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名家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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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出版三期，

逢3月、6月、10月出版。

〈書〉

沒有大帆船能像一卷書

將我們送到異鄉，

也沒有任何駿馬像一頁

奔騰跳躍的詩章。

最窮的人們也能作此遊，

而不受關稅的威逼；

載運這人類心靈的車輛

取費是何等便宜。

狄更生（Emily Dickinson）著，余光中譯

孩子們的最愛——
自由自在的閱讀

作者•曾品方

　　如何讓孩子提升讀寫能力？先讓孩子愛上閱讀吧！又該如何讓孩

子喜歡閱讀？師長不需要刻意為孩子挑選讀本，讓孩子愛看什麼就看

什麼，無拘無束的閱讀方式，能讓孩子自然而然養成閱讀習慣，並在

文本中找到閱讀的本質意義。

　　什麼閱讀活動最受孩子喜愛呢？什麼閱讀策略最自然呢？什麼獎

勵對閱讀最有效呢？其實很簡單，就是「自由自在的閱讀」！自由自在

的閱讀絕對不是放牛吃草，而是奠基在自律的閱讀習慣，是一種巧妙

的安排，在閱讀作業和閱讀樂趣之間，在指定閱讀和自發閱讀之間，

無縫接軌，讓孩子們因為愛上閱讀，不知不覺的增進閱讀能力。

　　在小學圖書館服務近十年，每天最開心的事，就是可以和許多小

讀者暢談閱讀後的發現，欣賞最美妙的閱讀風景。我們每天一大早進

入校園，就是最珍貴的晨讀時光，老師和學生一起安靜選擇自己喜歡

的書來看，由圖書館負責傳送各學年輪流閱讀的書，讓學生們在教室

裏可以隨手拿到書就開始閱讀，我經常看見孩子們閱讀時專注的模

樣，眼睛發亮，時而蹙眉，時而微笑，全班都沈浸在閱讀世界。我也

曾看到有位低年級老師，在晨讀時間為學生朗讀，當她念到：「狐狸

媽媽咕噥着回應小男孩對母親的呼喚」，這時候有些學生不禁掉下眼

淚，有些孩子則是用充滿期待的眼神凝望老師，這就是最美的校園風

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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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時分，小朋友可以來圖書館聽故事，或是欣賞讀者劇場的演出，

或是參加多采多姿的閱讀活動，或是選一個角落安靜的看書，每一位學生

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閱讀風格。閱讀課的時候，老師帶領孩子們進入圖書

館，可以是導讀一本書、參加主題閱讀活動、找尋專題報告的資料，或是

完成指定的閱讀任務，最後保留一段自由看書時間，是所有學生的最愛！

當鐘聲響起，有些學生捨不得離開圖書館，有些同學迫不及待的借書，有

些同學眉飛色舞的談論剛才讀到的情節，整個圖書館好不熱鬧，閱讀早已

融入在自然流露的默契之中。

　　自2013年起，很高興獲邀擔任石頭湯悅讀計劃的培訓師，到中國安

徽省合肥市分享推動閱讀的經驗，記得第一次抵達合肥的時候，看到好

大、好氣派的圖書館，但是書架上幾乎都是整整齊齊的經典文學、敦品勵

學的書籍，我不禁感觸的想，孩子們真的會喜歡這些書嗎？到了研習時

間，不論是來自於都會區中心學校或是農村分部的老師們，每一位都非常

認真聽講，對於不清楚的環節，一定要問到明白，積極精進專業發展的態

度，讓我心頭一震，十分佩服！這幾年五次造訪合肥，每次到石頭湯聯盟

的各個學校，看到學生們在教室、在圖書館、在校園角落，開心的打開書

享受閱讀，也看到老師們的神情從小心謹慎到充滿自信，從一板一眼的教

學步驟到活潑創意的課程設計，師生共展閱讀的熱情，讓校園更加溫馨。

　　近日，有幸閱讀《自主閱讀》，深刻的體悟到這幾年堅持「自律、

自由、自在的閱讀」，是一種充滿能量的信念，並且逐一印證書中的觀

點，例如：每日晨讀就是實踐「持續安靜閱讀」（Sustained Silent Reading, 

SSR）的精神，透過朗讀故事能刺激學生的閱讀興趣，提供自選閱讀的機

會，有助於發展高階語言和讀寫能力。當學生打從內心喜歡閱讀的內容，

無論是圖畫或文字，無論是中文或外文，

都攔不住他們想一探究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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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曾品方
•教育部閱讀推手獎得主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中小學

