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之歌

英
國哲學家懷德海將教育分為三個階段：一、浪漫期：小學階段；充滿好奇心
與想像力，並逐步去理解現實的世界。二：精密期：中學階段；扎實的打下
知識的基礎。三：展望期：大學以後；擴大視野，思考個人與群體、萬物的

關係。《大自然之歌》不論在情感、認知和生命省察層面，能滿足多方

面的教育需求，處處充滿著真、善、美。

真：書中的動物角色都是與人類一起生活的真實動

物，牠們的故事都是真實的在我們周遭進行著。藉由史

密森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各類動物專家的長期研究，這些

動物的覓食、捕獵、避敵、繁衍、育幼、遷徙等許多細膩

的行為，都真實的發生在我們眼前。此外，真實的自然環

境音籟，也收錄在英文CD中。

善：在故事中處處可見動物之間的各種合作與照顧，例如鳴角

鴞媽媽不顧自己的安危，捨命引開掠食者，保護鳴角鴞寶寶；抹香鯨潛

入深海覓食時，牠的同伴會照顧牠的寶寶。此外，還有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善意，如漁夫將抱

卵的藍蟹放生，狗的主人遏止狗侵犯院子裡的襪帶蛇；在沙灘擱淺的虎鯨被送回大海。

美：以寫實的繪畫表現出大自然真實的美，不論是鯨豚徜徉的遼闊海洋，或是花栗鼠的

小巧地洞；不論是春夏秋冬，或是晨昏正午；不論是生動的表情眼神、細膩的毛髮皮紋，或

是躍然紙上的動作姿態⋯⋯加上變化的構圖、視角，在在為我們捕

捉到大自然不可思議的美。

真、善、美的認識和體會，讓我們對萬物能發自內心的珍惜，

這比各種道理來得更有說服力。現代的人越來越少接近大自然，人

與萬物、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冷漠，暢談出版《大自然之歌》，

就是希望再恢復人與大自然脈動的連結，也讓自己

常常感受到真、善、美。

自然科學與生命教育最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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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齒草路的短吻鱷
炎熱的6月，短吻鱷用植物

