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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版三期，

逢3月、6月、10月出版。

「大多數的大人都以為繪本

是小孩的『專利』，卻

忘了自己也可以是繪本

的終身讀者。」

—林真美

從手作繪本
愛上閱讀與寫作

作者︰林美琴

　　時間呼嘯而過，提筆寫這篇序文1，發現自己從事讀寫教學與專書

著作已二十多年了。這些年來，我在各教學現場或培訓、演講場合和

教師、家長對話，更能深刻體會到︰對於現今接觸各類聲光刺激的孩

童而言，推動閱讀不能只是空有滿腔熱忱，還需要運用孩子能夠相應

的方法，從觸動閱讀的興趣開始，願意展開主動學習的行動，才能體

會閱讀的樂趣，進而涵養閱讀習慣與能力。

　　於是，我一直探尋可以讓孩子產生濃厚興趣又能提升讀寫能力的

方式，發現了手作繪本在學習上的妙用，無論是閱讀、寫作教學、讀

書會或是親子共讀，手作繪本都可以是很好的觸媒，因為在每一場研

習或活動中，無論大人、小孩，都可以因手作繪本而全神貫注、廢寢

忘食，樂在其中。因為參與者的全心投入，成果也令人感動，我更發

現繪本創作對於讀寫學習的加持助力——

•因為繪本創作，孩子有興趣親近繪本，增進對書本的親密感

情，培養閱讀的興趣。

•因為繪本創作，孩子的閱讀不再只是情節的表層瀏覽，而是

進一步賞析故事發想方式、文字表達技巧，甚至繪本的圖畫

媒材、用色、筆觸、造型等表現手法，除了涵養美感經驗，

也進一步提升了深入閱讀的能力。

•因為繪本創作，孩子可以自在揮灑想像力，涵養創造力。

•因為繪本創作，孩子必須在有限的篇幅結構中，思考圖文鋪

陳與段落分割的方式，藉由結構佈局與圖文配置，提升組織

與統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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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繪本創作，孩子可以反映內心真正的想法，大人與小孩親密

互動對話，增進親子與師生的溝通與了解。

•因為繪本創作，孩子把生活中，喜、怒、哀、樂……種種情緒與

感受，一一表達出來，不但記錄了生活中的點滴回憶，也成為抒

發情緒的重要慰藉。

　　曾經看到小朋友創作小書《我最害怕的時候》，他畫出以前打針的害

怕情景。看到繪本中的小孩看起來非常恐懼的樣子，孩子的媽媽驚訝地

說︰「這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不知道他到現在還對這件事深感懼怕，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就能即時安撫他的情緒了。」因為繪本創作，小作者

