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語錄

讓童書灌溉童年
作者•葛琦霞

(台北悅讀學堂執行長）

　　我最喜歡用故事書來教學，這是我當老師的夢想。從小，我就

很喜歡故事書。剛開始，我拿着書，盡力地從書中的圖畫猜出故

事的內容，猜不出來時，就抱着書去問姊姊。這是還不識字時做的

事。

　　後來，認識字了，更愛看書了。小學階段是我看書最多的時

候，我可以吃飯時看書（當然是被爸爸、媽媽罵嘍）；晚上不睡

覺，偷偷在被窩拿手電筒看書（近視就是這麼來的）；月考前一

天，我還抱着厚厚的《基度山恩仇記》在啃書（因為要還給同學

了）。教科書的課文，對我而言，實在很容易應付過去，因為永遠

都一成不變，只是生字多了，難了，只要多寫個兩、三次，還是可

以通過。反而是故事書使我對各科的學習感覺容易不少，甚至作文

能力也是這樣無形中增進的。

　　我曾經在小學時有非常多的閱讀經驗，但是卻不能在課堂上和

老師一起討論，只得和三、五個和我一起瘋的同學相約去買書，一

起討論書中人物，共同為書中的情節感動，再移轉至現實。在那個

大家都不是過得那麼好的日子中，有一件事讓我覺得可以變得很愉

快，那就是閱讀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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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與大人的感知方式不同，

因此好的繪本，表達方式

要能貼近孩子。

—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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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的書又更多了，而且兒童文學作品佔了一半以上。小時候

省下零用錢買的故事書，到現在還在我的書架上。記得前一陣子《代

做功課股份有限公司》這本書還沒再次出版時，我很驕傲地拿小時候

我買的國語日報版的這本書給班上的孩子看，而且告訴他們：這本可

是絕版書喔！心裏可真是得意得不得了呢！

　　當了老師，覺得教課本真是一件無聊的事。實在是因為以前是統

一教材時，自己有一些想和小朋友一起玩的點子，往往會被同事們善

意地勸告說：和教學指引一樣最好，不要太不一樣，免得家長比較，

會說話的。看着和我小時候大同小異的課本，我覺得它真像口中嚼了

很久的口香糖：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所以我開始加料了：每一課我都讓孩子演演戲（因為我加入兒童

劇團很久了），也玩聲音、肢體動作、想像力……在課堂上，孩子笑

聲連連，注意力更集中，而且對課文的印象及概念更清楚了。這可比

抄寫的效果好上一百倍呢！

　　後來，我帶了一班所謂的「教學與評量改進班」，有了一些名正

言順的空間，因此我就想從教學和評量這兩方面着手。我和這一班孩

子閱讀非常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有的是我唸給他們聽，有的是國語

實驗教材，有的是報紙文章的作品。我們也做了很多成品，包含做

書、寫圖像的信、做新聞報導、設計菜單、看食譜作菜、討論書中的

故事情節與人物分析，以及很多很多說不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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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張湘君老師找我，希望能設計一些使故事書

能在課堂上給老師使用的活動，我就答應了（如果知道那麼

忙，我就不會答應了）。這些活動，只是一些點子，相信很

多老師一定還有更多的想法和點子，可以使這些設計更好。

　　感謝張湘君老師，她這麼願意指導我這個愛玩的小學老

師；感謝方淑貞老師，在我還是身懷六甲時，就不厭其煩地

叮嚀我到現在，讓我的教學及生活愈來愈快樂！也感謝我的

爸爸、媽媽，在我小時候愛看書時，他們採取不干涉、不介

入與不大力支持的「三不」政策，使我可以真的找到一些屬

於自己的讀書方法，更要感謝我這一班的小朋友和家長，他

們讓我看到了教學上無限的可能。最要感謝我先生，和我兩

個可愛的小孩，在我沒時間掃地、擦地、煮飯、洗衣服，情

緒不好皺眉頭時，他們無限的包容。

　　希望這些活動，能讓老師活起來，就像艾瑞．卡爾那一

本《看得見的歌》那位提琴手一樣，從原本的全黑剪影，最

後變成了彩色！多好玩哪！

《開放教育總動員：
	 25本童書教學活動設計》
   作者•張湘君、葛琦霞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轉載自︰葛琦霞著，〈讓童書灌溉童年〉，張湘君、葛琦霞合著，《開放教育總動員：25本童書
教學活動設計》（台灣︰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承蒙作者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作文引力：葛琦霞的
	 新腦洞大開寫作課》
   作者•葛琦霞
   繪者•陳沛珛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教室裡的小劇場：
	 圖畫書戲劇教學示例》
   作者•葛琦霞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葛琦霞老師最新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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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爸爸是個郵差，每天忙着在森林裏送

