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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樹 沃依切．葛萊果斯基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8179 自然生態

2 科學不思議2：尾巴大調查 犬塚則久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2616 自然生態

3 蜜蜂 沃依切.葛萊果斯基 遠見天下 2019 9789864794751 自然生態

4 點亮奇妙大自然 瑞秋.威廉斯 水滴文化 2017 9789865730512 自然生態

5 哇！公園有鷹 何華仁 青林國際 2019 9789862744345 自然生態

6 哈囉，大象太太！ 珊曼．鮑頓 水滴文化 2020 9789579529181 自然生態

7 奇妙的花園 彼得．布朗 小天下 2010 9789862164891 自然生態

8 蜜蜂！不怕！！ 伯大尼.巴頓
臺灣彩虹

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2018 9789869608718 自然生態

9 小鷹與老鷹 黃郁欽 親子天下 2019 9789575033972 自然生態

10 食物大發現：蛤蜊從哪裡來？ 黃雅蕾 小天下 2019 9789864798483 食育

11 水稻田的一年 向田智也 小光點 2019 9789579077248 食育

12 農地的一年 向田智也 小光點 2019 9789579077262 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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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雜木林的一年 向田智也 小光點 2019 9789579077255 食育

14 愛吃青菜的鱷魚 湯姆牛 上誼文化 2003 9789576428289 食育

15 青椒超人綠披風 佐倉智子 小熊出版 2018 9789578640504 食育

16 小珊瑚寶寶 閔芽援 步步 2019 9789579380379 海洋生態

17 爸爸是海洋魚類生態學家 張東君 小魯文化 2013 9789862113950 海洋生態

18 東沙的守護神 蔡幸珍 內政部營建署 2018 9789860575361 海洋生態

19 鯨魚，為了你，我們一定做得到！ 內田麟太郎 臺灣東方 2018 9789863382270 海洋生態

20 捉鎖管 劉伯樂 步步 2017 9789869517706 海洋生態

21 星星不見了 漢娜.康明 維京國際 2017 9789864401932 環境保育

22 失去生物的島嶼 田川日出夫 步步 2018 9789869628617 環境保育

23 家在山那邊 吳立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2013 9789860384437 環境保育

24 從前從前有一座森林 斐德利克‧芒索 水滴文化 2016 9789865730338 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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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一隻叫做葉子的北極熊 珊卓拉・迪克曼 維京 2020 9789864403080 環境保育

26 數不清！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 尼古拉.戴維斯 上誼文化 2017 9789577626202 環境保育

27 流浪的龜龜 陳月文 福智藝術文創出版 2020 9789869978903 環境保育

28 哈囉!你好! : 濕地裡的野鳥新樂園 劉伯樂 步步 2020 9789579380553 環境保育

29 哪些生物瀕臨絕種? 曹伊燕 暢談國際文化 2013 9789866347788 環境保育

30 爺爺的魔法書 : 保護水和土 吳立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2015 9789860471335 環境保育

31 我家能源從哪兒來？ 克里斯‧巴特華斯 三民 2020 9789571466781 環境保育

32 候鳥的世界 鈴木守 遠流 2017 9789573280606 環境保育

33 塑膠袋流浪記 劉如桂 法鼓文化 2014 9789575986421 環境保育

34 嘰哩咕嚕碰 黃郁欽 小光點 2018 9789579077019 環境保育

35 上山種下一棵樹 杉山佳奈代 遠見天下文化 2019 9789864796755 環境保育

36 人類讓我們從地球上消失了 亞莉安娜‧帕皮尼   大穎文化 2018 9789869524643 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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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恐龍救地球：寶貝地球的最佳指南 蘿瑞．克拉斯尼．布朗、馬可．布朗 遠流 2006 9789573259077 環境保育

38
葛莉塔的呼籲 :

了解氣候變遷的科學、知識, 採取正確行動!
瓦倫蒂娜‧吉亞尼拉 三采 2020 9789576582752 環境保育

39
我是葛莉塔 :

環保鬥士葛莉塔與母親合著的唯一傳記

葛莉塔．通貝里, 瑪蓮娜．恩曼,

斯凡特．通貝里, 碧雅塔．恩曼
三采 2020 9789576582813 環境保育

40 歡迎光臨溼地鳥餐廳 黃玉玲 小光點 2019 9789579077323 環境保育

41 奇妙大自然 卡蜜拉‧德‧拉‧碧朵 閣林文創 2018 9789862927717 環境教育

42 地球探索大發現 安娜蘇菲‧包曼 上誼文化公司 2020 9789577626752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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