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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中文) 

資源名稱 資源形式 說明 點擊網址可直接進入該網站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

服務平台 
網站:電子書 

需先申請數位借閱證，即可線上借閱電子

書。(可於網路上申辦借閱證) 
https://ebook.nlpi.edu.tw/newbie 

新北市立圖書館 網站:電子書 

電子資源/兒童電子書:需先申請新北市立圖

書館借閱證，即可線上借閱電子書。(可於

網路上申辦借閱證)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

t.cfm?option=type&sTypeIdS=11 

 

台北市立圖書館:兒童電子圖

書館 
網站:電子書 

需先申請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即可線上

借閱電子書。(可於網路上申辦借閱證) 

https://kids.tpml.edu.tw/sp.asp?xdurl=superX

D/ebooks.asp&mp=100&ctNode=287 

未來兒童、未來少年全本雜

誌內容線上閱讀 

網站:電子雜

誌 

《未來兒童》、《未來少年》100期精選雜

誌免費線上閱讀！每周更新，停課不停學！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junior/f

reeRead?utm_source=OfficialSite&utm_medium=M

J_banner_order&utm_campaign=210621 

國語日報線上閱讀 網站:電子報 
國語日報、國語日報周刊、中學報近期報刊

線上閱讀 
https://www.mdnkids.com/MdnRead-Covid19/ 

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網站:繪本動

畫/有聲書 
繪本動畫及有聲書可線上觀賞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

e=1 

Momo親子台:聽聽成語故事 YouTube頻道 聽彤彤姐姐教大家認識成語/聽故事學成語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

iWrn-Ko0wLUgluV3bspykpjDqohd 

花媽家說故事 YouTube頻道 最專業的說故事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EAjRXzNAp

fUeSi6tSXesg/playlists 

語文領域(英語) 

https://ebook.nlpi.edu.tw/newbie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t.cfm?option=type&sTypeIdS=11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t.cfm?option=type&sTypeIdS=11
https://kids.tpml.edu.tw/sp.asp?xdurl=superXD/ebooks.asp&mp=100&ctNode=287
https://kids.tpml.edu.tw/sp.asp?xdurl=superXD/ebooks.asp&mp=100&ctNode=287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junior/freeRead?utm_source=OfficialSite&utm_medium=MJ_banner_order&utm_campaign=210621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junior/freeRead?utm_source=OfficialSite&utm_medium=MJ_banner_order&utm_campaign=210621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tw/junior/freeRead?utm_source=OfficialSite&utm_medium=MJ_banner_order&utm_campaign=210621
https://www.mdnkids.com/MdnRead-Covid19/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iWrn-Ko0wLUgluV3bspykpjDqohd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iWrn-Ko0wLUgluV3bspykpjDqohd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EAjRXzNApfUeSi6tSXesg/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EAjRXzNApfUeSi6tSXesg/playlists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新北市立圖書館 網站:電子書 

電子資源/兒童電子書/BOOKFLIX 兒童互動

電子有聲書:需先申請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

證，即可線上閱讀英文互動電子書。(可於

網路上申辦借閱證)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

t.cfm?OPTION=type&STYPEIDS=11&ID=70&SYS=1 

Brightly Storytime YouTube頻道 真人說英語繪本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QagFNHMrG

gQpYunk4rHXg 

Momo親子台/ABC故事屋 YouTube頻道 卡通英語故事，聽故事學英文(有雙語字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fkrAyhhss&

list=PL1IigiWrn-KocjS3RsH4pd2x50mb7Q_DX 

校園打字機 網站:遊戲 練習英文打字的遊戲大集合 http://tgame.eduweb.com.tw/TGame/index.html 

數學領域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Multiplication Games 網站:遊戲 
數學遊戲網站，有乘法、加法、減法、策略

遊戲……等。 

https://www.multiplication.com/games/all-

games 

自然領域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YouTube頻道 一起來玩科學遊戲，了解科學原理吧! https://www.youtube.com/c/ntsec/videos 