因應情緒的抒發，不再恐懼，同時，在創作現場，這本小書也引起許多小

朋友的共鳴，分享彼此的心情，撫平種種不安的情緒。

　　因為讀繪本，進而玩繪本，這些年來，隨着繪本日益受歡迎，出版市

場更見成熟，手作繪本也隨着歷久不衰了。無論是與孩子共讀時，一起塗

塗寫寫；或是教學現場上，作為替代學習單的創意閱讀活動；或是發展為

「立體稿紙」的概念，運用手作繪本的玩興，讓面對作文簿就常常腦筋打

結的孩子，冒出奇思異想來；或是原來對寫作興趣缺缺的孩子，因為做出自

己的手作繪本，才會進一步問老師︰「接着裏面要寫些什麼？要怎麼寫呢？」

開始快樂寫作的體驗；或者，平日作文內容千篇一律的孩子，如同書中介

紹的手作繪本多元形式，從小圖到大圖的變化、從一頁到多頁……突破慣

性的思考，開啟思維自在遨翔的無限可能，這都是手作繪本在讀寫教學的

妙用啊！

　　然而，許多師長卻發現︰教會孩子做一本繪本的硬體容易，難的是內

容創作，坊間不乏手作繪本的教學書，但大致上皆將重心置於手工書的製

作，要知道除了書的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容啊！因此，本書2以結合閱讀

與寫作學習為訴求，延伸內容創作發想的引領。從繪本導讀激盪種種創意

發想，引入適合的手作繪本形式呼應主題，輔以清楚的手作步驟圖解，並

提供「製作小訣竅」，根據教學現場的經驗，指點基本工法背後常見的錯

誤、製作過程中必須注意的手法技巧，並有「作品舞台秀」，呈現教學現

場的學員作品示例，看到作品完成的樣貌，提供創作者參考或作為教學示

範用，期能從想法到作品產出的清楚途徑，讓創作者可以輕鬆無礙，完成

內外質感俱佳的成品，成為手作繪本的超級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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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這本書，一起來體驗手作繪本的樂趣吧！因應親子共讀、教學現

場或讀書會的學習要求，書中選擇的手作繪本以有趣而容易操作為主。

在時間上，幾分鐘就能完成硬體，留下較多的時間來發想與創作繪本的內

容，並能在短時間內就有成品產出；同時，材料取得便利，往往身邊一張

紙就可以做出一本小繪本，很實用又有成就感呢！這些年來，我配合各種

創作形式，研發了多種手作繪本，往往在各式情境達成讀寫學習的功效。

例如︰孩子小時候，我隨身帶着一些紙，無論是在公園裏或機場候機時，

這一張紙就千變萬化，立即摺成各種小書，孩子靜靜地停、看、聽、畫、

寫，在小書裏瞬間捕捉一隻鳥的飛翔姿態、一朵小花的美妙身影，或是一

個城市的特別風情，或者就天馬行空，編織成一個個精采的故事；或是教

學現場中，就運用小繪本來說說畫畫學習的觸動與發現，發現學習對自己

的意義，成為一堂課或讀書會畫龍點睛的完美結束……更棒的是，那些學

習中激盪的智慧火花，因為這些手作繪本的揮灑，不會曇花一現而消失，

卻一一留下珍貴的記錄，也因為手作繪本這樣的魔力，每一次學習開始，

我都會聽到孩子期待地說︰「今天要玩什麼？」於是，學習因為有手作繪

本為載具而顯得意義非凡了。心動了嗎？就等你一起來，在生活中輕鬆玩

讀寫，然後，愛上閱讀與寫作。

　　之前，這本書以書名《繪本遊藝場》與讀者見面，多年來廣受歡迎，

此次改版特以《繪本的讀寫遊戲》的書名重新面市，一來更清楚突顯本書

的特色︰以繪本手作的快樂玩興，玩出孩子的閱讀與寫作力；同時，在內

容上也置換書中已經絕版的示例繪本，改以目前市面上流通的相似主題繪

本，讓師長們能從坊間找到相關的書籍，循着本書的階段步驟，立即展開

實踐的行動。

　　準備好了嗎？打開這本書，一起來場繪本的讀寫遊戲吧！在繪本中盡

情玩樂，自在揮灑，創作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私房繪本，編織生動的故

事，珍藏生活的美麗回憶與成長軌跡，進而不斷滋養豐沛的讀寫力。

-----------------------

本文轉載自︰林美琴︰〈從手作繪本愛上閱讀與寫作〉，《繪本的讀寫遊

戲》（台灣：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

承蒙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1   編按：本文原為《繪本的讀寫遊戲》的序文。

2   編按：這裏指原書《繪本的讀寫遊戲》，下同。 

作者簡介

林美琴女士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美國

南加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

所碩士。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助

理研究員，現致力從事閱讀與作

文教學研究工作，並應邀於海內

外進行有關閱讀、寫作、親子共

讀等主題的演講，及主持相關培

訓工作坊。著作包括《繪本有什

麼了不起？》、《手製繪本快樂

玩》、《兒童閱讀新識力》、《上

作文課了》、《教出國中生的閱讀

力》、《一個人的寫作教室》等，

並譯有《圖書館老鼠》一書。

 

 

《繪本的讀寫遊戲》

作者：林美琴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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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着對事物的理解而作出的內心反應，就是情緒。情緒本身無分好壞，我們

