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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1

名家語錄名家語錄

閱讀能力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關乎孩子的心智啟發與

終身學習的能力。

—周育如	

（國立清華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下文轉載自《閱讀點亮人生：3～6歲兒童早期閱讀教育》（天

衛文化出版），是由國際著名兒童語言與閱讀發展教育權威凱薩

琳．斯諾教授撰寫的推薦序，簡短而深入地指出親子共讀的重要角色能為

孩子的社會能力發展立下良好基礎。《閱讀點亮人生》由多位兒童早期閱

讀教育專家及推動者共同執筆，有系統地給予一系列兒童閱讀習慣養成策

略，同時提供繪本共讀實例，是3至6歲兒童家長的寶典。

親子共讀，為孩子的
社會學習奠基 

作者•凱薩琳．斯諾（Catherine Snow）

　　大量研究顯示，即使孩子已經具備獨立閱讀的能力，但親子共

讀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親子共讀能激發孩子對書籍的喜愛，能讓

孩子在與成人建立親密互動關係時，發展讀寫能力。閱讀大大拓展

了兒童人際關係的世界，讓孩子有機會在安全的情境下，學習建立

友誼、解決衝突和問題；不僅如此，大量的研究還提供了豐富的證

據：閱讀能夠促進兒童的語言能力 —— 詞彙、語法的正確使用 ，

說故事以及解釋事物的能力。和成人一起閱讀，兒童有機會獲得知

識，去理解人們的行為，了解身邊的世界，明白事物運行的規律，

知道人們應該如何表現得體。書籍的主題和內容，延伸了兒童好奇

心的領域，大幅度地提供很多藉由閱讀才能學習到的知識。

   宗教教育中心
      提供之服務

•書籍及禮品預訂

•書籍推介（按主題推介書籍）

•畢業禮及節期禮品推介

•書券

•圖書館服務

•學校書攤及自助書攤安排

•到訪學校及舉辦講座

•培訓及工作坊



本文轉載自︰凱薩琳．斯諾（Catherine Snow）著，陳思譯，〈推薦序 親子共讀，為孩子
的社會學習奠基〉，《閱讀點亮人生：3～6歲兒童早期閱讀教育》（台灣︰天衛文化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2019）。

承蒙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作者簡介

凱薩琳．斯諾
   Catherine Snow
•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終身教授

•國際著名兒童語言與閱讀發展教 
 育權威專家

•美國教育學會前會長

譯者簡介

陳思博士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親子共讀強調了一個容易被人們遺忘的事實：讀寫的學

