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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語錄

每年出版三期，

逢3月、6月、10月出版。

父母若從孩子嬰兒時期起

就與他們共讀，

在孩子兩歲時，

便可以期待

小小愛書人的誕生。

—李坤珊

繪本的多元精采與
療癒力量

作者•李貞慧
(兒童文學工作者暨親職作家)

　　我對繪本的喜愛從大學時期便開始了，繪本裏的故事與圖象非

常吸引我。那時繪本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普及，大多以套書販售，彼

時尚在就讀的我，套書的價格不是我所能負擔，只能把對繪本的着

迷默默的擺在心上。直到許多年後，我的第一個孩子來報到，我開

始購買繪本，也大量的從圖書館借閱繪本，除了享受和孩子共讀之

外，我也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繪本閱讀中，歡喜滿足。

	 	 我們家的親子繪本共讀一直持續着，直到今天我的兩個孩子

一個小學高年級，一個小學中年級了，我還是喜歡和他們一起看繪

本。當然面對大一點的孩子，不能再說一些幼幼繪本給他們聽，他

們可是會嫌這些書好幼稚的。小學中高年級以上的孩子很適合藉由

各式議題繪本來打開他們的視野，並培養他們獨立思辨的能力。什

麼是議題繪本呢？諸如生死議題、生態環保議題、戰爭議題、霸凌

議題、兩性平權議題、社會正義議題等等，透過這些議題性較重的

繪本引導，孩子有機會從他們狹隘的生活圈裏探出頭來，觸及更寬

廣的世界，也開啟孩子關懷社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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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愛繪本的我，不僅和家中孩子共讀，這兩三年也嘗試把繪本融入