如何處理情緒才是關鍵。在各種情緒當中，尤以憤怒和悲傷特別具傷害力，也是經

常讓孩子出現偏差行為的導因。單刀直入的與孩子談情緒，易有訓話的感覺而產生

反效果。藉助繪本故事卻不同，可以給孩子一個旁觀的機會，了解情緒出現的原

因，以及不同處理方法的後果，從而幫助他們思考更妥善運用或疏導情緒的方式，

避免讓自己和他人受到傷害。

《生氣王子》
文 ／圖‧賴馬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艾迪王子不生氣的時候是一隻可愛的小象，只
是，他常常生氣。今天是美好的星期六，原本應
該會是很棒的一天，沒想到艾迪一大早就變成了
生氣王子！艾迪好生氣，爸爸也好生氣！眼看時
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艾迪和爸爸究竟能不能順利
完成這趟夢幻之行呢？

　　每個「生氣」情緒的背後，都有一個未能滿足的
願望，或者被阻撓而無法達成的目標；換句話說，「生
氣」本身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意義，它代表着想要滿足
需求的動力，以及渴望改變現狀的勇氣。賴馬新作《生氣
王子》所描繪的小象艾迪，就是這麼一個自我超強、
個性鮮明的角色。
    
　　不過，即使生氣有理，孩子也必須學習以建設性
的方式來表達，讓問題朝向解決之道邁進。特別是在
親子關係裏，因為年齡、角色不同而產生需求衝突，
是常有的事情；這時候，為人父母者就必須先安頓好
自己的情緒，才能扮演帶領者的角色，引導孩子學習
如何協調雙方各自的需求，以達到雙贏共好的結果。
    
　　賴馬以豐富的情節、生動的畫面點出，由父母
制定規範並要求孩子完全遵行的「威權式」教養，可
能會導致孩子的強烈反抗，如果父母因此更加嚴厲壓

制，孩子也就會反抗得更厲害，以至於落入情緒用
事、爭論不休的惡性循環中。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書中看出艾迪的火爆脾氣其
來有自。「以身作則」是家庭情緒教養亙古不變的原
則，「模仿」對於情緒處理和人際溝通等行為習慣的
影響尤其深遠。期待孩子有好EQ，父母一定要從自
身做起。
    
　　再美好的關係，再親密的家人，也會有需求衝
突、想法不一致的時候。然而，因為愛，使得我們有
意願去想方設法化解衝突；因為愛，讓我們有動力去
調整自己，尊重差異。陪伴孩子閱讀《生氣王子》，你
將能和孩子一起體會「衝突是自然且正常的現象」，
也可以善用書裏的內容，和孩子一起討論「如何以建
設性的衝突消除溝通障礙，重返親密關係」喔！

	 	 期待孩子有好EQ，
	 	 	 就從父母自身做起！

作者︰楊俐容（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台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承蒙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作者• 廖睿詩

