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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當一個有智慧的人 
1

作者•褚士瑩

　　我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擁有「知識」的人，還是一個擁有「智

慧」的人？

　　當然，人類都很貪心，希望能夠兩全其美，但是很可惜，「完

美」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只能兩者中選擇其

一呢？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毫不猶豫的說：「我想要當一個有智慧的人」，

由古今中外的聖賢，到我們的師長父母，也都是這麼說的。

　　不過，在傳統的學校教育裏，所有的科目、課綱、教科書、升

學標準，究竟是在引導我們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還是一個有智慧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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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喜歡看圖畫，利用圖畫

書帶領他們進入閱讀世界，是既

吸引又有效的方法。」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晨讀10分鐘」系列，收錄的古今中外文章皆是精挑細選，類型多元，

有益有趣，而且10分鐘就能讀完，最能提升孩子閱讀的自信，得到堅持到

底的成就感。

　　褚士瑩編選的《晨讀10分鐘：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以「標準答案和

你想的不一樣」、「人際關係和你想的不一樣」、「學校和你想的不一樣」及

「生涯和你想的不一樣」來分類，與大家一同閱讀19篇突破大家對不同國

家、文化、族群刻板印象的故事，還在「褚阿北的哲學蹲馬步」專欄，用哲

學思辨的角度進行提問，引導讀者建立邏輯思考力。

　　下文是褚士瑩特別為這本能開啟你無限可能的好書所撰寫的文章，讓我

們一同思考閱讀素養該如何進化，成為喜歡智慧（不僅僅喜歡知識），擁有

能使用一輩子（不只用一下子呀！）的思考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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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也非常的明顯，如果我們從小到大在學校的表現優異，我們就會變成

一個有知識，而且很會考試答題的人。

　　可是知識的用處，往往只有「一下子」。比如說，花很長的時間背了化學元素

表，這輩子就只會用在考試的那一下子。

　　如果沒有這「一下子」的用處，我們真的能夠說出每一個學生在中學都必須「背

誦」化學元素表的理由嗎？為甚麼不能要用的時候再查呢？

　　為甚麼外國的小孩不用背九九乘法表，但並沒有因此而學不會乘法，或是缺少偉大

的數學家呢？

　　如果問老師或家長，你認為他們真的知道原因嗎？

　　而且隨着科學的進步，連化學元素表也要隨着新的化學元素不斷被發現而不斷的

更新，甚至連教科書都來不及改。考試的時候，我們真的確知所謂的「標準答案」並

沒有過時嗎？

　　就像很多其他的知識，過去正確的，現在被證明是錯誤的，現在被認為正確的，以

後可能又被推翻。比如過去的人普遍都相信「地平說」，現在的人則說地球是圓的，

但是我認識的一位地理老師，卻告訴我地球是「扁圓形」才對。到底誰才是對的？有

沒有可能，這三種說法都是錯誤的？

　　知識不斷累積，世界不斷改變，所以大多數知識的正確性只能維持一下子，比如說

地球的總人口有多少，在地球上絕跡的生物又有多少，這種不斷快速變化的知識，無

論再有用，也都只能有用一下子。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知道如何去「思考」這個世界上每一件我們原本不知道的事

情，幫助我們從原本不知道變成知道，那該有多好？

　　這種「超能力」，其實我們從小就有。我們可不是在還不識字時拿起手機，摸一摸

就知道怎麼使用了嗎？如今只要打開線上遊戲，無論介面是甚麼語言，試一試就知道

怎麼玩了，不是嗎？

　　我們之所以有這種「超能力」，是因為我們沒有把這些東西當成有標準答案的

「知識」來看待。拿在手上把玩，從整體的「觀察」開始，找到跟我們熟悉的事物

的「共通性」後，發現這個新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玩具！)，然後產生了各式

各樣的「假設」(如果我同時按下這兩個按鈕會怎樣呢？）經過一步一步的「驗證」

後，我們「分析」這些結果，然後「歸納」出一套規則，變成一套可以反覆運用的

「系統」。這種「超能力」，其實有一個我們都聽過的名字，叫做「邏輯思維」。

　　如果把手機當成知識，就會像很多阿公阿嬤，努力寫了密密麻麻的筆記學習使用手

機的功能，卻還是不知道怎樣用短訊傳圖片。

　　如果把線上遊戲當成知識，必須照着攻略本一步一步操作，肯定不會變成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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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讀10分鐘：世界和你想的不一