到我的國中英語教學中。我一直思考着如何把繪本裏的文學、藝術和多

元議題介紹給國中的大孩子，希望英文繪本不只是提升他們學習英語的

興趣與成效而已，還能夠扮演涵養其品格和美感的重要角色，更盼望繪

本成為他們看向世界的一扇窗，我深切期待這群年輕的孩子可以長成有

正義感、有愛心、願意幫助他人的地球公民。

	 	 多年前我曾讀到《花婆婆》這本感動我心的繪本，這本繪本可說是

影響我生命至深的繪本。故事裏的爺爺對他的小孫女說：「爺爺希望妳

長大後可以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這句話好觸動我啊！我問

自己：「我能夠做些什麼，好讓這個世界因為有我的存在而變得更美麗

呢？」那時我的心中沒有清楚明確的答案，直到這幾年我投入時間與心

力，大量閱讀中英文繪本之後，這個答案慢慢浮現了！我想要把我對繪

本的熱愛分享出去，讓我的學生和更多的大人朋友看到繪本的多元、豐

富和美好。於是，我開始走在繪本教學和繪本閱讀推廣的路上，能夠找

到可以挹注生命熱情的所在，我覺得好幸福啊！尤其當我把喜歡的繪本

分享出去時，看到聽者那一雙雙亮晶晶的眼神和微笑的神情，真的好令

人開心！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那樣着迷於繪本而無法自拔，繪本的魅力究

竟何在？」我會告訴你，繪本教我很多很多，它不僅帶給我美的饗宴，

也讓我重新拾起失落已久的童心，還引領我去認識並關注人生中不可不

想的重要議題，開啟了我看見更廣大世界的眼光。而在閱讀英文繪本的

過程裏，我也不斷在精進自己對英語的敏感度與掌握度，且真正的愛上

了英語！



3

	 	 別刻板的以為字少圖多的繪本是專屬幼小孩童的啟蒙讀物，大人

看繪本也能從中受益。我自己就時常在繪本閱讀裏得到溫暖的撫慰與療

癒，而有着強烈理性思維的我，也因着繪本的帶領，大大開啟了遺失許

久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像是閱讀英文繪本Cleo，就讓我有機會跟着故事

裏的主角Cleo一起在她的想像世界裏穿梭來去。我愛極了作者Sassafras	

De	Bruyn	為Cleo所創造的他方，如此如夢似幻、迷人美麗，讓我就這麼

沉醉在這些動人的畫面裏，享受着奔馳在想像國度的美好。

	 	 天真無邪的孩子們讀繪本是讀故事的趣味與精采，而有過一些人

生閱歷的大人們讀繪本，更能讀出其中的深刻與況味。我們看着繪本裏

的故事去印照自己的生命經驗，進而產生共鳴與體悟，這是看似簡單的

繪本很不簡單的地方啊！許多繪本用故事隱喻着生命的真諦和人生的道

理，孩子還不懂這隱喻，大人是懂得的，感動之餘並從中得到了繼續前

行的力量。

	 	 當你想哈哈大笑時，當你想獲得暖心的撫慰時，當你思索什麼才

是人生重要的事時，當你想要擁抱可貴的想像力時，當你懼怕生命終有

盡時，當你處於人生低谷或難以招架的傷痛時，當你內心感到怯懦恐懼

時……遇到這些時刻，都邀請你進來繪本花園裏，繪本將為你訴說扣人

心弦的故事，只要你豎耳傾聽、用心領略，繪本定能為你撥雲見日，協

助你找到生命的方向與答案。

本文轉載自︰李貞慧，〈繪本的多元精采與療癒力量〉，《不要小看我：33本給大人的療癒暖心英
文繪本》（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本文承蒙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作者簡介

李貞慧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

士，現任高雄巿立後勁國中英語老師。

因為太愛繪本了，於是把繪本帶入長期

的親子共讀中，也把繪本融入到英語

教學裏。不僅嘗試用繪本來教國中生

文法句型，更進一步以英文議題繪本

引導中學生思考與討論，期待開啓中

學生關懷世界的視野與行動力。

著有親子書《面面媽媽碎碎念》(新手

父母)以及英文繪本導讀書《用英文繪

本提升孩子的人文素養》(小樹文化)，

同時也致力於繪本翻譯工作，譯作包

括︰《魔法骨頭》(小魯)、《露露操作

書系列套書》(三采)、《等待一個最美

的……心願》(維京)、《一個完美的地

方》(阿布拉)、《小雞大冒險》(聯經)、

《跟隨爸爸的歌聲》(滿天星)、《發現

一頂帽子》(親子天下)等。

《不要小看我：33本給大人的

療癒暖心英文繪本》

作者•李貞慧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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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藤井輝明醫學博士的真實故

事，他在很小的時候，臉上就長出了血管

瘤，並且它會愈變愈大。他曾因此沮喪，甚

至搬家轉學。不過，雙親堅定的鼓勵和陪伴，

就是他最大的支持。儘管血管瘤不曾消失，但

卻讓他擁有更加豐富和開闊的人生，並且能夠衷

心的說出：「有這張臉真好！」

　　你喜歡自己這張臉嗎？如果你擁有如本書封面男
孩的紅紅臉蛋時，會覺得「有這張臉真好」嗎？
	
　　本書是作者藤井輝明的真實故事，他從小臉上就
長有一顆又紅又大的瘤，總招來途人好奇的目光。
在上小學的第一天，同學都在嘲笑和欺負他，爸媽決
定替輝輝轉學。新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知道輝輝的
情況，他們友善和親切的笑容，令輝輝感受到被接納
的溫暖力量。隨着年齡增長，輝輝臉上的瘤也愈變愈
大，雖然他還是會介意自己的長相，但在爸媽堅定的
鼓勵和陪伴下，他逐漸學會接納和欣賞獨特的自己，
更發展出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長大後的藤井輝明成為
日本醫學博士，更積極在不同學校演講，投入社會活
動，以消除社會上對臉部有疾病者的偏見，及以自身
的經歷鼓勵別人。

　　每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的限制，或大或小的缺憾，
或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輝輝在成長歷程中，並非一
開始就覺得「有這張臉真好」，他真實地經歷過自我
否定、沮喪和掙扎。但最終能選擇樂觀積極地接納自
己，找到接納自己的那份快樂，還克服困難，發揮所
長貢獻社會。作者的成長故事為大小讀者注入滿滿的
正能量，讓人發現生命中原來擁有很多特質和優點，
開拓無限的可能性。

　　另一邊廂，當面對跟自己不一樣的人時，我們又
會怎麼做呢？輝輝初上小學，由受到同學的歧視和排
擠，到上新學校被大家接納和包容，能讓孩子體會關
心和尊重身邊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關愛和接納，是
孩子人際關係發展的最基本要素，孩子能透過本故事
認識社會上需要關懷的人，從而學習互相尊重，包容
不同的相處方式。

