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參考書目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1 ＜割圓密率捷法＞譯註 明安圖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2 13 一個數字的古怪歷史 N. 拉胥梅耶 文匯出版社 

3 七彩數學 - 古希臘名題與現代數學 張賢科 科學出版社 

4 七彩數學 - 迭代、渾沌、分形 李忠 科學出版社 

5 七彩數學 - 通信糾錯中的數學 馮克勤 科學出版社 

6 七彩數學 - 畫圖的數學 齊東旭 科學出版社 

7 七彩數學 - 數論與密碼 馮克勤 科學出版社 

8 七彩數學 - 數學走進現代化學與生物 姜伯駒、錢敏平、龔光魯 科學出版社 

9 七彩數學 - 數學的力量 - 漫話數學的價值 李文林、任辛喜 科學出版社 

10 七彩數學 - 趣話概率：兼話《紅樓夢》中的玄機 安鴻志 科學出版社 

11 七彩數學 - 整數分解 - 中小學數學問題，大數學家難題 顏松遠 科學出版社 

12 七彩數學 - 離散幾何欣賞 宗傳明 科學出版社 

13 九章算術  白話譯解 張蒼 重慶大學出版社 

14 三角形的五心 賀功保、葉美雄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15 三等分角問題 徐道寧 凡異出版社 

16 千古之謎：幾何、天文與物理兩千年 項武義、張海潮、姚珩 台灣商務印書館 

17 大學升學必備：標準高等代數學（上冊） 陳明哲 中央書局 

18 大學升學必備：標準高等代數學（下冊） 陳明哲 中央書局 

19 大學升學必備：標準解釋幾何 陳明哲 中央書局 

20 小學數學研究 張奠宙、孔凡哲、黃建弘、黃榮良、唐采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1 小學數學教育概論 宋乃慶、張奠宙、孔企平、李光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 中外數學史概論 傅海倫 科學出版社 

23 中美學生數學學習的系列實證研究 - 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蔡金法 教育科學出版社 

24 中英初中數學課程綜合難度的比較研究 鮑建生 廣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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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國傳統數學教學概念 肖學平 科學出版社 

26 中國數學史大系副卷第 1 卷：早期數學文獻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7 中國數學史大系副卷第 2 卷：中國算學書目匯編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8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1 卷：上古到西漢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9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2 卷：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九章算術》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0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3 卷：東漢三國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1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4 卷：西晉至五代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2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5 卷：兩宋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3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6 卷：西夏金元明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4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7 卷：明末到清中期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5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 8 卷：清中期到清末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36 中國數學通史 明清卷 李迪 江蘇教育出版社 

37 中國數學簡史 徐品方、張紅、寧銳 科學出版社 

38 中國數學雙基教學 張奠宙 上海教育出版社 

39 中學數學開放題精選 戴再平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40 天才的時代：1300 年－1800 年 邁克爾J布拉德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41 天才數學家的秘密賭局 William Poundstone 平安叢書 

42 孔子與數學 洪萬生 名文書局 

43 牛津數學詞典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44 王元文集 王元 湖南教育出版社 

45 世界著名三角學經典著作鈎沉 － 平面三角卷 (I)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46 世界著名三角學經典著作鈎沉 － 平面三角卷 (II)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47 古今數學思想（第一冊） Morris Klein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48 古今數學思想（第二冊） Morris Klein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49 古今數學思想（第三冊） Morris Klein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50 古今數學思想（第四冊） Morris Klein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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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古代天文曆法講座 張聞玉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52 四元玉鑒校証 朱世傑 科學出版社 

53 巧添輔助線 本社編輯部 九章出版社 

54 生物世界的數學遊戲 Ian Stewart 天下文化 

55 生活中的數學 張奠宙、戴再平 九章出版社 

56 生活中的趣味數學 談祥柏 專業文化出版社 - 逢閣 

57 生活數學 123 例 謝幼平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58 伊藤清概率論 伊藤清 人民電郵出版社 