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

用學系/科學遊戲實驗室 

網站:文件、

影音 

超級有趣的科學實驗在這裡，等著你一起來

玩喔! 
http://scigame.ntcu.edu.tw/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t.cfm?OPTION=type&STYPEIDS=11&ID=70&SYS=1
https://search.tphcc.gov.tw/ERS/resource_list.cfm?OPTION=type&STYPEIDS=11&ID=70&SYS=1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QagFNHMrGgQpYunk4rHX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QagFNHMrGgQpYunk4rHX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fkrAyhhss&list=PL1IigiWrn-KocjS3RsH4pd2x50mb7Q_D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fkrAyhhss&list=PL1IigiWrn-KocjS3RsH4pd2x50mb7Q_DX
http://tgame.eduweb.com.tw/TGame/index.html
https://www.multiplication.com/games/all-games
https://www.multiplication.com/games/all-games
https://www.youtube.com/c/ntsec/videos
http://scigame.ntcu.edu.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戶外園

區植物學習網 
網站:影音 

內容包含國立科工館植物介紹、影片、動畫

以及遊戲。 
https://plant.nstm.gov.tw/default.htm 

科技大觀園/影音 網站:影音 好玩又有趣的科學實驗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

008/new 

親子學習平台/ 

未來小學堂 
YouTube頻道 科學知識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qaz

goWgvStxysUCrDS02ejrWiyDvJEB 

YOYO TV/Hello! 瑪奇課 YouTube頻道 快來學怎麼變魔術吧!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_HY

74ov2N2ieJN6PTii5Zt9vpqkIXHM 

科技大觀園/法布爾昆蟲記 YouTube頻道 法布爾昆蟲記全十集 線上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uQV

Us7G_zhpwuwVuZXbKTdWMtnmuhCS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習推

廣/科普傳播頻道 
網站:影音 

NSL自然科學現場:最具科博館精神的「NSL

自然科學現場」系列，內容包羅萬象，從大

自然之美、栩栩如生的標本製程、城巿考古

如何重現先人生活等各種主題。 

https://www.nmns.edu.tw/learn/channel/scienc

e/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習推

廣/學習資源庫 
網站:影音 

大自然真相影片完整版:教你認識大自然中

不為人知的祕密 
https://www.nmns.edu.tw/learn/feature/limit/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網站:虛擬實

境 
繽紛的生物，世界地球日 50 周年特展 

https://web3.nmns.edu.tw/Exhibits/109/Biodiv

ersityIsGood/index.html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網站:影音 有 27筆海洋生物解說影片 
https://www.nmmba.gov.tw/Video.aspx?n=E10474

A1355F95A4&sms=0E909B4D84BCCA17 

動物星球頻道 網站:遊戲 動物檢定遊戲 
https://www.discoverychannel.com.tw/animalke

ntei/index.php 

https://plant.nstm.gov.tw/default.htm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8/new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8/new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qazgoWgvStxysUCrDS02ejrWiyDvJE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qazgoWgvStxysUCrDS02ejrWiyDvJE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_HY74ov2N2ieJN6PTii5Zt9vpqkIXH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_HY74ov2N2ieJN6PTii5Zt9vpqkIXH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uQVUs7G_zhpwuwVuZXbKTdWMtnmuhC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uQVUs7G_zhpwuwVuZXbKTdWMtnmuhCS
https://www.nmns.edu.tw/learn/channel/science/
https://www.nmns.edu.tw/learn/channel/science/
https://www.nmns.edu.tw/learn/feature/limit/
https://web3.nmns.edu.tw/Exhibits/109/BiodiversityIsGood/index.html
https://web3.nmns.edu.tw/Exhibits/109/BiodiversityIsGood/index.html
https://www.nmmba.gov.tw/Video.aspx?n=E10474A1355F95A4&sms=0E909B4D84BCCA17
https://www.nmmba.gov.tw/Video.aspx?n=E10474A1355F95A4&sms=0E909B4D84BCCA17
https://www.discoverychannel.com.tw/animalkentei/index.php
https://www.discoverychannel.com.tw/animalkentei/index.php


 