 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館員

 

 

《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
	 自讀，培養讀寫力》
作者：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李思穎、劉英

譯者︰林俊宏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學校裏有位二年級的學生，非常非常喜歡恐龍，不論是簡潔的繪本故

事，或是上千字的複雜圖鑑，他就是一本接着一本的讀，只要談到恐龍的

知識，總能滔滔不絕，同學們都叫他恐龍大師，這位小朋友的故事，再次

驗證自主閱讀的力量。然而，身在教學現場要面對諸多的挑戰，尤其是不

同階段教育政策的要求，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期待，如何堅定的、持續的

為孩子們提供「迷人的閱讀」，是值得深思的議題。

本文轉載自︰曾品方，〈孩子們的最愛——自由自在的閱讀〉，載史蒂芬．克拉申（Stephen D. Krashen）、李思

穎、劉英，《自主閱讀：讓孩子自選與自讀，培養讀寫力》（台灣︰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2017）。

承蒙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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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哭，為什麼呢？「我討厭去幼兒園，
我討厭去幼兒園，我討厭去幼兒園啦！」每到
上學時刻，平常活蹦亂跳的孩子，就開始哇
哇大哭，耍賴不肯上學，他們有各式各樣，
千奇百怪的理由，真是令人傷腦筋！但其
實，原因只有一個……

　　你的孩子喜歡上學嗎？如孩子不喜歡上學，你又
理解箇中的原因嗎？

　　日本知名繪本大師長谷川義史在《我討厭去幼兒
園》中以一貫幽默的風格和童趣的筆觸，既真實又貼
切地呈現孩子的心聲，也讓父母能夠輕鬆走過孩子「抗
拒上學」的必經路。故事由封面內頁孩子們的哭哭臉
揭開序幕，他們都不喜歡上學，理由各有不同，也千
奇百怪：小武討厭跟園長說早安、娜娜被分到桃子
班、煒翔的椅背被貼上蛇的貼紙、郁美不喜歡拖鞋櫃
老是在最下面一層……他們不約而同地大叫：「我討
厭去幼兒園，我討厭去幼兒園，我討厭去幼兒園啦！」作
者進一步發揮詼諧本色，以跨頁描繪家家戶戶和整個
畫面都是哭哭臉的場景，把「討厭去幼兒園」的情緒
推到極致。但當翻到下一頁，一切彷彿靜止下來，只
看見小男孩擁抱着媽媽哭泣，捨不得她離開的模樣，
原來孩子討厭去幼兒園……只是想跟媽媽在一起啦！
相信不少孩子和父母都曾經經歷過，看到這裏，也會
會心一笑吧！

　　孩子要離開父母懷抱，進入學校的新環境，適應
新生活和學習獨立，是面對成長的大挑戰，而對父母
都是另一種挑戰與學習。透過共讀這繪本故事，能讓

孩子產生共鳴：「原來很多小朋友跟自己一樣，不喜
歡上學呀！」心情彷彿被理解和接納了。故事情節更
巧妙地細列各孩子的名字，增添孩子對故事和人物角
色的親切感。

　　其實孩子鬧着不想上學，大都是因為分離焦慮或
對未知環境的恐懼。父母能學習平靜地以同理心聆
聽和接受孩子的哭訴，或如故事中重複出現的一句
「為什麼哭呢……」鼓勵孩子表達自己的情緒，傾聽
孩子的心事和需要。父母耐心的陪伴、適時的鼓勵和
放手，是孩子前進的最大動力，若能以溫柔堅定的態
度讓孩子上學去，必定能幫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當
然，每個孩子的適應時間和成長步伐各有不同，父母
緊記不要拿孩子跟別人比較，以免帶給自己和孩子壓
力。

