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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語錄

每年出版三期，

逢3月、6月、10月出版。

家長可着重於營造「快樂」的

閱讀氛圍，讓孩子能喜歡書，

而不是強迫小小孩安靜地

坐着看書，以免壞了

孩子的閱讀脾胃。

—林真美

簡單卻不簡單的幼幼書
–– 如何選擇繪本

作者•林佳慧
(日本白百合女子大學

兒童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大人常會用個人喜好，為孩子挑選可愛的繪本，沒有考慮到孩

子能不能理解。可愛的圖片內容和孩子是否能理解是兩回事。日本

的幼兒繪本大師豐田一彥，為幼兒創作了許多繪本，不但得獎，還

被選入日本國小一年級的國語課本（《あめですよ》東京書籍）。

他坦言開始創作繪本以後，才發覺畫幼兒繪本並不容易。低幼齡的

孩子為何需要專門的幼兒繪本？其實小讀者雖然和大人生活在同一

個世界，但是他們是用不同的「眼睛」來看世界，作者必須和小讀

者用同樣的步調來看世界，才能打造出讓小讀者一看再看的書。

擬人化敘事有助於幼兒理解

　　根據皮亞傑提出的兒童「泛靈觀」【註】，幼兒碰到未知的事物

時，會以自己的認知去理解事物。孩子看到不太了解的動物或東

西，會把牠（它）們當成自己的同類來思考。在幼兒繪本裏，常見

將人類的特徵融入動物或車子、水果等東西，也就是「擬人化」。

擬人化的故事有助於用泛靈思考的幼兒來了解內容。例如︰片山健

的晚安書《晚安，小可可！》，月亮小姐向小可可一一點名，「天

上的雲、池塘的水、魚、鳥兒、狗狗」都睡着了，最後連「棉被、

小熊和手手」都被一一唱名。這首安靜的晚安曲一路唸來，一點都

 今期內容

【專題文章】 	1

	 	 林佳慧：〈簡單卻不簡單的幼幼書

	 	     ——如何選擇繪本〉

【主題推介】　主題︰朋友

　　[主題童書]	《我們是朋友嗎？》

	 	 	 導讀	 	4

	 	 	 潘嘉媚︰〈跟你做朋友，棒極了！〉

	 	 	 活動	 	5

	 	 	 幼稚園活動︰〈彼此付出〉

　　[相關推介]	 	6

　　				 相關主題童書

【新書快遞】 	8

　　最新出版童書

電子版•www.rerc.org.hk/tc/ChildrenBooks.aspx ◆ ◆ ◆ ◆ ◆ ◆ ◆  2018年3月
•第十

六期
 

專題
　文章

1



2

沒有違和感，父母也透過這些幼幼繪本得到靈感，將孩子熟悉的東西一一

列入親子對話的題材。

　　日本兒童文學家松岡享子提出幼年期是「圖像思考」時期。對語言文

字還了解不多的幼兒來說，因為經驗及知識貧乏，無法將文字敘述在腦中

完全影像化，需要圖像的輔助來幫助思考，所以幼幼書的插圖比重偏高。

然而，不是有圖的繪本都適合幼兒。研究顯示，三歲以下的幼兒看到陌生

的物體，不能掌握它的特徵時，眼球轉動會變得生疏。相對的，如果是生

活常見的物體圖片，他們會有興趣並且容易理解。

　　一歲多的孩子已經具備一些日常生活的經驗，透過繪本可以讓他們再

次確認自己的記憶。他們感興趣的繪本主題通常是與自己生活有關的，例

如貓狗、爸媽、散步等。兩歲的孩子什麼都想自己做做看，邁步追求獨立

自主的第一步。繪本對他們來說有助於拓展「自己」的世界。他們會想聽

情節簡單的故事，開始試着了解故事主角的心情，但是故事內容不能脫離

他們的日常生活。

幼兒喜愛能帶來安心感的故事情節

　　松岡享子提到，她在評價幼兒繪本時，會特別考量這個故事「能否帶

來溫暖」。許多受幼兒喜愛的經典繪本，共通點都是故事能給小讀者帶來

安心感。尤其，對幼兒來說，如果故事最後會出現母親的角色，特別能讓

他們覺得安心。我們在幼幼書大師豐田一彥的繪本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豐田老師最受小小孩歡迎的《小桃子來玩吧！》，利用親子常玩的小遊