樣》（附閱讀素養題本）

文‧米蘭．昆德拉、新井一二三、曾寶儀等

圖‧林韋達

選編‧褚士瑩

出版社‧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轉載自︰褚士瑩著，〈我想學會怎麼使用這個世界〉，收錄於米蘭．昆德拉、新井一二三、曾寶儀等
著，褚士瑩編，《晨讀10分鐘：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台灣︰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2019）。

本文承蒙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1 註︰本文原名為〈我想學會怎麼使用這個世界〉。

　　因此，一個在看產品說明書當中得到樂趣的人，是一個喜歡「知

識」的人；而一個把說明書放在一邊，喜歡自行探索的人，則是一個

喜歡「智慧」的人。

　　知道怎麼運用「智慧」的人，面對新事物就不只是在「學習」，

而是「學會如何學習」。無論世界如何變化，都可以運用這個能力，

去「想」懂任何一件未知的事物。

　　相較於知識只可以用「一下子」，思考能力可以用「一輩子」，

永遠不會被世界淘汰。

　　教育當局頒佈的「課綱」，其實也是知識的一種，當然也會像其

他的知識一樣，隨着時代進步不斷改變。只要觀察每一個時代新版本

的課綱，就會發現其實每一步都在試着帶領傳統學校的教育，慢慢的

從只能有用「一下子」的知識，移轉到可以有用「一輩子」的邏輯思

維智慧。

　　這本《晨讀10分鐘：世界和你想的不一樣》就是從最新課綱的

「閱讀素養」出發來設計的，顛覆「閱讀是為了能夠從中學習知識」

的舊思維，進化成「閱讀是一種學習邏輯思維的工具」的新思維，來

看待這個從來沒有停止變化的世界，以及從出生以後就從來沒有停止

變化的自己。

　　因此，這本書中每一篇文章都擷取世界一個獨特的面相。文章最

後不但沒有提供任何看待這個世界的「正確答案」，反而引發很多的

「提問」。這些問題都可以讓我們使用不同的邏輯思考工具，抽絲剝

繭，去想得更深、更細，也更根本。

　　閱讀這本書不需要求快，甚至沒有所謂的「看完」。實際上，只

要翻開其中一頁，針對其中一句話，使用書中介紹的思考工具，深入

想十分鐘，也可以是很棒的使用方法之一。

　　有思考的閱讀過程，雖然燒腦，卻可以是充滿趣味的──即使最

後甚麼答案都沒有，也可以很棒。就像我們手機裏一款心愛的遊戲，

即使最後的結果是刪除，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帶給我們的樂趣是無

比真實的，不是嗎？

　　學會了思考，就學會享用這個世界的方法。▉

作者簡介

褚士瑩
一個從小就嚮往到世界盡頭去旅
行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專業
訓練來自埃及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的
新聞系，以及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
院。

2001年起他的工作計劃遍佈世界各
地，七大洲五大洋只缺南極洲跟南
冰洋。他很愛自己的工作，但在緬
甸衝突地區的和平工作，卻讓褚士
瑩意識到發展工作的極限，因此在
2015年赴英國倫敦參與瑞士哲學作
家艾倫．狄波頓成立的「人生學校」
（The	 School	 Of	 Life）。後來在
法國「哲學踐行學院」（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ractices）師從奧
斯卡．柏尼菲博士，學習哲學諮商。
目標是在緬甸內戰衝突地區成立一
個草根哲學機構，鼓勵武裝部隊跟
難民營中長大的孩子一起思考「和平
為甚麼比較好？」，並進一步用哲學
思考來面對世界上各種戰爭、貧窮、
難民、移工、歧視等複雜的問題。