　　《我討厭去幼兒園》雖然大篇幅講述孩子不想上
學的原因，但故事的最後是以快樂上學的情境作結，
封面內頁由一開始的哭哭臉也變為封底內頁的笑笑
臉！原來上學可以玩遊戲，和好朋友分享，學校生活
其實既精采又愉快。分離焦慮總會過去，相信孩子最
終定能快快樂樂上學去！

	 	 「我討厭去幼兒園！」
	 	 	 	 孩子成長的必經路

作者•劉雲敏（宗教教育中心閱讀推廣部主任）

   《我討厭去幼兒園》
       文 / 圖‧長谷川義史

     譯‧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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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開心心上學去

成年人在面對新環境、新朋友，以至新經驗時，也會對各種未知情況產生
不安和恐懼，甚至想要卻步或逃避，更何況是孩童呢？此時，與其強迫孩子
接受，不如先透過繪本故事作引，以同理心來聆聽，協助他們自行構想積極
正面的處理方法，並在將要離開舊事舊地前，安排適當的告別機會，作好心
理準備迎接新事物。除此之外，藉着這些故事情境，師長也可引導孩子學習
體諒和關愛別人的需要，主動鼓勵和幫助新加入者，一同勝過恐懼。



作者•廖睿詩

適用級別‧幼兒班至高班

本期主題︰勝過恐懼

活動

II.	故事時間—我討厭去幼兒園

 1. 教師向學生展示《我討厭去幼兒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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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中的小朋友在上幼兒園時，臉上帶 

 着什麼表情？

  • 他們為何討厭上幼兒園？

  • 你也試過哭喊着不想上幼稚園或興趣 

 班嗎？為什麼？

  • 若你的朋友因討厭上幼稚園而哭泣， 

 你會怎樣安慰和幫助他們？（如有需

   要，可透過剛才的手偶協助學生表達）

III.	延伸活動及總結—星形勛章

 1. 教師告訴學生，因為他們今天都快快樂樂

地來上課，也關心和安慰了手偶朋友，所

以要給各位頒發一面星形勛章，以示表

揚。

 2. 教師給每位學生派發一張星形硬卡紙、鍛

帶、一小段膠紙及顏色筆。

 3. 引導學生將鍛帶對折，並用膠紙將鍛帶兩

端都固定在星形硬卡紙背面（教師可因應

學生程度，預先完成此步驟）。

 4. 邀請學生用顏色筆裝飾星形硬卡紙，並寫

上自己的名字（或由教師代勞）。

 5. 如情況容許，可以請學生每次都帶着這面

星形勛章進課室，教師就再獎他們一張星

星貼紙，貼在星形勛章上，以示嘉許。

教具• 手偶、《我討厭去幼兒園》、星形硬卡紙、

 鍛帶、膠紙、顏色筆、星形貼紙

5

I.	 引入活動—給予安慰

 1. 教師拿出手偶（可為手偶起一個簡單名字），並以動作及聲音表達哭泣的狀態。

 2. 邀請學生上前關心手偶，詢問手偶因何事哭泣。

 3. 教師代入手偶角色，表示自己因為討厭上幼稚園而哭泣。

 4. 然後，教師回復本來身分，建議學生輕拍手偶的肩膀或背脊，好給予安慰。

 5. 學生對手偶表示安慰後，教師再代入手偶角色，稍作啜泣，然後表示因為大家的安慰，已沒有

那麼討厭上幼稚園了，可以試試坐在旁邊，與大家一起聽故事（教師此時可將手偶拿下來，放

在旁邊的椅子上）。

開開心心上學去



6

相關
推介

《小波去上學》
文 / 圖•艾瑞克．希爾（Eric Hill）
譯•信誼編輯部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波今天第一天上學，媽媽帶着小波
來到學校，熊老師開門迎接他，他的
上學初體驗就要開始囉！學校裏會有
什麼有趣的事呢？小波在學校交了新
朋友，也和鱷魚、猴子、河馬、烏龜
一起在遊樂場遊戲。終於到了放學
時間，媽媽來接小波回家，她問小波
是否喜歡上學，你猜小波會怎樣回答
呢？

