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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了，足以讓襁褓中的嬰兒長大成人，回顧1993年1月大樹創立至今，多少人的心血

辛勞灌溉，一步一腳印，每一本書都記錄著大樹的成長歷程。其中最戲劇性的轉折點在於

2005年年底到2006年的年初，原已無以為繼，打算熄燈收場，但天下文化卻適時伸出援手，

與大樹策略性聯盟，於是原來正值青春期的小樹，移植至天下文化善待作者與尊重著作的沃

土，重新發根成長，展葉分枝，才成就了今日的繁盛模樣。

讀者的一路相隨與支持，也是大樹有機會長大成人的關鍵所在，如果大樹叢書始終只

是「叫好不叫座」，恐怕也難以在競爭激烈無比的出版世界立足，衷心感謝每一位購書的讀

者，是您們的灌溉讓大樹成長，讓這些致力於記錄台灣自然萬象的作者們，有機會將他們的

作品呈現出來，也讓更多生活在台灣的人認識我們賴以為生的大地，是多麼珍貴與美麗。

近年來的氣候變化與自然災害，讓許多人感到焦慮，也開始關切是不是我們的生活方

式出了大問題？大自然的反撲讓人束手無策，但也同時引發熱烈討論，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改

變？尤其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關心自然的議題是重要的第一步，才會藉由閱讀尋找答案與

方向，並進而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這個人類和地球生物的生存都有嚴重危機感的此時此刻，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

外，自然知識也顯得格外重要。小自個人、家庭，大到國家、全世界，無不需要改變，而大

自然正是最好的導師，永續發展是大自然不變的法則，多樣與平衡是不變的真理。

大樹成年了，但願可以做得更好，完成更多自然叢書，吸引更多人愛護自然。這是我

們僅知的方法，渺小的我們只能盡心盡力學習，傳遞訊息，讓更多人聽得見大自然的聲音。

2011年大樹將持續耕耘，從野花、珊瑚礁、兩棲類和賞蟲365天，一直到大樹暢銷第一名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的續篇，即爸媽必修的100堂自然課，無一不是自然紮根的好書，邀

請讀者共襄盛舉，紮下深根，讓我們與自然共生共榮。

總編輯的話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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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與野花一直是我們身邊的綠色好朋友，它們給予我們許多，不光是美
感的欣賞，還有生活環境的改善。誠如印度哲人所說：「一棵樹就好比十個
兒子，它給與我們十件最有價值的東西：氧氣、水、能量、食物、衣服、木
材、藥草、房舍、花朵和遮陰。」但我們真的瞭解它們嗎？

自從大樹創立之後，我們就想出版與過去植物圖鑑完全不同的叢書，編
輯概念和切入點都是考慮一般人的使用需求，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都上過生物
學，也沒有生物分類的基本概念，所以我們採用的是大家都懂的特徵來做介
紹，讓大家更容易記憶。而野花更進一步以開花時間編排，再輔以花色索
引，讓人人都可輕易上手。事實也證明我們的嘗試是成功的，賞樹和野花365
天已問世十餘年，卻依然長銷熱賣，成為大樹的代表作之一。

奇妙的是，一旦記住身旁的樹木或野花的名字之後，它們的樣貌就變得有
意義，不會再視而不見，就像是交換名片的朋友，以後擦身而過也叫得出姓
名，一舉一動或季節的變化，都會留下印象。

更進一步來說，與樹木、野花交朋友之後，不僅要保護它們，欣賞它們
的美麗，其實愛樹的人，應該更愛種樹，讓更多的樹木可以成為大地的守護
者，讓我們的家園更適合居住。

台灣賞樹情報 BT1008 
以樹木明顯有趣的特徵為標題，從葉、花、果、樹幹、樹根的

形態解說樹的生命，清晰、具體的特寫鏡頭呈現樹木的深刻印象，優

美、多面貌的樹姿邀你欣賞台灣土地上的樹。 

台灣野花365天．春夏篇 BT1009 

台灣野花365天．秋冬篇 BT1010 
許多喜愛自然花草的人，總苦於對它們一

無所知。透過『台灣野花365天』的編輯設計，

以一天認識一種野花的方式，依花期和季節性

編排365種野花，認識野花將成為生活中隨處可

行的樂趣。台灣常見的野花、特別的野花，從

海邊到高山，您將不再對它們感到陌生。備有

花色索引，經過花色比對和清楚的花朵特寫鏡

頭，將能順利辨認野花名稱。

與樹木、野花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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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種樹大圖鑑﹝上﹞BT1013

台灣種樹大圖鑑﹝下﹞BT1014

完整蒐羅台灣原生及園藝觀賞樹種215種，

包含型態特徵的描述、種樹所需的繁殖和照

顧，讓人人皆可成為種樹的人。

2011年3月新書預告
野花999 BT4008  【黃麗錦／著．攝影】

野花是許多人的最愛，但常礙於辨識困難以及植物知識的不足，而不得其門而入。為讓

更多人認識台灣的野花之美，特別以花的造型、色彩、氣味以及野花的性事、媒人以及生態

上的種種「花招百出」等饒富趣味的角度切入，並搭配豐富的攝影圖片，以及經驗豐富的自

然解說老手，以第一手的體驗方式現身說法，讓野花可以成為每一個人的好朋友。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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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物產富饒的海島，四面的海洋提供許多漁產，而發達的農業更讓
我們一年四季都有豐富的蔬菜水果可供食用。菜市場是庶民賴以為生、不可或
缺的重要場所，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最適合認識魚類以及蔬果的地方。

帶著書本逛市場，絕非癡人說夢話，而是實際可行的，更是趣味盎然的學習
經驗。許多魚類早就是我們餐桌上常見的食材，但很多人恐怕連名字都叫不出
來，更不用說認識牠們。其實透過菜市場裡形形色色的魚販，我們可以先記住
魚的菜市場名和顏色，查書之後就可以知道那些魚類的生活環境或是一些重要
的特徵。魚類的正式名稱通常極為複雜，想要記住都很困難，反而菜市場名不
僅好記，又比較有親和力，以此做為學習捷徑，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蔬果名稱雖然容易許多，但如何選擇當令生產的種類也是很大的學問，怎
麼吃最順天應人，除了有關健康，還有關疼惜土地的倫理。這些餐桌上的食
材無一不是生物，但我們常常忘了，只把它﹝牠﹞們看成食物，其實透過書
籍的介紹搭起橋樑，餐桌上的生物學一點都不枯燥，而且跟我們每天的生活
都息息相關。