戲，貼貼臉、搔搔癢、躲貓貓等，加入一點點變化，每一本都讓孩子得到

一點閱讀的「小」驚喜。他常把小桃子的媽媽安排在故事最後或封底才出

現，讓小讀者放心安心、「感」同身受。同樣的安排在《小麗坐電車》的

結尾，奶奶牽着小麗的手一起回家，為這場小冒險畫上安心的結局。各位

新手爸媽和孩子一起看幼幼書時，千萬不要忽略這些讓孩子想一看再看的

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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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泛靈觀︰皮亞傑將孩子的智能發展分為四個階段，2-7歲的孩子自我中心強，無法以自己以
外的視覺來思考事情。他提出的泛靈觀，是指這個階段的孩子在碰到未知的事物時，會以自
己所知道的知識去理解事物。

作者簡介

林佳慧

台灣東吳大學德文系畢業後，因對兒

童文學有濃厚興趣，轉赴日本東京白百

合女子大學兒童文學系所繼續修讀碩

博士學位。現為該大學兒童文化研究

中心研究員、日本口承文學學會會員及

「昔話大學」成員，致力於翻譯童書、

撰寫專攔及培育日本故事媽媽的工作，

也與當地不同地區的故事媽媽保持交

流，熱心推動及研究親子閱讀發展。

　　豐田一彥強調，幼兒繪本需要有人來唸給孩子聽。透過唸繪本給孩

子聽，不但親子可以共享繪本裏的那分感動，被父母抱着聽故事的孩子

也藉此感受到被愛與關懷，建立自信，形成親子間無形的緊密關係。許

多嬰兒聽父母唸故事會開心的舞動手足，嬰兒和讀故事的人之間產生一

個溫暖的空間，共讀繪本儼然是父母與嬰兒一個愉快的交流方式。繪本

也是父母了解幼兒喜好的一面鏡子，透過孩子聽故事的反應，父母可以

知道孩子喜好哪一類事物。

多聽繪本，有助於強化語言表達力

　　繪本也是幼兒學習語言的寶庫。唸故事給孩子聽，可以讓孩子學習

語彙及表達能力。零歲的孩子雖然視力還未完全成熟，但是聽力已經發

達。他們喜歡聽模擬聲音的「狀聲詞」、或是模擬動作的「擬態語」，

這種修辭語句讓故事讀起來更生動活潑，聽故事的孩子容易捕捉事物的

特性、加深印象。重複讀一些富有音韻和簡單疊字的故事給孩子聽，他

們可以間接學會用這些字句來稱呼看到的世界，並且記得事物的名稱。

　　幼兒繪本的文字雖短，但短得精妙。要傳達一個思想通常需要長篇

大論，但是繪本僅用簡短的文字就能完整表達意念，並感動他人。日本

評論家柳田邦男也說，繪本用插畫及很少的話語，就能呈現出喜樂感

動，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表達方式（出自《絵本の力》）。

　　豐田一彥認為，幼年時期是建構人生基幹的時期，也許小讀者將來

都不記得這些故事了，但是一定有一些東西會留在孩子心底。他相信今

日的他能夠畫繪本，絕對是建築在童年所經驗過的許多瑣事的根基上。

　　繪本是站在人生起點的文學。即使進入電子多媒體時代，幼兒繪本

仍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實體的書本可以讓幼兒運用觸覺去觸摸、感

覺，用視覺去看圖片、用聽覺去聽故事，刺激他們正在發育的感官，為

孩子的成長扮演重要的催化劑。

轉載自︰林佳慧，〈簡單卻不簡單
的幼幼書〉，《未來Family》，第21
期（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3月），頁
148-150。