在台灣期間，他連結在地與國際團
隊，一起關心兒童與成人的思考教
育；訓練非政府組織領域的專業工
作者；支持客工、新移民、部落、環
境、社區營造、小農與永續農業、自
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等。中文出版
物包括《到天涯的盡頭歸零》（時
報出版）、《我為什麼去法國上哲學
課？》（大田出版）、《誰說我不夠
好》（大田出版）等五十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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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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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自己的力量
作者•劉雲敏（繪本閱讀工作者）

《鏡中的露露真可怕》

文 / 圖‧安妮．馬勒（Anne Ma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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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過程中，難免遇上各種不順遂。我不是第一名，我沒有被選上，但我還是我。我欣賞我

自己，我和我所做的都值得被珍視，我自信可以也願意貢獻世界。這份自信不能教，但可以培

養。一個有感染力的繪本故事，就能引發孩子知道欣賞自己的重要，加上師長的陪伴與鼓勵，

孩子習慣發現自己的美，願意接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帶着善意與自己做朋友。假以時日定能

找到成長的鑰匙，明白在成功時不應驕傲，失敗時願意重新振作，一步一步邁向豐盛人生。

導讀

　　孩子喜歡照鏡子嗎？當孩子看見鏡中的自己，會
有甚麼反應呢？《鏡中的露露真可怕》正是由露露一
早起來照鏡子作為開始。
	
　　露露覺得鏡中的自己滿是瑕疵，像怪物般可怕，
十分難看。可是，別人眼中的她並非這樣：弟弟覺得
她是超級大英雄；貓咪把她當作最舒服的墊子；阿姨
認為她是熱情的畫家。媽媽愛叫她「善良的小仙子」，
爸爸則叫她「快樂的小丑」；她是阿迪最美的太陽，
是嫲嫲的小天使，是安娜眼中勇敢的冒險家，更是爺
爺甜美的搖籃曲。原來真正的露露是這樣的美好，甚
至比這更好更好！
	
　　繪者以明亮的插圖和角色強烈對比的表情帶出正
面的信息，讓孩子見證露露由厭惡自己，到滿有自信
和喜樂的變化。天馬行空和活潑的畫面，配合簡潔的
文字，把露露化身為大英雄、墊子、小仙子、太陽和
音符，充滿童趣。
	
　　就像露露一開始從鏡中評價自己，孩子從小便
愛研究鏡中的自己，還會扮鬼臉和自我對話。這正是
發展自我概念的起步點，也是形成孩子個性的重要部
分。除此以外，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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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於孩童時期與社會的互動，學習別人的角色和
想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而逐漸發展出來的。尤其是透
過經常接觸的人，如家人、老師和朋友等，從他們
的看法，了解到別人眼中的自己，進而發展出性格和
抱負。如露露最初只看到自己的瑕疵，但家人和朋友
對她正面的評價，讓她在鏡前重拾笑容。原來當孩子
凝視自己的笑臉時，會產生強大的力量：學會擁抱自
己、喜愛自己和接納自己。
	
　　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親密的伙伴，也是孩子建立
自我評價的關鍵角色。孩子透過與父母的相處，學
習信任別人，建立安全感，並從中認識和肯定自己。
即使有時候孩子做得不好，爸媽正面的評價或鼓勵
都十分重要︰「你已經很棒！」「你是爸媽的寶貝！」
一個認為自己是美好的孩子，會有足夠的力量去面對
生活中的種種挑戰。就讓本故事成為我們的提醒，
我們都是造物主的王子和公主，是被愛和被完全接納
的。雖然今天我們並不完美，但也可以喜歡自己、擁
抱自己！
	