菜市場魚圖鑑 BT1001

本書蒐羅台灣菜市場常見的魚鮮種類近200種，嘗試在市場、餐桌

與魚類生物學搭起第一座對話的橋樑。以菜市場名、魚的顏色做為編

輯主軸，讓人人都可輕而易舉使用上手，讓市場和餐桌成為絕佳的學

習教室。 

台灣蔬果生活曆 BT1002 
本書詳述台灣四季當令蔬果，內容豐富，趣味橫生，卻又能帶領

讀者在市場上或廚房裡趨吉避凶，天天做出健康美味餐。藉由蔬菜水

果，台灣四季的轉換，一入口便心知肚明；台灣人講究食蔬啖果，怎

麼吃最順天應人，除了有關健康，還有關疼惜土地的倫理。

帶著書本逛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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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蔬菜 BT2002 
作者以其鑽研食材多年的經驗和收集的豐富資料，提供讀者最實

用的蔬菜食用參考要訣，閱讀本書就像是體驗一場色香味俱全的蔬菜

盛宴。本書收錄了60種台灣常見的蔬菜，以其食用部位而劃分成葉菜

類、花果菜類、根莖菜類、菇類和香辛菜類等五大部份，每一種蔬菜

的資料涵蓋了食療知識、植物特性、健康食譜推薦，以及歷史人文的

紀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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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裡每天的食衣住行，在快速的生活步調下，以及分工精細的都會網
路，我們總有種錯覺，生活好像離自然好遠，甚且還有人不知自然為何物。就
連享受田園之樂的種菜、養雞等，也被網路上的開心農場取而代之，據說全世
界有6千萬人在玩開心農場。但開心農場也是一種渴望接觸生命的呈現，即使
是虛擬的農場生命，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慰藉。

其實生活裡無一不是自然，我們喝的水，呼吸的空氣，白天的太陽，吹拂
的微風，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每一樣都是環境的產物，沒有了大
自然，我們哪有生活可言？

為了讓更多讀者理解這樣的觀點，我們從身邊常見的植物著手，特別是以
往的生活經驗所累積下來，如野菜或植物染等，透過親身體驗，讓自然內化於
日常生活中。

網路的虛擬世界固然方便、快速，但生命的體驗還是植基於真實的接觸，
親手種一盆花，摸一摸黑黑的土壤，觸碰一下綠色的葉片，聞一聞花香，都是
無可取代的生活樂趣。

台灣新野菜主義 BT1006 
本書源自於阿美族的野菜文化與生活智慧，期待以實際可用的方

式，將野菜帶入生活，是一本兼具功能、文化與趣味的植物書。書中

收錄63種野生植物，都有完整的辨認特徵與植物特性解說。傳統阿美

族人的運用方式、食用情況及現代阿美族人的調理方法，也一一在書

中展現。對一般讀者而言，這是一本認識身邊野菜的植物書，也是可

實際操作的採集嚐鮮手冊。

台灣植物染圖鑑 BT1011 
植物染即是採用植物的根、莖、花、葉、果實、果皮、幹材等為

染材，取它的汁液來染麻、葛、絲、皮、毛、棉等天然纖維。這是老

祖宗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的古老技藝，全書介紹植物染方法與51種常見

的染料植物。

生活無一不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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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美食家 BT2001 
介紹台灣四季常見的33種野菜，獨創的142道野菜美食料理，依

季節變化推薦不同的野菜滋味，兼具植物圖鑑與食譜的雙重功能。

植物Q&A BT5001 
陽台的盆花、餐桌上的蔬果、路旁的植物、森林裡的大樹和爬

藤，它們發生了什麼樣有趣的事？小孩好奇的問題很多，大人不曾思

考的現象也不少。植物專家鄭元春老師現在開了植物教室的門，提

240個問題給你，也幫你解答了240題。精心設計的植物問答，是很好

的面對植物、認識自然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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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野生蘭資源豐富，從低海拔山區一直到中高海拔，都有種類繁多的
野生蘭分布，特別是未遭破壞的低海拔以及中海拔的原生闊葉林，堪稱是野生
蘭的植物寶庫。

台灣原生蘭科植物的種類豐富，已知總數超過340種，它們的生長習性多
樣，植物體與花朵形態各具特色，許多台灣原生蘭具備優異的觀賞性，一點也
不遜於漂洋過海而來的國外洋蘭。台灣蝴蝶蘭、台灣一葉蘭、台灣喜普鞋蘭及
香蘭等，均為享譽國際的台灣名蘭。

在三百多種本土原生蘭當中，其實還有不少尚未受到注目的俏麗佳蘭，這
些蘭種對於台灣原生蘭趣味者而言並不陌生，已經有很長的栽培歷史，可是由
於本地主流蘭界多半注重蕙蘭與洋蘭的品賞，台灣原生蘭一直以來都是被忽視
冷落的一群，反倒是鄰國日本，非常重視與喜愛我們的原生蘭，眾多的台灣蘭
花反而成為他們寶貝的座上佳賓。

台灣山林孕育的眾多野生蘭，約有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是在這座島嶼自然演
化出來的特有種類，它們在地球上的存續，完全掌握在我們的手中。過去百年
來隨著原始森林的砍伐，自然棲地的消失，台灣的野生蘭族群受到極大的生存
威脅，如今的補救與解決之道，除了基本保護區的設立，以及自然保育的推廣
教育之外，重視種源收集與人工育種大量繁殖，不失為更具積極性的態度。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鑑﹝上﹞BT1003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鑑﹝中﹞BT1004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鑑﹝下﹞BT1005

獨一無二的台灣野生蘭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鑑鑑﹝上﹞BT1003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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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遍地的美麗寶島台灣，蘊藏了三百多種的野生蘭花，特別是未遭破壞的低海拔以及