本文由小天下提供轉載。
插畫選自小天下《晚安，小可可》
片山健　繪。
插畫選自小天下《小麗坐電車》
豐田一彥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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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吃蔬菜呀，你幫幫我吧！跟你做朋

友真是有趣呢！你說想我與你分享雪糕？

我其實不太情願……不過，好吧！我們是朋

友！小男孩與大白熊是一對朋友，他們在日常

相處中發現友誼並非單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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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朋友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界
定什麼是朋友。如果向幼兒提出這個問題，他們大概
會說，朋友就是跟我一起玩耍，一起看書，一起遊戲
的人，是我很喜歡的人，也是很喜歡我的人。

　　書中的主角，一個是小男孩，一隻是大熊。他們
的性格和喜好各有不同，會成為朋友嗎？作者將本
書分為兩部分，分別從小男孩和大熊兩個角度，解讀
他們在生活場景中的願望和需要，和他們對朋友的期
望。小男孩向大熊提出多項請求，從大熊的表情和動
作，可見他不太情願，不過他始終都有幫助小男孩，
助他達成願望。小男孩覺得跟大熊做朋友棒極了！鏡
頭一轉，大熊在獨自思考友誼的意義。然後，輪到他
向小男孩提出請求。從小男孩的表情和動作，可以推
斷他不太情願，甚至帶點不耐煩。不過同樣地，他始
終都有幫助大熊，滿足了他各樣需求。這時，大熊也
覺得跟小男孩做朋友棒極了！

　　我們有時候不得不為他人做一些我們自己不喜歡
的事情，付出我們的時間和心力。如果對象是我們珍
惜的人，例如家人或朋友，我們就會明白這是無私的
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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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雨中，大熊和小男孩互相依傍，互相合作，
大熊抱起小男孩走，而小男孩就替大熊撐雨傘，一起
穿過大雨返回小屋中。從他們互相配合的動作，和微
笑着替對方擦乾身體的舉動，相信他們已經領會到友
誼當中給予、合作、慷慨和無私的意義了。

　　跟孩子閱讀本書時，也可以讓他們明白，自己有
能力做好的事情，是需要自己去做，不應該過分倚賴
別人，例如收拾玩具、撐傘擋太陽等，也藉此提醒他
們要體諒朋友和珍惜友誼。

轉載自︰潘嘉媚，〈跟你做朋友，棒極了！〉，《我們是朋友嗎？》

             （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40。

跟你做朋友，棒極了！
作者•潘嘉媚（宗教教育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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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遊廣闊，善待朋友的孩子，是群體中的開心果，自己也能獲得相應的快樂。人際
相處，從小腳板首踏遊樂室軟墊就開始了。這是深奧大學問，卻又是稚童日常生活課
題。透過童書故事，讓孩子明白接納新朋友其實是很快樂的事；藉着代入角色體會真
誠待人的重要，也從中培養分辨益友損友的眼光。輕輕鬆鬆為孩子裝備終身受用的人
際智能吧！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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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故事及討論時間

