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飛越童書林#27-p1bkgd.indd   4飛越童書林#27-p1bkgd.indd   4 18/10/2021   上午10:3318/10/2021   上午10:33

1

	今期內容

【主題推介】友誼

（接納差異、克服距離限制、拒絕欺凌）

　　[主題童書] 《隱形男孩》

   導讀  2

   拒絕欺凌！

   活動（初小至中小適用） 3

   隱形人 

　　[相關推介]  4

【專題文章】  6

  林美琴︰〈繪本VS閱讀力〉

【新書快遞】  9

友誼

《隱形男孩》
文‧裘蒂．路德維希	 					

圖‧帕提斯．巴頓					

譯‧李貞慧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中小

＊接納差異　　＊克服距離限制　　＊拒絕欺凌

長時間在家網課後，孩子終於可以回到校園了！可是，部分孩子卻
對群體生活感到陌生，不知如何與同儕相處。幸好妥善經營友情的
方法，是可以藉着繪本閱讀，借鑒故事情節與角色言行，以及與師
長的延伸討論當中累積。今期，我們的選書會重點討論三個常見的
友誼奇難雜症，助你與孩子輕鬆建立一生受用的關鍵人際能力！

大家也不太「看得見」隱形男孩布萊恩，課堂分組或玩遊戲時
也不會邀請布萊恩。這天，有新同學來到班上，卻因為文化不
同而被嘲笑，心地善良的布萊恩於是悄悄寫了張鼓勵字條給
他。新同學漸漸融入大家了，但他沒有忘記這位最先歡迎自己
的人，在課堂分組和吃飯時都主動邀請布萊恩加入。咦？隱形
男孩布萊恩怎麼好像沒有那麼隱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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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www.rerc.org.hk/tc/ChildrenBooks.aspx ◆ ◆ ◆ ◆ ◆ ◆	◆ 	2021年11月•第二十七期
	



2

導讀

　　每個人都需要朋友，友情是幸福感的其中一
個重要來源，甚至有人視朋友為「沒有血緣的親
人」。在兒童期各個階段，朋友間的相處互動，
更會深深影響孩子一生的自我概念與人際關係。
然而，因着人性的種種軟弱，部分人可能早於兒
童期就已無可奈何地要面對與欺凌相關的難題。

　　欺凌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1) 身體/行為
暴力的欺凌，(2) 言語攻擊的欺凌，(3) 間接的
欺凌，以及(4) 網絡欺凌。1 不論是哪一種欺凌行
為，無論受害人有沒有表面傷痕，欺凌同樣會對
欺凌者、被欺凌者及周遭旁人帶來難以磨滅的心
靈傷害。故此，不管是在正規課程、非正規課程
或隱蔽課程裏，校內或校外，我們也要盡力教導
孩子不做欺凌者，並且勇敢及妥善處理發生在自
己或別人身上的欺凌。

被隱形的布萊恩

　《隱形男孩》的作者裘蒂．路德維希（Trudy 
Ludwig）是國際欺凌預防協會（International 
Bullying Prevention Association）的成員，致力
在世界各地進行相關演講，呼籲教育工作者、專
家、機構及家長一同參與欺凌防治工作；又創作
兒童書，幫助孩子以友愛及關懷的方式跟同儕相
處互動。路德維希筆下的隱形男孩布萊恩，其實
不是真的隱形，只消翻閱數頁，大小讀者都會明
白過來，其實是周遭的人不太注意他，或更正確
而言是大家無視他的存在——他被欺凌了，才被
迫成為隱形男孩。

　　布萊恩所遭受的是「間接欺凌」。布萊恩沒
有直接受到身體或言語攻擊，看似沒甚麼損傷，
但被大家漠視及拒於群體之外的經驗，其實會對
他的心靈造成傷害。細看圖畫會發現布萊恩從頭
到腳，包括皮膚和用品都是灰白色調，與其他人
的色彩繽紛形成了強烈對比，這其實是畫家對主
角社交狀況及內心感受的具像化展現。

　　文靜的布萊恩擁有豐富的想像力，所以即使
缺乏友伴，也能夠透過繪畫自娛。然而，在未能
加入大家一起玩足壘球時，他眉頭深鎖的神情，

還有雙手插進褲袋、背部微弓的姿態，都反映他
的落寞，反映他對友情的渴望。

主動伸出友誼之手

 至於新同學賈斯汀，他遭受的是另一種欺
凌——言語攻擊。從賈斯汀的黑頭髮、小眼睛，
以及在午餐時用筷子吃「撲夠起」這設定來看，
他應是亞裔兒童（估計是韓國人），與班上大部
分同學的種族不同。他沒有語言溝通障礙，而且
會以友善的態度待人，卻因為飲食文化與多數同
學不同，就成為了大家嘲笑及譏諷的對象，相信
各位讀者也與布萊恩一樣，對賈斯汀寄予同情。