59 全俄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 1993 - 2006 H. X. 阿伽漢諾夫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60 印度式數學 遠藤昭則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61 名師教學機智例談  數學卷 雷玲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62 向量及其應用 張惠英、王申懷、王培甫、張金蘭 高等教育出版社 

63 好玩的數學 - 七巧板、九連環和華容道:中國古典智力遊戲三絕 吳鶴齡 科學出版社 

64 好玩的數學 - 中國古算解趣 郁祖權 科學出版社 

65 好玩的數學 - 幻方與素數：娛樂數學兩大經典名題 吳鶴齡 科學出版社 

66 好玩的數學 - 進位制與數學遊戲 張景中 科學出版社 

67 好玩的數學 - 数学美拾趣 易拾趣 科學出版社 

68 好玩的數學 - 数学聊斋 王樹和 科學出版社 

69 好玩的數學 - 說不盡的 π 陳仁政 科學出版社 

70 好玩的數學 - 數學志異 王樹和 科學出版社 

71 好玩的數學 - 數學演義 王數和 科學出版社 

72 好玩的數學 - 樂在其中的數學 譚祥柏 科學出版社 

73 好玩的數學（普及版）- 古算詩題探源 徐品方、徐傳 科學出版社 

74 好玩的數學（普及版）- 進位制與數學遊戲 李友耕 科學出版社 

75 好玩的數學（普及版）- 趣味隨機問題 孫榮恒 科學出版社 

76 如何穿過一張明信片 Albrecht Beutelspacher, Marcus Wagner 究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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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有趣的數學魔方陣 談祥柏 專業文化出版社 - 逢閣 

78 行動教育 - 教師在職學習的範式革新 王潔、顧泠沅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79 走進教育數學：一線串通的初等數學 張景中 科學出版社 

80 走進教育數學：走進教育數學 沈文選 科學出版社 

81 走進教育數學：直來直去微積分 張景中 科學出版社 

82 走進教育數學：從數學競賽到競賽數學 朱華偉 科學出版社 

83 走進教育數學：幾何新方法和新體系 張景中 科學出版社 

84 走進教育數學：微積分快餐 林群 科學出版社 

85 走進教育數學：數學不了情 談祥柏 科學出版社 

86 走進教育數學：數學的神韻 李尚志 科學出版社 

87 走進教育數學：數學解題策略 朱華偉、錢展望 科學出版社 

88 初中數學概念地圖 賀雙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89 初等代數研究（上冊） 余元希、田萬海、毛宏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90 初等代數研究（下冊） 余元希、田萬海、毛宏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91 初等幾何研究（第二版） 朱德祥、朱維宗 高等教育出版社 

92 易學與數學奧林匹克 歐陽維誠 中國書店 

93 知無涯者 Robert Kanigel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94 社會組也學得好的數學十堂課 Jerry King 商周出版 

95 阿波羅尼奧斯  圓錐曲線論（卷 1 ~ 4） Apollonius 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96 阿草的曆史故事 曹亮吉 天下文化 

97 俄羅斯平面幾何問題集  (第 6 版) 波拉索洛夫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98 怎樣解題：初中平面幾何添加輔助線的方法與技巧 薛金星 北京教育出版社 

99 怎樣解題：初中數學解題方法與技巧 薛金星 北京教育出版社 

100 科學大師啟蒙文庫：萊布尼茨 趙曉春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101 科學名著賞析：數學卷 王青建 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02 科學與假設 H. Poincare 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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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范會國文集 - 函數論與數學教育 范會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04 面積關係幫您解題 張景中 九章出版社 

105 香港和澳門的教育 - 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 貝磊、古鼎儀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6 校本研修的活動策劃與制度建設 張豐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07 素數的音樂 馬斯科杜索托伊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08 高中新課程 數學優秀教學設計與案例 廣東省教育廳教研室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09 高中數學（必修）新課標教學設計案例與評析（上冊） 錢珮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0 高中數學（必修）新課標教學設計案例與評析（下冊） 錢珮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1 高中數學能力型問題研究 奚定華、查建國、陳嘉駒 上海教育出版社 

