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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

《鞦韆上的狐狸》
文‧艾芙莉娜．妲秀蒂						圖‧奧絲拉．裘杜萊特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	陶淵明《雜詩》

	 正如一天不會有兩次早晨，人生每一刻都不會重來。我們以為
稀鬆平常的事，因着步入新階段，或是多變的世事，「下次」或「再
會」可能遙遙無期，即使再有也不同當天那時。這是初小學生也能理
解的，因為他們剛剛就經歷了從幼稚園升上小學這重大變化。遇上這
些轉捩點，就是與孩子談「珍惜」這正向話題的最佳時機。

	 今期介紹的主題童書，有些關於送別移居海外的朋友，有些關於
搬家後重新發掘當下日常的美好，也有些關於陪伴年老親人，讓與孩
子一同成長的你，能因應孩子所遇到的事作挑選，延伸詳談為何要珍
惜及如何珍惜。我們還可以藉此鼓勵孩子，人生會有好事與壞事，但
每件事也有結束之時，然後又有新的好事或壞事發生，所以不需要永
遠悲傷，也不該視所擁有的為理所當然，要知道感恩。我們期盼將來，
感恩過去，但最重要的是用心體會不完美的當下，享受混雜其中的美
好。懂得珍惜才知生命的意義，才能發現原來今天的生活也很美好。

保羅是平凡的小男孩，跟爸媽住在大城市裏。
一天，保羅遇見一隻狐狸，成了好朋友。後來，
保羅一家要遷往另一個更大的城市去，他們不
得不分開了。不過別擔心，當你在生命中遇上
一隻狐狸，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啊！這是一

個關於友情與快樂真諦，還有分別與重逢，以及開闊胸懷迎接新環境與
新事物等不同主題的精采故事。

主題
　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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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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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這個故事應該換個方式起頭……」從這一句當
中，我們就知道這是個不落俗套，能為讀者帶來歡
愉的故事。作者多用對話來說故事，令故事情節更生
動，節奏更緊湊及更富張力。例如︰「等爸爸回來，我
們就一起坐下來喝下午茶、吃麵包。那家店的麵包好吃
極了！」又例如，狐狸大發脾氣地說：「我的故事一點
問題也沒有，奇怪的是你！」如果將這句改為敍述句︰
「狐狸大發脾氣，認為聽不懂這些故事的保羅才是怪
人。」讀起來就趣味大減了。

色彩設計見巧思

　　另外，本書的畫風生動，色彩豐富亮麗，善用互
補色，例如藍與橙，紅與綠等，透過強烈的對比來吸
引讀者視線。畫家也善用色彩心理學來配搭故事，例
如在狐狸心情不好時，整頁都用上讓人心情鬱悶的藍
色；保羅在盪鞦韆時感到很快樂，這對頁就充滿讓
人聯想到歡樂和熱情的橙色。不過，有留意到嗎？保
羅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藍色的，雖然是較「冷」的色
調，但這並不是要反映他抑鬱的心情，而是透過對比
色彩，讓保羅在一片黃橙色之中（包括狐狸身上的橙
色）格外鮮明奪目。同時，本書運用了不同的字體，
營造了活潑的視覺效果；更因應故事進展，巧妙運用
不同顏色與大小的字體來呈現，豐富畫面層次，增加
動感。

友誼與快樂真諦

	 故事內容方面，這是一個關於友情與快樂真諦，
還有分別與重逢，以及開闊胸懷迎接新環境與新事物
等不同主題的精采故事。一本好的繪本甚少直接將生
命教育意涵說出來，作者會留下空間，讓讀者享受閱
讀過程，然後自行從情節當中吸收成長的養分，而非
平白無故又上了一次強灌硬塞的沉悶課堂。這個故事
有兩位主角——保羅，平凡的小男孩，跟爸媽住在大
城市裏；狐狸，聰明、情緒化又帶點神秘感。他們的
友誼從保羅願意分享麵包開始，在狐狸坦誠分享故事
及彼此陪伴之間昇華，然後因着保羅一家需要遷往另
一個更大的城市而發生轉變。不過別擔心，當你在生
命中遇上一隻狐狸，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啊！