 1. 教師徐徐翻開及講說《我們是朋友嗎？》， 

讓學生一邊聽故事，一邊欣賞圖畫。

 2.故事完結，教師配合圖文內容提出延伸問

題，引導學生思考。建議問題如下︰

  ★小男孩對大熊提出要求時會說什麼？

    如果是你，又會說什麼？（「可以幫幫我	

	 嗎？」）

  ★小男孩要求大熊為他做什麼事？（代吃蔬	

	 菜、推單車、收拾玩具等。）

  ★大熊為小男孩做了這些事之後，小男孩

    感覺怎樣？小熊的心情又怎樣？（小男孩

	 	 		 覺得跟大熊做朋友很有趣，小熊卻覺得	

	 不太高興	/	苦惱〔見插畫〕。）

  ★ 然後，大熊也要求小男孩為他做什麼 

  事？（分享雪糕、刷牙、撐傘等。）

  ★ 下雨了，小男孩和大熊為彼此做了什麼 

  事呢？（抱他回家、擦乾毛髮等。）

  ★ 然後，小男孩與大熊都覺得對方是自己

     的好朋友，為什麼？（他們互相幫助、

	 	 		 	願意無私照顧對方等）

  ★ 你也有好朋友嗎？你願意為他們做什麼

     事，使他們覺得這段友誼很有趣呢？

    （自由作答，例︰分享玩具、生病時給予	

	 	問候等。）

彼此付出

活動

II. 延伸活動

 1.  教師給每位學生派發一顆獨立包裝的糖  

 果。

 2. 教師拿出玩具天秤，並在天秤的兩邊，分

  別寫上「老師」和「學生」。（或使用膠碗、	

	 	 木筷、繩子及衣架等物料自行製作。）

 3. 教師請每位學生都將糖果放到寫着「老  

 師」的一邊。

 4.  教師問學生︰

   ★ 假如只有「學生」付出，將糖果都放  

  到「老師」的一邊，結果會怎樣？

     （只有老師有糖吃，學生沒有。）

   ★ 你們覺得這樣好嗎？為什麼？（不好，	

	 	 因為沒有糖果吃。）

   ★ 那是否老師也同樣付出一些糖果，讓彼  

  此也有糖果吃會好一點？（對！）

 5. 教師再拿出一些新的糖果，放到「學生」的 

 一邊，讓天秤回復平衡。

 6.  完成後，將糖果都拿出來，分發予學生。

III. 總結

 教師告訴學生︰
 ★ 故事裏，小男孩和大熊體會到，朋友相處不能

總是單方付出，單方獲益。

 ★ 剛才的遊戲裏，我們也體會到，要彼此付出，
為對方着想，才能使雙方都快樂。

 ★ 朋友之間不用太計較付出與收穫，不過我們
仍要用真誠的心互相關心與尊重，彼此才能
體會友誼的真正樂趣。

教具•《我們是朋友嗎？》、糖果、玩具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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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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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狐獴蘇瑞有一個朋友，但這朋友既
有尖爪又會飛。原來是狐獴的天敵小
鷹呀！太可怕了！其他狐獴都因此
輕蔑蘇瑞，長輩也時常規勸他。有天
晚上，大蛇來訪，狐獴群陷入了大危
險。就在大家慌忙躲藏之際，蘇瑞的
朋友突然俯衝而下，奮勇地趕走這惡
客。大家非常激動，終於放下偏見，
認可小鷹為狐獴的朋友了。

《短耳兔與小象莎莎》（港版）
文•達文茜
圖•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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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象莎莎坐在短耳兔冬冬旁邊，總愛
跟在冬冬身後。日子久了，冬冬覺得
莎莎有點煩，於是在玩躲謎藏的時候
趁機溜走。天色漸漸暗下來，即使被
別人取笑，怕黑的莎莎卻仍在原地等
着好朋友冬冬。冬冬最後會醒覺，他
倆其實是互相依存的兩個好朋友，學
會珍惜這份珍貴的友誼嗎？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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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兔子遇到一顆迷路的蛋，於
是與蛋成了最好的朋友，一起戴相同
的領結，吃同一顆蘋果。不過，有
朋友陪伴的日子並沒有太長，因為蛋
的媽媽來接他了。好朋友離開後，最
喜歡的蘋果好像也沒有從前那麼好吃
了。兔子擔心︰「他會記得我嗎？」
也開始懷疑︰「我們還是朋友嗎？」