不生氣的魔法
適用級別‧幼兒班至高班

本期主題︰情緒疏導

活動

I. 故事時間

 1. 教師向學生展示《生氣王子》，然後徐徐

翻開，讓學生一邊聽故事，一邊欣賞圖

畫。

 2. 故事完結，教師請每位學生都分享一個

最為深刻的情節，並配合他們的分享提

出延伸問題，引導他們作更深入的思

考，例如︰

  • 生氣王子原名叫什麼？他為什麼會有

此外號？你們也想要嗎？ 

  • 他生氣時會有何表現？你們又會因為

什麼事而生氣呢？

  • 這個星期六，國王和王子原打算去哪

裏？他們為何進不了園？你們也有類

似經驗嗎？

  • 老鼠爺爺教他們在生氣時可以唱什麼

歌？你認為創作者想藉着這作品向你

說什麼？

  • 翌日，國王和王子再次遇到讓彼此生

氣的事情時，除了唱〈不生氣魔法歌〉

外，還用了什麼方法解決以下問題︰

起床氣、吃不喜歡的食物、穿不喜歡

的衣服、乘坐不喜歡的代步工具……

II. 延伸活動及總結

 1.《生氣王子》書末還附有〈不生氣魔法歌〉

的樂譜和歌詞，教師可以用鋼琴或其他樂

器奏出旋律，與學生同唱。

 2. 唱歌的時候，教師可加入唱遊動作，以增

加趣味及加深印象。

 3. 教師告訴學生，每天我們的確會遇到許多

不順意的事，我們可以選擇發脾氣，讓自

己和別人也不開心；亦可以選擇先控制情

緒，想想有否其他排解怒氣的方案。

 4. 教師勉勵學生，怒氣來的時候，的確會讓

我們很難受，但生氣並不能解決問題，我

們可以試試深呼吸，在心中慢慢從一數到

十，先冷靜下來，再去面對問題；或是想

想《生氣王子》的故事，以艾廸王子的經

驗為鑑，學習他和國王的處事態度，並嘗

試藉着唱〈不生氣魔法歌〉來疏導情緒。

教具•《生氣王子》、鋼琴或其他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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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愛生氣的貓》
文 / 圖•瀨名惠
譯•沈晨音
出版•臺灣麥克集團 
親子共讀•2-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這隻小貓咪為什麼兩手插腰，眉毛上
揚，還緊緊嘟着嘴啊？身體裏總有好
多好多氣的生氣貓，會不會像氣球一
樣飛上天去呢？藉由這圖畫書中愛生
氣的小貓咪，正好可以和孩子討論情
緒教育，一同學習如何以不傷害自己
和他人的方式表達生氣的情緒。

《貝拉的生氣天》
文 / 圖•蕾貝卡．派特森（Rebecca Patterson）
譯•黃筱茵
出版•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從早餐到睡前，貝拉一整天的心情糟
透了，所有的事情都不對勁，她只能
不停的大吼大叫！可是壞心情不會永
遠持續下去，因為媽媽會在身旁給她
擁抱和愛。最後，貝拉還學會了這個
特別的字：「對不起！」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文 / 圖•史帝夫．安東尼（Steve Antony）
譯•柯倩華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貝蒂肚子餓了，她好想好想吃香蕉，
但她用盡方法都剝不開。她生氣得又
哭又叫，兩隻腳踢上踢下。幸好，大
嘴鳥先生來幫忙了，他一臉淡定的示
範如何剝開香蕉皮，協助她冷靜面對
問題，迎接挑戰。故事的最後，貝蒂
又看到一根香蕉了，這次她會怎麼做
呢？

《想哭的時候》
文 / 圖•克里斯多福．希拉斯．尼爾        
             （Christopher Silas Neal）
譯•李紫蓉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書中的小男孩經歷了一場情緒之旅：
有時候，本來高高興興的，一下子又
變得不開心；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辦
才好，只想大哭一場。情緒的風暴來
了，怎麼辦好呢？想哭，沒關係，我
們都一樣會難過，不需把眼淚藏起來
的呀！

《菲力的17種情緒》
文•迪迪耶．李維（Didier Lévy）
圖•法畢斯．杜立爾（Fabrice Turrier）
譯•高郁茗
出版•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透過菲力的生活故事，例如他玩球時
因為被大孩子推擠而感覺很煩，會用
力跺腳；因為遇見陌生小女孩而覺得
害羞，說話會結結巴巴等，具體幫助
孩子理解多元且複雜的情緒，明白情
緒發生的來由與感覺，學習說出內心
感覺，思考如何自處及與他人相處。

《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文 / 圖•賴馬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嗡嗡嗡，蚊子波泰來了，波泰最喜歡
吸愛生氣的人的血，只要被叮上，就
會立刻染上「噴火病」，古怪國的阿
古力很愛生氣，是波泰的第一選擇。
噴火不是病，噴起來卻要人命！拼命
噴火的阿古力，會遭遇怎麼樣的困
難？而破解噴火魔咒的方法又是什
麼？

《我把壞心情趕走了》
文 / 圖•默德．侯桀（Maud Roegiers）
譯•高郁茗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壞情緒來時要如何面對它、排解它
呢？書中的小女孩用的方法是以美好
的事來代替不愉快的事，嘗試好好思
考才行動，以正面的作為來彌補負面
的結果，又或是承認自己的錯誤，安
慰自己。這本繪本可以引導孩子以適
當的方式去表達情緒，並學懂如何排
解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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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情緒疏導