本文轉載自︰劉雲敏，〈擁抱自己的力量〉，《鏡中的露露真可

怕》（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

露露照鏡子，看到的全是自己不好的地方，

也覺得自己很難看。可是，在別人的眼中，

她其實並不是這樣。弟弟覺得她是超級英雄；

朋友安娜很欣賞她的勇敢和冒險精神，媽媽欣

賞她的善良；爸爸感謝她帶給他的歡樂……原

來，真正的露露非常美好，甚至比大家描述的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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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教具•《鏡中的露露真可怕》、鏡面紙、卡紙、
	 顏色筆、手工裝飾材料

真我小鏡子
適用級別‧小學一至二年級學生

作者•廖睿詩

I.	 故事時間
	

	 1.	教師與學生一同閱讀《鏡中的露露真可怕》，藉着圖像與老師聲線的帶動，幫助學生投入到故事世
界裏。

	 2.		故事結束後，邀請學生分享一個最為深刻的情節，或是他們對故事與角色的感受與看法。
	 3.		然後，配合延伸問題，引導他們作更深入的思考，例如︰
	 	 ★	露露早上起來，從鏡中看到的自己是怎樣的？
	 	 ★	可是，在其他人眼中的她卻完全不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個描述？
	 	 ★	你也試過覺得鏡子中或相片中的自己很難看嗎？是因為甚麼原因？
	 	 ★	當你覺得自己不夠好或失敗時，你會嘗試做甚麼或對自己說甚麼話，讓自己重新振作？

II.	 延伸活動
	

	 1.	教師給每位學生派發一張鏡面紙及卡紙（卡紙比鏡面紙略大），請學生將鏡面紙貼在卡紙中間靠上
的位置，並在卡紙下方寫一句欣賞自己的話。

	 2.	如果可行，邀請學生在其他同學的卡紙上，也寫一些肯定的話。
	 3.	教師邀請學生隨身攜帶這塊「小鏡子」，或放在經常見到的地方。在感到不開心或失意時，就拿出

來，對鏡中的自己笑一笑，讀出上面的字句，重新肯定自己。

III.	總結
	

	 1.	生活總有快樂和不快樂的時刻，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每個人也是如此，不需要因為自己有壞情緒或
負面思想而否定、蔑視自己。

	 2.	露露的故事提醒我們，不要被眼前一小塊反映出我們不足、失敗或醜陋的「鏡子」（事情）影響，
只要把目光放遠，就能發現真實的自己其實美好得多呀！

	 3.	我們要多與身邊的家人或朋友傾訴，或是一起享受美好時光，讓自己變得更快樂。

主題：欣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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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笨雄，加油！》
文	/	圖•岩井俊雄
譯•周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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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俊雄，但姊姊們都叫我
「笨雄」。我超級討厭這個綽號，偏
偏我真的玩甚麼都不行，甚至在游泳
池跳水時，都讓自己的下巴受傷。為
甚麼我這麼笨呢？就在我非常沮喪的
時候，媽媽買了一本手作書給我，我看
着書，腦中冒出好點子，於是趕緊找爸
爸討論……

《一閃一閃小銀魚1:

	 	 小銀魚立大功》
文	/	圖•保羅．寇爾（Paul	K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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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有一條小到不能再小的小銀
魚，他叫閃閃。閃閃和其他小銀魚不
一樣，他最喜歡獨自在浪濤裏自由來
去。一天，他碰到一條不停哭泣的小
鯨魚，原來他和鯨魚爸媽走失了。大
海茫茫，小銀魚這麼小，他真的能幫
上忙，透過運用勇氣和智慧，成功幫
小鯨魚找回爸媽嗎？

《誰說不能往上挖？》
文	/	圖•丹．雅卡理諾（Dan	Yaccarino）
譯•李貞慧
出版•水滴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３~５歲
自行閱讀•６歲或以上

