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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高手
大自然的各種動植物們都有各式各樣驚人的生存技巧。種種的特殊行為，以

及奇特的身體構造，都是牠們能夠順利存活下來的關鍵。

《生存高手》系列，全套書收錄超過 200 種動植物，以 300 多張清晰、生動

的照片，搭配小插圖，清楚呈現出動物們令人驚歎不已的生存技巧。每冊針對主

題製作精彩的視頻，讓動植物生存高手們親自來告訴你，要在大自然中生活，有

多少的挑戰需要克服，又是多麼的艱辛困難。

全套 10 冊，包括動物 6 冊，植物 4 冊。

每冊附有 2 個科學視頻。

10 冊書目

動物系列 6 冊 植物系列 4 冊

1 動物生存高手 捕獵篇 1植物生存高手 繁殖篇

2動物生存高手 繁殖篇 2植物生存高手 極限篇

3動物生存高手 極限篇 3植物生存高手 競合篇

4動物生存高手 成長篇 4植物生存高手 適應篇

5動物生存高手 競合篇

6動物生存高手 體型篇

求 偶 高 手

生活在科隆群岛上的蓝脚鲣鸟，它们有着宽厚的翅膀，和一对特别的蓝色大脚，它

们会藉由跳舞表达爱意，因此，蓝色大脚是它们求偶时必须展现的重点。雄蓝脚鲣鸟

的求偶舞蹈，从雄鸟向雌鸟轮流展示左脚与右脚的蓝色脚丫开始，它们一边展示大脚，

一边左摇右晃，动着身体，同时打开翅膀展现滑稽的舞姿。虽然雄鸟跳得很笨拙，雌

鸟却会仔细观察它的舞蹈，当雌鸟跟着雄鸟一起跳舞时，就代表雄鸟求爱成功，雌鸟

已经喜欢上它了。

蓝色脚丫是蓝脚鲣鸟求偶时展

现的重点之一，因为鲜艳饱和

的蓝色，代表身体健康，可以

生下健康的后代。雌鸟接受雄

鸟的求偶后，会重复雄鸟的动

作，这时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跳

着双人舞蹈。

蓝脚鲣鸟用蓝色大脚跳滑稽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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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形 高 手子叶

毛毡苔也是食虫植物的一种，它们透过捕捉昆虫，来补充生长所需的

氮。毛毡苔的部分叶片上面，演化出了许多的腺毛，这些腺毛就是毛毡

苔甜蜜的陷阱，腺毛末端会分泌蜜露，对昆虫而言是挡不住的诱惑，但

这些蜜露不仅可以用来吸引昆虫，也是捕捉猎物的工具，蜜露很黏稠，

被吸引而飞到叶片上的昆虫，很快就会被蜜露黏住，怎么挣扎都无法逃

脱，接着毛毡苔感受到猎物的挣扎后，开始将叶片卷起，将猎物包在叶

片中，再分泌消化液，消化猎物，吸收养分。

毛毡苔分布的范围很广，种类也很

多，各大洲都可以看到它。毛毡苔利

用腺毛分泌的蜜露，来吸引并捕捉猎

物。猎物越是挣扎，叶片会因受到刺

激而逐渐卷起，包住猎物，等消化完

猎物后，叶片会再次展开。

毛毡苔用黏液抓虫

变 化 高 手叶

不同种类的毛毡苔，捕虫叶的形状不同，有的是细长形的，有些则比较偏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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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冊書目

1 生活物理 7光與鏡子

2大氣壓力 8植物的秘密

3電與磁 9. 生活化學

4天氣現象 10 火山與岩石

5氣體實驗 11 聲音與波動

6力的運用 12 料理中的科學 

小牛頓實驗王
新世代的教育觀，除了理論知識學習外，更強調孩子動手做，透過實作練習，

培養孩童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小牛頓實驗王》響應這個教育轉型的契

機，推出有趣實用的學習書系。

《小牛頓實驗王》以小學科學為主要內容，以做中學，學中做，邊學邊玩邊

做實驗的理念，將生硬的科學實驗趣味化，內容涵蓋生活物理、生活化學、地球

科學、生物秘密等，同時推出每個小實驗搭配實驗視頻，一步一腳印地帶領孩童

進入科學學習新視界。

全套 12 冊，每冊附有 12 個科學實驗視頻。 

類別：少兒、青少年兒童讀物

適讀年齡：6 ～ 12 歲 

語言：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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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人類大發明與發現
誰說歷史無趣？科學難懂？那就讓知識進到漫畫裡，一切都會比你想像的更