《我不跟你玩了》
文•珍妮絲梅尤德里（Janice May Udry）
圖•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
譯•熊苓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吉姆和約翰本來是很好的朋友，但是
吉姆總是想當老大，讓約翰非常生
氣，他再也不要跟吉姆玩了。孩子與
朋友吵架的時候，我們除了可以陪在
他們身邊，也可以一起看看本書，討
論書中主角跟好朋友吵架的原因，後
來又是怎麼和好的，藉此培養孩子的
人際關係智慧。

《各種各樣的情緒：感覺大書》
文•瑪莉．霍夫曼（Mary Hoffman）
圖•蘿絲．阿思契弗（Ros Asquith）
譯•黃筱茵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快樂是什麼？它跟興奮一樣嗎？那難
過呢？它跟沮喪不一樣嗎？這是一本
特別的繪本，沒有故事，沒有主角。
事實上，你就是主角。這是一本為了
每一個翻開它的人而製作的書——感
覺大書，讓小朋友認識各種各樣的情
緒！

《好朋友，對不起》
文•內田麟太郎
圖•降矢奈奈
譯•謝依玲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大野狼因為玩遊戲總輸給狐狸而不甘
心，忍不住說他耍詐、是大騙子，更
在下大雨的夜晚把這位好朋友從家裏
趕出去。狐狸既傷心又生氣，氣得不
跟大野狼說話了。吵架後彼此也掛念
着對方，卻都無法先說出對不起。這
麼要好的兩個人該怎麼辦？他們能不
能和好呢？

《不是我，是小怪獸！》
文•西恩法洛（Sean Ferrell）
圖•查理斯聖多索（Charles Santoso）
譯•何儀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有一隻「小怪獸」總是跟在露西身
邊！牠愛搗蛋又愛搞破壞，還會對同
學做鬼臉，讓大家都不願意跟露西
玩。露西好無奈又好委屈，她該怎樣
化解誤會，並讓大家理解她的「小怪
獸」呢？本書可以幫助你帶孩子了解
自己，了解情緒，學會控制情緒，而
不被情緒控制！

《下雨天也很好玩》
文 / 圖•里卡多．希利．林尼耶斯
             （Ricardo Siri Liniers）
譯•呂奕欣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難得的星期六卻下起雨來，但瑪蒂達
的好心情一點也不受影響，因為下雨
天有很多好玩的事兒！她帶着三歲的
妹妹一起穿上雨衣雨鞋，到外頭開心
地享受雨天的樂趣與美好。不一會，
彩虹出來了！懂得臨機應變，隨遇而
安的孩子，到哪裏都過得好！

《不要！我不要！就是不要！》
文•西茲維亞．胡尼奧迪（Szilvia Hunyadi）
圖•娜塔莎．史提芬
譯•孔繁璐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馬努的鈕扣掉到了溝底，他很想撿回
它，但試了許多方法也徒勞無功。天
黑了，媽媽說該回家了，馬努一聽便
生氣的大喊大叫。馬努因為拿不回扣
子而鬧脾氣，媽媽卻沒有責罵他，反
而富有創意地說理，不單安撫了他的
情緒，還引導他找到更好的情緒掌控
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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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朋友讓我看見新世界》
文 / 圖•小林潔子
譯•黃瀞瑤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黑熊來到冬日王國堆雪人，風雪卻
愈來愈大，他們便躲進了一間白色
大房子裏去，沒想到這裏原來是大白
熊的家！大白熊沒因他們的誤闖而生
氣，還與他們變成朋友呢！我們每一
個人都只能過一種生活方式，交新朋
友卻讓我們看到不同的生活，發現全
新的世界。

《我是抱抱機》
文 / 圖•史考特．坎貝爾（Scott Campbell）
譯•黃筱茵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你相信抱抱具有神奇的力量嗎？抱抱
將撫平所有憤怒與哀傷，帶來溫暖、
被愛與安全。他是可愛的抱抱機，他
雖然很小，但他的抱抱卻有着令人難
以置信的超強大神奇功效！每個人都
應該抱抱！你今天抱抱了嗎？
 