重新發現當下的美好

　　在保羅搬走前，狐狸對他說︰「需要多花點時
間，才能發現一件事情的好。就拿一塊奶油夾心蛋糕
來說吧，或許不能一下子就吃到奶油，得多咬幾口才
吃得到。一口一口吃下去，蛋糕會愈來愈好吃。」保羅
不願意搬走，他很滿意原本居住的地方，最重要的
是他不想離開好朋友。他在新地方的生活像是一切如
常，仍然會去麵包店買麵包，但「他回家時走的路，
跟來麵包店時走的路是一樣的」，顯示他不再像從前
那樣喜歡探索世界了。然而，時日過去，他終於稍為
釋懷，願意再次開放自己，所以能在路上發現一條
「新」的小路，也再次對世界產生好奇，因此能夠重
遇狐狸。其實狐狸在故事裏有雙重象徵意義，既是保
羅的一個特定朋友，也象徵他的快樂心情。來到陌生
環境，保羅封閉自己，因為他覺得狐狸（快樂）不在
了，直到他願意將緊閉的心重新開啟，才能發掘當下
日常的美好，重新找回快樂。

　　除此之外，這個故事不單談及「離開的人」如何
適應新環境，也對「留下來的人」內心那份空洞感覺
表達同理和安慰。故事中段，保羅以為先離開的是狐
狸，心中鬱悶，狐狸就開解他，說︰「我想，你還會
繼續走這條路，還會期待在這裏找到我。過一陣子，
你就不會走這條路，再也看不到這個地方和這座鞦
韆。不過，早晚總會有人來到這裏，代替我的位置。」
朋友離開定然會經歷一段傷心日子，但情緒會隨着時
間慢慢平復，重新找到新的朋友和快樂。忘記悲傷，
珍惜還擁有的，着眼於將會遇上的人和事，並不是否
定過去的快樂，而是容許自己有機會再次發現獲得快
樂的門徑。

發現美好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適用場合‧初小或中小課室 / 親子活動 / 視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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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I.	 故事時間及討論
	

	 1.	導師或家長與小朋友一同閱讀《鞦韆上的狐狸》，藉着圖像與伴讀者聲線帶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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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法，例如︰
	 		 故事內容
	 		 ★	保羅與狐狸是如何成為好朋友的？他們喜歡一同進行甚麼活動？
	 		 ★	保羅搬家後，生活有甚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心情也有不同嗎？
	 		 衍生想法
	 		 ★	爸媽不太相信鞦韆上有狐狸，卻仍願意每天與保羅分享自己的麵包，你覺得原因是甚麼？
	 		 ★	為甚麼爸媽會因為搬家而快樂，保羅卻悶悶不樂呢？
	 		 生活經驗轉化
	 		 ★	你曾經與朋友分別嗎？說再見時心情如何？後來還有沒有聯繫？
	 		 ★	你曾與保羅一樣，一開始以為某件事情很壞，後來卻發現到其中的驚喜嗎？
	 		 行動實踐
	 		 ★	假如你（或你的朋友）與保羅一樣，將要離開熟悉的環境，到新地方生活與學習，
	 		 		 你會怎樣鼓勵自己（或他們）呢？	
	 			（以上討論問題僅作參考，請導師或家長因應實際情況和需要選用。）

II.	延伸活動
	

	 1.		提前一個星期邀請小朋友利用手機或數碼相機拍攝三至五張日常生活相片（請提醒小朋友要先
得到家長同意）。

	 2.		相片主題︰讓你感到快樂或感恩的人或物。
	 3.		在故事時間之後舉行數碼影展，讓小朋友展示作品，並簡單講解選擇拍攝這人或物的原因。
	 4.		如未能提前邀請小朋友預備相片，可考慮改為邀請小朋友畫出一些讓他們感到快樂或感恩的人