有趣！

小至鉛筆、原子筆等生活小物，大至飛機、火箭等偉大發明，還有科學家們

經過不斷的研究與實驗所揭發的科學原理，以及探險家們勇闖發現新世界的英勇

故事。這些世界上最重要的發明與發現，是現代人不可不知的歷史與科學知識。

本書精選了 33 個有趣的發明或發現故事，在生動有趣的漫畫故事中，融合了

豐富資訊，讓小讀者輕輕鬆鬆學習並整合各領域的知識，在零壓力中激發學習興

趣，愛上閱讀，變身小小萬事通！

類別：少兒、青少年兒童讀物

適讀年齡：8 歲以上 

語言：繁體中文

出版日期：202212 

作者：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頁數：160 頁，尺寸：18.9x25.6 cm 

ISBN：9786267190401（繁體中文版）

兒童

科普

世界重大的

發明與發現

火、文字、曆法、星座、造紙術、印刷術、鉛筆、原子筆、天然橡膠、可

可豆、汽車、船、飛機、真空、大氣壓力、萬有引力定律、放射性物質、

相對論、維生素

新世界的探險

與發現

馬可．波羅東遊中國、發現美洲新大陸、航行地球一周、被消滅的美洲古

文明、太平洋的探險、小獵犬號的生物之旅、橫越非洲大陸、特洛伊和邁

錫尼遺跡、羅塞塔石碑、征服北極點、南極點的競爭、向世界極峰挑戰、

潛入馬里亞納海溝、人類向宇宙展開的探險

古時候的人們旅行時大都靠自己的腳力或獸力。我們常用的「馬路」

一詞在《左傳》中就已得見，可見，在數千年前，馬匹就已經是人類旅行

和運輸時的重要幫手。工業革命後，蒸汽機的發明使蒸汽火車在 19 世紀時

取代了馬匹的功能。不過，火車雖然跑得遠，但只能在鐵軌上執行，旅客

和貨物只能在固定的停靠站上下車。

內燃機出現後，交通工具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1885 年德國工程師卡

爾．賓士在一輛三輪車裝上內燃機引擎並順利行駛後，汽車為人類的交通

方式帶來劃時代的改變。四通八達的公路網路連結了人們的生活、工作和

休閑娛樂，只要開著加滿油的汽車，就能四處穿梭往來。

汽車發明至今百餘

年來，發明家們不斷在

燃料、零件、組裝方式

等加以改革，現代的汽

車在外觀、效能上與

19 世紀相比早已不可

同日而語。而進入 21
世紀後，為了減少燃料

所產生的環境汙染，充

飽電就可行駛的電動車

成為未來汽車工業發展

的新方向。

汽車

1 7 6 9年，1 7 6 9年，
法國人尼古法國人尼古

拉‧居紐製拉‧居紐製

造出了世界造出了世界

上第一輛依上第一輛依

靠自身動力靠自身動力

行駛的蒸汽行駛的蒸汽

車。車。

這輛可說是汽車老祖宗的這輛可說是汽車老祖宗的

蒸汽車，試驗失敗。蒸汽車，試驗失敗。

1872年，德國的奧托發明了燃料可在汽缸內1872年，德國的奧托發明了燃料可在汽缸內
直接燃燒的四衝程內燃機。直接燃燒的四衝程內燃機。

德國技

師戴姆勒當時在

奧托的工廠上班⋯⋯

哈，那就是居紐的怪

物！時速只有4公里，

比走路還慢。

而且笨重無比，

你看，它又撞到

牆了！

我認為只要稍加改

良，內燃機很適合

做街車的原動機。

譬如將原來的煤氣

改為石油……蒸汽機龐大、難

控制，不適合小

型車輛使用。

我認為我的

機器已經很

完美，不需

要改良。

卡爾．賓士所製造的第一輛裝配著內燃機引擎的三輪汽車。

劃時代的內燃機

汽車都需要引擎才能啟動，引擎就是一種內燃機，運作原理是利用燃料在

機器內部燃燒，讓氣體受熱膨脹後產生機械能，進而使機器運作。

最早的內燃機可追溯至17世紀中葉，荷蘭物理學家惠更斯利用火藥在汽缸
內爆炸燃燒，推動活塞。到了19世紀，德國科學家尼古拉斯．奧托研發的煤氣
內燃機的熱效率可以達到10%以上，效率高出同時期的產品非常多，這個內燃
機在1867年的巴黎博覽會上得到最高榮譽。