食物吃光了，於是所有鼴鼠拼命往地
底下挖。然而，個子小小的莫里斯卻
有個絕佳的好點子。猜猜看，他想到
甚麼好辦法拯救大家呢？有甚麼美麗
的驚喜和朋友，等待着莫里斯？只要
一點點勇氣，不怕和別人不一樣，每
個人都可以創造無限大的可能！

《好煩好煩的長頸鹿》
文•喬里．約翰（Jory	John）
圖•藍．史密斯（Lane	Smith）
譯•游珮芸
出版•水滴文化出版社
親子共讀•３~５歲
自行閱讀•６歲或以上

長頸鹿也會有煩惱？沒錯！長頸鹿的
煩惱，就是那超級無敵長的脖子！他
想過幫脖子繫上絲巾，甚至躲進叢
林裏……老實說，他試過你想得到的
任何方法了。某天，他與一隻烏龜相
遇，他幫助烏龜解決了一個難題，而
在過程中，他終於了解到，原來他的
長脖子很有用的呀！

《蠟筆小黑》
文	/	圖•中屋美和
譯•米雅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３~５歲
自行閱讀•６歲或以上

桌子上有一張好大好白的圖畫紙，蠟
筆小黃立即把其他蠟筆找來一起畫
畫，但大家都認定小黑會破壞圖畫，
不讓他加入。幸好自動鉛筆大哥前來
安慰他，也鼓勵他去嘗試做一件很棒
的事。蠟筆小黑經驗了「不被需要」
的疏離感，最後學會接納自己的特
質，欣賞及展現自己的美好。

《一隻與眾不同的狗》
文	/	圖•羅伯．畢多夫（Rob	Biddulph）
譯•吳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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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大家都做着相同的事的城市
裏，有一隻和大家「不一樣」的狗
狗。這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讓狗狗渴
望一個真正適合她的環境，所以踏上
旅程。在旅程中，她逐漸發現，肯定
自我，原來比改變環境更重要。不一
樣其實也不會怎麼樣，那正是每一個
生命與眾不同的獨特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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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欣賞自己

《小希的網不一樣》
文•保羅．薩傑克（Paul	Czajak）
圖•希爾斯兄弟（The	Brother	Hi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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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星空中的各種星座圖像，帶給蜘
蛛小希源源不絕的靈感，每天他都織
出不一樣形狀的網：三角形、正方
形、六角形……可是，固守傳統的兄
弟姊妹不斷提醒他，要像他們一樣織
圓形的網才對。面對兄弟姊妹的批評
與壓力，小希是如何自信大方地展現
自己的網？

《我和我的腳踏車》
文	/	圖•葉安德
出版•和英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有一個少年，他夢想擁有一輛新腳踏
車。本書描繪這個懷有夢想的少年，
如何以這夢想為核心，和他的阿公、
朋友、母親等人相處，以及如何在希
望與失望中，調整自己的心境——承
認環境並不完美，但依然肯定自我，
面帶微笑。

《小貓頭鷹的冒險》
文	/	圖•諾拉．蘇羅傑金（Nora	Surojegin）
圖•皮寇麗莎．蘇羅傑金（Pirkko-Liisa	Surojegin）
譯•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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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小貓頭鷹不想睡覺，他悄悄
溜出去玩，看到兔子、熊和松鼠各有
自己的長處，就急着要學他們，卻把
自己弄得身心俱疲。夜幕低垂，媽媽
找到了小貓頭鷹，引導他展開翅膀，
嘗試去做貓頭鷹會做的事——飛。小
貓頭鷹這才發現原來做真實的自己，
是如此輕鬆愉快。