習，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行為。我們可能會認為，優秀的閱讀者

是那些蜷縮在角落裏，與一本書獨處的人。確實，很多閱讀者

經常會這麼做，但那些最優秀的閱讀者，通常把讀書看作一次

對話的機會——與作者對話，或者與作者描繪、創作的角色對

話。最好的閱讀者不僅僅閱讀書籍，他們更審視書籍。我們並

不是為了相信我們所讀到的書籍中描述的一切而學習及閱讀，

實際上，我們閱讀的目的，正是為了批判、評價和質疑小說家

們設置場景的可靠性，質疑記者們陳述事實的準確性。這些質

疑、求證、批判和評價的過程，正是親子共讀的重現。家長提

出問題——這是甚麼？他為甚麼要這麼做？你猜猜看接下來會

發生甚麼？你覺得他為甚麼在哭……這些問題能促進孩子對圖

畫書的理解，形成互動式閱讀，很快的，孩子便開始能自己講

述故事，甚至會提出更多問題。年幼的孩子在與成人的親子共

讀中，了解了一個深刻的真理：閱讀的核心本質是一種社會交

換。

　　親子共讀時的社會性互動，是為解決閱讀理解中最具挑戰

性的任務——從書本中獲得學習的能力，並做好鋪墊。在今天

這個複雜、全球化、資訊爆炸的世界裏，我們所知道的絕大多

數知識都來自閱讀。在一個更簡單的世界裏，父母可以告訴孩

子哪些東西是需要知道的，並向他們展示生存所必需的能力。

然而，身處如今的世界，這麼做已經無法滿足學習的需求。

為此，我們要確保孩子能掌握足夠的閱讀能力，能從閱讀中學

習。這就要求我們以互動形式來處理文本，準確地說，就是那

些高品質的親子閱讀中，成人可以使用的策略：家長在與孩子

一起大聲朗讀之後，向孩子提問以了解孩子的理解程度，鼓勵

孩子去猜測和預測故事，主動引發孩子的評價和預估。對於剛

剛開始學習詞彙或中文字的低齡兒童，親子共讀也可以幫助他

們理解深刻、複雜的內容。▉

《閱讀點亮人生：
             3～6歲兒童早期閱讀教育》

作者‧王津、李林慧、周兢、高曉妹、

	 張義賓、鄭荔、劉寶根

繪者‧陳宛筠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一本強調親子共讀的早期閱讀指導書
籍，由周兢教授及推動早期閱讀教育的學者
們共同執筆，內容兼具早期閱讀理論與繪本
共讀實例，特別針對3至6歲學齡前孩童家庭
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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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健康人生主題
　推介

我們會為孩子的衣食住行操心，希望他們身體健康。然而，讓孩子懂得操持自己的健康，才是給
予孩子最有效的保護裝備。耳提面命、嘮嘮叨叨，既破壞關係，結果卻還是「左耳入，右耳出」。
倒不如藉着閱讀，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分享知識，也透過角色言行讓孩子自發建立好習慣，活出
健康人生。

導讀

　　「偷蛋龍」系列繪本來到了第三集，這次偷蛋龍
陪伴兔兔經歷了甚麼有趣的事呢？原來是關於對胡蘿
蔔的感受啊！
 
　　一開始，兔兔看似很能接受各式各樣的食物，就
連一般孩子討厭的胡蘿蔔，好像也不會帶給兔兔困
擾。原來……兔兔是用「亂丟」來跟討厭的胡蘿蔔相
處！幸好兔兔的老師想了個聰明的辦法，讓孩子們動
手種植蔬果。以前只是吃飯時間才會遇到的食物，搖
身一變，成為孩子悉心呵護的小寶貝。也就是從這一
刻開始，兔兔有機會用「照顧」來跟胡蘿蔔重新相
處，為胡蘿蔔澆水、施肥，甚至不惜辛勞每天把它挖
出來看顧、檢查。這些看似破壞的動作，姑且不論對
錯，其實是兔兔用心對待胡蘿蔔的舉動。
 
　　兔兔抱着很高的期待，想像着胡蘿蔔出土時碩大
又甜美，然而最後看到的，卻是一根根小小的胡蘿
蔔。一瞬間，兔兔跟胡蘿蔔的「關係」差點因為期待
的落空而受到影響。還好，其他孩子一聲聲的驚呼︰
「好可愛的胡蘿蔔！」讓兔兔再次改變對小小胡蘿蔔
的想法與感受。
 

　　孩子成長的過程，也跟兔兔一樣，對萬事萬物的
認識總是處於這樣不斷改變、不停轉化的過程。在這
個複雜的過程中，「當爸媽」其實很簡單，只要跟偷
蛋龍一樣，在每個當下真切的陪伴孩子；如果還能細
心觀察他的行為、讀懂他的心情，甚至幫他說出內在
的情緒話，孩子就能擴展對事物、對世界、對他人的
寬敞心胸，並逐漸長成內在感受豐富又自我接納的成
熟個體。
 
　　也許，就先從兔兔與胡蘿蔔相處的故事開始練習
吧！如果爸媽可以讀懂兔兔起初的討厭，看出他漸漸
變成了在意、期待，最後發現他一閃而過的失望，以
及突然轉念後的喜愛與引以為傲……那麼，想貼近孩
子的心、讀懂他 / 她的情緒話，其實並不難！

 
本文轉載自︰李依親，〈讀懂孩子的情緒話〉，《偷蛋龍3：兔兔

不愛胡蘿蔔》（台灣︰小天下出版社，2020）。

承蒙小天下出版社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讀懂孩子的情緒話
作者•李依親

（臨床心理師、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講師）

主題
童書 《偷蛋龍3：兔兔不愛胡蘿蔔》

文	/	圖‧唐唐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兔兔不愛吃胡蘿蔔，只要午餐出現那個紅色小