中海拔的原生闊葉林，堪稱是野生蘭的植物寶庫。上冊依照野生蘭的生態環境，介紹了120

種常見或特有、珍稀的台灣野生蘭。書末附有野生蘭花期指南及花形花色索引，是野外尋蘭

的最佳參考書籍。中冊及下冊延續上冊的做法，以棲地環境為全書經緯，介紹台灣低中高海

拔環境的珍貴野生蘭，同時還有精緻的生態跨頁圖，以及多幅珍稀野生蘭的生態畫，為整套

書增添了更高的可看性及收藏價值。

花市洋蘭圖鑑 BT1007

蒐羅台灣花市的主要洋蘭種類，提供照顧洋蘭的入門要

領，兼具洋蘭圖鑑的鑑別功能，是一本既可品賞洋蘭之美又有

實用功能的植物工具書。

花花

領

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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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賞蟲時最常碰到的難題是發現不知名的蟲子，翻遍圖鑑也找不到，帶
了好幾本圖鑑出去，卻帶回來更多的疑問，投資在圖鑑的花費不算甚麼，遍查
不獲許多物種，才真叫人懊惱不已。

台灣已知的昆蟲約23,000種，目前沒有一本完整的圖鑑，即使有也必定重
得無法攜帶出門，因此一本好的昆蟲圖鑑，就要看作者與編輯如何為讀者選種
了。昆蟲種類的鑑定並不容易，但絕對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基礎，台灣蕞爾小島
擁有了豐富無比的生物資源，首要之務自然是製作更多的生物圖鑑，讓學生、
老師或自然愛好者可以使用，才能讓自然觀察蔚為風氣，也會對自然資訊的累
積有很大的幫助。

形形色色昆蟲造型的奇異與色彩的優美，讓許多人對昆蟲世界的奧妙為之
神往，例如昆蟲飛行的美姿，夜裡螢火蟲閃動的螢光，蜂巢內工蜂舞蹈所傳遞
的花蜜訊息，不禁令人讚嘆「小昆蟲的智慧」，還有形形色色的昆蟲在大自然
裡求生存、繁衍的過程，都讓人為牠們堅強的生命力而感動。

昆蟲開啟了許多孩童的「自然之眼」，例如著名的英國作家杜瑞爾，從小
就是一個昆蟲少年，他常採集小蟲放在火柴盒裡，後來這小小的火柴盒竟成為
拯救瀕臨絕種動物的保育運動開端。

台灣的昆蟲資源豐富，也是一般人很容易接觸到的生物，但許多常見的生
命現象，大家不是視而不見，要不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家裡的小朋友如果對昆
蟲感興趣，不妨讓他從小小的昆蟲箱開始，或是帶他到戶外賞蟲，「愛蟲」的
孩子是不會變壞的。

台灣昆蟲記 BT1012 
本書收錄了1,200種昆蟲，大多以實際大小呈現，方便讀

者隨時隨地查閱比對，是目前台灣昆蟲圖鑑中蒐羅最多種類

的一本，選擇的昆蟲以常見為主，並盡量取自各目各科的物

種，讓讀者在野外觀察時，降低在圖鑑內找不到的可能性。

幫助讀者從環境中搜尋、認識昆蟲，並可從各環境中出現的

物種直接索引到圖鑑，進一步認識昆蟲物種及其親族。

昆蟲世界多奇妙

台

者者者者

的

種

幫幫幫幫

物物物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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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賞蟬圖鑑 BT1018

台灣第一本賞蟬圖鑑，完整收錄52種蟬的生態資料及珍

貴圖片，隨書附贈收錄41種蟬聲的「台灣四季蟬聲」CD，可

以用音響播放，也可用電腦讀取蟬聲資料庫，是國內第一本

既可讀、也可賞又可聽的珍貴自然圖鑑。

台灣甲蟲生態大圖鑑﹝上﹞BT1024 

台灣甲蟲生態大圖鑑﹝下﹞BT1025 
台灣甲蟲生態大圖鑑以首見的鞘翅及

背板顏色索引方式，介紹201種台灣常見或

特有、稀有的甲蟲。為了進一步貫徹「以觀

察代替捕捉」的信念，『台灣甲蟲生態大圖

鑑』上下兩冊的出版讓許多甲蟲迷可以好好

在野外看甲蟲看個過癮。

2011年11月新書預告
賞蟲 365天．春夏篇  BT1029

賞蟲 365天．秋冬篇  BT1030 【楊維晟／著．攝影】

以一天介紹一種昆蟲的方式，配合其出現的季節和地點，方便讀者學習昆蟲的有趣生

態，不同於一般的昆蟲圖鑑以科別劃分，『賞蟲365天』更富親和力，同時使用也更容易。

作者記錄昆蟲生態多年，累積許多攝影傑作，讓這兩本書除了生態知識豐富之外，也極富欣

賞價值。

台台

貴

以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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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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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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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聽到「大自然」，腦海中浮現的常是非洲的莽原或是南美洲的熱
帶雨林，是我們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國度。事實上，大自然絕非人煙罕
至的蠻荒地帶，自然就在你我生活的周遭，整個城市就是你我的自然教室。

每個人體驗大自然的方式可能大不相同，例如有的人特別喜愛賞鳥，或是
拍攝野鳥；有的則選擇欣賞野地路旁小小的野花，或是尋覓難得一見的野生蘭
花；也有的特愛蝴蝶、甲蟲等昆蟲。但不管是何種方式接近大自然，豐富的自
然知識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沒有知識的基礎，感動都不過是短暫的悸動，無
法真正落實。自然知識宛如第三隻眼，可以讓人真正看見大自然，隨時隨地體
驗大自然之美。

就像平凡的每一天，因為聽得到大自然的聲音，而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季節的腳步、生命萬物的循環，就在每天的風聲、雨聲、落葉聲，而每一次的
體驗都讓人覺得原來自然可以這麼有趣。

都市裡的公園是人工環境的綠洲，數目眾多的樹木和各式各樣的植物，成為
許多生物重要的棲身之地，尤其是一些歷史悠久的公園綠地，是都市中難能可
貴的綠色珍寶，也是尋覓生物的最佳去處。公園的環境宛如都市的諾亞方舟，
提供許多鳥類、昆蟲或其它動物庇護之地，甚至還會留在這裡繁衍下一代。