或物，並作簡單分享。在高小課堂裏，也可以配合語文課進行寫作活動。

III.	總結
	

	 1.		保羅能夠與狐狸成為好朋友，並且獲得快樂，因為他願意與新朋友分享，也對世界懷着好奇和
感恩。

	 2.		保羅很擅長在生活細節中發掘美好，並予以感恩。他說︰「快樂……是媽媽做的陶器和爸爸開
的直升機！……快樂就是橘紅色的籃球和瑪琪的橘紅色貓咪！可是最快樂的，是狐狸！」

	 3.		一生中會經歷許多好事與壞事，但每件事也有結束之時，然後又有新的好事或壞事發生，所以
不需要永遠悲傷，也不該視所擁有的為理所當然，要懂得感恩。我們期盼未來，感恩過去，但
最重要是用心體會不完美的當下，享受混雜其中的美好。懂得珍惜，才知生命的意義，才能每
天發現原來今天的生活也很美好。

	 4.		你也對周遭事物常懷好奇和感恩嗎？由現在開始，讓數算恩典成為習慣，好好享受每一天！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發現美好
數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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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帶不走的小蝸牛：
       福爾摩莎自然繪本》
文•凌拂
圖•黃崑謀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阿吉要搬到都市去了，他很想帶上小
蝸牛，爸媽卻阻止他，因為都市裏沒
有適合小蝸牛生活的地方。新家和鄉
下很不一樣，阿吉覺得很寂寞。沒想
到，他和小蝸牛又意外重遇了，會有
甚麼精采故事發生呢？這是一本有豐
富人文情懷的自然繪本，既生活化地
講解蝸牛的生活習性，談及人與自然
的互動，也從主角一家在搬家過程裏
經驗到的捨棄與重建，幫助讀者學習
適應新環境，在當下找到值得珍惜和
享受其中的新樂趣。

《小狼波波    接納新朋友》
文•歐莉安娜．拉蒙
圖•愛蕾諾．杜雷
譯•徐也恬
出版•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新朋友來了，他叫白白。一開始，波
波和朋友們也覺得白白很有趣，但大
家很快就覺得他過分活潑，有點煩
人，而且總是闖禍，於是開始排擠
他。白白有幾天沒出現了，是因為傷
心難過而躲藏起來？還是出了甚麼意
外啊？因着妮妮的提醒，大家也有所
反省，知道朋友之間應該互相包容接
納，彼此珍惜。終於他們冰釋前嫌
了，還辦了一場水上野餐（雖然最後
大家也掉到水裏去了），好朋友又可
以在一起玩了！

《12歲之前一定要學2：
           珍惜自己&人際關係》
文•花丸學習會
譯•伊之文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中小至高小

本書先透過花丸老師及班上其他可愛
動物來引發孩子繼續讀下去的興趣，
以及思考友誼這題目，然後透過輕
鬆有趣的圖文，還有好玩又能刺激思
考的遊戲與題目，為孩子解開他們
在社交生活中可能產生的疑問，例
如友誼建立方法、衝突處理和應對
異性相處時的尷尬等。書末還收錄了
〈打造共學家庭的家長手冊〉，協助家
長用幽默但有效的方式栽培子女成為
既珍惜自己又友愛他人的優秀孩子。