《害怕的小怪獸》
文•珍奈．荷姆斯（Janet A. Holmes）
圖•丹妮拉．傑曼（Daniella Germain）
譯•張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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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的環境、陌生的人，就像怪獸一
樣。為了掩飾自己的不安，小男孩把
自己也化身成讓人害怕、具攻擊性
的鱷魚。可是，這等於把自己孤立起
來，讓他更為孤單和害怕。直到有位
小女孩對他釋出善意，他才慢慢解除
戒心，不再武裝自己，願意與其他人
一起玩耍。

《貼心的瑪莉》
文•席琳．茵．布利吉斯（Shirin Yim Bridges）
圖•瑪麗亞．馬內西蘿（Maria Monesci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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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是個乖巧、有禮貌、為他人着想
的女孩。不過，她也是個不知道該如
何表達心中想法的孩子，說話總是輕
聲細語。貼心的瑪莉希望幫弟弟買一
個玩具，可是在玩具店時，她輕聲細
語的「不好意思」卻總是沒有被人聽
見，因此錯過了一個又一個看起來不
錯的玩具，該怎麼辦好呢？

《加油！雞蛋哥哥》
文 / 圖•秋山匡
譯•周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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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蛋而出的雞蛋哥哥，因為成人的誇
獎和弟妹的尊敬，終於愈來愈有當哥
哥的自覺，更下定決心，說︰「好！
我不會再變回雞蛋了！」可是，有一
天他突然覺得孤單起來，覺得「還是
當蛋的時候比較好啊……」故事簡潔
生動，幽默逗趣，讓孩子與雞蛋哥哥
一同發現自己成長的動力和無限可能
吧！

《哇哇大哭！》
文 / 圖•瀨名惠子
譯•陸崇文
出版•臺灣麥克集團
親子共讀•0-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我喜歡上學，但不要媽媽回家，所以
哇哇大哭。托兒所的小朋友都在哭，
眼淚愈來愈多，眼淚成了河流，小
朋友成了魚，老師只好打電話向媽媽
求救，媽媽於是帶了漁網和水桶來救
小孩……這本書巧妙地傳達孩子對陌
生的恐懼和對分離的焦慮，是一本可
以讓孩子破涕為笑又充滿同理心的童
書！

《魔法親親》
文•奧黛莉．潘恩（Audrey Penn）
圖•茹絲．哈波（Ruth E. Harper）、南西．理克
     （Nancy M. Leak）
譯•劉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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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浣熊奇奇站在森林邊哭泣，他不想
上學，只想和媽媽留在家裏看書和玩
遊戲。浣熊媽媽拉起兒子的手，輕輕
地在他的手掌心親一下，奇奇感覺媽
媽的吻好像貫穿他的手，溫暖了整個
心。這本溫暖的書，可以協助家長面
對和處理小小孩分離焦慮情緒，同時
給予彼此面對轉變的勇氣。

《真的有鬼嗎？》
文 / 圖•木村裕一
譯•蘇懿禎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奶奶邀請咕咚到她的家裏玩，但奶奶
家在可怕的「陰森森森林」對面，而
且聽說那裏有鬼，咕咚覺得很害怕。
咕咚和朋友一起走進森林，眼前竟然
出現了白色的東西，還飄來飄去，他
們三個都嚇得無法動彈……森林裏真
的有鬼嗎？他們能否戰勝內心對鬼的
恐懼，繼續往奶奶家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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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也會害怕》
文•安井季子
圖•黑井健
譯•葉美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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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小兔、大熊相約去陽光草原
玩，對岸的小狸貓也想加入他們，卻
不敢走上吊橋。大家一直鼓勵他，
也試了許多方法，小狸貓還是不敢過
橋。大家因此不能好好地玩，有些生
氣了，卻想起自己小時候其實也跟小
狸貓一樣，於是嘗試站在小狸貓的立
場思考，並為他做了一件很體貼的
事……

《好朋友，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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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狸貓很想跟大家一起玩，卻因為害
怕大野狼而不敢加入。小狸貓等到
大野狼不在時，終於鼓起勇氣走過
去，大野狼卻突然從背後冒出來，把
他給嚇跑了。小狸貓這樣的舉動，同
時也讓大野狼覺得傷心。還好有狐狸
幫忙，讓小狸貓知道其實大野狼是很
溫柔的，他們三個從此變成了好朋友
呢！