身影，他就會想盡辦法讓它消失。但自從老師

帶着他們種菜以後，兔兔變得眼裏只有它，每天

都很關心自己的胡蘿蔔是否長高又長大了。歡迎

大小朋友一起來，跟着兔兔經歷一段自然生態與美

食之旅，從此讓你愛上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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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教具•《偷蛋龍3：兔兔不愛胡蘿蔔》、
 蛋餅（或相關菜式）、餐具、眼罩食物偵探

適用場合‧幼稚園、親子活動、幼兒視像教學

I.	 引入活動
 

 1. 導師或家長事先將小朋友較不喜歡的幾種蔬菜切碎，並加入雞蛋、麵粉、鹽等材料製成蛋餅，
或其他既可隱藏食材原本形態及味道，又能吸引小朋友的菜式。

  ★ 如情況不容許，可改為購買現成的蔬果汁。
  ★ 如果由導師準備食物，請向家長查詢小朋友有否食物敏感的情況。
  ★ 如活動是以視像教學形式進行，建議導師先聯絡家長，邀請家長在家中協助及準備食物。

 2. 導師或家長邀請小朋友擔任「食物偵探」，蒙上眼品嚐這道已改頭換面的菜式，並嘗試說出
  這道菜式有哪些材料。
  ★ 如情況許可，可以比賽形式進行，邀請多位小朋友同時品嚐與品評。

 3. 最後，導師或家長公佈正確答案，並告訴小朋友︰
  ★ 有時候，我們不喜歡吃某種食物，或許只是我們覺得自己不喜歡而已，不一定真的討厭
   它的味道或質感。
  ★ 假如食物換了個形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可能會發現，其實它們也頗美味的，並非我們
   一直以為的那樣啊！
  ★ 再者，每種食物也有它的好處，有均衡的飲食，我們才會健康強壯啊！
  ★ 接下來，我們會一起閱讀《偷蛋龍3：兔兔不愛胡蘿蔔》……

II.	故事時間
 

 1.  導師或家長為小朋友講述《偷蛋龍3：兔兔不愛胡蘿蔔》，藉着圖像與伴讀者的聲線帶動，
  幫助小朋友投入到故事世界裏。

 2.  故事結束後，邀請小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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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事中的兔兔，怎樣處理不愛的胡蘿蔔？
  ★ 後來，兔兔為甚麼願意接受胡蘿蔔，還滿心期待它在餐盤上出現呢？
  ★ 你也有不愛的食物嗎？當餐盤上出現這種食物時，你通常會怎樣處理？
  ★ 日後，當你看見餐盤上出現這種食物時，你會用甚麼方法幫助自己呢？

III.	總結
 

 1. 兔兔在種植胡蘿蔔的過程中，慢慢接受了胡蘿蔔，對它改觀，不再偷偷丟掉它。

 2. 我們也要好像兔兔般，開放心懷接受不同的食物，願意品嚐各種味道，豐富我們的味覺體驗，
  也從中獲得營養，健康成長。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5

《病菌不可以分享喔》
文•伊莉莎白．凡迪克（Elizabeth Verdick）
圖•瑪莉卡．海因倫（Marieka Heinlen）
譯•吳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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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教導小孩不要把手放進嘴巴或對着
其他人打噴嚏、咳嗽等，實在不是容
易的事。本書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輔
以活潑搶眼的圖像，引導幼兒建立良
好的衞生習慣。書後還附有給老師與
家長的說明，提供教導孩子好好洗手
的實用建議，一起保護孩子不受病菌
感染，防止病菌散播。

《不要舔這本書》
文•伊丹．班-巴拉克（Idan Ben-Barak）
圖•朱利安．佛洛斯特（Julian Frost）
譯•戴淳雅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對學齡前孩子而言，也許不容易理解
肉眼看不見的細菌對身體有哪些好處
或壞處，對微生物、細菌、病毒這
些名詞也相對陌生，如何讓孩子對這
方面的知識產生興趣呢？這本互動性
十足的知識繪本，以擬人化的微生物
角色——小迷，輔以活潑俏皮的對白
和情節，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知識觀
念。