《愛家的小鳥》
	文	/	圖•喬．安普森
	譯•宋珮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鳥很喜歡自己的家，很喜歡周圍環
境，也很喜歡珍藏的各種東西。然而
天氣轉冷了，哥哥說他們要飛到遙遠
的地方去，因為那裏會有足夠的食物
和溫暖的風。小鳥還是嘗試把所有東
西帶走，但在長途旅程中，這些東西
都成為阻礙，不得不分送出去。抵達
新家後，小鳥從前喜歡的東西都不在
了，但這裏真如哥哥所說的那樣，有
食物和溫暖，也有許多新的美好事
物，更重要的是有他珍惜的家人，他
又有家的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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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熊主動邀請新鄰居小無尾熊一起
玩，但無論玩甚麼，小無尾熊都沒有
反應，這讓小熊有點失望。幸好他們
後來找到了共同興趣，打開了話匣
子，還約定以後要一起玩更多遊戲
呢！我們也許是小無尾熊，在新環境
裏感到不安。不過沒關係，一定會有
像小熊那樣等着跟我們交朋友的人出
現。我們也可以是小熊，珍惜每次相
遇，願意主動向新朋友伸出友誼之
手，並且耐心地等待；因為幫助到別
人，自己的快樂也會加倍啊！

《好朋友不在的日子》
文•安德莉亞．馬圖拉納	
圖•法蘭西斯柯．哈維爾．歐雷亞
譯•孔繁璐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山迪和瑪亞是好朋友，但山迪要隨爸
爸搬到遠方去了。起初，留下來的瑪
亞做甚麼事也提不起勁，更不想跟別
人玩。不過，日子一天天過去，瑪亞
認識了新朋友，也培養了新的嗜好。
然後，他們重逢的日子到了，但瑪亞
反而擔心起來，她擔心自己因為已有
新興趣和新朋友，與山迪不再像從前
般要好。不過，原來不用擔心啊，因
為是好朋友，心中總有個地方是屬於
對方的，友誼並不會因為長時間分開
而消失！

【知識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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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主題︰珍惜

《看看這過程啊！
         你如何不珍惜》
文•金長成
圖•劉里	
譯•魏嘉儀
出版•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如果你想吃西瓜會怎樣做？從店裏買
回來的確很方便（尤其是夏天），不
過農人在培育過程中花費的時間和勞
力可真不少啊！首先要撒種，要耐心
等待新芽冒出，要保持泥土濕潤又不
能過度關心，更要拔除永遠除不完的
雜草和蚜蟲……家長與其對孩子叨唸
要珍惜食物，不如讓孩子看見農作物
的種植過程，他們就會知道一切都是
得來不易的，然後打從心裏滋生出對
萬物的珍惜和感恩之情。

《雖然捨不得你離開，
          但是我知道愛永遠都在》
文•勞倫斯．布吉尼翁
圖•薇樂莉．多赫爾
譯•張家葳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小老鼠和老象一起生活，從前是仍然
強壯的老象保護小老鼠，現在則是由
小老鼠來照顧體弱的老象。老象說，
山谷的另一邊住着許多老朋友，等他
很老很老的時候就會過去。可是，通
往那邊的木橋竟然斷了，老象雖沒有
說出來，卻明顯有些煩惱。如今老象
已非常衰弱，小老鼠實在捨不得他離
開，但因為知道這是完成老象心願的
方法，所以除了珍惜共同度過的最後
日子，還努力修補那座橋，讓老象能
安心地說再見。

《在擁抱的瞬間，
     想起遺失的時間》

文	/	圖•林孝英
譯•張珮婕
出版•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男孩在充滿愛的家庭中出生和成長。
少年時，父母忙於工作讓他感到很孤
單，於是跑到外面去，想要尋回「遺
失的時光」和幸福。四十歲時，他已
有妻子、孩子和狗狗，現在的他不再
到處尋找「時間」了，而是被時間追
着跑。一天，他與爸爸通電話，才發
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與父母一起看晚
霞了，於是放下手邊的工作，乘車回
老家去。在被爸媽擁抱的瞬間，他又
再次想起那些應該珍惜，卻遺忘了的
時間。

《能源好朋友》
文	/	圖•哈瑞特．羅素
譯•柯倩華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中小