　　心地善良的隱形男孩布萊恩，即使一直遭受
欺凌與排斥，卻能夠同情和同理他人，主動而低
調地給予安慰，悄悄寫了張鼓勵字條給賈斯汀。
這個看似是單向付出的小小恩慈舉動，後來出乎
意料地為他帶來了大大的改變。一個翻頁之隔，
新同學賈斯汀已漸漸融入大家了，但他沒有忘記
這位最先歡迎自己的人，在課堂分組和吃飯時都
主動邀請布萊恩加入。從圖畫中可見，布萊恩在
與賈斯汀的友誼互動當中，已漸漸找到了自己的
色彩，也正如最後一句文字所言︰「布萊恩已經
沒那麼隱形了。」

實際應用

　　與孩子一同閱讀本書時，我們可以用開放的
態度引導孩子以不同視覺觀察事件，並表達自己
的想法︰被當成隱形人的布萊恩有甚麼感受呢？
布萊恩為何會主動關心賈斯汀？賈斯汀繼續與布
萊恩交朋友會遇到甚麼困難？他克服了甚麼限
制？其他同學真的看不見布萊恩嗎？你覺得傑提
(嘲笑者）的言行正確嗎？這個過程非常珍貴，可
能正反映着孩子真實的社交狀況，是我們與孩子
的內心世界溝通的一扇窗口。▉

拒絕欺凌！

1. 教育局。「認識欺凌」。修訂日期︰2020年10月30日（瀏覽日期︰2021
年10月4日）。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
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anti_bullying1/index.html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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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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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I.	 故事時間及討論
 

 1. 一同閱讀《隱形男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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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想法，例如︰
   故事內容
   ★ 布萊恩在哪些情況下被當成「隱形」呢？
   ★ 賈斯汀被同學嘲笑後，布萊恩用甚麼方式表達安慰和鼓勵？
   衍生想法
   ★ 你認為大家為甚麼會「看不見」布萊恩？
   ★ 上課時，賈斯汀堅持與布萊恩組成一隊，竟然讓布萊恩的外表產生了大大的變化，你有發現  

 是甚麼變化嗎？你認為這代表甚麼？（答案︰從灰色變成彩色；自由作答。）
   ★ 你認為「被嘲笑或是被當作是隱形人，哪個比較糟？」
   生活經驗轉化
   ★ 你或你身邊的朋友曾經成為「隱形男/女孩」嗎？你或他們當時的表情是怎樣的？
   行動實踐
   ★ 假如你的身邊有「隱形男/女孩」，有甚麼好方法可以幫助他們？你又能夠提供怎樣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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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10人以上；道具‧便利貼】
 

 1. 導師將便利貼貼在約三分一的小朋友背上，代表他是隱形人。
 2. 然後，讓小朋友在活動室或課室當中隨意走動，並與每一位正面相遇的小朋友猜包剪鎚。
 3. 猜輸的跟在勝方身後，組成一隊，再與其他小朋友或隊伍猜包剪鎚。
 4. 不過，假如遇上的是隱形人，可選擇不與這位小朋友猜包剪鎚。
 5. 無論輸贏，與隱形人組成一隊後，請替隱形人拿下背上的便利貼。
 6. 導師可視乎情況在適當時間結束遊戲，或等到再沒辦法組成新的隊伍時結束。

III.	總結
 

 1. 遊戲結束後問小朋友（非隱形人）︰為何願意或不願意與隱形人猜包剪鎚？
 2. 又問隱形人︰別人拒絕與自己互動（猜包剪鎚），你的感受如何？
 3. 導師指出︰
   • 這只是模擬遊戲，但被排斥和拒絕時也會覺得不好受。
   • 在真實世界裏，若是被當成隱形人，更叫人難過和無奈。
   • 剛才大家願意與「隱形人」一起玩（請根據實際情況稍作更改），真是友愛的表現！
     希望各位在現實生活裏也能實踐出來，善待每一位與你相遇的人。

拒絕欺凌！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今期主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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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被欺負了怎麼辦？》
文•蘇菲．弗爾羅
圖•朵樂蒂．德蒙弗里、索萊達．布拉沃
譯•許若雲、賈翊君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豬比去沙坑玩，卻被欺負了！受到欺
負，只能忍耐嗎？要如何向霸凌說
不，好好保護自己？這一回，咪咪、
哈狼、豬比、毛毛會繼續在一來一往
的對話中，幫助大家了解「被欺負」
和「欺負人」這問題的現象與形成，
也在故事氣氛帶動下，嘗試發表想
法，主動探問因由，也從多角度想一
想可以如何應對。這本書還收錄了有
關分享、等待、選擇、守信用等題目
的故事，不容錯過啊！