《豬先生和他的小小好朋友》
文 / 圖•艾力克斯．拉提蒙(Alex La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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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先生和小蟲想做朋友，可是他們的
體型差異卻成了大問題。豬先生想玩
遊戲，可是小蟲實在太小了。騎協力
車？小蟲根本踩不到踏板。下棋？小
蟲好不容易下好第一步棋，豬先生卻
早就睡着了。當他們打算放棄這段友
情的時候，豬先生想到一個主意……
你也來想想，大個兒和小不點要怎麼
成為好朋友呢？

《假裝是玩偶的小熊》
文 / 圖•白水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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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害羞的小熊很渴望得到友誼，所
以總躲在遠處偷看郊遊隊伍。這天，
小熊被小女孩發現了，於是假裝成玩
偶。小女孩跟「玩偶」玩累了，拿出
便當，卻引得小熊的肚子「咕～嚕」
響。小熊的身分敗露了！小女孩卻眼
睛一亮，一點也不介意，還與小熊分
享自己的便當，讓彼此也多了一個新
朋友呢！

《邀請新鄰居一起玩》
文•中澤雅美
圖•花之內雅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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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搬來的鄰居會是誰呢？小熊想着，
如果是小鳥搬來，就一起唱歌玩遊
戲；如果是長頸鹿搬來，就一起玩跳
繩……新鄰居來了，是無尾熊一家！
小熊迫不及待登門拜訪，好期待一起
玩。小無尾熊很會爬樹，在小無尾熊
鼓勵下，小熊也順利爬上去了，他們
高興歡呼，一起在鬆軟的落葉上聊着
明天、後天還要玩很多遊戲。

《我要坐車子》
文 / 圖•松谷美代子
文 / 圖•東光寺啟
譯•康冬誼
出版•臺灣麥克集團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誠開着紅色汽車，自信又帥氣。一
路上遇到各種動物朋友，他們都向小
誠揮揮手，說：「我要坐，我要坐。」
小誠載着大家一起去兜風，他們會經
過什麼地方，發現什麼新奇好玩的事
呢？本書可以讓孩子在閱讀過程中學
會分享，明白如何與朋友互動，展開
不同的交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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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來我家玩》
文 / 圖•崔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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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旁的芒花開了，妮妮於是邀請豆豆
來家裏玩。豆豆搭上公車，沿着山路
繞到妮妮家。妮妮和小貓帶着豆豆欣
賞美境，還在大樹下野餐。隔周，妮
妮和小貓也搭公車來找豆豆，他們一
起逛都市，還在攤販買食物……即使
我住山邊，你住城市，只要一句邀請
和放鬆的心，我們就會更了解對方，
也會發現更多新事物。

《幫好朋友撐傘的小熊》
文•金成正子
圖•花之內雅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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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希望明天可以下大雨，好讓他跟
心愛的新雨傘一起散步。小松鼠卻希
望有好天氣，因為他想背着新背包
去採野莓。兩個好朋友的願望正好相
違背，還因此吵了一架。第二天是個
晴天，小松鼠興高采烈出發了。沒想
到，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原本因為下
雨而開心地拿着雨傘出門的小熊，卻
為好朋友擔心起來……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文•方素珍 
譯•郝洛玟
出版•國語日報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動物森林裏，沒有朋友的大猩猩覺得
很寂寞，於是他在大樹上貼了一片葉
子，說要出租友情。小女孩咪咪每天
都來光顧，大猩猩與她玩得很開心，
即使時間到了也不在乎。可是，這一
天，大猩猩到大樹下等了好久好久，
咪咪卻一直沒有來……這是一個幫助
孩子感受友情，體會分享，懂得珍惜
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
文•金世實
圖•玉智賢
譯•黃惠玲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小雪的雙眼看不見，卻仍然開朗單
純，細細體會大自然的恩惠。小陽總
愛取笑小雪，無視小雪想和他做朋友
的真心誠意。可是，就在發生了失竊
事件之後，小雪與小陽的友誼有了極
大轉變。相信自己，相信別人，常存
希望和愛心，就能夠支持我們解決困
境，繼續向前邁進，與好朋友一同探
尋生命的美好！