　　除了展開自我接納和接納別人的歷程，作者還把
一份溫暖和感人的親子之情娓娓道來。輝輝能跨越成
長的障礙，父母的包容和陪伴十分重要。爸爸假日帶
輝輝去遊樂園，媽媽全心全意的照料，還跟輝輝一起
克服困難，學習拉小提琴和游泳等，幫助輝輝不再
因外貌限制了自己，擴闊了社交圈子及眼界，也豐富
了心靈。很喜歡媽媽鼓勵輝輝的一席話，令人動容︰
「輝輝，要記住，別在意自己的臉，因為你就是你，
做自己喜歡的事、想做的事，多多培養自己的長處就
好！」期望這個生命見證，能讓孩子擁抱不一樣的自
己，衷心地說出：「有這張臉真好！」還能學習以溫
柔和接納的眼光，看待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有這張臉真好
作者•劉雲敏（宗教教育中心閱讀推廣部主任）

《輝輝的小臉蛋》
文‧藤井輝明

圖‧亀澤裕也

譯‧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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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完美，有些人如明星亮麗，卻也有天生遜色於人的地方；有些人似乎受缺陷所
限，卻仍可發揮優於別人的其他天賦。我們要讓孩子明白，面對自己的「傷」，不
用自暴自棄，怨天尤人，嘗試樂觀積極地回應，尋找適合自己的成長方法，或許會有
更快樂精采的人生；面對別人的「傷」，莫因我是「健」而自高，甚至取笑或排擠對
方，要以同理心和包容的態度相待，盡可能給予鼓勵和幫助。即使我們有缺陷，也同
樣值得被尊重、愛惜和期待。讓我們一同藉着故事角色，了解「傷」者的內心世界，
也欣賞和學習他們的堅強回應吧！

導讀



作者•廖睿詩

適用級別‧小學一至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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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延伸活動

	 教師與學生進行「轉化眼淚為祝福」活動︰

	 •	教師預先在數隻紙碟上畫出人臉，然後用寶

貼萬用膠揉成許多小水滴，並黏貼在「人

臉」上，充當眼淚。

	 •	課上，教師將「人臉」紙碟懸掛出來，並給

每個「人臉」設定一些有身心缺陷的角色，

例如︰失明、失聰、肢體殘障等。

	 •	教師邀請學生出來，給這些「人臉」安慰

	 	 (例如：輕輕摸一摸「它」以示安慰)，並將

「眼淚」逐一拿下來，放到小盒子裏。（教

師可以為這個小盒子起一個有意思的名字，

例如︰眼淚盒）

	 •	教師收集所有「眼淚」，重新揉成心型，向

學生顯示，並說︰

	 	 ◎	因為大家的愛，這些傷心的眼淚已化為

祝福了。

	 	 ◎	願我們在日常生活多祝福他人，讓世界

充滿愛。

教具•	《輝輝的小臉蛋》、紙碟、寶貼萬用膠、小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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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故事時間

	 1.	教師向學生展示《輝輝的小臉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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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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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輝輝的小臉蛋上長了什麼？如果是你，

會有怎樣的感受？

	 	 •	第一天上學，同學的反應讓輝輝有什麼

情緒？你認為同學做得對嗎？

	 	 •	轉學之後，為了讓他愉快地上學，老師

和媽媽如何幫助他？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或親人，又打算怎樣做呢？

	 	 •	輝輝還是對自己的臉蛋很介意，媽媽鼓

勵他進行什麼活動？你還有其他提議

嗎？

	 	 •	如果輝輝是你的朋友或親人，你又會怎

樣鼓勵他？

轉化眼淚為祝福

活動

III.	總結

	 教師告訴學生︰

	 •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短處、缺陷和限制，但不用自暴自棄，學會樂觀積極地接受這人生挑戰，努力學