自然野趣DIY BT2006 
大自然的生命萬象豐富而美好，作者以其自然體驗和獨到的美

感，用身邊的自然物寫下篇篇動人的生活日記，創造屬於自己充滿野

趣的生活。不論是拼貼、拓印、手繪，或是打造自己的自然百寶箱，

不僅僅在過程中享受尋寶的樂趣，更會使每個人的生活充滿野趣。推

薦給熱愛大自然的每一個人，也強力推薦給父母或老師，引領小朋友

懂得欣賞自然之美，進而和大自然成為一輩子深交的好朋友。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BT4004 
以台灣都會100堂自然課為編輯主軸，按照看得到的月份編排，

內容包羅萬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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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知識之外，我們更希望藉由精采的攝影與自

然插畫，提供一般人容易親近的入門路徑，特別是生活中隨手可得的

題材，讓大家願意重新看待大自然，使人人聽得見大自然的心跳。

整個城市就是我的自然教室

自自

內容內容內內

授授授授

然然然然然然

題題題題

自自

感感感感

趣趣趣趣趣

不不不不

薦薦薦薦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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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罐蟋蟀 BT2003 
瓶罐蟋蟀雅俗共賞，既可成為室內空間的絕佳綠化選擇，

又有不絕於耳的鳴蟲聲音，是完全可以滿足視覺與聽覺感官需

求的特殊生活趣味。作者許育銜以其多年的親身經驗，輔以DIY

圖解步驟，讓人人做得到，並有22件瓶罐蟋蟀作品賞析。

鳴蟲音樂國 BT5002 
本書介紹32種會發出鳴聲的蟋蟀與螽蟴，並附贈珍貴的聲音

資料光碟，同時詳細介紹飼養鳴蟲的訣竅，是最佳的自然教學輔

助材料。

2011年9月新書預告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2  BT4010  【張蕙芬／著．黃一峰／攝影．繪圖】

以「爸媽必修的100堂自然課」為整本書的編輯主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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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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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東側，東亞島弧中樞，自古即是大批候鳥南來北往的交
通要道，可說是熱鬧非凡的鳥類度假島，每年提供數以百萬計的各類候鳥和迷
鳥旅客舒適的歇息環境。

台灣目前共有533種鳥類的正式紀錄，佔全世界9,755種鳥類的18分之1，
以單位面積的鳥種來計算，台灣的鳥種密度高居全球第2位，堪稱是條件優異
出眾的野鳥王國。

聆聽鳥兒美妙的歌聲，欣賞亮麗多姿的羽裳，知道鳥的名字，記下鳥的出
現數量，這僅是賞鳥休閒活動的基本樂趣。賞鳥之所以能吸引許多人熱烈參
與，而且樂此不疲，主要是讓都市人可以暫時遠離人造的高樓大廈，走進自
然，藉以緩和沉重的工作壓力，補充自然能量再重新出發。

野鳥像一把鑰匙，帶你啟動以前從未接觸或遺忘許久的各種自然之門。在
觀察野鳥生態的同時，重新探訪台灣的山川美景，你會發現台灣的新面貌。

野鳥放大鏡．食衣篇 BT4002 

野鳥放大鏡．住行篇 BT4003 
以食衣住行的角度來介紹野鳥的私生活，透過精彩的攝

影傑作，讓人得以一窺野鳥的生活真貌和行為。作者許晉榮

窮十餘年的光陰，默默記錄著野鳥生活的真貌，同時也親眼

見證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習性，這樣的圖像紀錄不再只是拍到

鳥類美麗的外貌，而是真切地為大多數人打開了一扇窗，讓

我們第一次有機會一睹野鳥的私密生活，原來牠們也和我們

一樣，有著食衣住行的煩惱，也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跟著飛鳥賞自然

野

野

影影影

窮窮窮

見見見見

鳥鳥

我我我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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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灣賞鳥地圖 BT2007 
兩位資深賞鳥人的作者再度重新勘察地點，修訂相關資

料，歷經年餘的製作，終於完成了『新台灣賞鳥地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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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台灣的賞鳥活動成為生態旅遊的選項之

一。為了讓大家可以自導式的賞鳥，比較大的賞鳥地點都附有

製作精良的賞鳥導覽地圖，讓大家可以按圖索驥，按照自己的

時間安排賞鳥行程。

55

新新

料

納

海

行

一

製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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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與植物的親密關係，在台灣首見的跨物種圖鑑中首次揭露。沒有蝴蝶
食草或蜜源植物，就不會有漫天飛舞的彩蝶，想要保育蝴蝶，一定要先保護蝴
蝶原生地的植物生態。

水生與濕地植物對於一般人而言，很可能只是澤地裡的一堆野草，但是對
作者林春吉來說，它們不僅是美麗的植物，更是伴他一生的良友。水生與濕地
植物堪稱是生命網路的啟動者，只要有它們出現的地方，不論是一條溝渠或是
一方水塘，都會成為生機盎然的自然樂園。有了水生與濕地植物之後，各類水
棲昆蟲相繼駐留，掠食性的魚類和兩棲類隨之而來，然後吸引鳥類前來覓食。
遠方遷徙而來的水鳥穿梭其間，濕地植物的面相不斷擴增，於是生物多樣性就
更形豐富了。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內容包括了516種物種，其中包含408種
原生種類、61種歸化種類以及47種相關的種類，作者歷時二十餘年，持續調
查台灣的水生與濕地植物，範圍涵蓋了全台灣、蘭嶼、綠島、龜山島、澎湖群
島、大小金門及馬祖列嶼等。

以台灣的現有環境來說，稻田可說是水生植物分佈最為精華的地點，尤其
一些位於山區的梯田環境，更孕育了為數豐富的珍稀物種。然而因為時代的演
變，導致許多農民不願再播種稻米，繼而轉型種植蔬菜或廢耕。這對於許多需
要土壤翻新、注入水源等步驟才得以萌芽生長的弱勢水生物種來說，無疑宣判
了它們的死刑。

此外，桃竹台地擁有星羅棋布的池塘景緻，是台灣水生植物最為精彩的區
塊，像台灣萍蓬草、烏蘇里聚藻、水杉菜、紫花澤番椒、桃園石龍尾及冠果眼
子菜等北方系統的溫帶物種，都是當地特產的重要植被。然而這些稀有植物所
生育的古老池塘，多於2000年以前即遭受填土工程而消失無蹤。