和爛泥堆出一個窩，產下了30

個鱷魚蛋。牠全心照顧這些蛋，

不時的保持溼潤，還要提防被

偷吃。終於，短吻鱷寶寶破蛋而

出。奇怪，窩裡還有其他小動物

出生。這是怎麼一回事？ 

果園路的瓢蟲
飄著涼意的秋天裡，瓢蟲

要大量進食才能應付接下來的冬

天。美味的蚜蟲就在眼前，可是

得先擺脫螞蟻、鷦鷯和老鼠的威

脅。終於瓢蟲填飽肚子，找到舒

服的窩，準備過冬。究竟，瓢蟲

用什麼方法避開一次次危難呢？

北森湖的潛鳥
潛鳥遠從大西洋飛到北森

湖，和雌潛鳥相會，並生下潛鳥

寶寶。想讓寶寶平安長大可不容

易，要提防空中的鵰、水底的梭

子魚、住在湖畔的人們⋯⋯幸好

都化險為夷。秋末，潛鳥們都飛

離這裡，牠們會再回來嗎？

眠谷巷的紅蝠
太陽下山了，紅蝠開始獵

食。牠發出陣陣聲響，搜索獵

物。一旦有了回聲，立即逼近，

身體再往後一翻，收攏雙翅和尾

巴，成為捕蟲網，罩住獵物。這

番功夫，小紅蝠學得來嗎？一起

看看小紅蝠會有什麼斬獲。

河岸路的犰狳
晚上才活動的犰狳，看起來

像穿著盔甲，行動有些笨拙。不

過吃起螞蟻，牠可是厲害角色，

可以整窩下肚。牠在夜晚的覓食

行動，被飢餓的郊狼打斷，演出

一場驚心動魄的追逐戰。牠使盡

各種招數，終於逃脫。 

木蘭圓環的牛蛙
凡被牛蛙盯上的獵物——螯

蝦、天蛾、蟋蟀雨蛙，都逃不過

牠的快舌。當牛蛙忙著獵食，夜

鷺盯上牠，在千鈞一髮之際，冒

失的浣熊救了牠。逃過一劫的牛

蛙，開始等待雌蛙的到來，牠會

用什麼方法吸引另一半呢？

山胡桃小徑的紅狐
黃昏時，狐狸爸爸抓了一隻

老鼠，回到林中隱密的洞口。4

隻小狐狸和狐狸媽媽爬出洞迎接

牠，一起分食、玩耍。狐狸爸爸

和媽媽又帶著小狐狸，進入樹林

覓食、捕獵，沒想到遇到了郊狼

⋯⋯。

公園街的小黑蟻
小黑蟻每天都過著忙碌的生

活。牠忙著找尋食物，並留下線

索給同伴；或是輕拍蚜蟲，將蜜

露存在社會胃裡和大家共享；當

有敵人入侵，也必須挺身防衛蟻

穴。有一回，小黑蟻迷路了，牠

要如何回家呢？

香蒲小路的加拿大雁
春天來了，加拿大雁也飛來

築巢。為了孵育巢中的蛋，牠細

心保持巢的溫暖和溼度，還不時

幫蛋翻面，而雄雁在一旁守護。

終於，寶寶破蛋而出。接下來，

加拿大雁要教小雁各種本領，有

哪些呢？

銀塘巷的箱龜
6月的一天，箱龜吃飽了，

也睡飽了，便出發去找適合的產

卵地。牠冒險穿越馬路，來到花

園。牠用強健的後腿，一鏟一鏟

的挖出洞，但卻被浣熊打斷了工

作。所幸牠逃過一劫，順利產下

卵。牠會守護這些卵嗎？

白鯨泳道
小白鯨和媽媽隨著鯨群從

北極往南方移動，途中遇上了不

懷好意的虎鯨和飢餓的海獅。北

極的浮冰也差點使得牠們無法浮

出海面呼吸。牠們是如何化險為

夷，最後安全抵達白令海過冬？

海中傳奇獨角鯨
生活在北極海域的獨角鯨，

在寒冬來前向南遷移。途中，除

了要躲避虎鯨，還要突破冰封結

凍的海面。獨角鯨必須用頭撞開

浮冰才能呼吸，但北極熊卻已經

守在冰洞口，牠該怎麼辦？

小海豚的第一天
在佛羅里達外海，一隻新生

的小海豚跟著媽媽、奶媽，和其

他海豚學習如何換氣、游泳、照

顧幼小，又學著如何與其他海豚

溝通、如何用聲波定位及捕獵。

當鯊魚來襲時，海豚們怎樣合力

抵擋呢？

海中巨無霸抹香鯨
抹香鯨媽媽要去覓食，誰

來照顧抹香鯨寶寶呢？別擔心，

其他一起行動的抹香鯨會接手。

牠在海面吸足氣，潛下深海。牠

像雷達般，發出答、答、答的聲

音，啊，有聲音反射回來了，是

牠最愛吃的大王魷⋯⋯。

虎鯨之歌
小虎鯨跟著鯨群一起在沿海

獵食。牠們以回聲定位，找到一

群被困在漁網中的鮭魚。當小虎

鯨正要享受美食，漁船來了。慌

亂中，牠陷入海裡廢棄的貨網，

雖然費盡力氣脫逃，卻又漂流到

沙灘。牠要如何才能重返大海？

小海象的示警
小海象跟著媽媽前往北極覓