信，沒時間陪小熊玩，讓他感到好孤單。這

天，熊爸爸在送信的路上，發現了幾個小火

車的空車廂，於是他想到了一個超棒的點子，

為小熊準備了特別的驚喜，不只讓親子之間留

下難忘回憶，更為整個森林帶來歡笑！甚麼才

是最棒的禮物？陪伴，就是給孩子最多的愛。親

子共度的時光，就是最好的禮物！

陪伴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作者•海一慶子           譯者•賴云倩

《爸爸給小熊的驚喜列車》

文 / 圖‧海一慶子

譯‧賴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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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就是爸爸，不是媽媽、婆婆、哥哥或爺爺。爸爸就是爸爸，爸爸與我們相處時
玩的遊戲，說故事的聲線，談話的內容……都與媽媽有點不同。可是，爸爸和媽媽給
我們的愛，同樣是世上最無與倫比，最珍貴的。透過繪本，藉着角色之口，讓孩子明
白爸爸的想法，知道爸爸的難處，了解爸爸的期待，還有認識爸爸作為父親以外的種
種角色，讓孩子更懂得體貼與體諒我們心中永遠的巨人——爸爸！

導讀

　　每天早上，父母離開家門外出工作，對家裏的小小孩而言，即便只是短短
分別幾個小時，總是顯得漫長。跟故事中的小熊一樣，他們一心盼着父母可以
早早回家，有多一點時間陪伴在他們身邊。身為父母，想必也都和熊爸爸一
樣，雖然忙於工作，但心中總是惦記着家裏的孩子。熊爸爸和小熊的故事，是
每個有孩子的家庭，都很可能會有的甜蜜煩惱。

　　熊爸爸忙着送信，心中卻一直惦記着和小熊的約定。他用路上發現的空車
廂，巧妙的轉變成一列驚喜列車，隨着乘客愈來愈多，歡笑聲也愈來愈響亮。

   熊爸爸答應要帶禮物給小熊，他沒有食言，以身教讓小熊明白，信守承
諾的重要。另一方面，小熊答應爸爸會乖乖在家等待，他也說到做到，而他

的耐心等待，最後換來了驚喜的禮物。熊爸爸的這個禮物，不只為父子間
留下溫馨回憶，更為森林中的動物們，帶來難忘的歡笑時光。

        父母在外要忙着為事業打拼，回家要照顧孩子，工作和家庭之間
該如何兼顧，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工作固然重要，但孩子的成長只
有一次，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的愛不可或缺，親子間共享的每分每
秒都無可取代，也都值得好好珍惜。

轉載自︰海一慶子著，賴云倩譯，〈陪伴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爸爸給小熊的驚喜列車》（台

灣︰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承蒙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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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故事及討論時間

 1. 教師徐徐翻開《爸爸給小熊的驚喜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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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熊爸爸為甚麼每天都很早出門，不能留 