《小鱷魚，最怕水》
文	/	圖•梅莉諾（Gemma	Merino）
譯•王彥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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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條小鱷魚與別的鱷魚很不一樣，他不
敢游泳，要用游泳圈，而且還溺水了，
哥哥姐姐都取笑他。可是，忽然之間，
他打了一個大噴嚏！沒想到這個噴嚏，
竟然噴出一團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呢？本書笑料不斷，以幽默建立孩子成
長的自信，學習欣賞自我，也欣賞他人
的優點！

《超越自我的時尚女王：
	 	 	 	 				可可．香奈兒》
文	/	圖•伊莉莎白．馬修斯（Elizabeth	Matthews）
譯•劉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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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香奈兒雖然是貧窮瘦小的孤兒，
卻仍頑強地相信自己和巴黎其他富有高
尚的女孩一樣好。她運用自己的創意
和縫紉天賦，設計適合自己的衣服和包
包，竟讓新一代的職業婦女紛紛愛上。
她成功讓自己的名字在文化與時尚中，
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喵喵鳥》
文	/	圖•雷米．古瓊（Rémi	Courgeon）
譯•溫力秦
出版•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喵喵鳥的外表很特別，頭像貓，卻有像
鳥一般的翅膀，而且還說着奇特的語
言，所以遭到居民冷漠對待。直到與乳
牛相遇，成為好友，才讓他的生活得到
改變。這個故事讓孩子在充滿想像力的
故事中反思戰爭與人際關係等議題，也
學習在孤獨時面對負面情緒，肯定自己
的獨特。



【橋梁書】

8

新書
　快遞

《主角不是獅子》
文•林玟儀
圖•施政廷
出版社•三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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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學校的豬豬老師很厲害，各位
爸媽都希望她能教好自己的孩子，
讓他們好像第一名的獅子那樣優
秀。只不過，豬豬老師真正厲害的
地方其實是……這是一則有愛、
有夢的真實故事，讓我們看到其實
每一個孩子都是閃閃發光的主角，
以及破除標籤，突顯愛與榜樣的重
要。

專注、
回應

《漢娜和甜心》
文	/	圖•凱特．貝魯比（Kate	Berube）
譯•鄭如瑤
出版•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３~５歲
自行閱讀•６歲或以上

每天放學，薇拉的媽媽都會帶着小
狗甜心來接她，也會邀請大家跟甜
心玩，但漢娜很害怕，總是不敢摸
牠。有一天，甜心走失了，漢娜的
心裏也默默地為甜心擔心着。終
於，漢娜在矮樹叢裏發現被困住的
甜心。她可以克服心中的恐懼，伸
出友誼的手幫助甜心嗎？

《慢慢的小樹懶》
文	/	圖•大村知子
譯•游珮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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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樹懶想去河裏玩水，開始慢慢地
從樹上往下爬。途中遇到了好多朋
友，但大家都一轉眼就到河裏去
了，只剩下小樹懶還在慢慢地、慢
慢地爬樹。沒想到，忽然之間，
小樹懶一個重心不穩，直直掉落水
裏……這本書以不同動物的移動方
式，讓孩子感受「快」與「慢」的
節奏對比。

活出
真我

快與慢

《耳朵不見了》
文•瑪塔．巴亞雷斯（Marta	Pallarès	Tella）
圖•安娜．格里瑪（Anna	Grimal）
譯•呂嘉能
出版•三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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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開封面的內頁，我們就看到在
浪裏有個女孩自在、隨意地享受着
游泳，她是格芮塔。可是，她在
水裏時，對爸媽的話都充耳不聞。
終於，有一天，她發現耳朵不見
了……醫生告訴她，因為她都沒在
使用耳朵，所以耳朵就跑走了。格
芮塔很慌張呀，你猜她的耳朵找得
回來嗎？	