食。海上漂浮的冰嶼是牠們的便

車，但也充滿危機。小海象失足

掉進冰楔間，媽媽奮不顧身，拚

命用長牙鑿出通道，化險為夷。

但之後還有許多驚險的事，幸虧

機警的小海象救了大家！

海鷗的海邊生活
海鷗要尋找伴侶，一隻雄海

鷗費盡心血打開蛤蜊，以美食博

得芳心。牠們在一座沒有掠食者

的小島，辛勤的一起築窩。產卵

後，又輪流孵蛋。四週後，三隻

小海鷗破蛋而出，嗷嗷待哺，牠

們的父母更忙了！

水中之翼鬼蝠魟
鬼蝠魟寶寶有著寬大翅膀般

的胸鰭，在淺水區和珊瑚礁之間

游泳、覓食，背部和腹部的黑白

色是最佳的保護色。一天，漁夫

誤以為牠是鯊魚而射出魚叉。雖

然牠躲過魚叉，卻纏上錨繩，漁

船被牠拖著走⋯⋯。

小海豹的成長
一隻小海豹肚子餓，哭著

找媽媽。藉著哭聲和氣味，媽媽

能從許多小海豹中認出自己的孩

子。除了餵奶，媽媽還要帶領小

海豹游泳和捕獵，之後就讓牠與

其他年輕海豹一起生活，自己則

回到成年海豹的群體。

寄居蟹的安樂窩
小寄居蟹在海中漂流，危機

四伏，還好在海床找到空螺殼躲

進去，這是牠的第一個家。牠有

特別的鰓，可以上岸生活。殼裡

面涼爽又保溼，牠以紫色大螯當

門擋住入口保護自己。牠以觸角

覓食，繼續長大和換新家。

章魚的窩
經過整晚的獵食，章魚在

路上發現亮閃閃的玻璃片，正想

帶回窩，卻遇到海鰻攻擊。牠噴

出墨汁，好不容易逃回窩，卻發

現被一隻更大的章魚霸占了。牠

只好另造新窩。牠會噴水清理環

境，還會築圍牆⋯⋯。

劍旗魚洄游
剛孵化的劍旗魚和媽媽完全

不像，不過幾個月後，牠的背鰭

就高高豎起宛如船帆，上頜則長

得像劍一般。牠揮砍著「劍」，

四處獵食！然而，牠也被灰鯖鯊

追捕。當牠游往大西洋，又差點

被漁夫的餌騙去⋯⋯。

大西洋藍蟹的沙地漫舞
藍蟹因有著寬大的藍色螯

足而得名，牠們纖細的步足頂著

殼，黑色的小眼睛能觀八方。雄

蟹會跳舞向雌蟹示愛，並保護雌

蟹蛻殼，與牠交配。之後，雌蟹

獨自踏上產卵之路，途中還被人

類捕獲，牠如何逃脫？

河豚的大驚奇
破曉時分，河豚從海底沙

床起身，準備尋覓牠最愛吃的

海膽。一條金梭魚突然脫隊衝過

來，河豚迅速大口喝水，脹大身

體，讓金梭魚吞不下肚。接著又

來了海鱸魚，河豚雖然如法炮

製，卻不奏效，牠該怎麼辦呢？

紅鮭魚返鄉
已經在太平洋生活3年的紅

鮭魚，要回到淡水的出生地，完

成傳宗接代的任務。回家的路可

不輕鬆，從河口逆流而上，必須

耗費大量體力；熊、海鷗、魚鷹

和漁夫，更是虎視眈眈。牠還要

克服哪些困難呢？

小海獺自力更生
小海獺的媽媽餓了，便把小

海獺從自己的肚子上移到海面，

再用海藻把牠固定住，然後潛

進海裡覓食。小海獺尖叫著找媽

媽，這時期的牠總離不開媽媽。

慢慢的，牠也跟著去海裡找海

膽。牠將來會獨立生活嗎？

海馬礁岩
海馬是難得的好父親，將伴

侶的卵放在育兒囊中，然後隱身

在珊瑚礁中，努力進食，讓囊中

的寶寶們健康長大。3星期後，

牠從育兒囊擠出一批批的小海

馬，完成任務，自己卻遭梭子蟹

攻擊，牠要逃往哪裡？

海中王者大白鯊
白鯊年紀太小，無法加入

其他大白鯊的分食。牠只能獨

自覓食，卻被前來搶食的劍旗魚

擦傷，傷口釋出的血又引來其他

大白鯊的欺負。再度受傷的牠，

慢慢沉到海底療傷，也找機會進

食，終於牠越長越強健。

加拉巴哥海狗的熱帶家園
天氣好熱，海狗下海消暑。

傍晚以後和清晨是獵食時間，雖

然牠還想喝母奶，但是牠已經兩

歲了，母奶要留給新生的海狗。

牠潛水時會關閉耳孔和鼻孔，以

長鬚幫助找魚，但牠搶不過其他

的大海狗，怎麼辦？

企鵝家族
企鵝夫婦辛勤的輪流孵蛋。

當企鵝寶寶破殼而出後，受到爸

爸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終於，