習和鍛鍊，克服困難，不斷成長，甚至貢獻社會。

	 •	另一方面，遇上與我們不同或能力不足的人時，不應該取笑或排擠對方，要以同理心和包容的態度

相待，給予鼓勵和幫助。

	 •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也各有自己的強弱項，無論表現得好與壞，同樣值得被尊重、愛惜和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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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有氣喘，我也能照樣玩》
文•卡翠娜羅伊(Katrina	Roe)
圖•蕾海斯壯(Leigh	Hedstrom)
譯•葉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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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蜜莉最愛溜滑板車和跳彈簧床，但
她有氣喘病，媽媽不准她再玩那些活
動了。一天，室外吹起了寒風，媽媽
不准艾蜜莉出門，不過，她的好朋
友還是到來找她玩。艾蜜莉因為這個
病，很多運動都不能做，到底有什麼
活動是可以大家一起玩的呢？快來跟
艾蜜莉和她的好朋友一起想辦法吧！

《我不能定定的坐下來》
文•Pam	Pollack	&	Meg	Belviso
圖•Marta	Fabrega
譯•陸碧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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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言是個不能定定坐下來的男孩子，
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因為他患上
過度活躍症（又稱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這個病令啟言過度活躍，而且
難以集中注意力，以致他不能打理好
他的事情。有一天，啟言的爸媽帶他
去見醫生，自此他生活中各樣事情都
變得容易和有趣多了！

《安靜也可以美麗》
文	/	圖•黃立佩
出版•和英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我叫小靜，我聽不見。我們家裏總是
靜悄悄的，不是無話可說，而是我們
用手語聊天。有一天，妹妹送給我一
個陶笛，我聽見了各種聲音！本書描
繪一個聽障女孩的感受與想像，引領
孩子從不同的角度觀看生活。

《騎士與公主》
文•古都勒(de	Gudule)
圖•克勞德．杜柏瓦(Claude-K	Dubois)
譯•吳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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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關於殘疾和差異的繪本，但
諸如「殘障者」、「缺陷」等字彙並
沒有在行文裏出現，而是以球球長了
盔甲、公主頭上有皇冠等可愛方式，
顯示主角的與別不同，從而幫助小讀
者了解殘障者的心情，也鼓勵他們接
受與生俱來的天賦，肯定自我。

《亞斯的國王新衣》
文•劉清彥、姜義村
圖•九子
出版•巴巴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亞斯是個大麻煩，總惹大家不開心，
但他卻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像現在
也一樣，要不是他說出國王沒穿衣
服，怎麼會害國王被笑呢？故事結合
經典童話，巧妙帶出了亞斯伯格症
(俗稱高功能自閉症)孩子的特色。

《啄木鳥女孩》
文•劉清彥、姜義村
圖•海蒂朵兒
出版•巴巴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女孩一出生便無法自由的活動，直到
美術老師阿海為她特製了一個像頭箍
的裝置，幫她裝上了畫筆，從此，想
像的世界再也沒有界線！女孩一點一
點畫出腦中的畫面，一點一點「點」
出不一樣的夢想，終於，像啄木鳥一
樣翱翔在畫紙的繽紛色彩裏。

《故障鳥》
文	/	圖•麥可．布洛德(Michael	Broad)
譯•方素貞
出版•三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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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鳥天生就少了一隻翅膀，因此總
被嘲笑、欺負和戲弄。他試着找尋可
以飛翔的方法，但多次的失敗還是讓
他感到灰心，於是他毅然離開森林，
到城市探索。他在城市裏，發現許多
其他不會飛的動物原來可以活得精
采，甚至遇見了與他同病相憐的膽小
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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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朵超人》
文	/	圖•希希．貝爾(Cece	Bell)
譯•劉清彥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小天下)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希希知道新學校的同學一定會盯着她
的電子耳看，交朋友簡直難如登天！
沒想到，她竟然成了飛天遁地的「大
耳朵超人」！這是一本從聽障者獨特
觀點出發的圖像小說，也是一個幽默
動人的成長故事，為每一位帶來鼓
勵——不管我們有什麼障礙，那都是
屬於我們的與眾不同，也是我們的超
能力！

《小J的聰明藥》二版
文•林滿秋
圖•王秋香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小J寫作業比別人慢，做事只有五分
鐘熱度，老師責罵他，同學討厭他，
連他也認定自己是個笨蛋。可是，媽
媽沒有放棄，還帶他去看醫生。原
來，他患了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必
須服用「聰明藥」。吃了聰明藥後，
小J真的變聰明了嗎？他會有什麼改
變？