從這五本豐富的植物生態圖鑑中，不難看出作者的心血與投入，窮一己之力
為這些植物留下紀錄，值得每位自然愛好者為之喝采。

綠色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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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上﹞BT1019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大圖鑑﹝下﹞BT1020

台灣首見跨物種的自然圖鑑，由蝴蝶的食草與蜜源植物來深入探討台灣蝴蝶鮮為人知的

生活史，介紹150種蝴蝶食草與60種蜜源植物圖鑑，並附有309種台灣蝴蝶生態大圖鑑。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蜜源植物大圖鑑﹝上﹞B蜜源

77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上﹞BT1026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中﹞BT1027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大圖鑑﹝下﹞BT1028

台灣水生植物資源豐富，但原生環境已面臨嚴苛的考驗，作者鑽研水生植物多年，以最

大的熱情和強烈的使命感，歷經二十餘年追尋水生植物的足跡，蒐羅了台灣516種水生與濕

地植物的資料與圖像，堪稱是最完整的水生與濕地植物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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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淡水水域孕育了上百種的淡水魚及四十餘種的淡水蝦，豐富的淡水
魚蝦資源不僅與我們的生活關係密切，更提供了最好的親水空間。城市周遭的
河流或小溪等淡水水域，不論是其風貌或是生活其間的淡水魚蝦，在生存壓力
的排行榜應該可以算是名列前茅吧。

除了人的考量角度之外，應該也要顧及生活在淡水水域的生物，但是其前
提應該是要先了解究竟有什麼樣的生物在這些環境中生存。過去淡水魚蝦的調
查一直十分有限，出版品更是侷限在專業的學術報告或出版物，一直沒有通俗
好用的圖鑑可供一般人使用，即使我們的生活裡常常接觸到淡水魚，不論是食
用或是釣魚，大家熟悉的溪哥、苦花或鱔魚、鱸鰻，或是外來的吳郭魚、筍殼
魚、草魚、鰱魚等，除了美好的滋味外，其他一無所知。

此外，台灣這個寶島孕育了500多種螃蟹，佔全世界種類的十分之一以
上。然而到目前為止，市面上並沒有一本全面性介紹台灣蟹類的書；居住在這
塊土地上的子民，儘管愛吃螃蟹，對螃蟹的認識，也多半只是停留在招潮蟹或
者餐桌上的螃蟹；甚至以「蟳仔」通稱所有的食用蟹。

熱帶至亞熱帶是螃蟹種類最豐富的區域，而台灣正位於蟹類最多的海區。
從遠洋、大陸棚、潮間帶到山林溪流，螃蟹棲息的環境十分多樣， 型態也因
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

從這幾本圖鑑的問世，但願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找回台灣生機盎然的親水空
間，「水」應該是我們親密的夥伴，也是許多生物不可或缺的家園，而不是避
之唯恐不及的禍患。

台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上﹞BT1016 

台灣淡水魚蝦生態大圖鑑﹝下﹞BT1017 
台灣首見最齊全的淡水魚蝦生態

大圖鑑，完整收錄了121種淡水魚和40

種淡水蝦的生態資料，除了完善的鑑

別功能外，更對淡水魚蝦的生態現況

提供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水裡的蝦兵蟹將

態大圖大圖鑑﹝鑑﹝下﹞下﹞BT1BT101701

大大

種

別

提

台灣台灣淡水淡水魚蝦魚蝦生態生態態態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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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賞蟹情報 BT1021 
本書有系統地介紹完整的螃蟹生態，從牠們生長的環境、成

長的秘密、有趣的生活面貌到種類的辨識，以一般人皆可閱讀、

觀察的方式，帶領讀者進入台灣獨特的螃蟹世界。

2011年5月新書預告
台灣珊瑚礁地圖 BT2009  【戴昌鳳／ 著．攝影  林松霖／繪圖】  

台灣的珊瑚礁雖然面積不大，但生物種類繁多，約佔全球的三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生

物寶庫。作者常年研究台灣珊瑚礁生態，一直希望讓國人認識珍貴的珊瑚礁生態，並解讀珊

瑚礁的生物多樣性，特別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餘，撰寫這本既通俗又富知識性的書籍，引領

讀者認識台灣珊瑚礁的分類、分布、特色以及生長現況等，並搭配多年累積的攝影傑作，讓

大家一窺台灣珊瑚礁之美以及萬千風貌。

成

皆可閱讀、

世界。

林松霖／繪圖】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球球球球球球的球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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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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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蛙類的生動逗趣，我們希望用最輕鬆的方式，讓老少讀者都能歡欣進
入青蛙世界。它不僅具有賞心悅目的閱讀效果，透過攝影家的鏡頭，我們可以
一一欣賞蛙類獨特的外形，分解牠們逗趣的動作，檢視牠們每一個與眾不同的
感覺器官，清晰、貼近地欣賞蛙之美。

台灣的哺乳動物對一般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特別是幾十年來的高度經濟
發展，已使得哺乳動物的生存空間大幅減少，許多動物都退至人煙稀少的山區
苟延殘喘，加上生態調查的困難度極高，以致許多哺乳動物的生存現況都不是
十分清楚。

在野外想要親眼目擊哺乳動物是十分困難的事，更何況是拍攝生態影像。
為了彌補影像資料的不足，全書大量採用生態插畫，繪者徐偉藉由標本的觀察
以及動物園裡的人工飼養個體，加上作者祁偉廉醫師蒐集的資料，以及許多學
者的珍貴研究資料，一一將台灣哺乳動物的生態面貌還原，透過每一幅生態插
畫，不僅可以將其特徵盡覽眼底，同時對其生活環境也可有清晰的概念。

蜥蜴貌似恐龍，總難免讓愛恐龍的人發思古幽情，其實在大自然中，蜥蜴
是佯裝冷酷的膽小鬼，除了獵食一些小昆蟲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躲避各種
蛇、鼠、鳥類等大怪物，對牠而言，人類才是可怕的大恐龍。