《不！我不喜歡被捉弄》
文•梅麗莎．希金斯
圖•西蒙娜．希恩
譯•謝明珊
出版•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凱利的毛髮非常蓬鬆，傑西和山姆總
是嘲笑他︰「醜八怪！」或是︰「凱利
家太窮了，買不起梳子！」甚至會捉
弄他，將一把髒兮兮的梳子硬塞進他
的口袋裏。如果有人捉弄、嘲笑、羞
辱你，或是散播關於你的謠言，讓你
覺得不舒服，那就是「情緒霸凌」。
要如何用安全的方式阻止這些惡霸行
為？好像凱利那樣，勇敢說出來，就
是保護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會愛護我的寶貝車車》
文 / 圖•鈴森蜜柑
譯•林佩瑾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海在搬家前，將藍色車車送給小健
作為道別禮物。不過，小健還是很捨
不得好朋友，在小海離開後，總是提不
起精神來。忽然，藍色車車竟然開口
說話，甚至還能變大，載着小健到處
玩耍，最後更抵達小海在外國的家。
與好朋友愉快重聚之後，又要再分別
了。不過，這一次，他們雙方也充滿
了盼望，約定下次再見面。友誼不因
地域而隔斷，縱使不再可以每天見面，
我們還是好朋友啊，打起精神來！

《偷朋友的小偷》
 文 / 圖•信實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中小

阿金是一個專門偷朋友的小偷，只要
看到小朋友開心地和朋友一起玩，就
會接近他們，伺機把其中一位朋友偷
走。一位被偷走的小女孩生氣地質問
阿金，阿金才回想起來，原來是因為
自己曾經被排擠和欺負，孤單的感覺
實在不好受，於是變得討厭見到別人
有朋友，從被欺凌者變成了欺凌者。
阿金醒悟過來，心裏產生了巨大的改
變，但是他該怎麼做才能補救呢？有
人可以幫助他嗎？

《不！我不喜歡這種玩笑》
文•亞曼達．德林
圖•西蒙娜．希恩
譯•謝明珊
出版•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傑米為了湊齊夏令營的報名費而去賣
糖果和雜誌，泰勒知道後就跟大家
說︰「傑米很窮，必須靠賣糖果和雜
誌賺錢。」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這讓
傑米非常難為情。有些玩笑其實一點
也不好笑，還會對人做成傷害。如果
同學說了讓你不舒服的話，該如何應
對呢？這個故事為我們建議了一個不
錯的辦法︰勇敢說出來！拒絕惡劣的
玩笑、排擠與不實的謠言，才能打造
良好的友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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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小豬拿冠軍》(中英對照）
文 / 圖•柯荷莉．瑟多
譯•亞比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三隻小豬的故事家喻戶曉，小豬大哥蓋
草屋，二哥蓋木屋，小弟花了很長時間
蓋磚屋。有一天大野狼來了，大哥和二
哥的屋子都倒塌了，只有小弟的屋子堅
固不動搖。《三隻小豬拿冠軍》就是改
編自這個經典故事，不單將情節延伸，
更打破了一些既定的童話角色設定。新
的元素突破了既定的思維，同時巧妙地
告訴讀者，每個人也有自己的獨特性，
而且成敗可以是屬於團體的，不用過分
執着於個人得失。

《大家都是好朋友》
文•新澤俊彥
圖•大島妙子
譯•陳瀅如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琪琪正在看繪本《河馬菲菲》，小智也
想看，琪琪卻說︰「不行！菲菲是我的
好朋友！」小智不甘示弱，也宣稱︰「書
架上所有的書，全都是我的好朋友！」當
然了，琪琪同樣不會認輸，她說︰「教室
裏所有的東西，全都是我的好朋友！」
二人愈吵愈烈，小桃子卻在此時跑過來
對他們說︰「朋友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
啊！」對，朋友不分你我，我們大家都
是好朋友！

《好朋友大對決》
文•安德魯．克萊門斯
圖•唐唐
譯•謝雅文、王心瑩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高小

葛蕾絲和愛莉是好朋友，總在一起玩。
不過，她們的性格和喜好卻南轅北轍，
就連葛蕾絲自己也暗暗疑惑，跟性格如
此不同的愛莉是否真的是好朋友。六年
級開學時，葛蕾絲帶了一些特色鈕扣到
學校，意外激發全校的鈕扣收藏熱潮，
同時也讓自己與愛莉的友情破裂……到
底「真正的朋友」是怎樣的？這對好朋
友可以冰釋前嫌嗎？這場風風火火的鈕
扣收藏熱潮又會如何發展呢？一切都在
《好朋友大對決》當中！