112 高中數學概念地圖 賀雙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13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教師讀本 葉堯城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14 高中數學雙基效率手冊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115 高中模塊教材：三十六計與高中數學解題 耿道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16 高中模塊教材：不等式的證明與解不等式 馬永培、倪復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17 高中模塊教材：函數與集合 李君華、田蓓藝、胡勇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18 高中模塊教材：空間圖形 袁桐、衛崗、昌明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19 高中模塊教材：組合與圖論初步 孫志人、張麗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0 高中模塊教材：統計與風險決策 劉國祥、馮玉英、杜秀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1 高中模塊教材：微積分初步 - 無限和變化的樂園 劉雲章、趙東金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2 高中模塊教材：解釋幾何的方法和技巧 楊潤生、周蕾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3 高中模塊教材：話說三覺 - 三角學原理與應用 蕭柏榮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4 高中模塊教材：數列 朱平天、朱新芳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5 高中模塊教材：數值算法初步 葛福生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6 高中模塊教材：數學活動中的直覺與靈感 - 打開數學寶庫的金鑰匙 劉雲章、熊加兵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7 高中模塊教材：複數方法賞析 袁桐、何繼剛、姚平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28 高中模塊教材：應用問題與數學建模 蔡傳元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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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高斯 - 偉大數學家的一生   凡異出版社 

130 高等資優數學 - 問題研究與發掘 張國男 水牛出版社 

131 高等數學引論（第一冊） 華羅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2 高等數學引論（第二冊） 華羅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3 高等數學引論（第三冊） 華羅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4 高等數學引論（第四冊） 華羅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5 高等數學應用 205 例 李心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6 高觀點下的初等數學第一卷：算術  代數  分析 Felix Klein 九章出版社 

137 高觀點下的初等數學第二卷：幾何 Felix Klein 九章出版社 

138 高觀點下的初等數學第三卷：精確數學與近似數學 Felix Klein 九章出版社 

139 做數學之美妙 － 三次公開講演 Serge Lang 四川大學出版社 

140 剪刀、石頭、布 - 生活中的賽局理論 Len Fisher 天下文化 

141 基礎分析學之一 項武義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2 基礎分析學之二 項武義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3 基礎代數學 項武義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4 基礎幾何學 項武義 人民教育出版社 

145 從勾股定理談起 盛立人、嚴鎮軍 九章出版社 

146 從孫子的神奇妙算談起 華羅庚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47 從割圓術走向無窮小 - 揭秘微積分 劉里鵬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48 探究性學習教學示例 鄭桂華、王平 浙江教育出版社 

149 推理與證明 張順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50 教育心理學 － 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 張春興 東華書局 

151 教育改革的行動與詮釋 顧泠沅 人民教育出版社 

152 教師基本功叢書‧數學教師卷─多媒體數學課件製作 吳中才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53 教師基本功叢書‧數學教師卷─如何命數學題 董建功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54 教師基本功叢書‧數學教師卷─數學教育課題研究及論文撰寫指導 李興貴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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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教師基本功叢書‧數學教師卷─數學試卷分析方法 許世雄、胡中鋒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56 教師基本功叢書‧數學教師卷─數學學困生的轉化 謝明初、蘇式冬、徐勇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57 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 1：從旅遊學數學 曹亮吉 天下文化 

158 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 2：從月曆學數學 曹亮吉 天下文化 

159 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 3：從生活學數學 曹亮吉 天下文化 

160 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 4：從天文地理學數學 曹亮吉 天下文化 

161 現代數學：1900 年－1950 年 邁克爾J布拉德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62 統計與概率 張丹 高等教育出版社 