查理和蘿拉系列
     《我太小，我不要上學》
文 / 圖•蘿倫．柴爾德（Lauren Child）
譯•賴慈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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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拉不想上學，不是因為她還小或是
在家很忙，而是產生了上學恐懼症。
不管多獨立外向的孩子，在面對陌
生環境時，也會像蘿拉一樣充滿莫名
的恐懼。這時候，我們或許可以學效
查理，運用傾聽及互動，先以同理心
了解孩子的想法，再於過程中帶出正
面、有建設性的訊息，與孩子一同面
對問題。

《月亮上學了》
文•北山葉子
圖•安德烈．德昂（André Dahan）
譯•蘇懿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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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孩子來說，學校是學習新事物，認
識新朋友的地方，讓人興奮期待，但
有時也會令人不安。月亮原本好期
待去上學，可是自我介紹的時候，同
學的反應卻讓他好沮喪，開始變得沉
默，有點不想去上學……最後，他決
定用自己的方式獲得大家的認同，調
整好心情，重拾上學的快樂！

《我不敢和客人打招呼》
文•征矢清
圖•丸山綾子
譯•林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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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的叔叔來了，他帶了好多東西要
給小霞的家人，但害羞的小霞卻一直
躲着叔叔。大家也拿到禮物後，小
霞以為沒有她的份，焦急地拿開原本
一直遮着眼睛的手，追問叔叔。其實
叔叔只是在逗她玩而已，她的禮物是
七顆圓滾滾的橡樹果呢！小霞開心的
不得了，更答應下次要換她去找叔叔
玩。

《勇敢小火車︰卡爾的特別任務》
文 / 圖•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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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老公公要送禮物給小朋友，貨運
火車溫蒂卻故障了，小火車卡爾於是
自告奮勇代替媽媽出任務。卡爾從
沒出過遠門，今次的送貨路途不單遙
遠，還會經過黑森林、黑漆漆的饅頭
山，以及又高又長的跨海大橋，他能
克服害怕，順利將禮物送到小朋友的
手中嗎？

《小火龍上學記》
文•哲也
圖•水腦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上學是件有趣的事，還是恐怖的事？
對新生小火龍來說，上學是一件充滿
冒險的事！火龍媽媽替小火龍畫了
一張去學校的地圖，沒想到陰錯陽差
下，小火龍竟然拿到了去外婆家的
地圖！這下慘了，到外婆家的路途遙
遠，危險四面埋伏……讓我們一同陪
着小火龍踏上這趟驚險刺激的上學路
程吧！

【橋梁書】

本期主題︰勝過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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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書】

《小菫開心去上學》
文•石井睦美
圖•黑井健
譯•張桂娥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小菫在學校是小朋友，在家裏卻是
大姐姐，到底她長大了沒有呢？長
大，真是一件奇妙的事啊！本書將
新生對入學的期待，與老師同學的
相處，自覺長大了的想法，以及不
願意再被妹妹拖累的矛盾心情，描
摹得細緻生動，也將小菫的小女孩
形象及心理刻畫得栩栩如生。

《一年一班，天兵天將！》二版

文•李光福
圖•黃雄生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校園裏，每一天都有各種千奇百怪
的事件發生。偌大的校園，我是哪
一班？在樓梯間摔倒該怎麼辦？打
預防針好可怕！孩子從備受照顧的
幼兒園進入到小學，生活變得艱辛
與緊湊。讓我們一同來看看小一新
鮮人，如何逐步克服挑戰，自信迎
向快樂的校園生活吧！
 

【橋梁書】

《交換一天》
文 / 圖•廖書荻
譯•黃惠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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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你想跟誰交換一天呢？
阿妃跟小狗妮妮想要交換一天的生
活。於是，這天早上阿妃滿足的睡
到中午；妮妮則是開心的跳着舞去
上 學 。 一 切 看 起 來 都 很 美 好 ， 可
是……作者希望藉由這個有趣故事
傳達一個重要訊息：「不需欣羨他
人的生活，做自己吧！做自己才是
最自在快樂的。」