常有人說，地球上的石油儲量快要用
完了，人類即將再次面臨能源危機。
不過，石油是甚麼？它從哪裏來的？
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甚麼便利？石油
是百利而無一弊的能源嗎？既然它如
此珍貴，而且對環境有害，有其他替
代能源嗎？以上問題的答案，你都可
以在這本風趣幽默的圖文書中找到。
我們可以享用萬物，卻不應該過度使
用。在生活裏習慣善待環境，珍惜地
球資源，一起來當地球的好朋友吧！

《豬奶奶說再見》
文•瑪格麗特．威爾德
圖•藍．布魯克斯
譯•柯倩華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豬奶奶忽然不像平常一樣起床吃早
餐。休息一天後，豬奶奶撐着虛弱
的身子去還書、提款，又與孫女去散
步，一起用心觀察樹葉、雲朵和光
影。孫女在一旁看着和陪伴着，一切
都是平平淡淡的，但她知道將要發生
甚麼事……死亡和分離是較敏感的主
題，本書卻雲淡風輕地藉生活片段來
聊起，不會勾起過多情緒，又能引發
思考，並提供情緒抒解的出路。本書
要傳遞的是即使多不情願，生與死都
是人生必經課程，但只有珍惜相聚的
每一刻，之後才能因着美好的記憶而
微笑。

█ 活在當下    █ 人際相處    █ 環保    █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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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透過閱讀，成為
	 	 更新更好的自己

作者•黃國珍（品學堂創辦人、《閱讀理解》學習誌總編輯）

	
	 	 大海的另一端是甚麼？星光距離我們多遠？為甚麼月亮會有圓缺的變化？

　　人類對這世界好奇所開展的探究與理解歷程，讓人類逐步認識自己所生
活的世界，同時也開展對自身的了解，並且成就人類的文明發展。

　　認識世界的過程是段漫長的歷史，人類對世界萬象的解釋，從充滿眾神
間恩怨情仇的神話中，發展到以神的話語為主，作為知識威權與生活教條的
宗教年代，再到相信理性能發展知識以解決人類問題的啟蒙時代。這過程中
基於好奇或質疑，及勇於求知的精神，將人類的心靈從原始的狀態中逐步解
放出來。

答案往往就在問題裏

　　從未知到已知，這探究思考的過程，從有問題到有答案，問題成為打開
世界的鑰匙，而答案往往就在問題裏。人類文明之所以能開展，其源頭並不
是因為擁有答案，而是發現問題，面對問題的能力。當前素養教育很重要的
一個目標，就是讓孩子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成為終身的學習者。

　　談到學習，我們在一般認知上看待「學習」的面向，着眼於認識新事
物。但是有愈來愈多的情況，學習並非「從頭了解未曾認知的事」，而是要
「更新自己以為知道的事」。這觀念在當前這時代更顯重要。

　　我想這種更新已知或認知的學習，應該能說明《晨讀10分鐘：世界和你
想的不一樣》（親子天下）與《晨讀10分鐘：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親子
天下）這兩本書的意義。這兩本書中的選文，提供多元主題在新研究中的事
證與反思，提醒現今世界跟過往所想已經有所不同。同時，也藉由閱讀書中
的文本，理解看似科學的觀察和報導，本身可能就是一個待釐清，需要再學
習的判斷。

怎樣才能具備理解文本和學習判斷的能力？

　　要給予下一代甚麼內容，才能讓他們具備理解文本和學習判斷的能力？
我認為閱讀理解和素養，是最重要的學習。過去一篇網路報導提出養成閱讀
理解與素養的幾點建議，像是「大量閱讀」、「培養閱讀習慣」等。這些你
我早就熟悉的論點看似合理，卻是導致大眾對閱讀教育認知偏差的片面性觀
點──空有大量閱讀就像是擁有頂級食材，卻沒有基本料理技能的廚師；擁
有閱讀習慣也不一定會形成閱讀能力，這就像是有運動習慣的人，不是必然
能成為運動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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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簡介

黃國珍
品學堂創辦人，《閱讀理解》學習
誌總編輯。

出身於文學世家，40歲之前，是一
位設計思考者，以創意協助企業將
文化題材與創新思考，應用於企業
形象與經營策略。多次參與台灣在
觀光、經濟與政治議題的國際宣傳
創意指導工作。