台灣有33種以上的蜥蜴，你叫牠「四腳蛇」、「守宮」、「肥豬仔」？還
是「小恐龍」？這些蜥蜴會不會咬人？到底有沒有毒？為甚麼南部的壁虎叫聲
響亮，北部的壁虎總是沈默得讓人忘了牠的存在？你能想像冷冷的高山上住著
什麼樣的蜥蜴？台灣最美麗的蜥蜴長什麼樣子？最神祕的蜥蜴藏身何處？最像
恐龍的蜥蜴和最像蛇的蜥蜴，差別有多大？以上種種長久以來困惑著你的蜥蜴
八卦、蜥蜴傳說、蜥蜴真相，都將一一在書中精彩解答。

台灣賞蛙記 BT1015

這是一本充滿視覺享受與生態知性的書，它不僅具有賞

心悅目的閱讀效果，更設計了野外實用的觀察功能，如「等

比例的蛙類圖鑑」及「棲地尋蛙指南」。在350張攝影的精彩

解說下，相信你將更熟悉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青蛙花園。隨書

附贈蛙鳴的實境錄音CD一片，讓讀者可以按聲索驥，認識生

活在台灣的蛙類。

兩棲、爬蟲與哺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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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哺乳動物 BT1022

本書完整介紹台灣陸生哺乳動物約78

種，尤其近十年的最新研究資料，包括蝙

蝠、黃鼠狼、尖鼠以及鼴鼠等，均加入此增訂版中，堪稱是台

灣哺乳動物最完整的圖鑑。

台灣蜥蜴自然誌 BT1023

認識台灣蜥蜴有趣的型態與生活，觀察不同生態環境中

的蜥蜴，本書完整介紹台灣的蜥蜴種類，以八幅精細繁複的

蜥蜴生態圖，觀察不同生態環境中的蜥蜴，並完整收錄台灣

蜥蜴圖鑑。此次重新出版的版本做了部份的增訂與修正。

2011年7月新書預告
兩棲特攻隊 BT4009【施信鋒／ 著．攝影】

台灣的兩棲類包括各種蛙類及山椒魚，奇特的生活型態讓牠們獨樹一格。作者常年記

錄兩棲類的生態，拍攝了許多難得一見的畫面和行為，從蛙卵、蝌蚪到求偶交響樂等珍貴過

程，一應俱全，同時也提供賞蛙何處去等實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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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麗琪的繪畫筆記，我們發現她的主婦生涯一點也不枯燥無聊，相反
地，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非常細膩地品味每一刻的「有事發生」，儘管在別人
看來只不過是些雞毛蒜皮般無足輕重的小事。

她彷彿置身於大自然的花園，身邊的一花一草、一蟲一物，都在她經營的
畫面上張放高彩度的生命顏色。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身兼兩個孩子的媽，居
住在北投熱鬧的城市邊，她用什麼樣的時間與心情，創作如此令人瞠目結舌的
畫作與產量？

不為別的，只因出現在生活中的花蟲鳥獸都打動了她的心；而她迫不及待
地要將這一切畫在紙上。那種渴望經常在動筆之後就決了堤，以致時而荒廢家
事，總是經常性地面對植物，專注神往。很肯定的，她看植物的時間比看孩子
多；畫圖的時間也比操持家務多。

看林麗琪的植物畫，無論形態、明暗與色彩的掌握，都絕對具有專業的精
準度；在偶爾描繪動物皮毛的質感與肌裡的表現上，又常帶著素人繪畫的特殊
拙趣，而這樣的拙趣竟適巧增添了一股耐人尋味的雋永。

林麗琪的植物畫，與她這個人的出現一樣，給人一種新鮮感。由於她的畫
大多來自於生活的記錄，不是為了做為科學辨識用的圖鑑畫，因此更給人一種
特有的親和力，讓人覺得它不只是科學性的，還帶著文學性與生活趣味。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雖然這些畫不作為圖鑑用，並不表示畫風草草如文人
戲筆，單從精細的描繪就可發現她的一絲不苟，複雜的構圖中，每一葉花瓣、
每一片葉子的認真刻畫，更凸顯了她平實中的耐心與毅力。

林麗琪不是一位生物學家，在她的文字中也看不到沈重而嚴肅的環保呼
籲；然而，她的人、她的畫與她的生活，一樣簡樸而真實，讓我們看到的是一
個真正快樂而滿足的自然家居生活者。

我的自然調色盤 BT2004

透過精美的植物畫，淡雅的生活隨筆，分享作者獨特自然觀點

和生活美學。自然調色盤調和了心靈大自然，流露出生活的真滋味。

林麗琪的植物畫世界

我我

和和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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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琪的秘密花園 BT2005

打開一本用植物畫寫下的生活日記，在淡淡的時間裡，看著野

花、野草、櫻桃蘿蔔和芋頭。作者的畫大多來自於生活的記錄，不

是為了做為科學辨識用的圖鑑畫，因此更給人一種特有的親和力，

讓人覺得它不只是科學性的，還帶著文學性與生活趣味。

媽媽的廚房菜 BT2008

台灣媽媽將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的萬物，在生活中做最好的

運用。作者仔細記錄下充滿感情的媽媽廚房菜，記錄了屬於台灣

媽媽的生活智慧。全書洋溢微小而確切的幸福，媽媽的廚房菜是

每個人最美好的記憶。

媽媽

運

媽

每

林林

花

是

讓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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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走入自然的人，總要克服一些恐懼，譬如看到蛇、蜥蜴、蝙蝠和蜘
蛛之類，一般都會心頭猛然一驚，然後遠遠避開，這種對特定動物的厭惡與恐
懼，千百年來早以透過媒體與經驗傳承，一代一代地更加強化誇張，幾乎已經
內化為遠古以來人們趨吉避凶的本能了。

因人類積習影響所致，很少人認真地或是技術性地思考我們對該動物的恐
懼指數應該是多少，那就更別說打破成見，近距離瞭解牠們真正的面貌與不為
人知的趣味生活，甚至還不知道牠們默默地幫了人類多少忙。

美國曾做過以三千多位成人為對象的問卷調查，受訪者最討厭的動物是蟑
螂，依序是蚊子、老鼠、蜂、響尾蛇、蝙蝠。在日本也曾以女性大學生為調查
對象，而百分之八十的人把蟑螂列為她們最討厭的動物。有人更說，以捲成筒
狀的報紙打到蟑螂時，覺得很有成就感。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從這句俗諺中不難看出人類對老鼠根深蒂固的
厭惡與唾棄。其實很少人真正仔細研究過老鼠，也從未思索為什麼這些看似渺
小脆弱、不堪一擊的老鼠，竟是地球上最為興盛成功的動物之一。

