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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由，才能在
	 	 書海裏遨遊

作者•林怡辰

　　最常聽到老師提出有關閱讀指導的問題是︰孩子沒有閱讀動

機。每次我聽到這樣的問題，心裏都會狠狠揪一下，暗自輕嘆︰「好

可惜喔！」對我來說，除非孩子已放棄學習，生活完全沒有趣味，

不然問題其實不是出在缺乏閱讀動機，而是老師選擇的書對他來說

「無法引起動機」。

　　師長們脫離小學時期已經很多年，而現在童書出版也百家爭

鳴，但很多老師一提到閱讀，推薦孩子看的書籍不是《紅樓夢》就

是《三國演義》。當然，經典有它的存在意義，在充足的帶領之

後，也能讓孩子讀得興味盎然。但如果是剛剛起步的孩子，或是興

趣不在文學故事的孩子，對他來說，老師選擇的經典書籍，就好比

現下強迫老師們一定要觀看某部影展的得獎電影一樣。電影本身是

好的，但沒有帶領解說，類型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又加上因為是

被規定的而自主性低，觀看的內在動機就明顯被削弱了。許多認真

的老師還會加上「寫閱讀心得」的作業、「檢核答題」的要求，而

閱讀一旦和考試、作業掛勾，成為一種「不得不」的、被強迫的事

情，這就離興趣愈來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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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幼兒閱讀的首要目標是

讓他體會到閱讀的樂趣和

成功感。

—韋惠英

（青田教育中心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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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並非全盤否定心得寫作和閱讀測驗的功能，它們能助孩子深入理解書
籍，幫助教師了解全班孩子閱讀的困難。但如果我們今天重視閱讀的興趣與樂趣，希
望孩子可以主動拿起書籍，那麼，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價值觀必
須一致。

　　像是有老師說︰「沒有看書的，下課留下來看書！」雖然在課堂上有時間壓力，老
師無法一一支援孩子，但這樣的話一說出口，背後隱含的價值觀就是︰「看書是功課，
是討厭的事情！」無怪乎，孩子出了校門就不願意閱讀了。

　　如果我們這樣說︰「先訂正完的孩子可以先看書喔！」哇！閱讀是獎勵，是美好的
事，是有閒暇時間的選擇。老師的價值觀和每個意識流轉成的言語、動作、表情，其
實都好重要。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尊重每個孩子有不一樣的天賦，有不一樣的繽紛人生，那
麼，何苦強迫每個孩子都要閱讀狹窄類別的書籍，造成彼此痛苦，然後再感嘆孩子沒
有閱讀興趣？

　　我長時間在圖書館中埋伏。其實許多孩子的問題，只要我們認真面對孩子，和孩
子交談，他們就會給答案。大部分小男生對文學類書籍比較不感興趣，喜歡的書籍大
多偏向幽默的、可操作的，主題圍繞交通工具、武器、恐龍、迷宮、噁心、神秘等。

　　不同孩子也有不一樣的選擇，在推薦書籍之前，可以先問問他們平常喜歡做甚麼
休閒活動。如果孩子只喜歡玩遊戲，也有《團康大全》可以提供不一樣的選擇和變化。
有時圖書館恰巧沒有這類型的書籍，還能以「讀者推薦購買」方式增加圖書館的藏書。
這樣的圖書館能和孩子一起成長，是活着的、不斷進化的圖書館。

　　其實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在不適當的時間遇見一本好書。當時不覺得這本書
如何，但經過一段時間，才知道是自己讀不懂、不會讀，或是心境和經驗不足，讀不
出這本書的內涵和意義。過了一段時間重新拾起，才發現原來曾經錯過這樣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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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林怡辰

是國小老師，喜歡和學生一起學習各種

有趣的知識；也是三個孩子的媽媽，餘

暇最愛和大寶、小寶、三寶一起啃書。

從當上教師的第一天開始，就期許自己

用心經營每一堂課，希望每個孩子都

能學得開心、有成效，以所學讓自己幸

福。2007年開始寫部落格（yichanlin.