《小頓的願望實現了》
文 / 圖•葛瑞格．皮佐利（Greg Pizzoli)
譯•沙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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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念的爸爸媽媽，愛搶玩具的小弟
弟，這一切真是太煩人了！於是，
小頓訂購了神奇許願鑽石回來。可
是，願望成真後，小頓就此天天過
着開心快樂的日子嗎？作者以奇幻
故事為主軸，帶入切合孩子日常生
活的經歷，傳達正確的家庭觀念，
讓孩子能更加珍惜身邊的家人。
 

《整潔》
文 / 圖•艾蜜莉．葛拉菲特（Emily Gravett）
譯•沙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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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是隻愛整潔的獾，在他的打理
下，花圃被整理得井然有序，動物
朋 友 無 比 乾 淨 ， 連 森 林 也 一 塵 不
染。可是，你可以想像，這樣乾淨
整齊的森林是怎樣的森林？作者不
帶任何說教口吻，以這個幽默詼諧
的故事，帶領讀者反省人類對待自
然的思維。

《不是你的，是我的！》
文 / 圖•蘇珊娜．莫爾斯（Susanna Moores）
譯•李紫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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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卡有一顆漂亮的紅色皮球，是他
最寶貝的東西。許多朋友想借這顆
球，他總會說：「又不是你的，是我
的！」比卡帶着球到學校、船上、公
園，他去任何地方都帶着它。有一
天，球變形了，比卡不知道該怎麼
辦，幸好小松鼠幫忙修復了！為了
表達他的感謝，比卡決定……

珍惜
家人

人類
與自然

做自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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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
入眠

尿床、
重拾自信

《幸好我是小灰狼》
文 / 圖•許育榮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灰狼皮皮常常悶悶不樂，因為他
想改變自己灰灰髒髒的樣貌。他想
盡辦法改變，甚至用樹枝和葉子替
自己做衣裳，結果卻總是讓他感到
沮喪。直至被大黑熊追趕時，他因
為自己灰灰的外表，成功偽裝成一
顆石頭，才逃過一劫，他終於想通
了一件事︰「嗯，幸好，我是小『灰』
狼。」

《我是湯匙》
文•艾美．克蘿絲．羅森朵
    （Amy Krouse Rosenthal）
圖•史考特．馬谷（Scott Mag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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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湯匙覺得自己的功能就和外表一
樣平凡，一點也不特別。他好羨慕
其他餐具，例如刀子可以切麵包，
也能用來抹果醬；叉子可以用來吃
蛋糕和義大利麵，還有生菜沙拉；
筷子更是與眾不同，看起來就酷炫
無比！但是，小湯匙卻不知道，其
他餐具也羨慕着他……

《我一點都不怕黑》
文•海倫娜．赫拉絲多娃
 （Helena Harastova）
圖•雅庫布．先科（Jakub Cenkl）
譯•王日清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湯姆在半夜被吵醒了，是什麼東西
在他的房間裏呢？難道是鬼嗎？還
是 只 是 他 的 玩 具 ？ 快 動 手 拉 開 拉
頁，讓隱藏在黑夜中的怪物現形，
破除黑暗的可怕魔咒！本書可讓孩
子在拉頁過程中理解黑暗中根本不
存在怪獸，並藉着一次又一次說出︰
「我一點都不怕黑！」培養勇氣，克
服恐懼。

《我不想睡覺》
文•岩崎京子
圖•土井香彌
譯•林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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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天來臨前是小熊的睡覺時間，
然而興奮的小熊根本就睡不着，不
停睜開眼睛想看看春天來了沒有，
這可讓熊媽媽傷透了腦筋。不過聽
着冰柱融化時所滴落的水聲，小熊
終 於 漸 漸 睡 着 了 ， 熊 媽 媽 也 得 以
與小熊一起安穩入眠。等牠們甦醒
時，便能迎接美麗的春天了！