《她是我姐姐》
文•丘修三
譯•林宜和
出版•國語日報社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如果你因為智力不足的姐姐而常常受
到朋友嘲笑，如果你看見朋友欺負跛
腳的孩子，如果……六篇有關身心殘
障者的故事，篇篇溫暖動人，笑中帶
淚，動心動情，能富足孩子的心靈，
並讓孩子學會關懷與尊重弱勢，是品
德教育、同理心及生命關懷的最佳閱
讀範本。

《風兒吹我心》
文•丘修三
譯•林宜和
出版•國語日報社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作者繼代表作《她是我姐姐》後，再
度以殘障為主題，由兒童的角度觀察
成年殘障人士及弱勢族群，揭露他們
生活的艱辛不只來自身體的不便，更
多來自人們異樣的眼光。透過這五篇
短篇故事，讓孩子學會關懷與尊重弱
勢，與上天賦予的所有生命站在相同
的角度，享受同樣的微風。

《海倫．凱勒的心視界：海倫
精采的一生》
文•朵琳・藍帕波特(Doreen	Rappaport)
圖•麥特・塔伐雷斯(Matt	Tavares)
譯•朱恩伶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海倫・凱勒從小就看不見，也聽不
到，但她仍然渴望體驗人生。在蘇利
文老師的幫助下，憑着熱情積極向外
探索，發現知識可領她通往自由；發
現大聲說出所看到的不公平事，就可
以改變世界。「我不喜歡這個世界的
現況，所以我努力使它變得更好。」

《蘿拉與我》
文•琪雅拉．瓦倫提娜．賽格雷
							(Chiara	Valentina	Segre)
圖•保羅．多梅尼寇尼(Paolo	Domeniconi)
譯•盧韻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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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導盲犬史黛拉的視角來說故
事——喔對了，五年前，我在導盲犬
學校遇見因車禍而失明的蘿拉。她
輕柔的對我說：「從今以後，你就
是我的嚮導，也是我的雙眼，我的
光明。」從那一刻起，我的名字就
喚作「史黛拉」，在意大利文是「星
星」的意思。

《誰是蘿蕾特》
文•卡迪耶(Stéphane	Girel)
圖•吉海樂(Florence	Cadier)
譯•殷麗君
出版•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蘿蕾特是個很特別的女孩，她有「唐
氏症」，不會閱讀，也沒有上學。後
來，蘿蕾特終於能到小學上課了，班
上的同學能好好和她相處嗎？她和她
的家人又會遇到什麼掙扎呢？蘿蕾特
感覺到自己的不一樣，也感覺到周遭
不一樣的眼光，媽媽卻告訴她：「我
們每個人都跟別人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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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
文•林淑玟
圖•陳維霖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一生多采多姿的貝爾，不僅對電話
發明提供了偉大貢獻，而且還是個
令人欽佩的聾啞教育家，熱心推動
「聽障教育」，致力為聽障人士謀
取福利，海倫．凱勒也是他的高徒
呢！本書將告訴你許多貝爾不為人
知的小故事，帶領你一起進入這位
關心他人的發明家的世界。

【橋梁書】

《啵！啵！啵！海裡有什麼呢？》
文	/	圖•笠野裕一
譯•陳瀅如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男孩悠閒地在海面上做日光浴，
卻忽然「啵！啵！啵！」的冒出了
好多泡泡，第一個浮出來的是爸
爸，將他舉得好高好高。然後，不
同的動物又接着浮出海面，一隻接
一隻地往上疊。到底，海裏還有什
麼動物？大家又可以疊到多高呢？
快翻開書，一起來一場夏日大冒險
吧！

《一起玩！》
文	/	圖•傑茲・阿波羅(Jez	Al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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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時間到了！可是小猩猩還不想
睡，更趁着媽媽不注意時，偷偷溜
出去找好朋友玩。他跟着朋友一路
玩到了水邊，直到太陽下山，森林
裏一片漆黑，這才驚覺不妥，哭着
大聲喊媽媽。看到這裏，相信讀者
們都會跟着擔心起來，小猩猩要怎
麼回家呢？

《是我的（才不是）》
文•安娜康(Anna	Kang)
圖•韋恩特(Christopher	Weyant)
譯•陳郁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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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毛茸茸的動物，都想坐在同一
張舒適的椅子上，他們互不退讓，
大聲喊叫：「它是我的！我的！我
的！我的！」這是一個關於分享（才
不想）與和睦相處（並沒有）的故
事，作者以幽默的方式，讓孩子思
考分享與處理方法，讓孩子自己教
自己如何解決問題。