blogspot.com/）記錄閱讀與作文教學

至今，得過閱讀磐石、創新教學等獎，

並四處分享關於作文、閱讀、讀報、圖

書館教育和教學的心得。

當然，也會有別人喜歡得不得了的書籍，自己讀起來卻淡淡
沒甚麼感覺的情況；而自己珍藏已久的書籍，別人卻反應平
平。遇到孩子不喜歡某類別的書籍時，很簡單，書籍主題如
此多，再讓孩子選過就好。

　　如果孩子喜歡特定書籍類別，例如漫畫類別，不妨順勢
而為，導引孩子從漫畫的天地接觸其他書籍。像《漫畫三國
演義》，雖有大致故事，細節卻受制於篇幅。當兩格漫畫畫
出關羽騎馬衝出，大刀砍下，敵人死亡，簡單圖像就交代
完畢，可是閱讀文字版本，可以看見文字先以大篇幅鋪陳對
方的實力，大將都不敵，累積到高點後，關羽儀表不凡的亮
相，大家都不看好，關羽甚至說︰「如不勝，請斬某頭。」結
果一出，「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關羽返回，把敵人首級丟
在地上，之前斟的熱酒，「其酒尚溫」。這就是文字的魅力，
富含想像、細節、堆砌，爆發的能量。

　　因此，當孩子對這個類型有興趣的時候，他會想要知道
更多，其他類別就可以提供更多細節與想像。《三國演義》有
漫畫版數種，也有圖文版、小說版，當然也有原文版。依序
給予，順利協助孩子從圖像到文字，享受其中。

　　當孩子順利接軌閱讀文字，可以抽象思考之後，再引領
他到不同類別的書籍。每個知識類別並非單獨存在，多元的
閱讀會豐富孩子的生活，貼近孩子生活，與孩子連結，孩子
也才能愛上閱讀，主動閱讀。如果我們沒有給予孩子閱讀的
自由，又怎麼期望他可以發展出閱讀興趣和品味？又怎麼期
望他在閱讀上有自己的想法？

　　只有尊重孩子的選書自由，閱讀這件事才從此有了樂趣
和興趣，體會在浩瀚書海裏和自己有興趣的書相遇，是一件
多快樂的事！當我們尊重每個孩子有選擇閱讀的自由，我們

才真正做到︰「允許孩子成為他自己。」▉

本文轉載自︰林怡辰著，〈有自由，才能在書海裏遨遊〉，《從讀到寫，林怡辰的閱讀教育：用閱讀、寫
作， 讓無動力孩子愛上學習》（台灣︰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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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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小白鼠和小黑鼠追尋幸福
作者•周姚萍

《帶來幸福的酢漿草》

文 / 圖‧仁科幸子

譯‧周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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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恕是一份禮物，有時是我們給予他人，有時是別人給予我們。我們教導孩子寬恕
和道歉，並不會讓孩子變得逆來順受或軟弱。選擇寬恕，才能不讓事件衍生的憤怒、
悲傷或其他負面情緒掌控我們；敢於道歉，因為我們願意為自己的言行負責，也重視
他人的感受。這才是真正內心強大的人會有的表現。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中把握機
會，從日常小例子中引導孩子實踐寬恕，並且挑選適合的繪本，讓孩子借鏡角色言行
作反省，也能從旁觀者的角度，輕鬆愉快地了解寬恕和被寬恕的重要。

導讀

　　四葉的酢漿草並不多見，所以又被叫做「幸運
草」。許多人在孩提時，都有這樣的經驗，跟着夥伴
們，在田野或草地間，尋找着「幸運草」，要是能從
許許多多的三葉酢漿草當中，當真找出一株四葉酢漿
草，那肯定要又叫又跳，滿心喜悅，覺得自己手中握
着滿滿的幸運。