  在家陪小熊玩？

  ★ 熊爸爸在草原上發現甚麼很適合給小熊 

  玩的東西？他決定怎樣做？

  ★ 誰最先登上熊爸爸的小火車？是因為甚 

  麼原因呢？

  ★ 然後，有哪些動物登上小火車？

  ★ 愈來愈多動物登上小火車之後，熊爸爸 

  想到甚麼好主意？

  ★ 你的爸媽也是全世界最棒的爸媽，可以分

    享一次他們給你製造的驚喜嗎？

   ★ 爸媽因為工作，不能陪伴你的時候，你有

    甚麼想法？你猜爸媽又會有甚麼想法呢？

  ★ 我們的爸媽也與熊爸爸一樣，其實很願

    意多陪伴我們，只是工作忙碌，沒辦法抽

    身，只能一邊工作一邊記掛着深愛的孩

    子。你會怎樣安慰你的爸媽，向他們表達 

  關懷和體諒呢？ 

活動

II.	延伸活動

 1.  教師給每位學生一個屋型牛奶盒，兩支長竹 

 籤和一張顏色紙。 

 2. 讓學生嘗試對疊顏色紙（變成長方形），並 

 將長竹籤黏在紙的兩端，使之成為一面迷你 

 旗幡。

 3. 在旗幡上寫上「您是全世界最棒的！」字

   句，並稍作裝飾。

 4. 用顏色紙或顏料裝飾屋型牛奶盒，讓它看上 

 去像一間屋子。

 5. 完成後，將長竹籤黏在屋型牛奶盒的左右兩 

 邊，使迷你旗幡豎立在「屋子」上。

 6. 建議學生將這份手工帶回家，贈予剛剛下班 

 的爸媽，向他們表達感謝，例如︰「因為我 

 有全世界最棒的爸媽，所以我非常幸福快樂 

 呀！」

III.	總結

 1.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爸媽即使不能時刻陪伴

在旁，但我們永遠都是他們心中最深的牽

掛。

 2. 我們要學習體諒爸媽的難處，明白他們是我

們的爸媽之餘，也會有職員、子女、學生、

朋友等其他角色，在爸媽不能滿足我們的要

求時，也不應無理取鬧或亂發脾氣。

 3. 親子共度的時光，就是爸媽給我們的最好禮

物。所以，我們在與爸媽相處時，不應該只

顧着看電子產品，或是只忙着做自己熱衷的

事情，也要專心地與爸媽相處，珍惜與他們

一起共度的時光。

教具•《爸爸給小熊的驚喜列車》、屋型牛奶盒、
 長竹籤、顏色紙、顏料

作者•廖睿詩

適用級別‧小學三至四年級

您是全世界		 	 	 	 	
	 	 	 	 	 最棒的！



6

相關
推介

《爸爸，來騎馬！》
文 / 圖•三浦太郎
譯•劉康儀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5歲
自行閱讀• 6歲或以上

爸爸，來玩騎馬遊戲吧！他們遇到了
大熊，咚——咚——碰上了馬兒，喀
噠、喀噠。最後登場的驚喜角色是誰
呢？在這場遊戲裏，爸爸就是孩子童
心未泯的玩伴，一起愈爬愈高，愈走
愈遠，世界在他們眼前逐漸開展出不
同的面貌。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文 / 圖•陳致元
出版•和英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小熊的爸爸生意失敗，雖然聖誕節快
到了，卻沒錢買禮物給小孩。可是，
聖誕節是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呀！於是，熊媽媽動手縫製聖誕吊
飾，熊爸爸親自撿拾樹枝架設聖誕
樹，他們更用釣來的肥魚烹調聖誕大
餐，小熊一家過了一個很美好的聖誕
節。

《爸爸大對決：荒島釣魚記》
文•木村裕一
圖•宮西達也
譯•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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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父子從平原來到島上釣魚，沒想
到，猩猩父子也來這裏釣魚。互相看
不順眼的獅子爸爸和猩猩爸爸憑着一
股不服輸，要證明自己才是「最厲害
老爸」的氣勢，使出了渾身解數一決
勝負。於是，一場荒島上的決鬥正式
展開……

《爸爸山》
文 / 圖•曹益欣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親子共讀•0-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爸爸是一座山，我是最佳的探險家。
山，一直都在那兒，我，隨時可以攀
爬。寬容的爸爸從來不曾失去耐性，
總是微笑着說：「又要來爬爸爸山了
嗎？」每個成長中的孩子，都會把爸
爸當作一座高山，知道他是一個可以
陪自己玩耍，陪自己看世界的巨人。

《戰勝工作怪獸的爸爸超人》
文•李順眞（이순진）
圖•張寅玉（장인옥）
譯•魏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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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剛回家就倒在沙發上睡着了，此
時卻來了一隻巨大的工作怪獸，對爸
爸吐出成堆的文件和工作。阿宏把
超人眼鏡扔給爸爸，文件堆中頓時出
現一陣亮光，讓爸爸變身成為爸爸超
人！爸爸超人罩上披風，再放出雷射
光，痛快的把工作怪獸踢出去了！

《爸爸，爸爸，變！》
文•中川宏貴
圖•三角芳子
譯•游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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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變鱷魚！爸爸，爸爸變一
匹馬！爸爸，爸爸變長頸鹿！無論女
兒說甚麼，爸爸都能馬上回應，立刻
變身。這是一本描繪爸爸和寶貝女兒
「遊戲時間」的趣味圖畫書，更是爸
爸們的親子互動攻略本，滿載讓爸爸
和孩子都滿足的親子互動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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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父與子