世界自然聲音地圖 
網站:互動式

地圖+聲音 

探索地球自然聲音的有趣且互動的方式，將

高質量的現場錄音與最新的衛星圖像相結

合，匯集了大自然中最美麗、最有趣和最鼓

舞人心的聲音。 

https://www.naturesoundmap.com/ 

社會領域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國立故宮博物院 

NPM Kids 兒童園地 
YouTube頻道 欣賞動畫，認識故宮中的國寶文物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r5z

CilDSqAF86d3q5i5JFS5tokWlCHZ 

國立故宮博物院 網站:影音 
典藏精選:以數位方式觀賞故宮珍藏的歷代

名作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 

國立台灣文學館 網站:影音 
聽•傳•說:台灣原住民與動物的故事，讓

我們利用聽故事的方式來了解原住民文化 
https://expostories.nmtl.gov.tw/ 

國立臺灣博物館 YouTube頻道 
走過百年的臺灣博物館，2017 年繼續和你

一起發現萬物的精采。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Museum/about 

國家歷史博物館 網站:影音 茶遊記:茶的超時空壯遊 https://vr360.nmh.gov.tw/grandtouroftea/ 

Parks Taiwan台灣國家公園 YouTube頻道 認識台灣的國家公園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HVEUvyGdd

IhcTHskn85AQ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網站:影音 
社群及多媒體:旅遊訊息，介紹多處國家公

園及自然園區 
https://www.forest.gov.tw/multimedia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脊梁山脈旅遊年 
網站:影音 透過影片呈現台灣的山林之美 https://i30.taiwan.net.tw/Video 

https://www.naturesoundmap.co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r5zCilDSqAF86d3q5i5JFS5tokWlCHZ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fr5zCilDSqAF86d3q5i5JFS5tokWlCHZ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
https://expostories.nmtl.gov.tw/
https://www.youtube.com/user/NTMuseum/about
https://vr360.nmh.gov.tw/grandtourofte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HVEUvyGddIhcTHskn85AQ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HVEUvyGddIhcTHskn85AQ
https://www.forest.gov.tw/multimedia
https://i30.taiwan.net.tw/Video


 

文化資產局:台灣世界遺產潛

力點 
網站:影音 影音專區:介紹十八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https://twh.boch.gov.tw/taiwan/video.aspx 

公視《下課花路米-博物館大

驚奇》 
YouTube頻道 

深入博物館幕後，發現策展的巧思，典藏、

修復的科技與文物背後的故事。讓我們一起

深入博物館幕後，發現一個接一個令人目瞪

口呆的大驚奇吧！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9-

cXLksRCu-58OXVAH09BJpPuRgelif 

Taiwan Bar 台灣吧 YouTube頻道 動畫台灣史&世界史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

u4bLdHx3nnUrFUBFWwMHuo_4Yx9P 

Taiwan Bar 台灣吧 YouTube頻道 動畫世界史中國篇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

u4bLdHytLUXY2jZ3TZQSgkFbdXvY 

國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TW 
YouTube頻道 

探索世界的每個角落、土地、海洋、星空與

宇宙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uH3UncFcXO
Krz4XOYARTw 

NHK World-Japan 

日本 NHK 影片 
網站:影音 

日本 NHK所製作的影片及節目單元，內容包

羅萬象，幫助你認識日本自然景觀及文化，

並擴及世界文化。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t/ondemand/

video/ 

美國國家公園 
網站:虛擬實

境 
虛擬探索黃石公園 https://www.virtualyosemite.org/ 

健體領域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Little Sports YouTube頻道 卡通超 Q運動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IwFB4ciFi