　　幸運與幸福，是人人都企望擁有的。能找到一株
稀有的「幸運草」，當然十分幸運，不過，還有更多
的方法，是能讓人在生活中，真切掌握住幸運和幸福
的。

　　《帶來幸福的酢漿草》便具有這樣的意涵。

　　小白鼠和小黑鼠是一對感情很好的朋友，因為一
件小事吵架了，誰也不肯道歉，心中種下了芥蒂，結
果，原本會一起去做的事，不再一起去做了；就連吃
起飯來，也一點兒都不覺得好吃。最後他們決定，誰
先找到四葉酢漿草，另一方就得先道歉。在這過程
中，他們歷經了找不到四葉酢漿草的挫折，被蜜蜂和
蟋蟀嘲弄，也懷念起對方的優點，還共同遭遇了危
險……在危險過後，他們慶幸彼此都安然無恙，也忘
了先前的爭吵和賭氣，一起吃了生平最幸福的一餐；
儘管他們並沒有找到四葉酢漿草。

　　作者很巧妙的藉由一個發生在生活中的吵架事
件，帶出人性中很常見的「賭氣」與「冷戰」狀況，
並在故事的開展中，讓讀者從小黑鼠和小白鼠的身上
看到：若是把小事看成大事，僵持不下，表面上似乎
很有自尊，失去的卻更多。同時，整個故事以象徵幸
福的「四葉酢漿草」為軸心，帶出了「幸福究竟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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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幸福是「可以一如往常和好友一起做喜歡
做的事」；幸福是「可以毫無芥蒂，開朗的笑着」；
幸福是「身邊的人都平平安安」……這也讓每個讀者
不由得去思索，自己的幸福到底是甚麼？

　　當然，小白鼠和小黑鼠在歷經了這個事件後，對
於原本身邊所存在的幸福，也就更珍惜了。

　　這本繪本中「吵架」、「鬥氣」的主題，可作為孩
子生活的引導，而小白鼠和小黑鼠的心理反應又很符
合孩子的特質，能引起孩子認同。而它包含的「幸福
是甚麼」的意蘊，則不論是成年人、孩子，都能有所
感受。

　　由於仁科幸子也從事設計工作，因此在圖像的呈
現上包含着小小的設計趣味，例如小白鼠和小黑鼠尾
巴上的酢漿草，以及他們居住的地方以花朵當做吊燈
等等，顯得十分的可愛。

　　另外，蝴蝶頁的設計也頗能和主題呼應：前蝴蝶
頁畫着刺蝟手中握着酢漿草往前走去，彷彿要引領人
們進入書頁中追尋幸福。後蝴蝶頁與前蝴蝶頁的畫面
完全相同，卻似乎有另一層隱喻：離開書的世界，走
入真實的生活，幸福又在哪裏呢？

　　整本書的色彩美麗而和諧，對於小讀者的色彩感
覺與配色和諧，具有陶養的功能，同時，這色彩呈現
也呼應着主題，帶來溫暖幸福的感受。

本文轉載自︰周姚萍著，〈看似簡單卻又說不出口的「對不起」〉，仁科幸
子著，周姚萍譯，《帶來幸福的酢漿草》（台灣︰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5）。

承蒙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兩隻老鼠吵架了，誰也不肯先道歉，也不

與對方一起吃飯和玩耍。可是，沒有朋友

的陪伴，實在很無聊呀！於是，他們與對

方約定，誰先找到四葉酢漿草，誰就可以聽

到對方的道歉。但在尋找的過程中，他們卻

重新記得，原來能夠一起這樣笑着，是多麼幸

福的事。於是，不再介意由誰先說「對不起」

了，重修舊好，更珍惜與對方的關係，再次享受

與對方一起共度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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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故事及討論時間