《神奇行李箱》
文 / 圖•克里斯．內勒 - 巴列斯特羅斯
譯•柯倩華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有一天，一隻長相奇特的陌生動物到
臨，他說自己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而
來，箱子裏有一個茶杯，一張桌子，
一把椅子，還有一棟小木屋，然後就
睡着了。小鳥、兔子、狐狸對這位陌
生客議論紛紛，也不相信他所說的
話。於是，在他睡着的時候，耐不着
好奇，強行打開了他的行李箱……糟
糕，闖禍了！要怎麼補救呢？你也曾
經接待過新鄰居或新同學嗎？你會如
何善待需要幫助的人，向他們表達誠
意、希望與仁慈？

《好想好想見到你》
文 / 圖•宮西達也
譯•林真美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這個故事是關於一隻沒有朋友的大野
狼，以及一條沒有朋友的毛毛蟲。這
天，總是形單影隻的大野狼出外獵食
時，差點踏在總是形單影隻的毛毛蟲
身上。幸好在千鈞一髮之際，毛毛蟲
開口叫停了大野狼，還順便邀請他成
為自己的朋友。沒錯，就是這個經典
的情節，讓這兩位除了同樣是沒有朋
友和總是形單影隻之外，毫無相似之
處的動物成為了朋友。故事還沒完
結，請繼續閱讀，順便學習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的良方。

【兒童小說】

█ 拒絕欺凌    █ 克服距離限制    █ 接納差異

今期主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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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是助力還是阻力？

　　繪本雖然可以吸引各年齡層的讀者，觸動閱
讀興趣，誘發閱讀行動，但是許多師長卻也發現，
有些孩子從小接觸繪本，反而失去閱讀文字書的耐
心與能力，阻礙了閱讀續航力。如此一來，繪本在
孩子的閱讀學習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可以是啟蒙
閱讀興趣的助力，但也可能是高層次閱讀能力的阻
力。學者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與金史
密斯（Evelyn Goldsmith）的研究也發現，圖畫書確
實可以吸引孩子走入閱讀的天地，但是有些孩子卻
只讀圖不讀字。因此，繪本對於閱讀技巧的發展有
利也有弊 1。

　　從PIRLS閱讀素養指標2可以發現，閱讀力是
在識字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理解與應用知識的能
力，而關鍵在於能從外在走馬看花式的「看」書，
進入感受與思考的內在交互激盪，才能從有所感到
有所得。而繪本成為閱讀阻力的原因常在於讀者被
生動、有趣的畫面所吸引，只顧着瀏覽圖畫的五光
十色，但這只是淺層和具象的「看」到，長久下來
由於過於依賴圖像，對於需要想像、思考、自行組
織意義的文字符碼失去了興趣，也就沒有耐心讀文
字書了。

　　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拿出一顆紅蘋果，告訴
孩子這就是蘋果，孩子被動接收這顆紅蘋果的表
象，不加思索，照單全收，他對蘋果的全部認知就
是看到的紅色果子。不過，若從文字來學習「蘋
果」，因為文字是抽象的符碼，學習者必須主動透
過想像、思考來認知學習的主題，例如︰「蘋果是
甚麼形狀的？是甚麼顏色的？」再從這些訊息進行
推論、整合，逐步在心中構築對「蘋果」這兩個字
的認知，也就如同前文對閱讀力的定義，是提取訊
息，進行推論，加以統整，進而發展意義的進程。

　　然而，圖畫有兩種基本的表現方式，一是指涉
（denotation）︰以圖像具體描繪出物件；一是示意
（exemplification）︰由圖像作為意念傳導的媒介，
形成意象，表達意念、情緒、抽象概念等意涵。繪
本是視覺藝術的呈現，同時也是書，具有傳遞訊
息、表達意念的目的。因此，一本優秀繪本的圖像
常常不只具有具體物件的指涉功能，更常運用圖像
作為示意的途徑，轉化圖像為意象的表徵，傳遞意
涵。

繪本 VS 閱讀力
作者•林美琴（台灣兒童閱讀與寫作教學研究者）

　　舉例來說，上文的蘋果在繪本中可能不只是蘋
果的表象描述，而是作為意念傳達的媒介，例如︰
蘋果若放在醫生或牛頓旁邊，就不只是蘋果，而是
健康或地心吸力的意念表徵。

　　因此，閱讀繪本不可以只固着於有趣的圖像，
而是藉由繪本的「示意」功能，透過圖像的感知，
讓閱讀由外在的表象瀏覽發展成為內在想像與思
考的心智活動，將具體的圖像轉化為心靈的抽象意
念，領悟意旨。如果可以發展這樣由外而內的閱讀
歷程，那麼對於抽象符碼的文字就更能理解與掌
握，順利發展出深度閱讀的關鍵能力，啟動閱讀續
航力。

蘋果

=蘋果

蘋果

地心吸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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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像」到「圖感」