恐懼、
勇氣

《長刺的我》
文•	金．克拉貝爾斯（Kim	Crabeels）
圖•朱莉．凡霍夫（Julie	Van	Hove）
譯•翁雅如
出版•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在派對上，小刺蝟有點緊張不安，
不由自主地將刺豎起來，一下子就
把氣球全都刺破了，好朋友也因為
被刺扎而哀嚎。小刺蝟好內疚，他
好希望自己有柔軟的皮毛而不是尖
尖的刺。可是，烏龜卻對小刺蝟
說，如果你缺少了尖尖的刺，你就
不是刺蝟了呀。

《特別女生薩哈拉》
文	/	圖•愛絲梅．拉吉．柯德爾（Esmé	Raji	Codell）
譯•陳水平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面對家庭的離異、人際關係的挫折，
以及成長的迷惘，薩哈拉築起了高高
的心牆。然而，真正的薩哈拉是一位
熱愛閱讀，心中懷着作家夢的女孩。
新學期開始，一位與眾不同的老師走
進薩哈拉的生命，引領她踏上一段美
妙的神奇旅程，將教室化作無可取代
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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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
正向

初次
嘗試

解難、
正向

破除
成見

幽默、
陪伴

新書
　快遞

禮貌、
作客

《回家的路不再陡》
文	/	圖•高佩聰
出版•香港繪本文化
親子共讀•４~６歲
自行閱讀•７歲或以上

我們搬新家了，每天都要走一條很
陡的路才能回家，很累呀！我實在
走不動了，媽媽提議在樹下休息。
突然，一朵雞蛋花掉落，為我和妹
妹帶來了無限趣味，從此回家的路
不一樣了！及後，因為季節變化，
沒有雞蛋花了，但路上的新發現，
仍然可以為我們兄妹倆帶來新的樂
趣。

《壞壞的大吼吼》
文•尹格麗．賈培特（Ingrid	Chabbert）
圖•谷瑞迪（Guridi）
譯•林幸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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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吼長得又黑又兇悍，但他從來沒
有吃過任何人，而且他喜歡在太陽
下做日光浴、追逐蝴蝶……沒有人
知道吼吼是不是一隻狼，也沒有人
想查清楚。有一天，穿着紅色斗篷
的小女孩遇見了吼吼。小女孩想和
他做朋友，但吼吼並不領情，而小
女孩留下的書，卻漸漸融化了他的
內心。

《真是沒禮貌！》
文•克萊兒．海倫．威爾許（Clare	Helen	Welsh）
圖•奧立維．塔列克（Olivier	Tallec）
譯•鄭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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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點邀請鴨鴨參加下午茶派對，但
是鴨鴨實在太沒禮貌了。衣服亂丟
一地，東西吃得到處都是，還亂扔食
物、狼吞虎嚥、大吃大喝，甚至還把
腳放在桌子上。點點愈來愈生氣，面
對不禮貌的客人，他也不客氣了……
該如何是好呢？他們的友誼會因為這
個下午茶派對而改變嗎？

《一顆種子發芽了！》
文	/	圖•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
譯•辛兆瑜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４~６歲
自行閱讀•７歲或以上

一天早上，有一顆種子突然從天上
掉下來。日子過去，那顆種子長成
了植物，而且持續生長着，為花園
居民造成了不同的困擾。鼴鼠美美
的浴室不能用了，田鼠更要搬家，
好煩呀！大家決定要除掉這棵植
物！可是，小傑克卻說︰「如果這
棵植物並沒有那麼糟呢？」究竟事
情會怎樣發展？

《第一次自己走路回家》
文•金天（김하늘）
圖•丁順姬（정순희）
譯•陳思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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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時，哥哥不見了，景兒決定獨
自回去。這是第一次呀！景兒雖然
有點害怕，但是回想哥哥曾經帶他
玩的遊戲，又忍不住躍躍欲試。在
相同的地方，做着與哥哥相同的動
作，彷彿自己也和哥哥一樣長大
了。不過，你有發現到，其實哥哥
一直悄悄躲在附近照看着弟弟嗎？