 1. 教師向學生講述《帶來幸福的酢漿草》，藉着優美圖畫及老師的聲線帶動，讓學生有機會投入到

童書的故事世界裏。

 2. 故事結束後，邀請學生分享一個最為深刻的情節，或是他們對故事、角色等的感受與看法。

 3. 然後，配合延伸問題，引導他們作更深入的思考，例如︰

  ★ 小白鼠和小黑鼠為甚麼要尋找四葉酢漿草呢？

   ★ 沒找到四葉酢漿草，他們卻仍然可以和好了，你知道原因嗎？ 

   ★ 你也曾經與朋友吵架嗎？你們後來是如何和好的？

活動

教具•《帶來幸福的酢漿草》、綠色手工紙、剪刀、筆

送你一片
	 	 	 酢漿草

II.	 延伸活動

 1. 教師給每位學生派發一張綠色手工紙，引導學生將手工紙剪成四葉草形狀。 

 2. 教師先承接上一部分，以故事中的兩隻老鼠為例子，問學生曾否讓朋友或親人生氣或傷心了，

  並延伸說一說當時的內心感受。

 3. 如果學生想不到對象，教師可以用生活例子引導學生，例如問他們有沒有試過向家人發脾氣，或

是不小心弄髒了朋友的物件等。

 4. 請學生在紙上以文字或圖畫形式，向那位朋友或親人表達歉意，以及對他們的珍愛。

 5. 然後，教師告訴學生，這張手工紙已變成「帶來幸福的酢漿草」，邀請他們在課後贈予當中提及

的朋友或親人。

III.	總結

 1. 兩隻老鼠最初因為不願意先向對方道歉而找尋四葉酢漿草。然而，在過程中發現，原來能夠與朋

友一起笑着，是多麼幸福的事。於是，不再介意是誰先說「對不起」了。

 2. 兩隻老鼠的發現，為我們帶來甚麼啟示呢？是有如蜜蜂和蟋蟀所說的，可以藉着尋四葉酢漿草來

獲得幸福？還是要珍惜與親人朋友的關係，不要因為氣上心頭，亂發脾氣，也不要因為面子過不

去，覺得尷尬而不願道歉呢？聰明的同學，相信你們一定知道答案！

作者•廖睿詩

適用級別‧小學一至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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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說話不應該傷人》
文•伊莉莎白・凡迪克（Elizabeth Verdick）
圖•瑪莉卡・海因倫（Marieka Heinlen）
譯•徐立妍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 6歲或以上

你說話的時候，家人、朋友、老師，
還有其他許多人都會聽見。大家喜歡
聽你打招呼、說故事、唱唱歌，但是
不喜歡聽到你說傷人的話，因為傷人
的話會讓大家傷心。說話之前先想一
想，在說出傷人的話之前，先把這些
話藏起來；如果不小心說出口了，要
記得說「對不起」！

《野貓軍團開火車》
文 / 圖•工藤紀子
譯•黃惠綺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看來，野貓軍團又惹麻煩了！聽聽他
們怎麼說︰「對不起，我們錯了！
我們不應該貪玩……我們會負起責
任，把一大堆一大堆的玉米花統統賣
出去。」究竟野貓軍團又惹了甚麼麻
煩？他們知道自己做錯了之後，所作
的補救工作有用嗎？快來喔！快來小
山農場買玉米花，一起看看野貓軍團
的故事！

《我想要弟弟變成貓》
文•凱瑟琳・米茲梅耶（Catherine Metzmeyer）
圖•米歇爾・德福佑（Michaël Derullieux）
譯•葉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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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亞的弟弟湯姆總愛亂翻她的東西，
又像跟屁蟲那樣黏着她，還害得她也
被爸爸斥責，真是個討厭鬼！她心
中暗想︰真希望湯姆變成貓咪！沒想
到，願望竟然成真了！她嚇得不知所
措，很後悔，希望湯姆能變回來，並
原諒她……兄弟姐妹間要互相包容，
彼此原諒，因為對方永遠是最重要的
手足。