5ZCIu-VlwaOg/videos 

momo親子台/就是愛瑜珈 YouTube頻道 
親子一起做於瑜珈，一邊做瑜珈，海苔哥哥

一邊將帶領大家融入故事情境裡喔!!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

iWrn-KpKpu904jRKiukybfQsW88I 

https://twh.boch.gov.tw/taiwan/video.aspx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9-cXLksRCu-58OXVAH09BJpPuRgeli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R9-cXLksRCu-58OXVAH09BJpPuRgeli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u4bLdHx3nnUrFUBFWwMHuo_4Yx9P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u4bLdHx3nnUrFUBFWwMHuo_4Yx9P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u4bLdHytLUXY2jZ3TZQSgkFbdXv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Itru4bLdHytLUXY2jZ3TZQSgkFbdXv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uH3UncFcXOKrz4XOYAR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uH3UncFcXOKrz4XOYARTw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t/ondemand/video/
https://www3.nhk.or.jp/nhkworld/zt/ondemand/video/
https://www.virtualyosemite.or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IwFB4ciFi5ZCIu-VlwaOg/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TIwFB4ciFi5ZCIu-VlwaOg/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iWrn-KpKpu904jRKiukybfQsW88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IigiWrn-KpKpu904jRKiukybfQsW88I


 

安妮怎麼了? 線上急救教育

平台 
YouTube頻道 

以影音教材為主的線上急救教育平台，提供

從基礎技術到進階學理的網狀學習內容，更

著力於讓現有的急救教育更有效率，並讓急

救教育發生在過去沒辦法發生的地方。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HZnqu05Va

wWrdloAjRY8Q/videos 

藝術領域 

名稱 形式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奇美博物館 
網站:影音檔

案 

線上奇美古典樂:蒐羅了器樂、管絃樂、人

聲等不同的古典音樂，以饗大眾 

https://www.chimeimuseum.org/%E7%B7%9A%E4%B8

%8A%E5%A5%87%E7%BE%8E%E5%8F%A4%E5%85%B8%E6%A

8%82/468100D1-9E82-43FD-9395-02E613729C95 

綜合領域+跨領域學習 

形式 名稱 說明 點擊以下網址可直接進入網站 

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電

影院 
網站:電影 

使用縣市立公共圖書館(如新北市圖)的借閱

證帳號及密碼，登入後即可欣賞電影 
https://www.ncl.app.visionmedia.com.tw/video 

公視兒少 YouTube頻道 

這是一個屬於台灣兒童、青少年的影音頻

道！內容包括水果冰淇淋、下課花路米、神

廚賽恩師、台灣特有種、流言追追追...等

等最豐富完整的公視兒少節目都在這裡唷！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K0qeXwXSu

_sZukMo-gwpw 

開放博物館 網站:影音 
以 COVID-19為主題，匯集數位展覽、主題

網站、相關遊戲的多維度展示館 

https://openmuseum.tw/muse/curation/4cc0c3b5

ccd0646723b1c907add3aa40 

myVideo/momo mini 親子電

影院 
網站:電影 大部分影片都可於註冊帳號後免費觀看 

https://www.myvideo.net.tw/mainGroup/Group/m

ini/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HZnqu05VawWrdloAjRY8Q/video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HZnqu05VawWrdloAjRY8Q/videos
https://www.chimeimuseum.org/%E7%B7%9A%E4%B8%8A%E5%A5%87%E7%BE%8E%E5%8F%A4%E5%85%B8%E6%A8%82/468100D1-9E82-43FD-9395-02E613729C95
https://www.chimeimuseum.org/%E7%B7%9A%E4%B8%8A%E5%A5%87%E7%BE%8E%E5%8F%A4%E5%85%B8%E6%A8%82/468100D1-9E82-43FD-9395-02E613729C95
https://www.chimeimuseum.org/%E7%B7%9A%E4%B8%8A%E5%A5%87%E7%BE%8E%E5%8F%A4%E5%85%B8%E6%A8%82/468100D1-9E82-43FD-9395-02E613729C95
https://www.ncl.app.visionmedia.com.tw/vide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K0qeXwXSu_sZukMo-gwp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K0qeXwXSu_sZukMo-gwpw
https://openmuseum.tw/muse/curation/4cc0c3b5ccd0646723b1c907add3aa40
https://openmuseum.tw/muse/curation/4cc0c3b5ccd0646723b1c907add3aa40
https://www.myvideo.net.tw/mainGroup/Group/mini/
https://www.myvideo.net.tw/mainGroup/Group/mini/


新北市頂埔國民小學 暑假閱讀探索大挑戰

年 班 號

姓名 。

進行一項科學活動

學習歷史

閱讀一本電子書 欣賞一部電影

認識台灣山林或是
國家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