作者朱耀沂教授巧妙地選擇與人類關係密切且惹人厭的蜘蛛、老鼠、蟑
螂，以極其宏觀的博物學角度，勾勒出這些動物生存的真實面貌，並從生態
學、演化、形態與生理，乃至一般人都有興趣的歷史、文學、童話等各種面
向，使普羅大眾進入牠們的生活，瞭解這一群成功的生物，也讓人重新省思動
物與人類的複雜關係。

朱耀沂教授是台灣研究昆蟲的翹楚，也是昆蟲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朱教
授常謙稱自己是「昆蟲雜貨店」，其實若稱他為「昆蟲博物館」似乎更能貼切
表達他對台灣昆蟲界的貢獻與地位。這四本書籍的出版，主要是幫讀者克服對
動物的恐懼與誤解，以及用Q&A的方式為青少年介紹有趣的昆蟲世界，害怕
動物的讀者，請務必要給自己一次機會，因為這些書籍將打開你的眼界，讓你
終身受用！

蜘蛛博物學 BT3001 
本書要幫讀者克服對蜘蛛的恐懼與誤解，怕蜘蛛或不瞭解蜘蛛

的讀者，請務必要給自己一次機會，因為它將打開你的眼界，讓你

終身受用。目前台灣除了幾本蜘蛛圖鑑外，廣泛談論蜘蛛生態與行

為的科普書籍很少，『蜘蛛博物學』是台大昆蟲系朱耀沂教授為讀

者撰寫開啟蜘蛛知識大門的一本有趣的知識叢書。

昆蟲頑童為惹人厭的動物發聲

終身受用！

蜘蜘

的

終

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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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博物學 BT3002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從這句俗諺中不難看出人類對老鼠

根深蒂固的厭惡與唾棄。本書以宏觀的博物學角度，勾勒出老鼠真

實面貌，並從生態學、演化、形態、生理、歷史、文學、童話等各

面向，讓大眾瞭解並重新省思人鼠間的複雜關係。 

蟑螂博物學 BT3003 
蟑螂是人們最厭惡的動物之一，三億年來依然無恙，而且越來

越繁榮。朱耀沂老師以豐富的博物學觀點，一一剖析蟑螂的秘密生

活。討厭蟑螂，更要瞭解蟑螂。『蟑螂博物學』的出版，無非是希

望大家對這個與我們生活關係密切、互動頻頻的昆蟲，有多一點點

的認識，並視牠們為「可敬的敵蟲」。

昆蟲Q&A BT5003 
號稱是「昆蟲博物館」的朱耀沂老師精選140個既有趣又常見

的昆蟲疑問，以親和力十足的解說方式，為台灣的青少年解開昆蟲

世界的奧秘。

25

老老

根

實

面

蟑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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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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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讓我們的昆蟲種類十分豐富，只是我們很少仔
細觀察，更談不上對昆蟲私生活的瞭解。幸而還是有人願意將關注焦點放在小
小的昆蟲身上，多年的摸索與觀察，第一次完整呈現昆蟲的私生活。

作者楊維晟大學畢業後即專注於自然攝影，特別是鑽研他深為著迷的甲蟲
生態。以往許多喜愛甲蟲的人，著眼點可能是其美麗的外形或是超酷的鐵甲武
士，反而對於牠們的生活細節一無所知。其實甲蟲的私生活就和人們一樣，也
脫離不了食衣住行的範圍，越瞭解甲蟲的私生活，在野外找到牠們的機率就越
大，也會更瞭解牠們。書中收錄了數百張甲蟲攝影作品，絕大多數是在野外揮
汗努力的成果。

每在野外聽到野蜂嗡嗡作響的聲音，想必讓許多人嚇得不知所措。這種危
機意識是人類保護自己的動物本能之一，不過大多數野蜂不致對我們造成多大
的傷害，但根深柢固的恐懼卻是不容易克服的。其實蜂類的生活面貌多樣，種
類之多在昆蟲界僅次於甲蟲和蝶蛾，其中蜜蜂更成為人類數千年來的好伙伴，
提供我們甜蜜的蜂蜜、多功效的蜂王乳、花粉以及蜂膠等，人類在照顧蜜蜂的
過程中，逐步解開蜜蜂的私生活之謎，同時也讓蜜蜂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昆蟲伙伴。

作者楊維晟為了用鏡頭記錄下野蜂的生活點滴，花了很長的時間尋覓蜂
蹤，同時也跟著游牧式的養蜂人家，一路跟拍，讓大家可以透過攝影，親眼目
睹滴滴蜂蜜得來多麼不易。

蝴蝶和蛾類是大自然的精靈，尤其是蝴蝶，更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自古
以來早已成為「美麗」的同義辭。台灣早年被譽為「蝴蝶王國」，成千萬、上
百萬隻的蝴蝶標本為台灣賺取了不少的外匯，經濟奇蹟的功勞簿上不能少了蝴
蝶。不過事過境遷，自然環境的大肆破壞與開發，讓蝴蝶產業無以為繼，但也
為蝴蝶的存續留下一線生機。

作者楊維晟以視覺饗宴的角度出發，跳脫一般圖鑑式的知識解說，全然展
現蝴蝶和蛾類之美，不論是色彩或造型，都讓人讚不絕口，大自然造物之美妙，
在小小的蝶蛾身上展露無遺。

地處東南亞的婆羅洲是世界上著名的熱帶雨林區之一，它的浩瀚與遼闊僅
次於亞馬遜河雨林，這片號稱是地球之肺的熱帶雨林，雖然距離台灣仍有相當
的距離，但這片雨林所製造的氧氣卻與我們每天的呼吸息息相關。據科學家指
出，婆羅洲雨林還蘊藏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物種，尚待人們去研究，形形色色的
特殊植物昆蟲動物，讓人為之驚嘆與著迷。

作者黃一峰與大家分享十幾年來在婆羅洲熱帶雨林的見聞，以及前進雨林
的甘與苦，透過他歷經十載「血」「汗」所累積的精彩攝影作品，讓你一睹婆
羅洲熱帶雨林的奇幻魅力。

鏡頭下的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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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蟲放大鏡 BT4001