《小企鵝搭火車》
文 / 圖•工藤紀子
譯•劉康儀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沒有大人的陪伴，獨自出發旅行的企
鵝三姊弟，搭着火車要到哪兒去呢？
旅程中又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一
起跟隨小企鵝的腳步，來一趟開心的
火車之旅吧！超人氣繪本作家工藤紀
子繼「小雞系列」之後，又一寶寶書
力作！

《圖書館不安靜》

周六早晨，小男孩和爸爸去圖書館。
沒想到，書櫃後面突然傳來一陣陣怪
聲，還出現一隻多頭怪獸！怪獸不單
討厭書，想沾各種調味料把書吃掉，
甚至還想吃掉小男孩！到底圖書館最
後能恢復安靜嗎？圖書館員是用什麼
奇方妙法，讓貪吃的怪獸吃到飽呢？

【橋梁書】

愛的
擁抱

旅行

結交
朋友

文 / 圖•澤切里亞．歐哈拉
譯•馬筱鳳
出版•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小典藏）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閱讀

《菲力普的影子跑走了》
文 / 圖•佩卓．貝尼索托（Pedro Penizzotto）
譯•孔繁璐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菲力普很討厭他的影子，認為它阻
礙他畫畫，也總是跟着他做同樣的
動 作 ， 便 罵 它 沒 有 用 處 ， 是 大 笨
蛋。影子也生氣了，它受夠了菲力
普的粗魯無禮，便一走了之。你也
像菲力普一樣常常會生氣嗎？那麼
來看看這個關於生氣的趣味故事，
或許會對你有幫助喔。

《都是生氣惹的禍》
文•成行和加子
圖•垂石真子
譯•蘇懿禎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友子和同學吵架，心情不好，回家
後 便 遷 怒 貓 咪 芭 琪 。 芭 琪 受 驚 逃
走，卻因此發生意外，讓友子非常
自責和愧疚。孩子的心不僅脆弱，
也非常敏感，在這些時候，家人的
陪伴和引導，就變得更加重要。意
外已無法挽回，如何讓孩子在事件
中有所成長也是重要的課題。



《三個氣球：
	 當父母不再同住時》
文 / 圖•金羊美
譯•魏嘉儀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爸媽即使分居了，有很多事情也是不
會變的。別離的時候，即使什麼東西
都不帶走，家人間的回憶也不會就此
消失。在老么與姐姐分享氣球，而大
姐也偷偷替二妹換走已沒氣的氣球的
情節裏，我們會發現家人間的愛是無
須言語，也可以緊密連繫在一起的。

《我有意見》
文 / 圖•吉竹伸介
譯•張桂娥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爸爸，我覺得大人好奸詐喔！有很多
很多過分的事！為什麼大人可以很晚
還不睡覺，小孩就要七早八早被趕上
床？為什麼明明是弟弟不乖，挨罵的
卻都是我呢？為什麼說「因為我是大
人」，就可以吃兩根香腸呢？地表最
強的親子對話，教你破解「親子緊張
密碼」！ 

新書
　快遞

《大人上班都在做什麼？》
文 / 圖•維吉妮．摩根（Virginie Morgand）
譯•李欣怡
出版•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上班」是許多小孩好奇的事情。爸
爸媽媽為什麼要上班，上班又在做什
麼呢？本書有別於一般以「職業」為
主的微觀方式，宏觀地透過十四個工
作場景，上百種職業介紹，幫助孩子
建立更全面，更完整，更深入的社會
觀、價值觀和人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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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書的新衣》
文•克絲汀．霍爾（Kirsten Hall）
圖•達莎．托爾斯提科娃（Dasha Tolstikova）
譯•黃聿君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小天下）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從前，有一本書，他叫做阿書。小
女孩不管去哪裏都帶着他。阿書好
開心，他覺得自己一定是小女孩的最
愛。但是，一天下午，慘劇發生了！
小狗皮蛋意外讓阿書糊上厚厚的一層
泥，阿書知道自己不再完美，這樣小
女孩還會愛他嗎？小女孩又該如何因
應這樣的情況呢？