163 規律的尋求 黃敏晃 心理出版社 

164 幾何證明選講 張景中 湖南教育出版社 

165 普通高中新課程在海南 海南省教育廳 高等教育出版社 

166 普通高中新課程模塊學業評價 高凌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67 普通高中選課與學習指南：數學 王尚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68 最優路問題 - 極優代數方法 秦裕瑗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69 無之書 John D. Barrow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170 無處不在的數學 本叢書編委會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171 給數學迷的 500 個挑戰性問題 E. Barbeau, M. Klamkin & W. Moser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72 絲綢之路數學名著譯叢：和算選粹   科學出版社 

173 絲綢之路數學名著譯叢：莉拉沃蒂 婆什迦羅 科學出版社 

174 絲綢之路數學名著譯叢：算法與代數學 阿爾花拉子米 科學出版社 

175 絲綢之路數學名著譯叢：算法與代數學 斐波那契 科學出版社 

176 華羅庚文集：代數卷 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77 華羅庚文集：多複變函數論卷 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78 華羅庚文集：數論卷 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79 華羅庚文集：數論卷 I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80 華羅庚文集：數論卷 II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181 華羅庚文集：應用數學卷 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82 華羅庚文集：應用數學卷 II 華羅庚 科學出版社 

183 費馬大定理 - 解開一個古代數學難題的秘密 Amir D. Aczel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184 進位制與數學遊戲 李友耕 科學出版社 

185 微積分 楊愛珍 復旦大學出版社 

186 微積分（上冊） 張學奇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87 微積分（下冊） 張學奇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88 微積分入門：一元微積分 小平邦彥 人民郵電出版社 

189 微積分入門：多元微積分 小平邦彥 人民郵電出版社 

190 微積分五講 龔昇 科學出版社 

191 微積分及其應用 Marvin L. Bittinger 機械工業出版社 

192 微積分基本方法 袁相碗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3 微積分基本要義 曹亮吉 三民書局 

194 微積分概念發展史 卡爾B波耶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5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1：集合與函數 陳德燕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6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2：立體幾何與向量 楊羽、張林森、胡福根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7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3：解釋幾何 黃仁壽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4：三角  複數 史亮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5：數列與數學歸納法 楊象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6：不等式 周建新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7：數學建模 袁振東、趙小平、吳長江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 新專題教程 - 高中數學 8：算法初步 袁振東、何紅春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3 新課程新題型：高中數學探索性問題 羅超、沈翔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4 新課程新題型：高中數學開放性問題 沈翔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5 新課程新題型：高中數學應用問題 沈翔、趙小平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6 當數學遇見文化 洪萬生、英家銘、蘇惠玉、蘇意雯、楊瓊茹、劉柏宏 三民書局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207 經濟、生態與環境科學中的數學模型 Natali Hritonenko, Yuri Yatsenko 科學出版社 

208 解題、成長、快樂 - 陶哲軒教你學數學  陶哲軒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9 解釋幾何 - 方法、技巧、優美解 張嘉謹 長春出版社 

210 運籌學（第三版）   清華大學出版社 

211 熊曉東高中數學專題講座 20 講 熊曉東 百家出版社 

212 算書十經   遼寧教育出版社 

213 算學寶鑑校註 王文素 科學出版社 

214 數之起源：中國數學史開章《算數書》 洪萬生、林倉億、蘇惠玉、蘇俊鴻 台灣商務印書館 

215 數字情種 - 埃爾德什傳 Paul Hoffman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16 數海擷珍 王勰 杭州出版社 