《「不關我的事」的後果……》
文•朴秀娟（박수연）
圖•申炫靜（신현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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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勳常常推卸責任，總要他的玩具、
牙刷、餐具等替自己背黑鍋。有一天
晚上，大家都生氣地跑來找志勳，說
再也不理他了。志勳很焦急，要如何
與玩具們重修舊好呢？無論推卸責任
的動機為何，我們也要陪伴孩子練習
勇於坦承錯誤，並認識自己的責任範
圍，負起自己該負的責任，養成終身
受用的好品格。

《小熊阿班說對不起》
文•克萊爾・弗里德曼（Claire Freedman）
圖•史蒂夫・史摩門（Steve Smallman）
譯•吳嘉儀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3歲
自行閱讀•5歲或以上

看！小熊阿班來了！他總是活力充沛，
整天也要好朋友跟他一起玩。可是，
這天他玩得太匆忙，無意中傷害了朋
友們。幸好，經歷這件事之後，他不但
學會了說對不起，也曉得要再次把事
情做好。讓你的幼兒也與可愛的小熊
阿班一同學習，成為懂禮貌，願意適
當時候說對不起的好寶寶吧！

《小艾！不要這樣！》
文 / 圖•黛西．赫斯特（Daisy H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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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塔莉的弟弟小艾有時很有趣，但大
部分時間卻很考驗人的耐心。例如，
小艾有時會在她的東西上塗鴉，有時
會吃她最愛的書！納塔莉很生氣，弟
弟來找她的時候，她甚至用手摀住耳
朵不理他。其實，弟弟也很自責，想
作些補救（雖然又闖禍了）。終於，
納塔莉原諒了他，故事的結局是甜蜜
的喜劇啊！

《我是大強！》
文 / 圖•茉拉葛胡德（Morag 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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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強」遇到了另一個「大強」，他
們都搶着要當唯一的大強。為了證
明自己是「大強」，他們互相較勁，
吵個不停，不斷指控對方的不好。可
是，被罵之後，兩個人都好難過。終
於，他們學會向對方道歉，彼此和
好，才發現原來兩個人都當大強也很
好！不過，沒想到這時候又出現了另
一個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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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說對不起？》
文•蘇菲．弗爾羅（Sophie Furlaud）
圖•朵樂蒂．德蒙弗里（Dorothée de Monfreid）
譯•許若雲、賈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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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咪咪、哈狼、豬比、毛毛總會
冒出許多新的有趣問題，例如：為何
做錯事要說對不起、可否嘲笑別人、
可否亂說謊……在這四位好朋友一來
一往的對話中，你的孩子也會受到鼓
勵，願意常思考、敢發問、主動說，
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盪出孩子更
多思想的火花。

《金色的盤子》
文 / 圖•貝妮黛．華茲（Bernadette Watts）
譯•林真美
出版•水滴文化–城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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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茲和貝拉是好朋友，總是一起在莉
茲的娃娃屋前玩。娃娃屋裏有一個耀
眼的金色盤子，有一天，貝拉忍不
住把盤子放進自己口袋，偷偷帶回家
去，據為已有。沒想到，貝拉並沒有
因為擁有了金色盤子而開心，深深的
罪惡感讓貝拉忍不住哭了出來，她該
怎麼辦呢？這是一個關於認錯和原諒
的動人故事。

《一輛名叫大漢的推土機》
文 / 圖•蓋文．畢夏普（Gavin Bishop）
譯•鄭如瑤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大漢是一輛正在執行任務的推土機，
他一心只為完成任務，不顧一切地向
前衝。直到有一天，鳥媽媽和鳥寶
寶，還有他們的鳥巢也因為他的衝撞
而掉在地上，他的心才柔軟下來，知
道自己的錯誤，真誠地道歉，並一改
他之前的工作態度，不單作出補救，
之後執行任務時也更加小心。

《謝謝，從我開始……》
文•中島啟江
圖•河原麻里子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小桃在班上總是被欺負，總是一個人
孤單單的。但是靠着媽媽教的魔法咒
語，世界改變了！要對曾經欺負自己
的人說「謝謝」，對成年人來說也是
一大挑戰，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但因
着這份勇氣與堅強，她看見了以往自
己未曾發覺的朋友們的善意，也讓自
己的心境產生變化，再次得到能夠改
變自己的自信。