《來玩交換禮物》
文 / 圖•崔麗君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小花圍了一條很漂亮的圍巾，史普力
也很想要有一條，於是他們貼出了海
報，邀請山林裏的朋友一起到老奶奶
家玩交換禮物。參加遊戲的動物們都
想拿出最好的禮物來交換，可是，什
麼才是最好的禮物呢？將自己最喜歡
的東西拿出來送人，就是最好的禮物
嗎？

《來問我呀》
文•伯納．韋伯（Bernard Waber）
圖•蘇西．李（Suzy Lee）
譯•黃迺毓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秋天的午後，穿上最喜歡的紅外套，
跟爸爸一起出門散步。小女孩一直要
爸爸問她：「你喜歡什麼？」就這樣邊
走邊說，看看候鳥，聽聽噴水池的滴
答聲，踩踩地上的落葉，在一來一往
的對話中，親子間分享了好多喜歡的
事。傾聽，就是最好的溝通。

換位
思考

父母
離異

工作
場景

裝幀、
友情

物輕

情義重

親子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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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森林的信》
文•片山令子
圖•片山健
譯•汪仲
出版•阿爾發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冬天來了，又是風，又是雪的，小女
孩不能到森林裏去玩了，卻又十分惦
念着各位動物朋友，便分別寫了一封
一封問候信和「在春天見面」的邀請
函，請森林中的大杉樹轉交。動物朋
友們會收到信嗎？他們又會否應邀前
來呢？ 

《通往海底的奇妙旅程》
文 / 圖•史提夫．詹金斯（Steve Jenkins）
譯•張東君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這是一趟由上而下的海洋深度旅行，
從海面一路往下潛，直通海底。在這
趟旅程中，你會看到閃亮如霓虹燈的
水母、牙齒大到無法闔嘴的動物，還
有像巴士一般大的烏賊在與世界級大
隻的抹香鯨拚命……這將會是你無法
輕易忘記的奇妙旅程！ 

《西奧律師事務所6：
	 	 老師犯規了》
文•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
譯•玉小可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媒體爆料，某所中學的整體考試成績
大幅躍進，是因為有人作弊了，而被
指控的竟是一群中學老師！本系列是
全球知名的法律小說天王首部專為青
少年讀者創作的法律小說，從生活法
律故事中引領青少年認識隱私、正義
及責任，有助養成公民意識及培養邏
輯思考。

《Doctor大熊醫生粉絲團》
文•劉思源
圖•嚴凱信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大熊醫生來到呼呼島沒幾天，便接二
連三有海龜上門求診，有些甚至差點
就要截肢了。他們為什麼會受傷？仁
心仁術的大熊醫生不單要幫助島民解
決健康問題，更決定要好好查明真
相！故事融入了現代生活元素，要透
過虛擬粉絲團親近孩子，吸引他們的
閱讀目光。 

【橋梁書】

《小魚的成長練習曲：
	 享受付出‧找回快樂》
文•林瑋
圖•鍾燕貞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小魚的成績不太好，常因此受到爸爸
責怪。後來，小魚憑着自己的專長，
義務為社區設計和架設「魚菜共生」設
備，不單讓社區風景變好了，也讓獨
居老人能享用到新鮮蔬菜，而他自己
也找回了快樂，視野得以拓展，人際
關係變好了，與爸爸之間的關係也得
以改善。

《永恆的童話：
	 宮澤賢治短篇集》
文•宮澤賢治
圖•俞理
譯•周龍梅、彭懿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本書精選了八篇宮澤賢治的短篇童
話，讓我們彷彿乘着童話的彩衣，時
而走進幻想世界，時而卻又回到了現
實，真切領會到作者寫實批判社會不
公、嘲諷人性險惡的堅定。這些看似
單純卻又蘊含深刻哲理的故事，將化
成我們內心純淨透明的精神食糧，陪
伴我們無懼的面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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