40歲以後，關注青少年閱讀素養
問題，成為閱讀素養推廣者，並於
2012年創立品學堂，2013年發行華
文世界第一本培養閱讀素養的雜誌
《閱讀理解》，為華文世界青少年
的閱讀素養與思考能力扎根。目前
致力於協助各級學校落實閱讀素養
教育，讓下一代有能力「閱讀生活，
理解世界，創造未來」。

《晨讀10分鐘：

	 	 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

												（附閱讀素養題本）

文章選編•PanSci泛科學

閱讀素養題本提問設計•品學堂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科學，是檢視世界的透鏡，運用觀察、
提問、假設，透過大量實驗及數據來驗
證，你會發現所謂的真理不一定為真，
真相原來還有多重解釋的可能。本書精
選20篇科普好文，帶領你探索生活中有
趣問題的背後真相，從而建立科學思辨
力。

隨書配備〈閱讀素養題本〉一本，是根
據書中每篇選文量身設計的。每道提問
均有清楚具體的評量目標，分為擷取訊
息、統整解釋、省思評鑑三層次，再搭
配最後的詳解。期待讀者透過對文本的
再次探訪，有效提升閱讀理解與思考探
究技巧，從閱讀素養獲得面對生活各種
問題的關鍵能力！

　　從PISA國際閱讀素養評量來看，以普世生活共有的生活情境為文本
形式與議題內容，學生以平常培養的能力及素養來作答。而每個學生評量
結果的差異，就可視為素養上的差別。這樣子藉由文本訊息建立客觀的理
解脈絡，更符合閱讀理解的需求。

　　這次品學堂《閱讀理解》學習誌與親子天下合作推出《晨讀十分鐘：
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附閱讀素養題本），期待透過我們設計的閱讀理
解提問，帶領孩子建構對於文本的理解，解決閱讀中發現的問題，並以自
身經驗探究思考文本內容。

　　每個時代，學習都是重要的事，但是每個時代的學習內涵，都會受時
代面貌的主題影響。在這個事事更新的年代，或許學習的時代意義，就在
於學習不被自己所限，不盲目相信，不人云亦云，學習發現自己可能是錯
誤的，時時更新自己，超越自己，成為更新更好的自己。▉

本文轉載自︰黃國珍著，〈閱讀素養題本推薦序：透過閱讀，成為更新更好的自己〉，PanSci泛科學編，
《晨讀10分鐘：科學和你想的不一樣》（台灣︰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2019）。

承蒙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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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合作

《媽媽為什麼愛生氣？》
文	/	圖•信實
譯•童夢館編輯部
出版•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童夢館）
適讀•幼兒至初小

每天早上，媽媽總是對佑佑說︰「快一
點！」、「再不出門就要遲到了！」、
「快被你氣瘋了！」媽媽好愛生氣
啊！調皮搗蛋的佑佑和愛生氣的媽
媽，會否有一點點你們的影子？正
所謂愛在心裏口難開，雖然媽媽總
是在生氣，但孩子啊，媽媽真的好
愛你啊！

《一百萬個親親》
文•諶淑婷
圖•詹廸薾
出版•巴巴文化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因為愛，所以想要給你一個又一個
親親。作者以母親的愛與溫柔，細
數每個親子間平凡卻深刻的日常，
而每個日常都是一個親親。在書
末，就像每位媽媽一樣，她想要
溫柔地對孩子說︰「第1000000個
親親的那一天，要緊緊用力的親親
我，就像你第一天見到我時，那樣
的愛我。」

《孵蛋狂想曲》中英雙語
文•艾倫．狄蘭
圖•瑪蒂娜．凱特切克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男孩在地上發現了一顆蛋，既沒有
爸媽在身邊，附近也不見有鳥巢，
裏面究竟藏着怎樣的生命呢？於是
他到圖書館翻查許多許多關於蛋的
書，卻完全沒有頭緒。即使如此，
男孩仍然願意耐心等待蛋的孵化，
並已經決定好，無論出來的是甚麼
生物，都要一直好好保護和照顧這
個小生命。