尼古拉斯．奧托

4948

延伸知識

改變汽車工業的橡膠輪胎

車輪可說是物質文明史上的重要發明之一，這項發

明大大造福了人類，使移動的速度大為提升。在車輪發

展的漫長過程中，最早是使用木頭車輪。後來，為了提

升車輪的耐用性與馬車的舒適度，人們以皮革包裹木頭

或金屬材質的車輪。我們所熟悉的橡膠輪胎則是19世紀
中葉才出現的。

橡膠得以躍上世界舞臺，歸功於哥倫布。當他航行

至美洲大陸時，發現當地居民以一種具有彈力的橡膠球

作為遊戲工具。後來的探險家們將橡膠樹引進歐洲，但

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用途，直到法國科學家麥加在1763
年發現松節油可以軟化橡膠後，橡膠的加工技術才不斷

推陳出新。美國人查爾斯．固特異在1839年更發明了
硫化技術，使橡膠遇冷變硬、遇熱變軟等被人詬病的缺

點加以改善，橡膠的使用範圍越加廣泛，他因此被稱為

「現代橡膠之父」。

19世紀末，蘇格蘭獸醫師約翰．登祿普觀察到小孩
騎三輪車時經常發生顛簸，激起他改善實心橡膠車輪的

決心。他從澆花水管得到靈感，於是把水管灌滿水、再

用帆布包起來並固定在車輪外，後來又改以充氣代替灌

水，終於發明出世界上第一個充氣輪胎。1895年時，法
國的米其林公司首度在賽車中使用充氣輪胎，全程沒有

爆胎的佳績證明充氣的橡膠輪胎能兼顧汽車的穩定、安

全與舒適，此後人們也越來越習慣利用汽車作為代步工

具。

又賣輪胎又寫評鑑的米其林

米其林是一家法國輪胎公司，由米其林兄弟在1889年成立，
最早是製造馬車、自行車的輪胎。為了宣傳自家生產的可拆卸式

充氣輪胎，他們參加了1895年所舉辦的巴黎—波爾多公路汽車比
賽，參賽的車輛雖未贏得最後勝利，但在1200公里的賽程中完全
沒有爆胎，成功引起社會大眾對充氣輪胎的注目。

20世紀初期，汽車在法國尚未普及，總量僅有數千輛之多，
不過米其林公司相當看好汽車旅行的遠景，認為一旦駕車旅行蔚

為風潮後，輪胎的消費市場也會水漲船高。因此，在1900年的巴
黎萬國博覽會時，米其林公司出版集地圖、餐廳、加油站等資訊

於一身的《米其林指南》免費供顧客索取，直到1920年起才不再
免費提供而是販賣。

《米其林指南》以星號標示評價優良的商家，而目前的3星級
評鑑系統則是從1931年開始固定採用。進行評鑑時，評鑑人員會
喬裝成普通顧客祕密前往，藉此觀察店家最真實的面貌。百年以

來，獲得星級評鑑的店家總吸引全球消費者更多的青睞。

隨著世界旅行普及化，《米其林指南》評鑑的範疇也從法國

擴及歐洲、美洲與世界各大城市。紅色書封的《紅色指南》推介

餐廳和旅館；綠色書封的《綠色指南》則有行程規劃、道路指

引、景點推薦等資訊。

固特異輪胎公司在 1916年的廣告。這
間公司在 1908年時為福特 T型車的輪
胎供貨商。

約翰．登祿普是充氣

輪胎的發明人，他在

1888年取得充氣輪
胎專利，並成立登祿

普輪胎公司。《米其林指南》提供人們旅行前規劃行程、食宿、餐飲的各種指引。

1965年獲得米其林三星評鑑
的保羅．博庫斯餐廳位於法

國里昂，直到今日仍吸引絡

繹不絕的旅人們造訪。

米其林評鑑的評審每隔一段

時間會再次造訪已獲獎的餐

廳，該餐廳必須維持高水準

才能持續保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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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
尺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認為「自然討厭真空」，真空一出現，周圍