甲蟲是昆蟲裡的大家族，也是大小朋友喜愛的鐵甲武士，其外

型特立獨行，生態行為也豐富多樣。透過作者累積多年的甲蟲生態攝

影，你將可一窺不為人知的甲蟲生活真面目。

野蜂放大鏡 BT4005

台灣首度出版的野蜂生態專書，詳細剖析野蜂私生活的秘密，

同時附上目前最完整的蜂類圖鑑，種類多達百餘種，讓大家可以一

窺台灣本土蜂類的真面貌。

蝶蛾放大鏡 BT4006 
認識蝶蛾生態的最佳入門書，以欣賞藝術品的角度來觀察蝶

蛾，讓蝴蝶與蛾類演出全新的視覺與文字饗宴，格外容易親近的蝶

蛾生態讓我們的自然行旅變得豐富無比。

婆羅洲雨林野瘋狂 BT4007 
本書作者分享十幾年來在婆羅洲熱帶雨林的見聞，以及前進雨

林的甘與苦，透過精彩的攝影作品，將讓你一睹婆羅洲熱帶雨林的

奇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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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獲獎風雲榜

菜市場魚圖鑑

吳佳瑞、賴春福/著

2006/05/08  定價580元

●「好書大家讀」2005年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
● 行政院新聞局第27次「中

     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 聯合報讀書人「每週新書

     金榜」
● 博客來網路書店自然科學

     暢銷書Top 1

菜市場魚圖鑑 台灣蔬果生活曆

陳煥堂、林世煜/著

2006/05/08  定價600元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博客來網路書店自然科學

     暢銷書Top 10

台灣蔬果生活曆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上）

林維明/著  林松霖/繪圖

2006/08/08  定價690元

● 2007年金鼎獎工具書類優       

     良圖書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上）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中）

林維明/著  林松霖/繪圖

2006/08/08  定價690元

● 2007年金鼎獎工具書類優

     良圖書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中）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下）

林維明/著  林松霖/繪圖

2006/08/08  定價690元

● 2007年金鼎獎工具書類優

     良圖書

台灣賞樹情報

張碧員/撰文  呂勝由/攝影  

陳一銘、傅蕙苓/插畫

2006/11/09  定價380元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中國時報開卷 1995年「年

     度十大好書」 
● 聯合報讀書人 1994年「年

     度最佳書獎」

台灣野花365天 — 春夏篇

張碧員、張蕙芬/撰文  

呂勝由/攝影  

陳一銘、傅蕙苓/插畫

2006/11/09  定價650元

● 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

     書獎」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台灣野生蘭賞蘭大圖（下） 台灣賞樹情報 台灣野花 天 春夏篇台灣新野菜主義

吳雪月/著

2006/09/01  定價540元

● 聯合報讀書人「每週新書

     金榜」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 行政院新聞局第18屆「中

     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 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優良圖書推薦」

台灣新野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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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野花365天 — 秋冬篇

張碧員、張蕙芬/撰文  

呂勝由/攝影  

陳一銘、傅蕙苓/插畫

2006/11/09  定價650元

● 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

     書獎」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灣野花 天 秋冬篇 台灣植物染圖鑑

陳千惠/著

2006/12/18  定價400元

● 聯合報讀書人「每週新書

     金榜」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台灣植物染圖鑑 台灣昆蟲記

廖智安/撰文  潘建宏/攝影

2007/01/12  定價900元

● 聯合報讀書人「每週新書

     金榜」
● 聯合報讀書人 1999年

     「年度最佳書獎」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台灣昆蟲記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

大圖鑑（上）

林春吉/著

2008/04/15  定價690元

● 2009年金鼎獎工具書類優

     良圖書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

大圖鑑（下）

林春吉/著

2008/04/15  定價690元

● 2009年金鼎獎工具書類優

     良圖書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

大圖鑑（中）-

水生雙子葉植物

林春吉/著

2009/08/21  定價650元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人物」

     專訪報導
● 2010年金鼎獎非文學類優       

     良圖書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

大圖鑑（下）-

水生單子葉植物

林春吉/著

2009/08/21  定價650元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人物」

     專訪報導
● 2010年金鼎獎非文學類優       

     良圖書

台灣蝴蝶食草與蜜源植物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

大圖鑑（上）-

水生蕨類與雙子葉植物

林春吉/著

2009/08/21  定價650元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人物」

     專訪報導
● 2010年金鼎獎非文學類優

     良圖書

台灣水生與濕地植物生態

9



30

瓶罐蟋蟀

許育銜/著

2009/3/10  定價320元

● 明報週刊「日月舞台」書介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瓶罐蟋蟀 我的自然調色盤

林麗琪/著

2009/04/21  定價480元

● 中國時報文化版「星期人

     物」專訪報導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

     讀物推介」
● 人間福報全版專題報導作

     者林麗琪

我的自然調色盤 自然野趣DIY

黃一峰/著

2009/11/16  定價399元

● 《商業週刊》報導
● 中國時報「開卷有書香」

      報導
● 《蘋果日報》副刊專訪
● 2010年金鼎獎非文學類    

     優良圖書

自然野趣

野鳥放大鏡 — 食衣篇

許晉榮/著

2008/09/12  定價480元

● 2009年金鼎獎最佳科學類

     圖書獎

野鳥放大鏡 食衣篇 野鳥放大鏡 — 住行篇

許晉榮/著

2008/09/12  定價480元

● 2009年金鼎獎最佳科學類

     圖書獎

野鳥放大鏡 住行篇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 100堂都會自然課

張蕙芬/撰文  黃一峰/攝影  林松霖/繪圖

2009/06/15  定價399元

● 中國時報「開卷嚴選」推薦
● 中國時報文化版「星期人物」專訪報導
● 博客來網路書店自然科學暢銷書Top 2
● 博客來網路書店人文科普暢銷書Top 3
● 人間福報閱讀版「書和人」專訪報導
● 博客來網路書店2009年度科普漫遊 Top 4
● 新聞局「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師沒教的事 堂都會自

大樹獲獎風雲榜

昆蟲 Q&A

朱耀沂/著  

盧耽/攝影、繪圖

2010/08/19  定價550元

● 博客來網路書店自然科學

     暢銷書Top 10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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