《我是孫子》
文•板橋雅弘
圖•西村敏雄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爸爸和媽媽要出遠門，所以我要去
住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家就像天
堂一樣，吃蛋糕、喝果汁、玩遊
戲……好吃、好玩，通通不錯過！
為什麼外公外婆對我這麼好？外公
說，因為我是他的孫子，孫子是用
來疼的。但……什麼是孫子呢？

安眠

 紛爭、
分享

想像力

祖孫情
《爬樹的魚》
文•琳達・茉樂莉・杭特(Lynda	Mullaly	Hunt)
譯•趙映雪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小天下)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聰明或愚笨，誰說了算？如果以爬
樹的能力來評判一條魚，那麼魚會
一輩子認為自己是大笨蛋！我是倪
艾莉，從來沒有人了解我的世界，
文字總在我眼前跳舞，同學笑我是
笨蛋，老師以為我愛惹麻煩。沒想
到，新老師跟我說：「妳很聰明又
勇敢，而且獨一無二！」他在開玩
笑嗎？這是一本關注閱讀障礙、同
儕霸凌的校園小說，獻給每一個勇
於與眾不同的個體！你，就是自己
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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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敗
屢試

友誼
之道

《什麼都不會的鳥》
文	/	圖•刀根里衣(Satoe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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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鳥覺得自己不管做什麼都不行，
覺得只有自己什麼都做不好。直到
牠遇到了花媽媽，讓花媽媽的孩子
都住在牠的身上，不怕風吹雨打，
給它們一個安全的家，並努力的守
護着它們，讓它們可以平安長大。
小鳥終於找到牠能夠做的事情，有
了全新的盼望與生命！

《爸爸總是有辦法》
文•娜汀・布罕——柯司莫
	 (原文作者：Nadine	Brun-Cosme)
圖•奧荷莉・吉耶黑Aurélie	Guillerey
譯•尉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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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爸爸的老爺車好像有點故障
耶！放學的時候，怎麼辦呀？爸爸
說，那我就開紅色曳引機來接你！
可是，如果曳引機也太累了呢？爸
爸說，那我就找其他幫手帶我來找
你！可是，如果他們都沒法幫忙
呢？爸爸說，那我就抬起兩條腿快
快跑，因為我要來接你，所以我的
兩條腿永遠不會累呀！

《花園列車出發了》
文	/	圖•松岡達英
譯•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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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噠叩咚，小可的花園列車出發
了！小老鼠、烏鴉、貓咪、青蛙和
蝴蝶都一一上車，列車經過昆蟲多
多樹、圓滾滾公園、黑漆漆的隧道
和大草原……列車的終點站是哪裏
呢？細膩生動的圖畫，配上充滿韻
律感的文字，讓你可以陪伴孩子一
同滿足對自然生態的好奇心。

《傑米種了一顆小橡果》
文•蒂姆．鮑利(Tim	Bowley)
圖•伊內斯．菲比(Inés	Vilpi)
譯•潘嘉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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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米種過很多顆橡果，但始終都未
能長成大樹。他屢敗屢試，堅持信
念，相信終有一日橡果會長成大
樹。透過這個故事，讓孩子學習以
堅毅、不放棄的態度來面對挫折。

《大熱天！》
文	/	圖•木曾秀夫
繪•木曾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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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昏頭的小胖貍貓夢到自己變成了
一枝大冰棒！嗡嗡嗡——啊！有人
咬了一口。喀嚓喀嚓——啊！又有
人咬了一口……本書透過趣味的挖
洞設計，搭配生動多變的文字，讓
孩子依循文字的提示，以及對圖畫
的觀察，發揮創意思考，猜一猜「到
底會是誰吃的呢？」然後用聯想力
說故事。

《我們是朋友嗎？》
文	/	圖•安娜貝爾．費爾南德斯．雷伊
	 (Anabel	Fernández	Rey)
譯•潘嘉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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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男孩和一隻大白熊發現友誼
不是單向的，而是給予和接受。透
過這個故事，孩子體會真正的友誼
不會只是滿足自己的願望和需要，
而是給予、合作、慷慨和無私。