的東西立刻就會將真空填滿，所以真空的狀態是不存在的。17 世纪，這種

想法才被人證實是錯誤的。 
義大利的托里切利是伽利略的弟子，他由伽利略的口中得知，泵浦抽

水最高僅能至 10.8 公尺。1643 年，托里切利使用密度為水的 14 倍的水銀

做實驗，證明真空確實存在。1654 年，德國的格里克用強力的空氣泵浦成

功的製造出真空，並展示大氣壓力巨大的力量。

真空、大氣壓力

1643年，
義大利物理學

家托里切利

用水銀做了

一個實驗。

在17世紀以前，
人們認為真空是

不存在的。

他將長約1公尺、
裝滿水銀的玻璃

管，倒立在裝著

水銀的圓形容器

裡；手指自管口

放開後，水銀柱

下降到約76公分
的高度。

只有親自

實驗才知

道了！

地球表面的空氣被地球的引力吸住，因此能夠形成一層大氣層。我們住在地球表面，全身都被空

氣壓著，卻完全感覺不到空氣的重量，但這不表示空氣沒有重量喔！在攝氏30度時，1立方公尺的空
氣大約重達1.2公斤。考慮整個大氣層的重量，地表上每平方公分大約要承受1公斤的重量。「大氣壓
力」就是來自於空氣的重量。

固體 液體 氣體

不過伽利略老師說泵

浦只能把水往上抽10
公尺左右，為什麼無

法繼續往上

抽呢？

按壓泵浦會製造

出真空，所以水

會往上跑，把真

空填滿。

為什麼很難製造出真空

物質可分為固體、液體、氣體三種狀態。

固體的形狀和大小是固定的；液體的形狀雖然

會改變，但是體積不變；氣體則是形狀和體積

都不固定。「真空」指的是不存在任何物質的

空間，但是只要有空間，氣體分子就會擴散出

去，占滿整個空間，不容易出現真空。

除了人為製造出的真空之外，目前已知只

有外太空的環境最接近真空。

真空

水銀

76
公
分

7372

加島鶯雀
仙人掌地雀

小嘴地雀

吃仙人掌

吃種子

吃昆蟲

吃水果

中嘴地雀

大嘴地雀植食樹雀

大樹雀

小樹雀

擬鴷樹雀

樹
雀
屬

地
雀
屬

加島鶯雀屬

達爾文未解開的雀喙之謎

1835年，達爾文踏上了南美洲的加拉巴哥群島，他在群島
上的所見，激發出了他的生物演化觀點。加拉巴哥群島上甚至有

動物以達爾文的名字來命名，就是「達爾文雀」。有些人以為是

達爾文雀讓達爾文推論出物種演化的理論，其實並不是。雖然達

爾文發現了這些鳥類，但卻沒有發現牠們是親緣關係很接近的物

種，而是到了1973年之後，美國的生物學家格蘭特夫婦深入研究
這些鳥類的嘴喙，才推論出這些雀鳥是為了因應環境的不同，而

發生演化。

達爾文雀的祖先大約在兩百萬年前抵達了加拉巴哥群島，在

群島上演化出了18種不同物種，統稱達爾文雀。這些雀鳥的體型
都差不多，最大的差異是嘴喙的尺寸與形狀，而這是牠們對不同

種類的食物進行演化適應的結果。強大的喙可以咬碎種子；細長

的喙則適合捕捉昆蟲。

而演化從未終止，我們現在所見的生物樣貌，未來也可能將

全然不同。2004～2005年間，加拉巴哥群島發生乾旱，其中一種
達爾文雀──中嘴地雀的喙突然都變小了。這是因為乾旱使得食

物稀缺，具有較大嘴喙的中嘴地雀無法與大嘴地雀競爭食物，反

而是嘴喙較小的個體可以吃其他更小的種子，因此逃過一劫。

延伸知識

達爾文在阿

根廷發現了

巨獸化石。

1835年，1835年，
小獵犬號小獵犬號

抵達南美抵達南美

洲西側的洲西側的

加拉巴哥加拉巴哥

群島。群島。

哇！大蜥蜴！
這種動物

真是太奇

特了！

這是一種

鬣蜥。

明明是同一個

物種，為何各

島上的龜殼形

狀和花紋有所

不同？

好大的

陸龜！ 這裡的鸕鶿翅

膀特別小，甚

至不會飛……

達爾文經過20年的
研究，於1859年發
表演化論，在科學

界造成轟動。

我知道了！這都是因

為島上的動物為了適

應環境而改變……

中嘴地雀

大嘴地雀

達爾文雀演化出了各種形狀的嘴喙，以適應島上各種不同的食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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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蝉
  脱壳
蝉的若虫刚从树干里钻