《我的朋友好好吃》
文•粟田伸子
圖•多田治良
譯•沙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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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鱷魚妞妞心裏藏着一個天大的秘
密，她絕不會告訴任何人。可是，沒
想到大野狼要吃掉她的朋友時，情
急之下，她竟然當着大家的面脫口說
出：「他們都是我的，都是我好吃的
朋友！」這下子慘了，朋友都開始懷
疑妞妞和大家做朋友的目的！這是一
則關乎友情、欲望與自制的爆笑故
事，你一定不可錯過！

《排擠別人原來也不好受》
文 / 圖•宇治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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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蝌蚪完全轉變成青蛙後，卻轉眼忘記
自己曾經也是離不開水的蝌蚪，反過
來嘲笑魚，說些風涼話。日子一天天
過去，炎熱的夏天到了，池塘裏的水
漸漸乾涸，原本想和烏龜一起離開池
塘的青蛙看到無法離開水的魚非常痛
苦的樣子，無法對魚見死不救，也才
發現自己以前是多麼的自私……

《不可以笑我的朋友！》
文 / 圖•理查伯恩（Richard Byrne）
譯•賴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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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鷗小歐和企鵝小奇是最好的朋友。
有一天，小歐認識了一群新朋友，也
因此學會了飛行。他很希望小奇一起
加入飛行的行列，但不管怎麼努力，
小奇都飛不起來，還因此被其他朋友
嘲笑……這個溫暖的故事告訴我們，
真正的朋友能夠接納彼此的不同，分
工合作，互相幫忙，一起完成所有的
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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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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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狐狸開了一間好朋友專賣店。只不
過，好朋友真的可以用錢買得到
嗎？聽到狐狸的叫賣聲，大熊剛好
覺得一個人吃飯很無聊，就花錢買
了兩小時的好朋友。然後，大野狼
也來要狐狸陪他一起玩撲克牌。可
是，當狐狸請大野狼付費時，大野
狼卻覺得難以置信。因為大野狼把
狐狸當做真正的好朋友，那可是用
錢也買不到的！

《媽媽很快就會來接我》
文•千美真（천미진）
圖•金永美（김영미）
譯•陳思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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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有了父母篤定的信任，自我鼓
勵的信心，就能安心克服每次短暫
的分離。尚敏知道要在幼稚園待一
段時間，媽媽才會來接他，而且媽
媽也和他打過了勾勾。所以，即使
在想念媽媽的時候，又或是聽到同
學的哭聲，只要尚敏一想到媽媽曾
經教他的話與約定就能安心下來，
又有繼續等待的勇氣。

《晚上可以不睡覺，一直玩嗎？》
文 / 圖•李朱蕙（이주혜）
譯•陳怡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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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睡覺？晚上出來玩會怎樣？
作者藉由男孩與蝙蝠短暫互換身分
的幽默有趣故事，不僅讓讀者一嘗
在晚上玩耍的神秘感，更讓大家體
會到如果沒有足夠的睡眠，白天也
就沒有精神與體力玩耍了。明白到
為何要作息定時，孩子於是就較能
心甘情願地爬上床好好睡覺了。

《星星不見了》
文 / 圖•漢娜．康明（Hannah C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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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注意到，天上的星星消失
了。因為就算沒有星星，城市的夜
空也非常明亮。況且，人們總是俯
首於各種電子設備中，又有誰會注
意到星星消失了呢？只有當失去電
力時，才有人注意到所有的星星都
不見了。它們跑去哪裏了？星星真
的有存在的必要嗎？它們還會再回
來嗎？

《如果我有一隻恐龍》
文•嘉比．朵內（Gabby Dawnay）
圖•艾力克斯．巴羅（Alex B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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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篇童言童語的純真告白：我想
要一隻寵物，牠要比房子還要高，
超級大隻，身體好寬好寬，尾巴好長
好長！啊，如果我有一隻恐龍，我會
教他乖乖坐，撿垃圾，踢足球，還要
表演翻筋斗！每天，我會去公園溜恐
龍。不知道牠會汪汪叫，還是大聲
吼？如果我有一隻恐龍，牠會載我去
上學……