《拜託別吃我》
文	/	圖•麗池克萊姆（Liz	Climo）
譯•王欣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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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無憂無慮的兔子，撞見飢腸轆
轆的大熊。於是，兔子願意做東做
西，換取大熊「別吃牠」。不過，
這隻大熊似乎有個沒完沒了的要求
清單，要兔子一直跟着牠，做東又
做西。就在兔子覺得受夠了，快忍
受不下去時，才發覺或許大熊並不
餓，也不惡，可能牠只是寂寞。



《橙瓢蟲找新家》
文•李明足
圖•劉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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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噴起了農藥，好多昆蟲和小動物
都倒下了，橙瓢蟲和長腳蛛急忙逃
離。牠們來到一片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的稻田，秧苗稀疏，田埂長滿花草，
空氣中也沒有難聞的農藥味。原來這
是一片有機稻田，農人不噴灑化學農
藥，生物們可以安心生活。可是，這
樣的稻田，農人可以有收成嗎？

《活力充沛的麵包店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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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歲
自行閱讀•７歲或以上

本書收錄了四則有關小六的有趣故
事。每天總是活力滿滿的小六，就
住在商店街的一家麵包店裏，在
溫暖的家人包圍下茁壯成長，不僅
會和朋友們一起玩耍，商店街的
叔叔、姐姐也很照顧他。快來與他
一同經驗許多又哭又笑的有趣事情
吧！

《夏天的禮物》
文•李光福
圖•郭飛飛
出版•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４~６歲
自行閱讀•７歲或以上

春滿阿嬤在苦楝樹下開的雜貨店，
小光是常客，也偶然會去幫忙。最
近附近開了一間超商，門面明亮，
貨品又新穎，雜貨店的顧客都被吸
引過去了。小光也對超商的火車模
型着了迷，很想買來玩。可是，他
竟然動了歪腦筋……他會不會被發
現？他犯了錯，又該如何彌補，如
何道歉呢？	

選舉、
公義

《每一刻，造就了獨特的我》
文	/	圖•黃聖惠（황성혜）
譯•陳怡妡
出版•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９歲或以上

每一個人，在出生時就像一個圓。隨
着年紀增長，有了夢想、熱情、想像
力及各種情緒，因着不同的經歷，
慢慢出現獨具特色的形狀和顏色，形
體愈來愈明顯，成為珍貴且獨特的
「我」。不同階段的自己，都宛如一
件有着不同美感的藝術品，你接受而
且欣賞現在的自己嗎？

獨特
的我

 STEM、
人體

《人體探險小隊，出動了！》
文•郭美英（곽미영）
圖•崔慧仁（최혜인）
譯•尹嘉玄
出版•野人文化出版社
自行閱讀•５~７歲
自行閱讀•８歲或以上

人體探險小隊由兩個小精靈帶領，
你必須一邊學習人體知識，一邊運
用知識完成二十二種不同的人體探
險任務！本書另附有「全書任務解
答頁」，爸爸媽媽可以幫小朋友對
照答案。如果成功解鎖全部任務，
就可以在書末的「人體小博士獎
狀」上面，填寫自己的名字，獲得
小精靈的獎勵！

新書
　快遞

認錯、
原諒

活力、
睦鄰

有機
種植

《動物選總統》
文/圖•安德烈．何德里格斯(André Rodrigues)、
拉瑞莎．希貝羅(Larissa	 Ribeiro)、寶拉．德斯奎多
(Paula 	Desgualdo)、佩德羅．馬昆(Pedro	Markun)
譯•曾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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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子大王竟把游泳池蓋在自己家門
口，讓動物們很氣憤，決定要選出新
總統。有四位動物很快就登記了，他
們有各自的宣傳口號，還玩直播、博
好感，甚至互相抹黑攻擊……一場花
招百出的選舉，最後究竟誰會當選
呢？你也快來和動物們一起選出你最
喜歡的候選人吧！

飛越童書林

總編輯•彭培剛法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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