《透明人來我家》
文 / 圖•塚本靖（塚本やすし）
譯•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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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晚餐的時候，小男孩旁邊忽然坐了
一個透明人。透明人不僅在小男孩家
中吃晚餐，還舒服地在客廳看電視、
跟小男孩一起洗澡、睡覺。小男孩觀
察着透明人，覺得好驚訝，因為透明
人吃下去的食物在肚子裏隨着時間慢
慢消化，最後變成大便的過程，居然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主題：健康人生

相關
推介

衞生
習慣

《恐龍怎麼變健康？》
文•珍．尤倫（Jane Yolen）
圖•馬克．提格（Mark T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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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極具巧思的方式，將小朋友生病
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出現的情緒等，都
藉由一隻隻可愛的小恐龍演繹出來。
在幽默、輕鬆的故事情節中，讓孩子理
解「不是只有我這樣」，也願意挑戰自
我，「像恐龍一樣」不再害怕生病時看
醫生、吃藥和休息。還有，請留意，這
同時也是一本細緻的恐龍圖鑑呢！

探索身體的奧祕：《感冒的奧祕》
監製•辻山貴子
圖•菅原啟子（すがわらけいこ）
譯•鄭如峰
出版•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關於感冒，你了解多少呢？為甚麼會咳
嗽、打噴嚏？為甚麼感冒會傳染？本書
從感冒生成的原因、病毒怎麼引起身體
的不適、如何治療感冒等等，透過大大
的圖像與文字，深入淺出地講解，並結
合病先生尋找病毒小姐的小遊戲，讓孩
子了解關於感冒的知識，保護自己，不
輕易感冒。

生病
應對

細菌

感冒

消化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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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動物村洗手大賽》
文 / 圖•黃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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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水龍 頭，動物村的洗手大賽開
始！浣熊寶寶愛洗手，一直洗，洗不
停。清水洗洗，髒水洗洗。你看，有沒
有洗乾淨？貓咪妹妹愛乾淨，伸出舌
頭舔不停，舔舔手背，舔舔手心。你
看，有沒有洗乾淨？牠們的洗手方法
一個比一個有創意！到底誰會是洗手
冠軍呢？

《刷牙小小兵勇闖蛀牙王國》
文•李昭乙（이소을）
圖•悅瑄
出版•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童夢館）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金妮和比尼在夢境中展開了奇幻之
旅，他們身穿飯粒太空衣，假扮成食
物，搭乘湯匙宇宙船前往身體星球的
牙齒王國。但是，金妮和比尼卻在牙
齒王國遇到了大麻煩，他們碰見了史
上最壞的「蛀牙蟲蟲大軍」。這個時
候，牙膏衞星派出史上最強的「刷牙
小小兵」來保護牙齒王國……請翻開
繪本，看看故事接續的發展！

《把飯吃光光，好棒！》
文 / 圖•李昭乙（이소을）
譯•悅瑄
出版•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童夢館）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6歲或以上

哇！餐桌上的食物竟然都在大聲呼喊
着孩子們來吃掉自己！這到底是怎麼
一回事呢？乖乖把飯吃光光的話，
就可以變成美麗的公主和帥氣的王子
嗎？透過書中食物們活潑可愛的引
導，讓孩子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對吃
飯產生期待感，建立均衡飲食的良好
習慣。

《肥皂超人出擊！》
文 / 圖•上谷夫婦（うえたに夫婦）
譯•葛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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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髒汙壞蛋竟然把手掌城市弄得超
級髒兮兮！怎麼辦？別擔心！肥皂超
人立刻變身，搭上泡沫雲，準備使出
泡沫隱身術、小肥皂攻擊，打敗這些
髒汙壞蛋。沒想到竟然出現了髒兮兮
十顆星的大怪獸，肥皂超人又該如何
打敗大怪獸，保護手掌城市和小朋友
的健康呢？

《和新型冠狀病毒說Bye Bye！》
文 / 圖•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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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用孩子易於理解的繪本形式，讓
冠狀病毒「自行」說明它是如何進到
人類的世界裏大撒野，進而影響人類
的身體。書中也針對防疫、對抗病毒
等，提供良好的生活習慣建議，更收
錄具體的作法，還附有正確洗手和戴
口罩的詳細步驟，告訴讀者勤洗手和
戴口罩的理由及重要性！