出来，它该选哪一条路掉落到

地面，才不会被蚂蚁吃掉呢？

接着，请通过地底迷宫，让若

虫安全长大。最后，再通过树

干迷宫，让若虫成功爬上树

叶，脱去外壳，变成成虫。

意义：
蝉从幼虫变为成虫时，会脱去一层外

壳，后来比喻一个人使用计谋或伪装

逃脱，让敌人不能及时发觉。

典故：
三国时期，孙坚败给吕布，逃到树林

里，为了摆脱追兵，他将自己的战袍

盔甲脱下来，挂在树上，结果吕布

的军队看到，以为是孙坚本人，就停

下来用箭乱射，孙坚就趁这个机会逃

脱。

挑战 1：
请数一数，共有 只蚂蚁。

挑战2：
请找出搬东西的蚂蚁，并圈起来。 

知 识 加 油 站

脑 力 激 荡

金蝉
  脱壳

Ａ

Ｂ

Ｃ

终点
起点

2322

4 支军队要前往中间的城

池，准备包围城里的敌军，请

通过迷宫，让这 4 支军队都

顺利到达终点，完成包围。

意义：
四面八方传来了楚地人的歌声，比喻

四面受敌，情况十分险恶，走投无路。

典故：
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汉军在垓下城包

围项羽的楚军。为了瓦解楚军斗志，

汉军的士兵用楚国的方言高唱民歌。

结果楚歌从四面八方传来，项羽听

到，以为汉军占领了楚地，觉得已经

没有胜利的希望了。

挑战 1：
请数一数，营地帐篷共有 个。

挑战2：
请圈出所有坏掉的运粮车 。

知 识 加 油 站

脑 力 激 荡

  四  四面面
楚歌楚歌

  四  四面面
楚歌楚歌

起点

起点

起点
起点

终点终点

2322

对兔子来说，地底下的洞穴是

它们的家，遇到危险，兔子就会钻

入洞穴里面躲藏起来，所以兔子有

着一身挖洞好功夫，它会用它的前

爪，快速挖出洞穴。兔子挖出的地

下洞穴，不仅有长长的地道，还分

成休息室、育儿室、厕所等地方，

同时也有好几个出入口。现今家里

饲养的宠物兔，是穴兔经过长时间

的驯养变成的，虽然不再以地底的

洞穴为家，不过挖洞的天性还是保

留下来，所以一有机会，它们也会

挖洞，制造地道。 

大王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直径超过 1 米，分

布在热带雨林中。大王花是寄生植物，平常躲在地底

下，只有开花时，才会冒出地面。开花的时候，花朵

会散发出像腐肉一样的臭味，吸引以腐肉为食的苍蝇

或甲虫前来。当苍蝇或甲虫在雄蕊上移动时，身上会

沾满花粉，等它们再碰触到雌蕊时，就能帮大王花完

成授粉。不只是大王花，泰坦

魔芋、非洲白鹭花也是利用

臭味，吸引昆虫前來完

成传粉的工作。 

豺和狼是犬科动物。豺的毛发为红棕色或

灰棕色，狼的毛发以灰色为主。豺的体型比狼

小，四肢也比较短。它们都是群居动物，会由

一只较强壮的个体担任首领，捕猎时也会集体

行动。不同的豺群之间会合作，互相配合攻击

猎物；而每个狼群则有严格的活动范围，彼此

互不侵犯，所以狼群之间不会互相合作。

蝉和其他昆虫一样，从幼虫长大变成

成虫的过程中，必须经过好几次蜕皮。因

为昆虫的外壳并不会随着身体一起变大，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昆虫就必须脱去原来

的外壳，再长出新的外壳，每一次蜕皮，

身体也会跟着长大一些。有些昆虫，例如

蝉和螳螂，最后一次蜕皮、变成成虫时，

不只身体会变大，还会长出翅膀和生殖器

官；另外也有一些昆虫，例如蝴蝶和瓢虫，

会经历蛹期，它们最後一次蜕皮时，即会

破蛹而出，羽化为成虫。

狡兔三窟—挖洞是兔子的天性 如蝇逐臭—臭味四溢的大王花

豺狼当道—豺和狼都是犬科动物

金蝉脱壳—蜕皮是昆虫的重要成长过程

延
伸知识

1

豺

大王花 泰坦魔芋

狼

兔子洞

313030

人文智慧篇 

四面楚歌、孟母三遷、愚公移山、招兵買馬、過關斬將、直搗黃龍、步步

為營、斬將刈旗、先發制人、南征北討、裡應外合、捷足先登、重蹈覆轍、

一網打盡、東逃西竄、水到渠成、殊途同歸、誤入歧途、跋山涉水、狹路

相逢、峰迴路轉、必由之路、山崩地裂、疲於奔命、車水馬龍、間不容髮、

周而復始、濫竽充數 

成語迷宮 
《成語迷宮》系列著重在迷宮遊戲結合成語教學。書中以成語的意義或典故

來設計迷宮，加深孩子對成語的印象，達到輕鬆學習、記憶深刻的效果。

為了增加遊戲的挑戰性和趣味性，本系列的迷宮遊戲種類繁多，除了要找到

正確的路線外，還要完成各種條件或任務，甚至還要運用紙卡或貼紙，才能到達

終點。除了迷宮遊戲，還追加各種智慧遊戲，讓孩子腦力激盪。 

全套 2 冊，每冊有 28 個成語迷宮。 