《我想變成綠色的……》
文 / 圖•柳珠永
譯•徐鳳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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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喜愛綠色的孩子，滿心期盼能
快 點 穿 上 媽 媽 為 他 編 織 的 綠 色 毛
衣。穿上綠色毛衣後，他會變成什
麼樣子呢？也許是一株小仙人掌，
但這樣媽媽就不能擁抱自己。那當
一顆小豌豆？太小了又怕媽媽找不
到……伴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孩
子好希望能快點穿上新毛衣，開始
一場有趣的幻想之旅！

《尿床專家》
文•正道薰
圖•橋本聰
譯•謝依玲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原來尿床也有完美絕招！松鼠莫克
是有名的尿床專家，大家都羨慕的
說︰「哇──今天是橡實的形狀。」
「很棒吧！昨天是香蕉形狀，再之
前是火箭喔！」「我也想尿出這麼
有趣的形狀。該怎麼做呢？請教教
我。」以輕鬆幽默的態度，和孩子一
起面對尿床的挫折吧！

自我
肯定

想像力
克服
恐懼

自我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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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妳怎麼了？》
文 / 圖•金永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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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每天忙得團團轉，卻沒人感謝
過她。直到疲憊不堪的媽媽竟變成
了一隻熊，要透過完成心願來解除
魔法──學會彈鋼琴，家人在過程
中，終於明白媽媽絕不是做家事的
機器人，她有夢想、有情緒，也會
覺得累，而媽媽則發現能為家人付
出亦是一種幸福。 

《放屁，噗嘶！》
文•村上八千世
圖•瀨邊雅之
譯•黃郁婷
出版•小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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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屁 的 味 道 與 聲 響 是 身 體 的 警 報
器，不論「噗——」還是「嘶——」，
意義都大不相同喔！這其中包含着
身體所釋放的訊息，只要多留意放
屁的聲音，就能了解腸道內部的狀
況，以及飲食是否均衡。總之，放
屁的聲音是有含意的，希望孩子也
能了解它的含意！ 

《小紅帽與樓梯灰狼的冒險》
文•松澤睦實
圖•岡村好文
譯•邱瓊慧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小紅帽的奶奶生病了，她提着點心
籃去探望，但電梯壞了，只好爬樓
梯，卻遇到樓梯灰狼。樓梯灰狼肚
子餓得不得了，好心的小紅帽請牠
吃蘋果，聆聽牠害怕樓梯妖怪的
事，更鼓勵牠脫離妖怪的陰影，一
起勇敢地打敗妖怪，使樓梯間恢復
以往美好的景象，然後一同到奶奶
家開心共享下午茶時光。

《風的電話》
文 / 圖•井本蓉子
譯•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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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狸貓弟弟還在等着哥哥回家陪他
玩，兔子媽媽希望孩子再叫她一聲
「媽媽」，狐狸爸爸則訴說着對亡
妻的感謝……對於逝者，我們有時
會想︰「啊！好希望那時候可以跟他
說……」如果對逝者的思念能透過電
話傳達給他們，與他們稍稍傾訴，
那麼，悲傷似乎就能慢慢着地，漸
漸不再綑綁着我們吧？

【橋梁書】

【橋梁書】

【橋梁書】

【橋梁書】

哀傷
療癒

認識
身體

食物
的來源

勇氣體諒

不懼
挫折

《豆腐》
文 / 圖•飯野牧
譯•林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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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
食物，但大家可知道豆腐是如何製
作的呢？它的製作流程又是怎麼一
回事？透過此繪本，我們得以引導
孩子對早已習慣的東西有更深一層
的認識，時刻保持好奇心，追求新
知，然後帶着感恩的心去享受日常
生活中的一切便利，開拓更廣的視
野。 

《六十六頭牛》
文•改編自民間歌謠
圖•王祖民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這是一首極富音韻與繞口趣味的民
間歌謠。六十六歲的陸老頭，蓋了
樓，買了油，養了牛，栽了柳……
突然一陣狂風起，唉呀呀！可是，
當一切被狂風摧毀後，原本頹坐在
地的陸老頭，又重新站起，蓋樓、
買油、養牛、栽柳！隨着歌謠音韻
再起，盡現一位長者遇事灑脫，不
被挫折打倒的智慧風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