　　1968年，生理學家史培利（Roger W. Sperry）
提出了人類大腦左右二元思維模式的創新研究，引
起廣泛的注意，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獎。史培利博士
發現人類語言及分析的思維主要透過所謂的「左腦
模式」來操作，而形象化及感知能力則是由所謂的
「右腦模式」來運作。史培利的研究開啟了後續無
數的大腦研究，期望能揭開大腦神秘的面紗，開啟
人類的潛能。

　　1979年，藝術、教育與認知心理學博士貝蒂．
愛德華（Betty Edwards）女士將史培利博士的理論
基礎應用在教育領域上。愛德華博士認為傳統教育
重視文字能力，投放許多時間強化分析及概括性的
思維論述，形成偏重左腦模式的教學型態，欠缺了
右腦感知的輔助。教育過程中慣用直觀結論的灌輸
學習，學習者常常「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她提倡要開發右腦的圖像感知能力來深化學
習歷程的感受，再串連左腦的語言輸出。這樣，不
管是意涵理解或是語言表達，都比原先藉由左腦直
接表述輸出更為生動和深刻。

　　愛德華博士也在無數次她所帶領的工作坊中
發現，只要她要求沒有繪畫基礎的學員畫出一樣物
件，例如︰手，學員普遍在第一時間表示畫不出
來。但是，當愛德華博士要學員先不要想手的種
種概念，只要舉起一隻手在眼前，感受手的線條和
姿態，以另一隻手執筆，在紙上將感知到的形體描
繪出來，神奇的事就發生了——透過這樣的引領歷
程，學員就能順利將手畫出來。愛德華博士解釋︰
意念是抽象的，透過圖像線條和空間的感知，在具
象到意念之間的模糊地帶搭設了感知的橋梁，就能
建構意念傳導的媒介，逐步從學習材料建構意義，
如同摹畫手的學習歷程一樣。3

　　愛德華博士的觀點在現今的教學上可得到印
證。教學者往往為了求速效，直接躍過感知的歷
程，立即套入結論或定理，學習者只能死記死背，
更遑論舉一反三或觸類旁通了；同時，沒有感知的
學習，即使接收了道理，也無法產生共鳴，如此怎
可能產生學習的興趣或深刻的體會？

　　愛德華博士的研究可以應用於繪本閱讀上。如
同文字書作者一筆一劃寫成文字，組合成詞句、段
落、篇章等語意符碼，傳遞完整訊息或表情達意，
優秀的繪本創作者除了要有構思的創意，也需要透
過圖像的精準掌握，作為傳導感覺與意念的媒介。
從點到線，再透過線條畫出造型，安排構圖，加上
色彩組成畫面，傳達了情緒、氛圍與意念。繪本讀
者如果可以感知到這些圖像的訊息，大腦透過感知
的觸動，進行感受、想像、思維等一系列的活動，

喚出腦中相關的意義、影像和記憶來回應，牽動情
緒共鳴，即能感受書中傳遞的情緒，進而藉由整合
與詮釋，領略書中的涵義。

學習延長線
1.	先以你對大象的認知概念畫一幅大象圖。
2.	找來一張大象照片，從摹畫大象的線條
				開始，畫出大象。
3.	第二幅以感知摹畫的作品與原先第一幅以	
	 認知概念畫出來的大象有何不同？透過兩	
	 幅畫作的整合，是否有助於發展「大象」	
	 這個主題的完整概念？
4.	能否從上述的練習中，印證從圖像到圖感	
	 的學習意涵？

從「圖感」到「語感」

　　美國麻塞諸塞州米德堡鎮「青年倡導行動」
（Middleboro Youth Advocates）組織於2004年起
開設閱讀工作坊，至今已幫助不少兒童改善閱讀理
解障礙的問題。該機構負責人傑克．希利（Jack 
Healey）和湯尼．麥克艾利爾（Tony McAlear）表
示，他們為了幫助有閱讀障礙的兒童了解抽象文字
的概念，採用由加拿大認知心理學家亞蘭．派維歐
（Alan Paivio）研發的方法，運用文字搭配兒童可
以聯想的圖像來學習，結果發現︰一旦兒童將腦海
的圖像和文字連結起來，就能輕易了解文字的意
義，並理解整個句子。例如，在解釋「穿過」這個
字的字義時，運用兩名兒童爬過一個洞的圖片來解
釋字義，兒童觀看圖片幾次之後，就會將字和圖片
連接起來。因此，透過字義解釋並搭配圖像的方
法，孩子能有效改善閱讀能力。

　　如同前文愛德華博士提出的研究所說明的，若
能將透過右腦獲得的圖像感知，傳達到大腦的語言
系統，接收到的語言文字訊息就不再只是概論的輸
出，而是經由感覺與情意交流後的體會，再轉化成
一幅幅細膩生動的心靈圖像。如果讀者對文字有感
覺，產生共鳴，也就是掌握了「語感」，就能在字
裏行間湧現既豐富又深刻的體會。