洗手

洗手

牙齒
保健

冠狀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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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啾！癢癢！》
文•蔡秀敏
圖•林純純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森林裏噴嚏聲不斷，還有許多動物發
生好癢、好癢的症狀，他們是怎麼
了？原來他們都有過敏的問題。你知
道怎樣減少過敏發生嗎？本書把過敏
常見的症狀和發生原因，藉由動物們
巧妙的傳達，讓讀者能感同身受過敏
的不便，了解如何防範過敏原，減少
過敏發生。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文•蔡秀敏
圖•吳怡蒨
出版•聯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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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羅塔，大家都叫我輪狀病毒。我
喜歡的宿主是人類小孩，通常是五歲
以下的兒童，尤其是六個月到兩歲的
嬰幼兒。只可惜，大家都很討厭我，
因為全世界每年有超過二百萬兒童，
因感染了我們輪狀病毒而造成嚴重腸
胃炎，產生腹瀉、嚴重脫水，或產生
其他併發症，甚至死亡……

《Dr. Knee的希望花園：
         60°的祕密》
文•呂紹睿
圖•奚佩璐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大家都懂「洗手五步驟」和「天天五
蔬果」之類的健康常識，但「內側摩
擦現象」、「骨性膝關節炎」又是
甚麼？小小的膝關節，藏着怎樣的乾
坤？請跟着Dr. Knee一步步認識藏有
宇宙秘密的膝關節，因為護膝跟牙齒
和視力保健一樣重要，要從小認知並
力行呀！

主題：健康人生

《鼻病毒：讓你感冒的討厭鬼》
文•海蒂．德帕克（Heidi Trpak）
圖•黎歐諾拉．萊特（Leonora Leitl）
譯•賴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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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過鼻病毒嗎？人一生可能會患上
最少二百次感冒，多數就是由鼻病毒
引起的。這樣說來，人類應該對鼻
病毒不陌生，不過大部分人卻不了解
它。本書用擬人化口吻，由主角威利
親自導覽鼻病毒的生活，並帶大家認
識各種病毒。只有更加了解鼻病毒，
才能更有效阻擋它，減少染上各種因
它引起的疾病。

《我的超級英雄：鼻涕》
文 / 圖•馬莉歐娜．托洛薩．斯特雷
            （Mariona Tolosa Sisteré）
譯•張東君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滴文化）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嗨！我是鼻涕，我是你最親密的好朋
友。有人愛把我黏在桌子底下，有人
喜歡吹鼻涕泡泡，甚至把我做成鼻
屎炮彈！鼻涕到底是甚麼？鼻涕能吃
嗎？雖然鼻涕很噁心，卻是超級英
雄！鼻涕會「捕捉」病毒和細菌，阻
止它們進入人體。這本書還收錄了更
多你不能不知道的鼻涕酷知識，請不
要錯過！

鼻病毒

輪狀
病毒

鼻涕

護膝

過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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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車最棒》
文 / 圖•市原淳（いちはら じゅん）
譯•郭孚
出版社•小熊出版社
親子共讀•3~5歲
自行閱讀•６歲或以上

爸爸在孩子的心中，總是像超人般
的存在，遇到任何問題，只要大喊
一聲：「爸爸！」通常就能順利解
決。因此，爸爸開的車子，當然也
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的車可以飛
天，也能遁地，最重要的是可以把
喜歡跟重要的人都載上！

勇氣

《山下同學不說話》
文•山下賢二（やました けんじ）
圖•中田郁美（中田いくみ）
譯•游珮芸
出版•步步出版社
親子共讀•4~6歲
自行閱讀•7歲或以上

山下同學在學校裏從來沒有說過一
句話，即使其他同學用各種方法逼
他說話，但他總是有辦法躲過去。
這其實是作者的親身體驗，因為上
學第一天受到太大的驚嚇，患上了
選擇性緘默症。透過閱讀這本書，
大 小 讀 者 可 以 一 同 思 考 如 何 與 這
樣的孩子相處，學習接納各人的不
同。