《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文• 正岡慧子
圖• 小倉廣一
譯•林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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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田鼠查姆和丘比在回家途中發現了
一袋麵粉，可是推車已滿，再也裝不
下了。想了想，他們決定挖個洞，把
麵粉藏起來。第二天回到原地，卻
怎也找不着麵粉，他們不由得懷疑對
方，差點就因此失去了珍貴的友誼。
幸好，他們找到了原因，彼此也願意
為自己的錯誤而誠心道歉。

《傑克&佩特：
	 							好朋友也會生氣》
文•安娜．卡薩利斯（Anna Casalis）
圖•馬可．坎帕內拉（Marco Campanella）
譯•孔繁璐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本書有三個小故事，佩特在〈蛋糕不
見了〉裏誤會了傑克，她非常後悔，
於是主動道歉，請求原諒；在〈仲夏
派對〉裏，傑克錯摘了佩特種的花而
惹她生氣，但他誠意地道歉，還邀請
她去派對，佩特終於原諒他了；〈聽
朋友的準沒錯！〉講述佩特不理好朋
友的忠告，堅持要去市集，終被大雪
圍困……

【橋梁書】

【橋梁書】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文•花田鳩子
圖•福田岩緒
譯•陳瀅如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本來，我只是在暑假時去了住在漁村
的爺爺家，卻因為虛榮，謊稱爺爺
住在夏威夷，經常去那邊玩。我根本
沒有打算要說謊的，我只是想炫耀一
下，沒想到卻停不下來，就像吹氣球
一樣，愈變愈大。萬一被戳破怎麼
辦？我好着急啊，恨不得時間可以倒
流，讓事件回到還沒開始之前……怎
麼辦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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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長好長的驚奇翻翻書》
文 / 圖•雅妮・塔瑪金（Annette Tamarkin）
譯•吳愉萱
出版•臺灣麥克集團
親子共讀•0-3歲
自行閱讀•4歲或以上

翻開這本長長的書，猜猜看，誰躲在
蘋果的葉子下？找一找，小鳥藏在哪
裏？輕輕推，讓飛機飛上天空！動動
小手指，翻翻摺頁，一起加入尋找和
想像的遊戲吧！全書用字簡潔，圖像
俐落，閱讀形式多樣，邀請你一同發
現屬於自己的驚喜與美好！書末，拿
着書的兔子問︰「是誰的？」正是你
啊！

想像力

《我的奶奶是超級英雄》
文 / 圖•瑪露絲范倫（Marloes van Loon）
譯•林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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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珊喜歡和奶奶一起玩遊戲，一同
扮 演 太 空 人 、 印 地 安 人 或 超 級 英
雄。可是奶奶突然變得不一樣了，
開始忘東忘西，甚至會找不到路回
家 。 老 年 失 智 症 （ 認 知 障 礙 症 ）
患者的長期照護或會為家庭帶來壓
力，這本書可以助你與孩子開啟話
題，一同學習面對，好好回應各位
摯愛的不同需要。

認知
障礙症

《我是誰？》
文 / 圖•崔斯坦莫瑞（Tristan Mory）
譯•黃鈞荻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3歲
自行閱讀•4歲或以上

這是一本可愛的動物拉頁書，讓孩子
可以從動物的聲音、習性等，猜一猜
接下來出現的是哪一種動物。當孩子
拉動拉頁，貓頭鷹的耳朵、青蛙的眼
睛、大象的鼻子等就會出現，讓孩子在
遊戲中輕鬆認識十種動物的外型、聲
音與特徵！不僅讓孩子大呼驚奇，更
能訓練他們的手指小肌肉！

觀察、
發現

《誰來幫我擦藥藥？》
文 / 圖•約格．穆勒（Jörg Mühle）
譯•李紫蓉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0-3歲
自行閱讀•4歲或以上