《雨後螢光》中英雙語
文	/	圖•米格．瑟羅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一場可怕的暴雨淹沒了整個森林，
動物們都跑到山上的洞穴裏避難。
雨停了，大水卻還沒有退去，動物
們需要派代表出外冒險尋找食物，
狐狸每次都主動提出想要幫忙，但
大家都拒絕牠。不過狐狸沒有計較
別人的看法，終於牠也成功找到了
可以幫助大家的好方法。

親子
溝通

愛護
生命

家庭
溫暖

尊重
自我
價值

《我們都是人   
 一起練習同理心》
文•蘇珊．維爾德
圖•彼得．雷諾茲
譯•劉清彥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我是人，我一直在學習，一直尋找
適合我的路，也總是看見各種可能
性。我是人，所以我不完美，會犯
錯，會疑惑。我是獨一無二的，你
也是。這是一本幫助你透過觀察來
了解自己和他人情緒，進而同理自
己與他人，並且關懷世界的書。

█ 愛    █ 人際相處    █ 認知    █ 想像力    █ 正向思維

《霸道小公主：
   學會尊重不任性》
文•Johanna	Lindemann
圖•Astrid	Henn
譯•童夢館編輯部
出版•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童夢館）
適讀•幼兒至初小

我一定要吃冰淇淋！我要養一隻獨
角獸！我要今天出太陽！我是霸道
小公主，我要決定所有事情，全部
都要聽我的！可是有一天，小公主
遇到一個不聽自己命令的女孩，在
吵鬧的過程中，竟獲得了前所未有
的喜悅，小公主的待人接物態度也
悄悄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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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
探索

《DNA：基因和遺傳的祕密》
文•尼古拉．戴維斯
圖•艾蜜莉．薩頓
譯•陳宏淑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決定鼻子形狀的基因有4個，決定眼
珠顏色的超過16個，影響髮色和髮
質的更在100個以上……一切原來都
與DNA有關！這本書用循序漸進的
方式，為孩子解開遺傳密碼和基因
的秘密，會是你用來與孩子談遺傳
與基因等科學觀念的第一本書。

直升機 基因

《工程龍上火星》
文	/	圖•邁可．懷特	
譯•李紫蓉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工程龍全新角色——太空龍登場！
他們正在火星上執行重要任務，超
級忙碌啊！探測龍的輪子轉不停，
探險龍深入洞穴裏，農夫龍在田裏
播種，通訊龍發出緊急呼救……究
竟是甚麼神秘任務呢？讓我們倒數
3、2、1，一起登上火星看看吧！

《貓咪看家》
文	/	圖•町田尚子
譯•上誼編輯部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主人出門上班，貓咪留下來看家？
不，才不是這樣！牠居然溜出門，
喝咖啡，逛書店，還吃迴轉壽司！
實在太幸福了！日本畫家町田尚子
用細膩的油畫風格，天馬行空地描
繪出貓咪的獨處時光。看着看着，
你也會不期然跟着嘴角上揚啊！

創意

飛越童書林
總編輯•彭培剛法政牧師	
編輯委員會•余凱琳、彭培剛法政牧師、廖睿詩、潘嘉媚
　　　　　			（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執行編輯•廖睿詩
設計•李宇軒

█ 愛    █ 人際相處    █ 認知    █ 想像力    █ 正向思維 █ 愛    █ 人際相處    █ 認知    █ 想像力    █ 正向思維

【知識類圖書】

《直升機起飛！》
文	/	圖•小輪瀨護安
譯•邱瓊慧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本書從直升機起飛的步驟開始，介
紹各種與直升機相關的事情，包括
直升機場、塔台，以及直升機最特
殊的飛行技巧──懸停；又會帶領
讀者認識直升機常見的用途，如協
助運送貨物，空中錄影，執行救援
行動等；書末更附有直升機的內部
構造圖，是認識直升機的最佳入門
繪本！