《我是貓熊》
文 / 圖•宮西達也（みやにし たつや）
譯•紀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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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熊是動物園裏的大明星，但忙碌
的生活讓貓熊覺得好累，於是貓熊
拿着白色和黑色的顏料去找兔子和
小豬，請他們代替自己當貓熊……
幽默簡單的小故事，卻蘊含人生大
哲理，透過逗趣的對話，點出核心
主題︰我是無可取代的！

創意、
想像

自我
價值

《出發吧！勇敢的特急列車卡爾》
文 / 圖•木內達朗（きうち たつろう）
譯•黃惠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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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居住在遙遠星球上的卡爾來到
地球啦，他每天辛勤地工作，拖曳
列車在各地奔跑。有一天，颱風來
襲，大雨引起土石崩落，村民們都
被困住了。這時候，國家防災部長
拜託卡爾出動，拯救村民。但是卡
爾最害怕打雷了，他一點都不想離
開家。最後，卡爾能鼓起勇氣，將
受困的村民拯救出來嗎？

社交
焦慮

常懷

希望

《在爸爸的背上》
文 / 圖•瑪麗安．杜布（Marianne Dubuc）
譯•上誼編輯部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0~3歲
自行閱讀•4歲或以上

可可最喜歡待在爸爸的背上，無論
吃東西、洗澡也要黏着爸爸。相當
依 賴 爸 爸 的 可 可 ， 看 到 漫 天 飛 舞
的 蝴 蝶 ， 終 於 踏 出 了 探 險 的 第 一
步……這本硬頁書刻劃出孩子愛吃
愛玩的日常，以及親子間緊密依賴
的關係。家長還可以和孩子仔細找
一找，作者在每一頁圖片裏精心設
計的昆蟲小驚喜！

克服
分離焦慮

《鼴鼠的願望》
文 / 圖•金祥謹（김상근）
譯•許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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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活抱持期待，就會看見奇跡。
初雪落下的那天，才剛搬到這裏的
鼴鼠，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出現
了一顆小小的雪球。他邀請雪球跟
他一起搭公車，可是司機先生都覺
得 這 只 是 顆 雪 球 ， 是 不 能 搭 公 車
的。鼴鼠覺得好失望，該怎麼辦？
他想到一個很可愛的辦法！

新書
　快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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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情緒、
陪伴

未來、
想像力

祖孫情

強壯
心靈

克服
不安

《這樣公平嗎？》
文•皮帕.古哈特（Pippa Goodhart）
圖•安娜．多博蒂（Anna Doherty）
譯•黃筱茵
出版•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共讀•5~7歲
自行閱讀•8歲或以上

野兔和熊都想摘梨子，卻同樣搆不
着 ， 於 是 野 兔 拿 了 椅 子 過 來 。 原
本，野兔打算自己用兩張，長得較
高的熊用一張，熊卻因為椅子數目
不同而大喊不公平，野兔只好自己
也只用一張椅子。但是，這樣做，
熊摘到了梨子，野兔卻摘不到。這
樣就是公平嗎？翻開繪本，聽聽甲
蟲怎麼說！

《外婆阿貝拉的禮物》
文 / 圖•西西莉雅．瑞茲（Cecilia Ruiz）
譯•張淑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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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拉第一次抱住孫女妮娜時，她
的內心充滿了溫柔。阿貝拉決定要
為妮娜準備一份特別的禮物，於是
開始一點一點慢慢存錢。然而，世
事難料，日子過得愈來愈艱辛，阿
貝拉與願望的距離也愈來愈遠了。
但幸運的是，他們擁有彼此。貼心
的妮娜，更讓兩人的心靈從困窘的
局勢中跳脫出來！

《第一天上學好緊張》
文•喬里約翰（Jory John）
圖•麗池克萊姆（Liz Climo）
譯•彭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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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上學，每個小動物都好緊張，
他們心中都有不同的煩惱：老鼠擔心
自己個子太小；袋鼠擔心離開媽媽；
樹懶擔心沒辦法準時到學校……但是
當他們抵達教室時，卻發現原來大
家都一樣緊張，就連犰狳老師也好緊
張。放學時間到了，大家都發現，
原來只要互相幫助，甚麼煩惱都能解
決！