睡覺

光害

分離
焦慮

想像力
《布魯諾有100個朋友》
文 / 圖•法蘭西絲卡（Francesca Pirrone）
譯•張政婷
出版•格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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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布魯諾在路上撿到一支手
機。透過這支手機，布魯諾一下子
交到了一百個朋友！布魯諾還想交
更多朋友，於是吃飯、上廁所，甚
至睡覺都帶着它。可是，原來就在
身邊的朋友邀他去玩時，他卻說：
「我沒空。」突然，手機收不到訊
號，布魯諾的好朋友都不見了！沒
有了手機，布魯諾就再也沒有朋友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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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
珍惜

惜物、
成長

《真的不要了嗎？》
文 / 圖•信實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媽媽一天到晚催促我，好煩喔！好
想把媽媽丟掉。爸爸連假日也要上
班，都不陪我玩，我不想要這個爸
爸了。老師只喜歡和小香玩，真討
厭！但是，丟掉真的也沒關係嗎？
如果媽媽、爸爸、老師不在了，會
怎樣呢？本書引導那些常常說「我
最討厭你了」的孩子反省，學習體
諒與體貼，轉而說出︰「原來，有你
真好！」

《那裡有狼！》
文 / 圖•馬修莫德（Matthieu Maudet）
譯•賴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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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紅鳥在牆角發現一隻正在吃三明
治的狼！他好害怕，立刻轉身逃
跑。其他的動物聽到警告，也跟着
拔腿逃跑。可是，小動物卻沒有發
現，狼對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
而且他們只是繞着牆壁跑圈。本書
不只讓孩子開心，更讓他們學習以
敏銳的洞察力，從不同的角度看事
情，進而發掘隱藏的笑點，把負面
轉向正面。

《好餓好餓好餓》
文•劉思源
圖•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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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斑貓喵大睡醒了，好餓啊！好想
吃胖嘟嘟的老鼠！大橘貓卻說，有
教養的家貓不可以想着吃老鼠。喵
大不想放棄，在家裏東找找、西找
找，咦？那個圓圓的是老鼠的屁股
嗎？用力一咬！糟糕，是主人的滑
鼠……可是，明明找不到老鼠，卻
一直聞到老鼠的味道，這是怎麼回
事呀？真煩惱，真煩惱！

《媽媽的一碗湯》
文•郝廣才
圖•潘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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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煮的湯，一直陪伴着女兒成
長。夏天的綠豆湯，冬天的紅豆
湯，幫助考試的魚湯，舒緩工作壓
力的蓮子湯……女兒最喜歡喝媽
媽的湯，每一口都是流進胃裏的陽
光。但是，當媽媽離開了，要用多
少思念，才能守住媽媽的湯？一
天，女兒下班回家，打開家門，一
股熟悉溫暖的香味緩緩飄來，是誰
守護了媽媽的湯？

《不要就是不要！》
文 / 圖•桑德斯（Jayneen Sanders）
繪•潔麗．查瑪金（Cherie Zamazing）
譯•楊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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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身體，我要做自己的主
人！如果我不想被擁抱、親親或玩
搔癢遊戲，請尊重我！本書引導孩
子自己做選擇，並學會尊重他人的
選擇，成為有自信、能獨立思考、
有主見的人，能尊重、愛護自己和
他人的身體。書末附有「給讀者的
貼心話」，讓家長與孩子一同探討
關於兒童自我保護的權利與方法。

《小鈕扣》
文•小川洋子
圖•岡田千晶
譯•王蘊潔
出版•步步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有一天，安娜襯衫上的線斷了，小
鈕扣掉到了地上，愈滾愈遠，意外
遇見曾經陪伴過安娜的玩具、圍兜
與手搖鈴。大家都在哭訴過去的美
好日子，也因被拋棄而悲傷。小鈕
扣卻說，是因為有大家的陪伴，安
娜才能健康長成快樂的女孩。大家
都釋懷了，一同快樂地祈求安娜平
安健康的長大。