小兔子阿尼跌倒受傷了，痛得哇哇
大哭。孩子，你願意幫他貼「OK繃」
（膠布），唸不痛咒語，拍拍背，
擦眼淚嗎？兩歲以後，孩子漸漸意
識到他人的存在，這時透過和書上
的阿尼互動，練習各種安慰的話語
和行動，就可以一點點了解甚麼是
同理心，學懂如何與他人作善意互
動。

同理心

《只屬於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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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咕咕最喜歡待在爸爸媽媽的肚
子下面，但那個位置如今居然被一
顆新來的蛋搶走了！「爸爸媽媽是不
是不愛我了呢？」這是每個經歷弟
妹出生的哥哥姐姐都會遭遇的不安
及恐懼，這個故事可以幫助你告訴
孩子，不管發生甚麼事，孩子永遠
都在父母心裏佔有一個最重要的位
置！

弟妹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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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
幫助別人

《哪裡才是我的家？》
文•珍妮．威利斯（Jeanne Willis）
圖•賈維斯（Peter Jar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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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企鵝一家，準備出門到南極野
餐，但布朗先生把地圖看反了！走
着走着，竟然遇到了北極熊白白先
生。友善的白白先生決定為企鵝一
家帶路，一路經過美國、英國、意
大利、印度……到了南極後，白白
先生又出發回去自己的家北極。沒
想到，回家後，竟有個意外的小驚
喜等着白白先生！

珍惜

《大樹，你給我記住》
文 / 圖•佐野洋子
譯•林真美
出版•步步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在老伯伯屋前長了一棵大樹，老伯
伯每天在這棵樹下晾衣、泡茶、睡
覺，用落葉烤番薯，享用大樹的果
實。儘管如此，老伯伯卻只看到這
棵樹帶給他的一些小小的不方便，
甚至在一個下雪天，居然把大樹給
砍了……失去了大樹，老伯伯會有
甚麼改變呢？他會因此變得比較開
心嗎？

睡前
儀式

《我的大象還不想睡》
文•珊．紐德特（Cee Neudert）
圖•蘇珊娜．格里西（Susanne Göhlic）
譯•李紫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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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該上床睡覺了，可是她最愛的
「大象」還不想睡。爸爸知道，要
哄一隻大象上床睡覺可不是那麼簡
單的事。如果大象睡前要喝水，就
得喝滿滿一浴缸的水！如果大象要
刷牙，小小的牙刷要刷多久啊？邀
請你也和孩子一起閱讀本書，建立
彼此喜歡的睡前習慣，輕鬆快樂的
入眠！

《比一比，誰最長？》
文•佐藤伸
圖•山村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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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大象、蛇、長頸鹿等都在為自
己有過人的長度而自豪時，連公雞
也驕傲的說：「要比長，我可不會輸
呢！」猜一猜，公雞到底有甚麼比較
長呢？這本書在帶領幼兒學習對比
之餘，同時提醒小讀者要懂得欣賞
別人，也要懂得欣賞自己，因為你
一定也有其他人比不上的特長啊！

欣賞
自己

《小企鵝的祕密大冒險》
文 / 圖•黛比．葛莉歐利（Debi Gliori）
譯•羅凡怡
出版•野人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企鵝媽媽要出海捕魚了，接下來好長
一段時間，企鵝爸爸得自己帶孩子，
但他們沒有乖乖待在原地，結果被一
陣大風從南極吹到北極！回家後，惹
出大麻煩的企鵝爸爸，小心翼翼地對
企鵝寶寶下達封口令：「噓！不要跟媽
媽說。這趟大冒險是我們的小秘密！」