《超狗一號的中秋任務》
文•王文華
圖•陳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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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未來，你有甚麼想像？如果一
開始就認為不可能、做不到，怎麼
能成呢？中秋節這天，實驗室的燈
好亮好亮，大家都好奇萬能博士這
次會展示甚麼驚人的發明。實驗室
的門一打開，在大家眼前出現的竟
然是「超狗一號」！到底牠會為這
個中秋節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朋友心情不好，
 可以怎麼安慰他？》
文 / 圖•許雅聖（허아성）
譯•陳思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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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風凜凜的獅子，其實也會有垂頭
喪氣的時候。問他怎麼了，他也不
會說。但是，絕對不能因此放棄！
穿着獅子裝的小男孩，非常努力地
用自己的方式去想像獅子的困難，
也耐心地陪伴獅子。終於，獅子願
意向他傾訴煩惱，然後重新打起精
神，變得像平時一樣神采奕奕了！

《小心你的心》
文 / 圖•尹智（윤지）
譯•張琪惠
出版•三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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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居蟹很容易受到驚嚇，常把不好
意思、對不起掛在嘴邊，怕給別人
添麻煩。寄居蟹性格內向、害羞，
但這其實沒有好壞之分，我們也必
須幫助孩子破除簡單二元對立的僵
固 思 考 模 式 。 唯 有 先 不 害 怕 去 接
納自己、做自己，小心呵護自己的
心，未來才可以擁有充滿光彩的生
命能量。



《宮西達也獨角仙武士2：
      獨角仙三十郎飛向明天》
文 / 圖•宮西達也（みやにし たつや）
譯•米雅
出版•小熊出版社
自行閱讀•9歲或以上

獨角仙三十郎武士的丸子店一向生意
興隆，椿象阿龜的丸子店卻因為又貴
又不衞生而沒有客人上門，於是椿象
阿龜拜託惡官大鍬形蟲幫忙毀掉三十
郎的丸子店。到底獨角仙武士能否擊
敗大鍬形蟲？他和意外捲入這場紛爭
的鍬形蟲傳八，又會發生甚麼難忘的
故事？

《健康研究室1：營養篇》
文•石倉裕幸（石倉ヒロユキ））
譯•陳朕疆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為甚麼每天都要吃飯？因為會肚子
餓？因為飯很好吃？這裏是健康研
究室，今天的研究主題是「營養」。
原來眼睛看不見的「營養」竟然可
以幫助身體長大！歡迎來到健康研
究室，跟着研究員空田太郎和貓咪
所長，一起用最新的電腦「身體地
圖」研究身體吧！

STEAM

健康
人生

面對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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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期 欣賞自己               
第23期 如何與兒童談死亡 2
第24期 健康人生 

如欲下載電子版、訂購表格，或了解今期童書優惠，請瀏覽：www.rerc.org.hk/tc/ChildrenBooks.aspx

新書
　快遞

【橋梁書】

【橋梁書】

宗教教育中心　書刊資源服務處

地址•九龍深水埗巴域街45號

電話•(852) 2776 6333

傳真•(852) 2776 9090 

電郵•info@rerc.org.hk

網址•www.rerc.org.hk

文林網上書店•
https://bookshop.wlpl.com.hk

【橋梁書】

健康
人生

【橋梁書】

《健康研究室2：睡眠篇》
文•石倉裕幸（石倉ヒロユキ）
譯•陳朕疆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睡覺和身體之間有甚麼關聯呢？如
果睡覺對身體很好的話，可以多睡
一點嗎？這裏是健康研究室！每天
晚上，研究員空田太郎跟貓咪所長
都窩在小學裏做研究，今天的研究
主題是「睡眠」。讓我們跟着睡眠顧
問貓頭鷹先生，用最新的電腦「身
體地圖」一起研究身體吧！

《紙飛機STEAM實作飛行寶典》
文•卓志賢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行閱讀•11歲或以上

紙飛機會飛還不算稀奇，要飛得遠、
飛得久、飛得好、飛得妙，才算是有
真功夫！台灣最厲害的紙飛機達人
卓志賢老師，傳授48則秘笈、50種
紙飛機摺法，包括機翼和升降板的角
度、拿飛機的手勢、擲射的姿勢等，
讓你成為紙飛機高手！