父愛、
解難

觀察
探索
自然

貢獻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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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長大》
文•王宇珊
圖•伊蕾娜(Elena	Odriozola)
出版•格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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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發現鄰居的秧苗，長得比自己
的更高，他很在意，回家想了一整
夜，終於想到一個辦法。於是，
他趕緊到田裏幹活，從白天忙到半
夜，才放心休息。可是，隔天到
田裏巡視的妻子，卻嚇得連忙跑回
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小綿羊的甜甜夢》
文	/	圖•刀根里衣(Satoe	Tone)
譯•吳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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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敘述年紀最小的綿羊弟弟，跟
着幾位哥哥，把不同的夢帶給小孩
子。這次輪到他作出嘗試，第一次
分享自己的夢。起初他覺得孤單，
甚至害怕得快要做惡夢，幸好他及
時想起哥哥的提示，努力去想像自
己最愛的東西——家人，然後進入
了溫暖的、淡紅的、親親家人的甜
甜夢。

《紅牆外面是什麼？》
文	/	圖•布麗塔．泰肯特拉普(Britta	Teckentrup)
譯•吳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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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牆外面是什麼？住在紅牆內的動
物都不知道，也從不去問，心中卻
暗暗有一點恐懼，只有小老鼠感到
好奇。他能否鼓起勇氣，探索這個
不為人知的地方？這個故事鼓勵孩
子開放思想和心靈，勇敢地發問，
作出新嘗試，走向自由和超乎想像
的世界。

《飛天狐猴》
文	/	圖•潔拉・希克斯(Zehra	Hicks)
譯•謝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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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猴家族中的每個人都擅長跳躍，
但是小狐猴卻不一樣。雖然有這麼
多的跳躍方式可以嘗試和選擇，他
就是不敢跳。小狐猴能在舞台上找
到專屬於他個人的一條路嗎？這是
一個充滿馬戲團風格的迷人故事，
跟着小狐猴一起，發現自己潛藏的
能量，克服恐懼，尋找自我風格！

《小狐 ，嚇一跳！》
文•妮科爾．斯尼特希拉爾(Nicole	Snitselaar)
圖•科拉莉．索多(Coralie	Saudo)
譯•孟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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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講述一隻小狐獴和他非一般的
朋友真誠相處的故事，輕鬆地闡釋
孩子成長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展現
了孩子渴望得到他人認同的微妙心
理。

《老鼠郵差去度假》
文	/	圖•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
譯•邱瑞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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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暑假了！老鼠郵差把郵局的大門
關好，帶着家人去度假。不過，他
是為大家服務的老鼠郵差，就連去
度假也隨身帶上一小車包裹，準備
在旅途中順路去送信！老鼠郵差一
家去了好多地方，一路上又見到了
很多好朋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有
家人陪在身邊，不管到哪裏都好！

家庭
溫暖

同儕
團體

勇敢
探索

拔苗
助長

克服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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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坐上夜間火車》
文•蜜芝・凱莉(Mij	Kelly)
圖•艾莉森・傑伊(Alison	Jay)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故事講述威廉乘坐夜間火車，懷着
興奮和期待的心情，急不及待要到
達目的地。本書的繪者以夢幻般的
圖畫，創作了一趟難忘的旅程，帶
領孩子前往充滿驚喜的夢想之地。

《我做得到！小工程師蘿西》
文•安德麗雅．碧蒂(Andrea	Beaty)
圖•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
譯•李紫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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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西想當一個偉大的工程師，任何
零件或別人丟棄的物品，都可以在
她的巧手之下變成新裝置。可是，
因為曾被取笑，蘿西不敢告訴大家
自己的夢想。有一天，她最喜歡的
曾姨婆來拜訪，為了幫曾姨婆完成
想飛的心願，她決定再試試看，動
手組裝新發明。這次，她能成功嗎？

《我不喜歡上學，媽媽還是不
放棄我》
文•李舜源(이순원)
圖•宋恩實(송은실)
譯•徐鳳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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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發生在純樸山間小村的故
事，小男孩不喜歡讀書，時常藉故
逃學，媽媽因此每天一早就起床陪
他上學。媽媽總是走在兒子前面，
免得他被露珠弄濕，但她自己的褲
腳卻一下子就被打得濕漉漉的。其
實他們家很窮，連飯都吃不飽，但
媽媽還是咬着牙為他買了上學穿的
新鞋……

