級 數字 

M5-006 
24 小時就愛上數學：1-9

年級最佳數學入門書 
文/王富祥 新自然主義 

2008 
9789576966477 六年級 數字 

M5-007 觀念數學小學堂 

作者：艾力克斯．弗斯，米娜．

雷希，麗莎．葛拉斯彼；圖/

亞當．拉庫；譯/區國強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2677 六年級 數字 

M5-008 
IQ 遊戲大百科 2：立體移

動遊戲玩出你的想像力 
監修/秋山仁；譯/汪淑玲 親子天下 

2013 
9789862416457 六年級 數字 

M6-005 生活數學大贏家.六年級 文/徐任宏；圖/黃淑華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292 六年級 數字 

M6-006 冰淇淋聖代：排列組合 
文/斯圖爾特‧J.‧墨菲；圖/辛西

雅‧賈巴；譯/張凰蕙 
臺灣麥克 

2013 
9789862033524 六年級 數字 

M6-007 
神奇酷數學 1：奇妙的數

與量 

文/查坦．波斯基；圖/丹尼爾．

波斯蓋特；審訂/林原宏；譯/

陳偉民 

小天下 

2012 

9789863200345 六年級 數字 

M6-008 學校沒教的用錢百科 文/艾文‧霍爾；譯/余欲弟 青林國際 2012 9789862740767 六年級 數字 

M6-009 讓我們來玩數學吧! 文/黃敏晃；圖/蔡嘉驊 小天下 2005 9789864174560 六年級 數字 

M6-010 生活數學大贏家.五年級 文/徐任宏；圖/黃淑華 國語日報 2007 9789577515285 六年級 數字 

M6-011 挑戰機智王：數學 
文/莊思筠、吳智仁；圖/漫畫

罐頭 
南極熊 

2006 
9789867133113 六年級 數字 

M6-012 數學偵探王 文/徐任宏；圖/郭莉蓁 小天下 2013 9789863201649 六年級 數字 

M6-013 
玩出數學力：4-14 歲親子

遊戲書 
文/廣瀨智子；譯/詹盛閔 世茂 

2008 
9789577769183 六年級 數字 

M6-014 數學天才營：闖關遊戲 
文/金成洙；圖/俞俊在；譯/凱

翔 
新苗文化 

2010 
9789574514380 六年級 數字 

M2-021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 級 
文/黑澤俊二；圖/長谷部徹；

譯/陳昭蓉 
小天下 

2009 
9789862162569 六年級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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