217 數理經濟學 R. G. D. Allen 商務印書館 

218 數學『雙基』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張奠宙 廣西教育出版社 

219 數學大師講數學：一筆畫和郵遞路線問題 姜伯駒 智能教育 

220 數學大師講數學：力學在幾何中的一些應用 吳文俊 智能教育 

221 數學大師講數學：平均 史濟懷 智能教育 

222 數學大師講數學：多面形的歐拉定理和閉曲面的拓撲分類 江澤涵 智能教育 

223 數學大師講數學：格點和面積 閔嗣鶴 智能教育 

224 數學大師講數學：祖沖之算  之謎 虞言林、虞琪 智能教育 

225 數學大師講數學：從孫子的"神奇妙算"談起 華羅庚 智能教育 

226 數學大師講數學：從祖沖之的圓周率談起 華羅庚 智能教育 

227 數學大師講數學：從楊輝三角談起 華羅庚 智能教育 

228 數學大師講數學：從劉徽割圓談起 龔昇 智能教育 

229 數學大師講數學：單位分數 柯召、孫琪 智能教育 

230 數學大師講數學：幾種類型的極值問題 范會國 智能教育 

231 數學大師講數學：等周問題 蔡忠熹 智能教育 

232 數學大師講數學：費馬猜想 馮克勤 智能教育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233 數學大師講數學：對稱 段學復 智能教育 

234 數學大師講數學：數學歸納法 華羅庚 智能教育 

235 數學大師講數學：複數與幾何 常庚哲、伍潤生 智能教育 

236 數學大師講數學：談談與蜂房結構有關的數學問題 華羅庚 智能教育 

237 數學之旅：代數學－集合、符號和思維的語言 John Tabak 商務印書館 

238 數學之旅：幾何學－空間和形式的語言 John Tabak 商務印書館 

239 數學之旅：概率論與統計學－不明確的科學 John Tabak 商務印書館 

240 數學之旅：數－計算機、哲學家及對數的含義的探索 John Tabak 商務印書館 

241 數學之旅：數學和自然法則－科學語言的發展史 John Tabak 商務印書館 

242 數學分析（第一卷）（第 4 版） B. A. 卓里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3 數學分析（第二卷）（第 4 版） B. A. 卓里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4 數學文化小叢書：二戰時期密碼決戰中的數學故事 王善平、張奠宙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5 數學文化小叢書：千古第一定理－勾股定理 蔡忠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6 數學文化小叢書：同餘式及其應用 徐誠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7 數學文化小叢書：走近高斯 周明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8 數學文化小叢書：並不神秘的非歐幾何 李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49 數學文化小叢書：奇妙的無窮 李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0 數學文化小叢書：從趙爽弦圖談起 李文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1 
數學文化小叢書：從歐拉的數學直覺談起－紀念偉大數學家歐拉誕辰 300

周年 
周明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2 數學文化小叢書：笛卡兒之夢 李文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3 數學文化小叢書：連分數與曆法 徐誠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4 
數學文化小叢書：幾何在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 - 紀念陳省身先生的輝煌幾

何人生 
項武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5 數學文化小叢書：費馬大定理的證明與啟示 周明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6 數學文化小叢書：黃金分割漫話 李大潛 高等教育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257 數學文化小叢書：圓周率漫話 李大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8 數學文化小叢書：對稱與群 顧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59 數學文化小叢書：漫話 e 李大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0 數學文化小叢書：認識博奕的納什均衡 王則柯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1 數學文化小叢書：遙望星空（一）- 人類怎樣開始認識太陽系 齊民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2 數學文化小叢書：遙望星空（二）- 牛頓、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 齊民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3 數學文化小叢書：數學中之類比 - 一種富有創造性的推理方法 王培埔 高等教育出版社 

264 數學文化欣賞 鄒庭榮 武漢大學出版社 

265 數學方法論的理論與實踐 鄭毓信 廣西教育出版社 

266 數學多棱鏡 談祥柏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 

267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 4 李學數 凡異出版社 

268 數學的奇妙 Pappas, T.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69 數學的美與理 張順燕 北京大學出版社 

270 數學的秘密生命 George G. Szpiro 臉譜 

271 數學的奠基：1800 年－1900 年 邁克爾J布拉德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72 數學的發現 George Polya 科學出版社 

273 數學的誕生：古代－1300 年 邁克爾J布拉德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74 數學前沿：1950 年－現在 邁克爾J布拉德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75 數學建模與實驗 陳殷水、王峰 科學出版社 