　　由於繪本是透過圖像與文字兩種媒介交織、
互動，傳達訊息與意念的書種，文字與圖畫相互依
存，圖像可以輔助語意理解，文字也可以說明圖像
的意義，更可以從圖像的意象觸發文字深刻意涵的
感知，因此，繪本是高層次閱讀的「助力」或「阻
力」，關鍵在於學習者是否依賴圖像而放棄文字，
還是能以圖像作為親近文字的媒介，對於文字不
僅是看到、讀到，更是可以感受到，涵養敏銳的語
感，發展穩健的閱讀續航力。



文章作者簡介

林美琴女士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美國
南加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
所碩士。曾任國立台灣文學館助
理研究員，現致力從事閱讀與作
文教學研究工作，並應邀於海內
外進行有關閱讀、寫作、親子共
讀等主題的演講，及主持相關培
訓工作坊。著作包括《繪本有什
麼了不起？》、《手製繪本快
樂玩》、《兒童閱讀新識力》、
《上作文課了》、《教出國中生
的閱讀力》、《一個人的寫作教
室》等，並譯有《圖書館老鼠》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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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有什麼了不起？》（	三版）

作者‧林美琴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像《大樹之歌》的一頁，文字只寫着「樹是那麼的美好」，
但透過圖像，我們才看到所謂的「美好」到底指甚麼︰枝幹上
的花朵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探出一點點春色，有的已在枝頭上
綻發。藉由畫面可以感受到律動的美感與蓬勃的生命力，透過
「圖感」接引「語感」，這樣的圖文合一更能體會「美好」兩
字敲扣內心的深刻體會。

　　《菜根譚》中提及︰「以跡用，不以神用，何以識琴書之
趣？」這也印證了閱讀的樂趣在於心領神會的過程，從外在的
圖「像」與字「跡」到內在的「神」遊，就在於是否有圖感與
語感，可否觸動內在思維與感受，敏銳察覺書中的圖文訊息，
浮現豐富的閱讀線索，順利發展理解意念的途徑。如果可以透
過繪本閱讀涵養「圖感」的能力，進而接引文字的深刻體會，
為涵養「語感」作鋪墊，藉以接收到文字的豐富意念，對於閱
讀的領悟就會更深刻。如此一來，繪本不只是吸引閱讀興趣的
助力，更能奠立深度閱讀的基礎。▉

學習延長線
1.	請畫出以下畫面：
		「秋天」、「快樂」、「溫柔」、「愛」、「母親」。
2.	從畫出來的畫面，進一步咀嚼上述文字，是否有更豐富	
	 的感受和領會？
3.	想想這些感受對於閱讀產生了哪些意義？

轉載自︰林美琴，《繪本有什麼了不起？》（台灣︰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36-42。

承蒙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1. 《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2009），頁331。
2.  編按︰PIRLS的全名為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中譯「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3.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台北︰時報出版社，2004)，頁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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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
限制

《小小鄰居》
文•李香晏
圖•裵賢珠
譯•林侑毅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隔壁的老奶奶總是在發脾氣，小米
很好奇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悄悄從
門縫裏偷看。原來是因為大家都把
雜物放在走廊上，讓老奶奶的輪椅
難以通過。小米鼓起勇氣，挨門逐
戶按門鈴，禮貌地邀請大家把晾衣
架、紙箱、盆栽等收起來。隔天，
老奶奶出門口時，被眼前的景象嚇
了一大跳！她笑着說︰「真感謝你
們！」

《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才重要！》
文•蘇珊娜．艾森
圖•米蓮．希古迪
譯•李貞慧
出版•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蟋蟀出門時發現瓢蟲正在尋找遺失
了的一個斑點，蜜蜂的翅膀被細繩
纏住了，蜈蚣在忙着製作100雙鞋
子 … … 但 蟋 蟀 覺 得 這 些 事 情 不 重
要 ， 沒 有 停 下 來 幫 助 朋 友 就 離 開
了。直到他回到家裏，想要演奏小
提琴時，琴弦突然斷掉，但家裏怎
也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東西，他才醒
悟過來，要站在對方的角度為他們
着想，因為每件事對於當事人來說
都很重要啊！

《糟糕！吵到鄰居了》
文•李妙信
圖•鄭鎭姬
譯•魏嘉儀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兩兄弟在屋裏跑來跑去，玩得好開
心，為鄰居造成很大的噪音。樓下
的爺爺上來按門鈴，卻沒有責備，
而是用詼諧有趣的方式提醒孩子︰
「小朋友，這裏住着大象嗎？」兩
兄弟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但他們
只靜了一會兒，很快又開始跑跑跳
跳。門鈴聲再次響起，他們知道是
自己不對，又吵到爺爺了，只好硬
着頭皮去開門。沒想到這次門外只
留了一張紙條……