到了外出冒險的時刻，企鵝寶寶

一開始就遇到海燕從空中攻擊，

到了海裡游泳覓食時，一旁的海

獅更是蠢蠢欲動⋯⋯。

石溪農場的螢火蟲
黃昏的小溪旁，土攘中剛成

年的螢火蟲爬向地面，在黑暗中

發光。牠要躲避等著吃牠的許多

動物，還要提防被人類抓到。經

過幾番波折，牠終於找到一隻雌

螢火蟲，立即向對方閃光。雌螢

火蟲會如何回應呢？

紫菀路的帝王蝶
帝王蝶從紫菀路小屋的後院

出發，接下來幾個月，要旅行幾

百英里到墨西哥。一路上會遇到

許多困難，有時落單，有時和同

類一起飛。牠在墨西哥度冬後再

北返，並在途中產卵，這些後代

將來會加入旅程嗎？

清溪路的浣熊
天快黑了，樹洞裡的浣熊媽

媽安頓好寶寶後便去覓食。先是

找垃圾桶，不成後轉往小溪，但

差點被沖走。幸好平安上岸，也

吃飽了，卻聽到貓頭鷹的聲音。

牠匆匆趕回樹洞保護孩子，小浣

熊是否安全呢？

甜漿果小徑的小黑熊
太陽剛升起，黑熊媽媽和

小黑熊兄妹在森林裡漫步找東西

吃。牠們吃了覆盆子，在湖裡游

泳消暑，直到一聲巨響，有人出

現。牠們奔逃到大樹上，卻意外

發現蜂窩。為什麼牠們不怕蜜蜂

攻擊，還飽餐一頓蜂蜜？

蘋果樹巷的熊蜂
舒適的4月，熊蜂結束冬

眠，吃飽後找到樹洞作巢。起

初，牠得獨自築巢室、採蜜、照

顧幼蟲。等到幼蟲羽化為工蜂，

便可以幫忙，讓熊蜂專心產卵。

入秋後，最後一批卵孵出新蜂后

和雄蜂，牠們會留下來幫忙嗎？

太平洋大道的灰松鼠
灰松鼠離開牠櫟樹上的窩，

到後院的餵鳥器享用大餐。但危

險正等著！一隻貓突然撲向灰松

鼠，牠才順利逃離貓爪，又遇上

隔壁的狗衝來⋯⋯。在寧靜的午

後，灰松鼠和院子裡的動物一再

上演追逐戰。

午夜谷的鳴角鴞
午夜谷連著幾天有好多小動

物失蹤，原來是一對鳴角鴞在美

國梧桐樹幹裡築巢，白天休息，

傍晚覓食，養育幼鴞。幼鴞長大

開始學飛，卻引來掠食者，鳴角

鴞媽媽以自己作餌，轉移掠食者

的注意，牠能安全脫困嗎？

林徑的小鹿
夏日清晨，私自行動的小鹿

在後院發現紫丁香，而鹿媽媽也

循著牠的氣味過來，但牠們被貓

嚇得逃走了。牠們到池塘喝水、

吃草，又進入楓樹林，登上丘頂

休息。一路上遇到幾次危險，鹿

媽媽是怎樣帶領小鹿逃離呢？

空心樹巷的花栗鼠
寒冷的早晨，花栗鼠忙著

為即將到來的冬天採集食物。

牠在大院子裡奔走，漿果的種子

和橡樹的果實將牠的臉頰塞得鼓

鼓的。牠要把這些食物藏在哪裡

呢？跟著花栗鼠，穿過地道，看

看牠的祕密寶庫。

柳溪巷的襪帶蛇
小襪帶蛇出生後就得自立。

牠的舌頭吐進吐出，四處嗅著尋

找食物，同時也靠著噴灑臭液或

裝死等來躲避敵害。牠曾遇到人

類，受到怎樣的對待呢？小襪帶

蛇想順利長大，還要經過數次蛻

皮，牠將如何進行？ 

上百種動物，隨著四季的變化、

生命的步調，創造出一連串的驚歎號！

暢談文化發行人祝秦梁
                    

美國史密森基金會的
標記，學術界的保證！
基金會擁有世界最大的博物館系統和研

究機構，共有 19 座博物館、9 座研究

中心、美術館和國家動物園。《大自然

之歌》每冊都由學會的專家審訂。

20本：追蹤陸地動物的習性與棲地。 20本：揭開海洋與海岸動物的生活奧祕。

專業的翻譯團隊
蕭寶森：臺大外文系畢業，輔大翻譯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專職翻譯。

柯乃瑜：英國巴斯大學口筆譯碩士，自由口筆譯者。

許可欣：臺大人類系畢業。

吳梅瑛：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劉育汝：政治大學英語系畢業，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補習班英語講師。