《石，還可以是……》
文•蘿拉．佩爾迪．薩拉斯(Laura	Purdie	Salas)
圖•維奧萊塔．達比加(Violeta	Dabija)
譯•吳嘉儀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石就是石——堆疊而成懸崖、道路
和海洋。石，還可以是什麼？在這
詩意盎然的圖文裏，探索石在大地
上的不同角色。

實現
夢想

認識世界

(自然)

上學、
母愛

安眠
認識世界
（行業）

《三隻小豬拿冠軍》
文	/	圖•柯荷莉・瑟多(Coralie	Saudo)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合作無間的三隻小豬經常一起贏取
獎牌，但老狼的出現為他們的友誼
帶來了挑戰。故事讓孩子體會合作
和團結是一種浩大和神奇的力量。

《魚市場》
文•安江惠
圖•田中清代
譯•高明美
出版•步步出版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凌晨四點，媽媽就叫醒了小清，因
為今天要去魚市場，看看爺爺和爸
媽平常工作的地方。哇！原來魚市
場是這樣的，有這麼一群人在這裏
工作着！透過小清的眼睛和高度，
以及爺爺的帶領和解說，讓小讀者
認識了這個行業的工作情形，得到
了不一樣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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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兔的孩子》（二版）
文•范先慧
圖•周一清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老雪兔若伯特收養的陌生孩子究竟
是誰？這個孩子，竟是雪兔的天敵
─「狼」！但若伯特把他視為親
生孩子扶養，不惜與親友們吵架，
也不願把孩子送走；甚至在森林裏
遇到另一隻狼時，竟奮不顧身擋在中
間，誓死保護孩子！

《我的弱雞爸爸》
文•王文華
圖•25度
出版•巴巴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其他孩子的爸爸會踢球、游泳和開
飛機，雞米花的爸爸雞爪東卻什麼
也不會，只會做娃娃。雖然爸爸做
的小雞娃娃可愛到讓記者來採訪，
但雞米花小小的心裏一直希望自己
的爸爸可以不一樣。這一天，是雞
窩村的運動大會，有沒有可能發生
特別的事情？

《簡單老師和想變可愛的獅子》
文•齋藤洋
圖•大森裕子
譯•李慧娟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獅子巴姆想要與大家親近，所以他希
望變得可愛。怎麼可能？幽默機智的
簡單老師說︰「這個簡單啦！」簡單
老師的方法，真的能讓巴姆美夢成
真嗎？再怎麼異想天開的夢想，只
要鼓起勇氣、付諸行動嘗試看看，
再怎麼看似不可能的夢想，也會變
得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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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幽默

欣賞、
獨特

上學

幽默、 
付諸行動

跨越物
種、愛

開闊
思想

《小阿力的大學校》（經典重刋）
文•羅倫斯・安荷特(Laurence	Anholt)
圖•凱瑟琳・安荷特(Catherine	Anholt)
譯•郭玉芬、萬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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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前一天小阿力又興奮又緊張，
連早餐都不太吃得下。他想和媽媽
待在家，和小鳥朋友說說心事，這
樣就不用擔心難綁的鞋帶和大學校
了。但是，就像一隻長大的小鳥必
須離巢飛向廣大的世界，小阿力還
是去上學了，而且他發現，學校是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雨中的小島》
文•茉甘．德．卡蒂耶(Morgane	De	Cadier)
圖•弗洛希安．彼傑(Florian	Pigé)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故事講述住在雨中小島的居民，和
來自鄰近沒下雨小島的居民相處的有
趣故事，以擴大孩子包容與尊重多元
差異的心胸，學習欣賞差異之美。

《屁屁偵探讀本：紫衣夫人
的暗號事件》
文	/	圖•Troll
譯•張東君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某天，一位自稱是紫衣夫人的女性
來請屁屁偵探幫忙解開暗號，尋找
祖先遺留下來的寶物所在。隨着屁
屁偵探的推理，不單發現放有寶盒
的密室，更發現原來這個「紫衣夫
人」是個冒牌貨呀！證據在哪呢？
而連續闖空門事件的犯人究竟是
誰？一同跟隨屁屁偵探作偵查，找
出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