《飛「行」鳥》
文 / 圖•蕾拉．羅奇
譯•麥偉光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嘉力是一隻賽鴿，他嚮往到外面探
索歷險，而且會用剪貼簿收集遙遠
他方的旅行記念品。不過，嘉力甚
麼地方都沒去過，因為他與其他賽
鴿不同，他不能飛。然而，不能飛
的嘉力，竟然也可以到處探索歷
險，到底他是怎樣克服自身限制，
勇敢追夢的呢？這是一個專為願意
克服自身限制，勇敢追夢者而設的
正向故事！

睦鄰
互相
體諒

推己
及人

真誠
勇敢
表達

《說吧！世界需要你的聲音》
文 / 圖•彼得．咸美頓．雷諾茲
譯•麥偉光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心聲原來有很多種表達和接收方
法，無論是言語或行動，只要你願
意表達出來，都可以令世界不再一
樣。作者以色彩奪目的插圖，配以
精簡文字對話，讓讀者看到原來由
心而發的聲音，能夠安慰、保護、
感動、啟發和團結別人，為灰暗的
世界帶來色彩和曙光。「好孩子」
不一定要恬靜寡言，將心聲表達出
來吧，世界需要你的聲音！

█ 人際相處    █ 勇氣    █ 人與世界    █ 正向人生    

《我的同學是一隻熊》
文•張友漁
圖•貓魚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高小

有一天，一頭黑熊突然出現在教室
門口，說要來上學！老師和學生都
嚇了一跳，擔心牠會傷人。然而，
他們發現這頭黑熊實在與別不同，
不 僅 會 說 人 類 語 言 ， 而 且 性 情 溫
馴，對人類世界充滿好奇。牠很快
就成為學校，甚至是這條村的一分
子。不過，他們的跨物種友誼可以
一直持續下去嗎？會發生甚麼意想
不到的事情？

【兒童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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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
理財

《塞滿東西的房子》
文 / 圖•艾米莉．德蘭
譯•陸碧齊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麥達福先生喜愛收集各種七零八碎
的舊東西，因為他認為修理和重用
比丟棄更好，也總相信這些東西在
某一天會用得着。不過，除了男孩
阿毛之外，麥達福先生的鄰居都覺
得他只是在積存廢物，並不欣賞和
認同他的做法。然而，麥達福先生
和阿毛的惜物態度，最後竟然感染
了鄰居，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翻開本書，一
同來看看吧！

探索

世界 環保

《我會聰明管理零用錢：        
 8歲影響到80歲的金錢習慣》
原著•媽媽咪呀
文 / 圖•李錦喜 
譯•林建豪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考慮留金錢給孩子，不如教他正確
的金錢管理觀念！亞拉是一位小學
生，她因為媽媽經營的便利店結業
了，原本垂手可得的「驚喜蛋」現
在要用自己的零用錢來買，才意識
到物品是要用金錢來購買的，而任
何消費也該量入為出。然後，從一
家人有愛又好笑的互動中，阿拉又
進一步明白到金錢運用之道在於好
好規劃，學習取捨，也要養成儲蓄
習慣，培養延遲享受的耐心。

【知識類圖書】

《走到樹林中》
文 / 圖•格爾．樸基斯
譯•潘嘉媚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爺爺邀請小吉到樹林散步，沿途不
單遇見高聲唱歌的小鳥，忽然又會
出 現 小 袋 鼠 ， 更 發 現 了 神 秘 的 毛
蟲記號！沿途還有甚麼不容錯過的
嗎？等待小吉和你一同發現！這是
一個關於親近大自然，發現生活中
有趣一面，並與親人共渡美好時光
的故事。你也想與小吉一同探索世
界嗎？不用猶豫，翻開童書，許多
精采故事正等待着你來發現。

擴闊

視野

《孩子，你覺得世界有多大？》
文 / 圖•布麗塔．泰肯特拉普
譯•賴潔林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小鼴鼠問爸爸︰「世界有多大？」
爸爸沒有直接回答，反而向孩子發
出 邀 請 ︰ 「 你 想 不 想 自 己 去 看 看
呢？」因着這個邀請，小鼴鼠有了
親身看看這個世界的想法。他上過
高山，下過海洋，穿過沙漠，去過
繁華城市，結識了好多新朋友，每
一幕都精采無比，但最想念的還是
有 爸 爸 媽 媽 在 的 溫 暖 的 家 。 夜 深
了，爸爸問︰「世界有多大？」你
猜小鼴鼠會怎樣回答？

【知識類圖書】

《我會善用零用錢了！》
文•申淳哉
圖•安信愛
譯•賴毓棻
出版•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司（童夢館）
適讀•初小至中小