廖雅君：臺大新聞所碩士。曾參與【魔法校車】、【魔數小子】系列童書翻譯。

暢談文化繪本系列
《小種子UP》：幼兒的認知與行為。

《科學，OK》：科學探索與實驗示範。

《美麗新世代》：孩子的社會發展。

《繪本新視界》：世界各族群的文化。 暢談文化



全套40本，可依不同分類，數本合併閱讀，進行歸納與比較。

例如將《河岸路的犰狳》《清溪路的浣熊》和《眠谷巷的紅蝠》合併閱讀，

可歸納和比較「夜行性動物」。

《午夜谷的鳴角鴞》和《香蒲小路的加

拿大雁》合併閱讀，可進行鳥類飛行和窩巢

的比較。

多本閱讀還可尋找在各本重複出現的動

物，例如浣熊、烏鴉都出現在3本以上，讓

閱讀更有樂趣，也感受到每種動物的生活不

是孤立的。

2本手冊包含多元的課程活動設計、主題聚

焦式的學習、延伸的學習資源：

1. 語文訓練：參照每本繪本後面的中英字彙，自

製字卡，一面寫上字彙，一面寫上解釋。

2. 閱讀理解能力訓練：以K-W-L( Know-Want-

Learned)教學策略，設計活動訓練孩子的閱讀

理解能力。

3. 跨學科學

習：結合數學、自然、社會、視覺、

藝術等多元領域。例如模仿動物：故

事中的動物是如何移動的？快步奔走

或緩步移動？是4隻腳或6隻、8隻，

或有翅膀、鰭？遇到危險時會有什麼

動作？

q大地與海洋動物，各盡其妙
全書分大地和海洋兩大系列各 20 本，介紹的動物超過百種，以及相關

的植物。

w�嚴謹的科學知識，加上優美的文學表現
全部內容由美國史密森基金會審定，而文字與插畫則充滿文學氣息以

及對大自然的關懷，兼具真、善、美。

e�以專業學術的研究，引導細膩的自然觀察
由美國史密森基金會指導，內容詳實而細膩，描繪出求偶、育幼、成長、

獵食、防禦、遷徙等多種精采的動物行為。每冊還附有知識小檔案、字彙

解釋、在圖裡找一找。

r�以生動的情節鋪陳，述說精采的生命故事
文字精練，富於文學氣息，具有畫面性和故事性，讀起來趣味盎然。

t�以優美寫實的圖畫，呈現萬物的豐富美麗
細緻的自然寫實風格，生動的動物神情，讓人感動。

y以珍貴真實的聲音，流洩天籟的美妙氣息
全套CD中的英語版由原出版公司製作，大自然的聲音都取自真實的錄音，

例如鳴角鴞、白鯨等，充滿震撼。

u精巧點讀筆，雙語學習好幫手
全書可以點讀中英雙語發音，在自然情境中，學習英語。

i酷炫點讀墊板，隨時隨地都可聽
特殊設計的點讀墊板，同時納入40張CD的中英內容。

兩大系列，八大特色

《大自然之歌》

★ 全套40冊全彩繪本，

英中雙語

★全套40片英中雙語CD

★2本教學資源與活動手冊

★點讀墊板

每一次展現，讓我們更敬畏大自然的奧祕。
每一次相遇，讓人類更懂得對萬物的珍惜。

看！從身邊的庭院、潺潺的溪流、溼軟的沼澤、幽深

的樹林到遼闊的海洋。聽！熊蜂嚶嚶穿梭在花間、花

栗鼠吱吱鑽進鑽出、加拿大雁嘎嘎飛越千里，白

鯨啪答躍出海面。大自然一幕幕華麗而真實的

演出，就在當下！

q單本閱讀或主題式多本閱讀，更富啟發

w配合《教學資源與活動手冊》，變化多種閱讀和教學方案

創 

意 

閱 

讀 午夜谷的鳴角鴞
我所知道的 我想知道的 讀後我學到的

貓頭鷹是晚

上活動

除了鳴角鴞，還

有什麼貓頭鷹？

鳴角鴞和大鵰鴞是不同的貓

頭鷹

貓頭鷹會抓

老鼠吃

貓頭鷹還吃些什

麼？

鳴角鴞吃老鼠、田鼠、青蛙、

蛇、魚、鳥、飛蛾，蜘蛛

鳴角鴞寶寶會爬樹

鳴角鴞的媽媽會冒著危險，引

開掠食者，保護寶寶。

鳴角鴞的重量不超過 1個大蘋

果，體積小於 3個網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