幽默、
盲點

勇敢
拒絕

細心
發現

體諒、
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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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換書》
文•林世仁
圖•達姆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大風吹，吹什麼？這是一個大家熟
知的遊戲，在本書裏，名字會隨着
大風換來換去，爸爸叫天花板、媽
媽叫地板、車子叫唉唷喂啊……所
以小朋友的作文變成這樣：「昨天，
天花板和地板開着唉唷喂啊帶我出
去玩。」調皮的風不斷惡作劇，接下
來還要把什麼東西換掉？一場場驚
奇秀即將上演，歡迎小讀者一起來
想像！

《男孩與三條腿》
文•山本賢藏
圖•伊勢英子
譯•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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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在喪母後，來到陌生的阿姨
家，也因為在學校受到霸凌，他
不再去上學了。街上有一隻只有三
條腿的狗，時常陪他在路上追逐奔
跑，也聽他講許多許多的故事。冬
天結束，男孩要離開了，也從此與
三條腿分別。但是，在往後的許多
孤單日子裏，只要少年閉上眼睛，
那條街就在那裏，三條腿正看着
他，說︰「不會有事的。」

《30張圖讀懂太空》(新版）
文•賽門．羅傑斯（Simon Rogers）
圖•珍妮佛．丹尼爾（Jennifer Daniel）
譯•劉嘉路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碰！宇宙從何而來？星球大小比例怎
麼算？影響太空研究的重要科學研究
有哪些？太空船、火箭和衛星怎麼探
索宇宙？這些超難、超大、超謎團的
問題，其實只要一張資訊圖表就可以
讓你秒懂、秒理解。本書善用資訊圖
表的特點，綜合統整各種太空宇宙知
識，讓孩子的專注力回歸知識本身，
找出興趣，發現學習定位。

【橋梁書】

【橋梁書】

自然
知識

缺憾、
陪伴

勇敢
求救

想像力、
創意

歸屬感 《必須說出的祕密！》
文•詹妮．桑德斯（Jayneen Sanders）
圖•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
譯•楊佳諭
出版•小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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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騎士艾德的媽媽是城堡清潔員，
在她工作時，城主亨利爵士會與艾
德一起玩搔癢遊戲。有時候，亨利
爵士會亂摸艾德的私密部位，還警
告他不可以跟任何人說。面對亨利
爵士的警告，小艾德該怎麼做才好
呢？你也有不能說的秘密嗎？如果
是會令你感到不舒服，或涉及到身
體隱私的秘密，一定要告訴值得你
相信的人喔！

《天空之王》
文•妮可拉．戴維斯（Nicola Davies）
圖•羅拉．卡爾琳（Laura Carlin）
譯•劉清彥
出版•步步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小男孩要搬到陌生的國度去重新展
開新生活。小房子雜亂地擠在隆起
的山丘上，四處有煙囪冒着煙，街
上充滿了羊肉湯和煤灰的味道，小
男孩覺得這裏的一切都在告訴他，
他不屬於這裏。直到遇見一個行動
不便的養鴿子老人，在協助老先生
訓練鴿子的過程裏，才漸漸找到了
自己在陌生之地的家。

《植物的旅行》(新版）
文•洪志明
圖•鍾易真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出發吧！植物的旅行——椰子乘着
浪花飄呀飄，要去尋找美麗的小
島；蒲公英乘着白色小傘，隨風吹
到哪，就在那裏生根發芽；鬼針草
搭着小花狗的便車，到處跑啊跑；
鳳仙花的種子，趁着豆莢裂開的彈
力，拼命的往外跳……以童話包裝
自然知識，帶孩子驚見植物繁衍的
魔法，進一步探索奇妙的自然世
界。

探索
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