小凱好想擁有剛上市的變身機器
人，又聽說同學們都有零用錢買自
己喜歡的東西，於是他決定向爸爸
媽媽展開零用錢大作戰！「理財」
是人生必修課，本書透過小凱努力
爭取零用錢的過程，逐步傳達珍惜
資源、理性消費，以及儲蓄規劃等
重要理財觀念。故事最後還有一個
驚喜轉折，讓孩子主動思考在金錢
與物質之外，還有哪些值得珍惜的
事，不容錯過！

理性
消費

█ 人際相處    █ 勇氣    █ 人與世界    █ 正向人生    

《病毒的祕密日記》
文 / 圖•莉莉．拉洪潔
譯•張孟穎
審訂•陳苡靜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面對來勢
洶洶的病毒，想知道病毒是如何生
存，如何傳播，還有威力與弱點在哪
裏嗎？快翻開書，進入病毒的秘密日
記吧，本書會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把
新冠病毒比喻成一個陰險狡猾的大壞
蛋，說明病毒是如何進入人體，又把
人體免疫系統對抗入侵病毒的過程，
以擬人化的手法加以演繹，讓讀者在
幽默的圖文中，了解這場世紀之疫。

新冠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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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
快樂

《100層的火箭》
文 / 圖•麥克．史密斯
譯•侯秋玲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女孩小薇和小狗艾迪自製火箭出發
到外太空旅行，卻意外降落到了一
顆奇怪的星球上，這裏到處堆滿垃
圾，還住着許多汪星人，他們希望
可以一起搭火箭去尋找更適合居住
的新家……幽默的星際冒險即將展
開！快一起繫好安全帶，登上層層
充滿驚奇，而且有100層的火箭，出
發尋找最完美的星球。不過，最完
美的星球，你認為到底會在哪裏？

《世界喜歡這樣的你》
文•喬安娜．蓋恩斯
圖•朱利安娜．史旺尼
譯•陳采瑛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一群小朋友約定要一起來製作屬於
自己的熱氣球，讓天空變得多采多
姿。他們各有不同的性別、膚色、
喜好、能力，還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與自身限制，但因為在過程當中大
家都願意彼此學習，互相尊重，所
以大家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起飛。各
種顏色與形態的熱氣球緩緩升起，
展現出各人的獨特與包容，構成世
界上最美好的風景。勇敢成為你自
己吧，世界喜歡這樣的你！

《這個世界屬於你！》
文 / 圖•貝利．福爾斯
譯•劉清彥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這是一本充滿愛的繪本，透過父母給
孩子的三個愛的叮嚀，用愛鼓勵孩子
勇敢探索這個世界。在成長過程中
可能會出現種種挑戰，但無論發生何
事也不需要害怕，放膽繼續向前進發
吧，因為有父母永恆的愛做你最堅實
的後盾。在這一趟探索生命的美好旅
程中，每個人都可以發揮獨一無二的
特質，因為這個世界是屬於你的！

《親愛的快樂先生》
文•亞喬
圖•鄭萱婕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適讀•中小至高小

本書收錄了十封小男孩阿丹寫給快
樂先生的信，也收錄了十封快樂先
生的回信。阿丹對身邊的人與事充
滿疑問，覺得不快樂，於是寫信給
快樂先生與他傾訴。快樂先生的回
信總是真情實意，輕鬆幽默，會分
享自己的想法，也會提供建議。在
快樂先生的鼓勵和引導下，阿丹漸
漸學會發現快樂，體會快樂。最後
更明白到，原來付出愛，關愛他人
與世界是如此的快樂。

愛護
環境

抗逆力
包容、
接納

面對
悲傷

善的
力量

《馬丁與安妮︰愛與善的力量》
文•蘭西．卓靈
圖•耶夫珍妮亞．妮柏格
譯•吳嘉儀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馬丁．路德．金與安妮．法蘭克，兩
人之間有甚麼關聯呢？他們似乎來自
不同的世界，經歷不同的遭遇，但同
樣生於1929年。面對相似的種族仇恨
和暴力，他們依然相信善良的力量，
堅持以愛的言語化解仇恨，以諒解代
替分化。馬丁與安妮用自己的言詞，
訴說自己的故事，激勵我們無論在哪
種境況下都擇善而行。

█ 人際相處    █ 勇氣    █ 人與世界    █ 正向人生    

《乘風翱翔的信天翁》
文•妮可拉．戴維斯
圖•薩維多．魯賓諾
譯•劉清彥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少年哈維爾悄悄將一隻受傷的信天
翁養在倉庫裏，因為牠讓他想起已
過身的媽媽。然而，爸爸並不明白
兒子的心事，甚至偷偷把信天翁賣
到遊樂園裏去。哈維爾不顧一切衝
去救出信天翁，還差點滾下山崖。
爸爸趕來，終於明白兒子是因為思
念亡母，所以想藉着照顧這受傷的
動物，彌補心中的遺憾。父子倆相
擁而哭，安慰彼此因親人離世而受
傷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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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執行編輯•廖睿詩
設計•李宇軒

【橋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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