類別：少兒、青少年兒童讀物

適讀年齡：6 ～ 10 歲

語言：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出版日期：202012 

作者：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頁數：68 頁，尺寸：27.6x33.1 cm 

ISBN：9789865539207，9789865539870

（繁體中文版）

出版國家／地區：中國臺灣 

本  书  三  大  特  色

1. 精选小学常用成语，国学造诣不落人后。

2. 首创图像式成语学习法，情境迷宫呈现成语意义或

典故，帮助小朋友全脑开发。

3. 成语典故意义和延伸知识的精辟解说，让小朋友学

成语、也学科学，学历史。

／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

／ 231 新北市新店区光明街 98-1 号 6 楼

／ (02)2911-6068

／ www.enewton.com.tw

／ service@enewton.com.tw

／         元

出 版 者

地 址

服务电话

网 址

e - m a i l

定 价

ISBN  

全脑开发游戏书

图像式学习
首创

虫林鸟兽篇

虫林鸟兽篇

首创图像式学习

 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

1. 精选常用成语，国学造诣不落人后。

2. 图像式成语学习法，帮助全脑开发。

3.成语典故精辟解说，也学科学，学历史。小
牛
顿
科
学
教
育

成
语

迷
宫 

—

虫

林
鸟
兽 

篇

二冊目錄

蟲林鳥獸篇

過街老鼠、狡兔三窟、龍潭虎穴、畫龍點睛、老馬識途、飛禽走獸、豺狼

當道、歧路亡羊、羊入虎口、狗急跳牆、鹿死誰手、魚目混珠、漏網之魚、

螳螂捕蟬、招蜂引蝶、如蠅逐臭、金蟬脫殼、聚蚊成雷、鶴立雞群、南柯

一夢、草木皆兵、良禽擇木、盲人瞎馬、萬紫千紅、移花接木、盤根錯節、

良莠不齊、世外桃源 

全脑开发游戏书

图像式图像式学习学习
首创

人文智慧篇

人文智慧篇

首创图像式学习
首创图像式学习

1. 精选常用成语，国学造诣不落人后。

1. 精选常用成语，国学造诣不落人后。
2. 图像式成语学习法，帮助全脑开发。

2. 图像式成语学习法，帮助全脑开发。
3.成语典故精辟解说，

3.成语典故精辟解说，也学科学，学历史。
也学科学，学历史。

 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

 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

本  书  三  大  特  色1. 精选小学常用成语，国学造诣不落人后。
2. 首创图像式成语学习法，情境迷宫呈现成语意义或

典故，帮助小朋友全脑开发。3. 成语典故意义和延伸知识的精辟解说，让小朋友学

成语、也学科学，学历史。

／小牛顿科学教育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区光明街 98-1 号 6 楼
／ (02)2911-6068／ www.enewton.com.tw／ service@enewton.com.tw／         元

出 版 者
地 址
服务电话
网 址
e - m a i l
定 价

ISBN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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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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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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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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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百科書