《爸爸大集合》
文 / 圖•宮西達也
譯•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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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比」、「把拔」和「爹地」是童
語中的爸爸；工地主任、老師、廚師
是各行各業裏的爸爸。爸爸會陪我午
休，會和我一起合奏合唱……無論是
哪一種爸爸，都是我最敬愛的爸爸。
爸爸不常說甜言蜜語，卻有最厚實的
肩膀，是撐起整個家庭的大巨人。

《寵物爸爸》
文 / 圖•耶拉娜．愛倫（Elanna Allen）
譯•邵正宏
出版•道聲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小莓想要一隻寵物，但爸爸卻不想養
寵物，於是小莓得到了寵物爸爸。她
會陪寵物玩耍，搔癢他的肚皮，但他
不喜歡坐下或撿東西。那麼，小莓最
後有把他訓練成完美的寵物嗎？這個
溫馨動人的幽默故事，定會讓所有想
養「寵物」的父母與孩子放聲大笑。

《爸爸，我跟你說……》(中英雙語）
文 / 圖•米蓋爾．坦可（Miguel Tanco）
譯•吳鳳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本書以小男孩的視角和口吻，訴說和
爸爸一起做的事情——在公園玩耍、
散步、談天說地、搭公車、騎腳踏
車、講睡前故事等等。簡約卻深刻的
文字，搭配明亮時尚的插圖，傳達父
子間的親情與生活中的美好時光，讓
成人與小孩也會心一笑。

《即使見不到想念的爸爸……》
文 / 圖•芭絲卡・芙翁古特（Pascale Francotte）
譯•吳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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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目不轉睛地盯着其他小朋友的
爸爸看，臉上浮現羨慕的表情。原
來，她的爸爸已經離開她的身邊了。
小女孩知道，爸爸不在身邊，無法陪
伴她成長，真的很可惜，但是小女孩
仍鼓勵自己，相信自己會是個很棒的
女兒。

《我爸爸是長頸鹿》
文 / 圖•史蒂芬・麥可・金
           （Stephen Michael King））
譯•李貞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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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很高大，但是絕對不像霸王
龍那樣可怕。我的爸爸長得很高，身
上有斑點，我的爸爸是長頸鹿！長
頸鹿爸爸可以做到好多我做不到的事
情，例如不必游泳就能走過小河。長
頸鹿爸爸可以保護我，也可以帶給我
勇氣！他就是我的爸爸，我愛他。

《我的爸爸》
文 / 圖•姜景琇（강경수）
譯•林佳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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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小男孩的視角，像是上台匯報
一般，和大家分享關於爸爸的一切。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就是英雄、勇
者、十項全能！任何生活技能，只要
請教爸爸，向爸爸學習就行！但是
高大強壯的爸爸，怎麼有一天會彎了
腰，白了髮，成了蒼老的老人家呢？

《我的爸爸是電車司機》
文•平田昌廣
圖•鈴木守
譯•朱燕翔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他不只是我的爸爸，還是所有乘客的
安全守護者。別人家的爸爸放假時可
以陪孩子遊玩，我家的爸爸卻沒辦
法，因為他是電車司機。他與車站中
的其他工作成員一起帶領所有旅客，
依照預定時間，開向目的地。我的爸
爸好了不起！他是一位電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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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貓頭鷹》(中英雙語）
文•葛瑞格・皮佐利（Greg Pizzoli）
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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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被噪音吵得睡不着嗎？這本可
愛的晚安繪本絕對讓你超有共鳴！
貓頭鷹準備睡覺了，當他舒服地躺
在床上，卻聽見一個奇怪的聲音。
他一定要查出這煩人的聲音是怎麼
回事，否則絕對睡不着！於是他清
空櫥櫃、敲掉地板、拆掉屋頂……
究竟這聲音是甚麼呢？

《我的朋友》(中英雙語）
文 / 圖•五味太郎
譯•上誼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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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快樂地和她的好朋友小貓、
小 狗 、 蝴 蝶 、 貓 頭 鷹 、 書 本 一 起
玩，從他們身上學習走走、跳跳、
聞花香、看夜空，還有閱讀等生活
的樂趣跟能力。原來，我們可以從
朋友身上學到那麼多東西，原來學
習可以充滿樂趣！

《說聲嗨，我們其實可以很靠近》
文/圖•娜塔莉亞．科倫波（Natalia Colombo）
譯•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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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先生和兔子先生每天也會去上
班，他們每天都會經過同一條路，
總是在路途中擦身而過。可是，他們
從來沒有向對方說過一聲︰「嗨！」鴨
子先生與兔子先生都知道彼此的存
在，卻總是靜靜地等待對方先開口
打招呼。其實，只要有誰先開口，
他們早就能成為好朋友了，真可惜
呀！