幾何學

《賴爸爸的數學實驗：
       15堂趣味幾何課》
文•賴以威
圖•桃子、大福草莓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高小

如果孩子常問︰「為甚麼要學數
學？」、「數學有甚麼用？」你可
以與他們一起在本書中尋求解答！
本書作者從小就是數學資優生，他
繼承父親以趣味方式推廣數學的教
育家精神，帶領小讀者透過實作學
習，讓學習與生活連結，激發學習
動機與理解力，進而培養數學感。

【知識類圖書】

《奇文妙語童話小鎮：
       標點符號這一家》
文•謝鴻文
圖•沈健詩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沒有標點符號，人們閱讀文章時可
就麻煩大了！就像刪節號爺爺說
的︰「我們標點符號的工作是很神
聖的！」幸好，他每天都會早點
名，所以家族裏的每一位成員都不
會賴床，天天努力認真工作。這是
一本以擬人化標點符號為主題的童
話故事，有助你輕鬆學好各種標點
符號。

標點
符號

【橋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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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羞小公主》修訂版
文	/	圖•張蓬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公主很害羞，遇到陌生人就躲在
媽媽背後不敢說話，人一多甚至會
大哭起來，而且她總擔心別人的目
光，所以時刻保持警覺，無法專心
做事。不過，小公主後來竟然可以
上台表演，她做了甚麼練習嗎？家
人又是如何幫助她的呢？這本有趣
的翻頁書會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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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天才！》
文	/	圖•徐萃、姬炤華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兩隻小鼴鼠的祖先們都是了不起的
天才，為了像祖先一樣了不起，兩
隻小鼴鼠開始討論起自己的「天
才」計劃，可是他們兩個都只說不
做，結果……另外，本書插畫精
細，處處藏有驚喜的「彩蛋」，等
待你來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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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妮的彩虹傘》中英雙語
文•瓦育．昆克羅
圖•丹妮爾．史赫索斯特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下雨了，妮妮穿上雨衣又撐起心愛
的雨傘出門玩耍。突然刮起一陣大
風，把她的雨傘吹走了。雨傘在
空中翻飛盤旋數圈後，終於降回地
面，卻被另一位小男孩先一步拾了
起來。小男孩竟然因為獲得雨傘而
興奮得手舞足蹈，但妮妮也很喜歡
這雨傘啊，怎麼辦呢？

《我可以很平靜：
    一起練習正念靜心》
文•蘇珊．維爾德
圖•彼得．雷諾茲
譯•劉清彥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本書作者是小學老師兼兒童瑜珈指導
員，她以淺顯易懂的文字，及貼合兒
童實際生活經驗的情節與圖畫，幫助
兒童學習並建立社會情緒力，從閱讀
中理解覺察和調節情緒的方法，嘗試
在生活中實踐讓思緒回到自己的身
上，學習專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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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的星星》
文	/	圖•布麗塔．泰肯特拉普
譯•陸碧齊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摩爾很喜歡坐在石頭上凝望天空中
美麗閃耀的星光。有一晚，他許願
說︰「我希望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星
星。」摩爾願望成真了，他竟然真
的得到了世界上所有的星星。可
是，其他動物卻因為失去了星光而
傷心難過。如果你是摩爾，你會有
怎樣的決定呢？

《好想玩手機！》
文•李敏煛煛
圖•裴賢珠
譯•林侑毅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妍羽最喜歡玩手機了，畫面閃閃發
光，內容有趣，盯着那個小小的世
界讓她好快樂！但是，不知從哪天
開始，妍羽發現書上的字變得好模
糊，到底發生甚麼事了呢？本書藉
由生活化故事，幫助孩子明白過度
使用手機的害處，並且理解視力保
護的重要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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