廣播劇 MP3

微信掃碼即
可聽音頻

類別：幼兒

適讀年齡：3 ～ 8 歲 

語言：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出版日期：201803 

出版社：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合約已到期）

作者：小牛頓科學教育有限公司

頁數：高幼版主題書 48 頁、幼兒版主題書 40

頁，尺寸：21x29.7 cm 

出版國家／地區：中國、中國臺灣 

新小小牛頓
五合一：百科主題書 + 廣播劇 MP3 + 視頻影音 + 智慧遊戲本 + 親子手冊

《新小小牛頓》細分成“幼兒版”和“高幼版”兩個版本，知識量豐富，除

了顧及幼兒生活和品格教育的培養外，更注重知識探索的需求，內容包括日常生

活、自然生態、時事、環保、地球科學、數學等主題，學習領域廣泛，涉及幼兒

科學學習的各個領域。

《新小小牛頓》也結合了影音多媒體。除了廣播劇外，影音視頻內容廣泛，

包括自然生態攝影，各地方的實地採訪，還有勞作和科學實驗的演示，以及有趣

的科學動畫故事，讓孩子大開眼界，引發對科學的興趣。

全系列將近 800 個智慧遊戲，並搭配紙卡和貼紙，促進全方位智能發展。親

子手冊包含主題百科書的導讀，以及醫師、親職教育專家的專欄文章，還有各種

科學常識的問答，讓父母與孩子獲取新知、一起成長。

全套 65 冊，百科主題書 +MP3 廣播劇 + 視頻影音 + 智慧遊戲本 +

親子手冊 = 五合一多媒體教材

每冊 6-7 支廣播劇，單冊總長度近 50 分鐘；每冊 4 支視頻，單冊

總長度近 25 分鐘。 

幼兒

百科

10 11

生活知識 自然生態

環境保護 科學實驗

數學遊戲 快樂兒歌



65 冊書目

幼兒版各冊主題內容 高幼版各冊主題內容 

去海邊玩 好好睡一覺 聽昆蟲唱歌 消防車出發

貓咪小皮真調皮 恐龍骨頭會說話 挖土機的大怪手 感冒時想知道的事

豆豆食物 貝貝的肚臍 zoo 動物樂園 食物保存妙招

小麻雀不離開 菇菇大集合 想問月亮的事 尋筆記

我的腳踏車 蛀牙菌再見 柿子的味道 客廳小菜園

我長大了 蜜蜂好忙 泥土變成碗 岩石的誕生

羊咩咩的衣服 去乳牛牧場玩 坐飛機去旅行 西瓜與太陽

蝌蚪的夢想 鹽是好幫手 到魚市場買魚 甲蟲王擂台賽

把飯菜吃光光 小猴子交朋友 瓢蟲的花衣裳 火車越跑越快

雞蛋的祕密 巧克力的祕密 散步遇到小野花 蚊子最愛的人

下雨天真熱鬧 小汽車步步 動手做麵包 骨頭的祕密

小石頭的話 小金魚的家 身體沒說的秘密 洗洗手細菌走開

大家都愛喝水 小水滴的飛行日記 綠蠵龜媽媽的愛 晚上有誰不睡覺

星星的形狀 番薯與馬鈴薯 動物爸爸一級棒 花兒的婚禮

一粒米都不能剩 聲音真奇妙 全世界都吃得到蘋果 世界房子大不同

這是誰的便便 天上最亮的那顆星 拜訪螢火蟲

鼠婦的名字 太陽好熱

智慧遊戲本視頻影音

親子手冊

微信掃碼即
可看視頻

12 13

走迷宮 空間概念 邏輯判斷

座標練習 數學遊戲，搭配貼紙

紙卡遊戲

生態攝影 果園參觀 觀光工廠採訪 勞作演示

實驗演示 數學偶動畫 故事動畫

主題書導讀 居家安全

幼兒教養 兒童保健

自然生態專訪 科學常識問答



小小牛頓幼兒館故事繪本
本系列透過 80 段妙趣橫生的故事，以細膩生動的插畫，幫助孩子克服恐懼，

融入社會；啟發孩子瞭解自然，敬畏生命；引導孩子動手動腦，智慧成長；教會

孩子懂禮貌、講公德、塑造良好性格。

全套 20 冊，每冊附有 4 支廣播據音頻。

類別：幼兒

適讀年齡：3 ～ 8 歲

語言：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出版日期：201811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社（合約將到期）

作者：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頁數：36 頁，尺寸：21×25cm

每冊 4 支廣播劇

出版國家／地區：中國、中國臺灣

幼兒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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