《誰在廁所裡？》（二版）
文 / 圖•珍妮．威利斯（Jeanne Willis）
文 / 圖•阿德蘭．雷諾（Adrian Reynolds）
譯•林盈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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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外的隊伍愈排愈長，到底是誰在
廁所裏呀？是不是大象在「嗯嗯」
呢？是不是企鵝的尿結成了一根「尿
冰棒」？還是犀牛正在製造「香噴
噴」的「熱咖哩」？莫非，河馬的肥
屁股被馬桶卡住了？在這本書裏，你
會看到各種有趣的可能性，但不到最
後一頁，你絕對猜不到真相！

彼此學習

主動打
招呼

安眠、
幽默

奇思
妙想

【橋梁書】

《飛行刺蝟》
文•阿涅絲．德．雷史塔德（Agnes de Lestrade）
圖•夏洛特．德．林涅希（Charlotte des Ligneris）
譯•尉遲秀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爸爸是珍妮的堡壘和堤防，可是這
個堤防剛剛潰堤了。爸爸失業之
後，就無精打采地待在家裏看電
視，時間愈長，她愈不知道該如
何幫助老爸。雖然煩惱愈來愈多，
困難重重，但是這次換她和媽媽來
當爸爸的啦啦隊，幫他重新建立信
心，找到工作新轉機！

《爸爸有一千隻手》
文 / 圖•卡拉斯（Klaas Verplancke）
譯•賴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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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有時候笑得很溫柔，雙手好溫
暖。但有時候，爸爸講話的聲音像打
雷，冰冷的手像閃電一樣揮。小男孩
討厭凶巴巴的爸爸，決定去遙遠的地
方，找一個新爸爸！小男孩會找到
一個更好的爸爸嗎？如果小男孩找累
了，會不會有暖暖的手迎接他回家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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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自
然之美

人體、
病理

《如何當爺爺的保母》
文•琴・里根（Jean Reagan）
圖•李・威迪胥（Lee Wil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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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出門了，我要開啟寶貝保
母的「照顧爺爺」模式。首先，給
爺爺做個點心，可以是加上番茄醬
的任何東西，可以在餅乾上放點冰
淇淋，太完美了！吃過點心就要帶
爺 爺 去 散 步 ， 回 來 後 也 要 哄 他 睡
午覺，還有……這是一本「照顧爺
爺」的秘密寶典，會教你如何成為
爺爺的最佳保母哦！

《讓我安靜五分鐘》
文 / 圖•吉兒．莫非（Jill Murphy）
譯•李紫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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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隻 象 寶 貝 正 在 隨 心 所 欲 地 吃 早
餐，象媽媽決定帶着自己的早餐，
往浴室舒舒服服的泡澡順便避難。
可是，孩子們卻也緊跟着象媽媽的
屁股後頭往浴室走去，他們表示想
和媽媽一起吹笛子、吃蛋糕、唸故
事、玩玩具……可憐的大象媽媽，
要怎樣才能安靜五分鐘呢？你能幫
她想想辦法嗎？

《陶樂蒂的開學日》
文•陶樂蒂
圖•陶樂蒂、黃郁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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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樂蒂是愛觀察的小女孩，開學日
對她來說就像是一個探險日。有同
學愛生氣，有同學貪吃，有同學一
直哭，有同學是金髮的外國人，還
有兩個人長得一模一樣！每一個跨
頁都會出現全班同學，而畫面和文
字則會聚焦介紹一個同學的特質，
讓讀者也運用觀察力來了解各同學
的性格和特徵。

《藍色時間》
文 / 圖•伊莎貝拉・西穆勒（Isabelle Simler） 
譯•林幸萩
出版•步步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白日將盡，黑夜將臨。白日與黑夜
之間，穿越的是一段朦朧而短暫的
藍色時間。作者用她的畫筆捕捉了
這段魔幻時刻，細緻描繪在藍色時
間裏的鳥兒，還有藍色的蝸牛、青
蛙、花朵、遙遠海洋裏的鯨魚等，
在主調藍色與其他華麗的色彩交織
之下，讓讀者見到自然之中無可比
擬的美。