276 數學建模競賽－獲獎論文精選與點評 韓中庚 科學出版社 

277 數學思想方法 顧泠沅、朱成杰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278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中國古代數學思想 孫宏安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79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化歸與歸納、類比、聯想 史久一、朱梧檟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0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康托的無窮的數學和哲學 J. W. Dauben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1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混沌與均衡縱橫談 梁美靈、王則柯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2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無窮的玩藝－數學的探索與旅行 R. Peter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283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中的美學方法 徐本順、殷啟正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4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方法溯源 歐陽絳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5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的本性 R. E. Moritz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6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與智力遊戲 倪進、朱明書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7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領域中的發明心理學 J. Hadamard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8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數學證明 蕭文強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89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一輯）：關係影射反演原則及應用 徐利治、鄭毓信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0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二輯）：數學與社會 胡作玄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1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二輯）：數學與思維 徐利治、王前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2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二輯）：數學與哲學 張景中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3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二輯）：數學與教育 丁石孫、張祖貴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4 數學科學文化理念傳播叢書（第二輯）：數學與創造 張楚廷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95 數學家讀報 John Allen Paulos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96 數學悖論與三次數學危機 韓雪濤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97 數學圈 1 H. W. 伊弗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98 數學圈 2 H. W. 伊弗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99 數學圈 3 H. W. 伊弗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300 數學教育研究前沿（第一輯）：數學中的問題探究 張廣祥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1 數學教育研究前沿（第一輯）：數學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教學研究探索 田中、徐龍炳、張奠宙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2 數學教育研究前沿（第一輯）：數學新題型研究 沈翔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3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集合 劉詩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4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0：幾何變換 蕭振綱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5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1：概率與希望 單墫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6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2：數學競賽中的數論問題 余紅兵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7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3：數學競賽中的組合問題 張垚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8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4：組合問題 余紅兵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309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5：圖論 熊斌、鄭仲義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0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16：組合極值論證與構造 馮躍峰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1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2：函數與函數方程 熊斌、朱臻、蘇勇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2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3：三角函數 曹瑞彬、張杰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3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4：平均值不等式與柯西不等式 李勝宏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4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5：不等式的解題方法與技巧 蘇勇、熊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5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6：數學歸納法的証題方法與技巧 馮志剛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6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7：複數 安振平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7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8：三角與幾何 田廷彥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8 數學奧林匹克小叢書 - 高中卷 9：幾何不等式 冷崗松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19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三角函數‧複數 楊德勝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0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代數不等式 陳計、季潮丞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1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向量與立體幾何 唐立華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2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函數迭代與函數方程 王偉葉、熊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3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初等數論 馮志剛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4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組合問題 劉培杰、張永芹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5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集合與對應 單墫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6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圖論 任韓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7 數學奧林匹克命題人講座：數列與數學歸納法 單墫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8 數學奧林匹克超級題庫（初中卷上） 劉培杰數學工作室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329 數學與生活 丘成桐、劉克峰、季理真 浙江大學出版社 

330 數學與物理最前沿 阿蒂亞、格羅斯、陳繁昌 香港科技大學、商務印書館 

331 數學模型選講 王樹禾 科學出版社 

332 數學魅力（一） 沈康身 上海辭書出版社 

333 數學魅力（二） 沈康身 上海辭書出版社 

334 數學魅力（三） 沈康身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335 數學魅力（四） 沈康身 上海辭書出版社 

336 數學學習的心理基礎於過程 鮑建生、周超 上海教育出版社 

337 數學學習障礙 楊坤堂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38 數學導引輯 1：談談怎樣學好數學 蘇步青 凡異出版社 