冒險、
父子

適應、
重聚

《想起……》
文•張佩斯
圖•高佩聰
出版•香港繪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村子裏的各戶人家都搬走了，杜太
太一家搬進了大廈，大哥哥的家很
細小，廚師高叔叔退休了，佩佩的
祖母已經離世，唯有老婆婆和小貓
繼續住在這裏，因為她的家變了古
蹟文物。不過，大家都沒有憂慮，
積極地面對和適應新環境，還藉着
昔日村子裏的木棉花製造的枕頭緬
懷舊日，獲得安慰，期待着再次相
聚的日子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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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家的小鳥》
文 / 圖•班傑．戴維斯（Benji Davies）
譯•郭妙芳
出版•阿布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奶 奶 一 個 人 住 在 一 塊 小 小 的 岩 石
上 ， 唯 一 的 訪 客 是 小 鳥 。 夏 天 的
時候，諾伊去奶奶家住。有一天早
上，諾伊悄悄走去別的地方玩，卻
碰到暴風雨來襲，不僅諾伊被困住
了，連小鳥也被暴風雨打落了。諾
伊想要帶着小鳥回到奶奶家，卻被
暴風雨打得東倒西歪……誰可以帶
他回去奶奶的家呢？ 

祖孫情
觀察、
遊戲

《好多多商店超人》
文 / 圖•大串勇二
譯•賴庭筠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這 是 阿 泰 第 一 次 幫 媽 媽 跑 腿 買 東
西，目的地是「好多多商店城」。
不過，這裏有各式各樣的遊戲等着
他 ， 要 通 過 遊 戲 才 能 順 利 買 到 東
西，大家一起來幫助阿泰吧！除了
好 看 的 故 事 、 好 玩 的 遊 戲 以 外 ，
還有許多充滿特色的客人、商店老
闆、超酷機器人穿梭其間，別忘了
也把他們找出來啊！

《酷程式：給孩子的神奇程式知識》
文•羅伯特．韓森（Rob Hansen）
譯•吳沛樺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想要學程式設計？《酷程式》絕對是
一本充滿樂趣的完美入門書！除了能
了解電腦如何數數，雲端如何工作，
蛇和駱駝跟程式設計有甚麼關係，還
教你使用Scratch（電腦程式開發平
台）撰寫神奇的程式，體驗程式如何
創造遊戲、控制機器人，甚至用來開
燈和關燈！

【橋梁書】

		程式編寫、
					STEM搞笑、

勵志

《創意魔小開學派對》港版
文•郭恆祺
圖•BO2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如果我們鉛筆盒內的文具突然有了
生命，還跟我們一樣要上學、放學、
比賽，那是一幅怎麼樣的情景呢？
十六個文具精靈帶領讀者一起參與
「創意魔小」各種搞笑、溫馨、勵
志的校園故事。書末還附錄〈好用成
語、詞語秘笈〉及〈文具精靈的寫作
課〉，讓小讀者的語文能力更上一層
樓。

【橋梁書】

新書
　快遞

《努娜的魔法橡皮擦》
文•歐利・吉達利（Orit Gidali）
圖•阿雅・高登諾伊（Aya Gordon-Noy）
譯•黃筱茵
出版•親子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努娜玩得太高興時會脫口而出一些
話，好朋友卻因此嘲笑她幼稚。她
嚇壞了，立刻飛奔回家拿起魔法橡
皮擦，要把這些話擦掉。可是，愈
來愈多話被「消滅」之後，她也愈來
愈不快樂……本書可以幫助孩子釐
清內心感受，勇敢面對人際交往中
的各種高高低低，也接納及欣賞本
來的自己。

接納
自我

適應、
接納差異

《適應學校生活，我有辦法》
文 / 圖•阿涅斯・芮克（Agnès de Ryckel）
譯•龐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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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羅伊活潑好動、愛提問；艾略特安
靜內向、性格穩定。二人性格不同，
但在入學後，都各自面臨適應不良
的關卡，出現不想上學、肚子痛的情
況。幸好，父母察覺到孩子的狀態，
主動與老師討論，找到適合孩子的協
助辦法。克羅伊和艾略特後來都很喜
歡上學，成為有自信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