《感冒救援部隊》
文•蔡秀敏
圖•施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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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救援部隊來囉！我是隊長解熱
鎮痛劑，專門對抗痛痛怪。隊員1
號是抗組織胺，他能快速阻止噴嚏
蟲。隊員2號是血管收縮劑，他能把
讓人鼻塞的胖胖獸綁起來。隊員3
號是鎮咳祛痰劑……本書由專業藥
師及小兒科專業醫師撰寫和審閱，
以精美圖像為孩子詮釋最常見的疾
病——感冒。

體貼、
親子

祖孫、
關愛

開學、
觀察

祖孫、
關愛

《如何當奶奶的保母》
文•琴・里根（Jean Reagan）
圖•李・威迪胥（Lee Wil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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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當奶奶保母的小女孩，讓
我給你傳授「照顧奶奶」的秘密寶
典！首先，要安撫爸媽︰「不要難
過，我很快就會回家了！」然後，
你就可以讓奶奶選擇你想到的好玩
計劃。啟動奶奶保母的戶外模式後
會有甚麼幸運事發生，開啟室內模
式後可以進行甚麼活動，本書都會
一一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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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沒有贏，沒有關係》
文 / 圖•鄭震鎬（정진호）
譯•陳怡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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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比賽，有人贏，就有人輸。不
過，比起誰贏誰輸，和朋友一起完
成 一 件 開 心 有 趣 的 事 情 ， 不 是 也
很好嗎？就像這個小男孩，雖然數
學、運動、吃飯速度等落後於人，
但他與好朋友一起玩跳水的時候，
無分你我，不分高低，誰都能享受
其中，噗通一聲，所有懊惱情緒全
部一沖而散。

《腳踏車》
文•盧卡斯・阿諾杜森（Lucas Arnoldussen）
圖•馬克・揚森（Mark Janssen）
譯•陳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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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騎腳踏車嗎？我們常常騎腳踏
車 ， 卻 不 一 定 了 解 腳 踏 車 。 你 知
道，世界上第一輛腳踏車既沒有踏
板，也沒有控制方向的把手嗎？你
知道，腳踏車運動比賽，還會比特
技、比穩定嗎？這本書以各個不同
的面向，輕鬆可愛的圖像，展現腳
踏車的豐厚內涵，讓你也可以成為
腳踏車專家！ 

《誰要零鴨蛋》
文•管家琪
圖•林傳宗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小元考試得了零鴨蛋，他怕被媽媽
罵，於是捧着零鴨蛋，想送給鴨媽
媽、鳥媽媽，但是誰都不想要！正當
小元慌張無助時，遇見了一個會魔法
的老公公，會發生甚麼奇怪的事呢？
這本書貼近孩子的心理，以輕鬆幽默
不說教的方式，陪孩子一起面對每次
考試與考驗起起落落的課題。

【橋梁書】

未來
志願

運動、
機械

科技
原理

享受
過程

新挑戰
《搭飛機旅行，你不知道的祕密》
文 / 圖•柿子（감）
譯•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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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倫與爺爺一起前往紐西蘭，光是
想到能坐上真的飛機就興奮不已。
飛機是怎麼飛上天的？不能帶上飛
機的物品有哪些？機師在飛行時要
如 何 吃 飯 ？ 飛 機 在 空 中 不 會 相 撞
嗎？跟着東倫的腳步，一起學習搭
乘飛機必須知道的常識，以及與飛
機相關的各種知識吧！

《你要前往的地方！》(中英雙語）
文 / 圖•蘇斯博士（Dr. Theodor Seuss Geisel）
譯•劉清彥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美國兒童啟蒙導師蘇斯博士，用他
獨具一格的韻文和經典人物插畫，
和你一起站在起跑線上，用肯定的
目光鼓勵你：「那麼，你會成功嗎？
會！一定會！（百分之九十八又四分
之三的保證你會）」孩子，你連高山
都能移動。孩子，你的高山在前方
等着你。出發吧，就是現在！

《我的興趣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工作》
文 / 圖•艾昆汀．葛利本（Quentin Gréban）
譯•賴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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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問全班同學，未來想從事甚麼
工作呢？總是在遊樂場發號施令的
安東尼說要當警察！常常跌倒而身
上貼着「OK蹦」的娜塔莉說要當
醫生！最喜歡吃東西的萊雅說要當
賣冰淇淋小販！可是，小茱莉葉
呢？她覺得這個問題有點難，因為
現在的她，還不知道未來想做的工
作……

面對
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