339 數學導引輯 10：抽屜原則及其他 常庚哲 凡異出版社 

340 數學導引輯 11：趣味的圖論問題 單墫 凡異出版社 

341 數學導引輯 12：模糊數學 劉應明、任平 凡異出版社 

342 數學導引輯 2：幾何變換 蔣聲 凡異出版社 

343 數學導引輯 3：幾何作圖不能問題 邱賢忠、沈宗華 凡異出版社 

344 數學導引輯 4：從 2 談起 張景中 凡異出版社 

345 數學導引輯 5：初等極值問題 程龍 凡異出版社 

346 數學導引輯 6：數學歸納法 華羅庚 凡異出版社 

347 數學導引輯 7：遞歸數列 陳家聲、徐惠芳 凡異出版社 

348 數學導引輯 8：談談數學中的無限 谷超豪 凡異出版社 

349 數學導引輯 9：奇數與偶數 常庚哲、蘇淳 凡異出版社 

350 數學爵士樂 愛德華伯格、邁克爾斯塔伯德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351 數學證明 蕭文強 九章出版社 

352 歐幾里得在中國 安國風 江蘇人民出版社 

353 談談素數 王元 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354 趣味代數   凡異出版社 

355 趣味密碼術與密寫術 Martin Gardner 高等教育出版社 

356 趣味幾何   凡異出版社 

357 趣味詩詞古算題 潘友發 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358 學科教育學大系：數學創新意識培養與智力開發 周春荔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359 學科教育學大系：數學學科教育學 周春荔、張景斌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360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1 沈康身 稻田出版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361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2 沈康身 稻田出版 

362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3 沈康身 稻田出版 

363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4 沈康身 稻田出版 

364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5 沈康身 稻田出版 

365 歷史數學名題賞析 6 沈康身 稻田出版 

366 優秀高中教師一定要知道的 10 件事 何棋 中國青年出版社 

367 聰明在於勤奮、天才在於積累 華羅庚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368 簡明微積分 龔昇 高等教育出版社 

369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  線性不等式組 王萬良  譯 九章出版社 

370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0  不等式 王萬良  譯 九章出版社 

371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1  幾何學中的證明 左平、沈孝本  譯 九章出版社 

372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2  什麼是微分法 沈孝本  譯 九章出版社 

373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3  幾何學中的歸納法 李冬梅、白世忠  譯 九章出版社 

374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4  無窮小量的求和 李冬梅、白世忠  譯 九章出版社 

375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5  方程的整數解 唐其鈺  譯 九章出版社 

376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6  數學歸納法 王萬良、王靜  譯 九章出版社 

377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7  循環數列 王萬良、馬淑華  譯 九章出版社 

378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8  複數和保角映射 方運加  譯 九章出版社 

379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19  最短線 趙景霖  譯 九章出版社 

380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  算術基本定理 沈永歡  譯 九章出版社 

381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0  奇妙的曲線 王繼光、左平  譯 九章出版社 

382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1  斐波拿契數 周春荔  譯 九章出版社 

383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2  什麼是距離？ 林莉  譯 九章出版社 

384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3  面積和對數 唐其鈺  譯 九章出版社 

385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4  有向圖形的面積計算 李湘林  譯 九章出版社 

386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5  力學在幾何學中的應用 范秋君  譯 九章出版社 



  書名 作者 出版商 

387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6  計數制 歐陽絳  譯 九章出版社 

388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7  蒙特卡洛方法 史及民  譯 九章出版社 

389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8  怎樣繪製曲線圖形？ 黃治玫  譯 九章出版社 

390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29  什麼是線性規劃？ 王智秋、石冶郝  譯 九章出版社 

391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3  帕斯卡三角形 袁向東  譯 九章出版社 

392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30  任意次代數方程 史及民  譯 九章出版社 

393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31  只用直尺的幾何作圖 高素蘭  譯 九章出版社 

394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32  只用圓規的幾何作圖 王繼光  譯 九章出版社 

395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4  坐標法 方運加  譯 九章出版社 

396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5  依給定的比分割線段 王敬庚  譯 九章出版社 

397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6  簡易極大值和極小值問題 傅珉  譯 九章出版社 

398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7  反演 王敬庚  譯 九章出版社 

399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8  高次方程的解法 傅珉  譯 九章出版社 

400 蘇聯青年數學科普叢書 9  雙曲函數 范秋君  譯 九章出版社 

401 邏輯人生 - 哥德爾傳 J. L. Casti & W. DePauli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