SINCE 1978

優惠期︰2020年12月1-31日
學校如需大量訂購聖誕禮物，請直接與我們聯絡。

1-2本

9折
3本或以上

8折

公價產品
及課程

9折

特設聖誕禮物專區

低至5折
購物滿HK$800即

免運費

文林網上書店
聖誕優惠 

請登入 https://bookshop.wlpl.com.hk

優惠碼 Xmas2020

宗教教育中心



 

 

 Religious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 

 

◆ Tel．(852) 2776 6333 ◆ Fax．(852) 2776 9090 ◆ E-mail．info@rerc.org.hk ◆ Website．www.rerc.org.hk ◆ 

                                                                                                                                                                                                                                                                                                                                                                                                                                                                                                                                                                                                                                                                                                                                                                                                                                                                                                                                                                                                                                                                                                                                                                                                                                                                                                                                                                                                                                                                                                                                                                                                                                                                                                                                                                                                                                                                                                                                                                                                                                                                                              

《飛越童書林》第 24 期童書訂購表 

書名 數量 定價 金額 書名 數量 定價 金額 

主題童書 新書快遞 

偷蛋龍 3︰兔兔不愛胡蘿蔔 
                     (AAAF6243) 

 $117  在爸爸的背上        (AAAF6258)  $83  

主題推介 我是貓熊             (AAAF6259)  $95  

病菌不可以分享喔  (AAAF5872)  $87  爸爸的車最棒        (AAAF6260)  $107  

恐龍怎麼變健康？  (AAAF6255)  $93 

 

 鼴鼠的願望          (AAAF6024)  $107  

不要舔這本書       (AAAF5460)  $100  出發吧！勇敢的特急列車卡爾 
                  (AAAF6261) 

 $100  

感冒的奧祕         (AAAF5881)  $127  山下同學不說話     (AAAF6262)  $107  

透明人來我家       (AAAF4758)  $93  第一天上學好緊張   (AAAF6263)  $100  

動物村洗手大賽    (AAAF6257)  $93  外婆阿貝拉的禮物   (AAAF6264)  $107  

肥皂超人出擊       (AAAF5322)  $100  這樣公平嗎？        (AAAF6265)  $100  

把飯吃光光，好棒！ (AAAF5339)  $93  小心你的心          (AAAF6266)  $93  

刷牙小小兵勇闖蛀牙王國 
                      (AAAF5338) 

 $93  
朋友心情不好， 

可以怎麼安慰他？   (AAAF6267) 
 $100

7 

 

和新型冠狀病毒說 Bye Bye！ 
                      (AAAF6244) 

 $87  超狗一號的中秋任務 (AAAF6268)  $93  

哈啾！癢癢！       (AAAF6256)  $107  [橋] 獨角仙三十郎飛向明天 
                       (AAAF6269) 

 $117  

鼻病毒︰讓你感冒的討厭鬼 
                      (AAAF4708) 

 $93  
[橋] 紙飛機 STEAM 

實作飛行寶典        (AAAF6270) 
 $127  

羅塔和他的朋友們  (AAAF5392)  $107  [橋] 健康研究室 1 營養篇 
                       (AAAF6271) 

 $107  

我的超級英雄︰鼻涕 
                      (AAAF5733) 

 $120  [橋] 健康研究室 2 睡眠篇 
                       (AAAF6272) 

 $107  

Dr. Knee 的希望花園： 

60°的祕密          (AAAF6254) 
 $115  全單金額  $  

    全單總額(減：折扣 20%)  $  

 

訂購機構：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如需送貨請填寫） 

備註： 

1. 《飛越童書林 24》優惠期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2. 請填妥訂購表格後傳真回 2776-9090，並連同支票（抬頭為「宗教教育中心」/「Religious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寄回九龍深水埗巴域街 45 號 

「宗教教育中心－書刊資源服務處」收。 

3. 訂購總金額滿 HK$1,000（折扣後）可安排免費送貨（東涌及離島除外）。收到支票後兩星期內送貨到指定地點。 

4.  訂購不足 HK$1,000 歡迎到本中心以下地點取貨︰深水埗巴域街 45 號「宗教教育中心—書刊資源服務處」 

5.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76-6333（Ext. 243）與書刊資源服務處黃小姐（Karrie Wong）或李先生（Johnny Li）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