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飛越童書林#28-p1bkgd.indd   4飛越童書林#28-p1bkgd.indd   4 25/1/2022   下午6:3925/1/2022   下午6:39

1

	今期內容

【主題推介】我錯了

　　[主題童書] 《摩爾的星星》

   導讀  2

   比說「對不起」更重要的事

   活動（幼兒至初小適用） 3

   我們也會幫助你 

　　[相關推介]  4

【專題文章】  6

  艾登．錢伯斯〈念讀故事〉

【新書快遞】  9

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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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於認錯　　＊如何道歉　　＊體諒與寬恕

孩子在做錯事之後，總是藉口多多，而且拒絕認錯？撫心自問，在
有意無意之間，不論是小事或大事，誰不曾犯錯呢？因為犯錯而恐
懼，害怕有後果，覺得羞恥，繼而想逃之夭夭，此乃人之常情。然
而，人格成熟的人會有勇氣承擔及面對。我們教導孩子承認「我錯
了」，不單為了讓孩子說「對不起」，比口頭道歉更重要的是真心知
錯，認清問題根源，並且願意承擔與解決問題，這才是我們希望孩
子能一生帶着及行出來的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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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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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摩爾很難過，他不知道其他動物都像自己一樣
喜愛星星。他急忙走進樹叢裏去，躲起來。」

　　摩爾知道自己犯了大錯，連累到其他動物之
後，感到很難過，但他卻選擇「躲起來」，逃避
責任，而非即時道歉，想辦法補救。為甚麼？因
為他很害怕啊！而且也未能處理自己的情緒，不
知如何面對。

「我究竟做了甚麼？」

　　在往森林深處（逃）走的時候，他心裏反覆想
着這個問題。一路走，一路走，也許他已在腦海
裏「重播」了好幾次事件經過吧。「重播」的過
程是有益的，可以幫助當事人慢慢緩解情緒──
首先被他注意到的「難過」情緒，以及促使他行
動的「恐懼」情緒。冷靜下來，終於能夠釐清問
題所在，繼而衍生解決問題的渴望︰

「唉，多麼希望我從來沒有拿走那些星星。」

　　雖然摩爾仍然傾向逃避與隱藏事實，但他總
算能夠確認問題所在了；也幸好「星星」願意出
手幫他，再送他一次創造奇蹟的機會，引領他回
去，真誠地向受害者說「對不起」，勇敢面對，
積極補救──是比改寫過去更好的回應方法。

耐心聆聽，同理同行

　　孩子總是做錯事，而且藉口多多，拒絕認錯？
撫心自問，或大或小，有意無意，誰不曾犯錯？
因犯錯而恐懼，害怕後果，覺得羞恥，繼而想逃
之夭夭乃人之常情，但成熟的人會有勇氣承擔及
面對。

　　成熟不會自動伴隨歲月而來，讓心智及行為成
熟需要一些練習，年幼孩童更是需要成年人幫忙
引導。不過，家長在引導時切忌嘮叨與強迫，須
耐心聆聽，同理感受，為孩子營造安全感，才不
致心勞日拙。

營造安全感，鼓勵情緒調節歷程

　　孩童或許尚未能像摩爾一樣，自行藉着腦內
「重播」來緩解情緒，家長可以鼓勵孩子說出
來，讓他們慢慢習慣及掌握這個過程。透過重述
事件，能持平地辨認實際發生了甚麼事，也因為
有人聆聽而感到釋懷，繼而願意嘗試其他可能做
法──首先想到的做法，往往只是「我習慣」或
「我想」，卻不一定對當下情況最為有益。

　　重述事件並不是錄取口供，重要的是幫助孩
子整理思緒，及肯定與接納自己的情緒。在孩子
冷靜下來後，才導引他們明白，回應的方式不止
逃避一種。以硬碰硬的手段迫令孩子承認「我錯
了」及道歉，只會適得其反。讓孩子在面對自己
的情緒，勇敢承認錯誤時感到安全，他們才會願
意自行驅動這個歷程，並且成為習慣。

真心知錯，比口頭道歉重要

　　最後，正如故事沒有以摩爾道歉並得到原諒作
結束，而是繼續述說他們如何努力解決問題，我
們要孩子承認錯誤，也不單為了讓孩子說「對不
起」。比口頭道歉更重要的是真的知錯，認清問
題根源，並自行承擔與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健
全成熟的人格發展，也是我們希望孩子能一生帶
着及行出來的好品質。▉

比說「對不起」更重要的事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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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幼兒至初小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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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I.	 故事時間及討論
	

	 1.		一同閱讀《摩爾的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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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摩爾向流星許了甚麼願？
	 		 ★	摩爾得到「燦爛的新家」後，外面世界出現了甚麼變化？
	 		 衍生想法
	 		 ★	摩爾再次探頭出小土丘外，發現其他動物都像自己一樣喜愛星星，為何會如此難過？
	 		 ★	「唉，多麼希望我從來沒有拿走那些星星。」為何在摩爾說了這句話之後，梯子會再次出現？
	 		 		 你覺得摩爾在想甚麼？（學生自由作答，或按需要建議︰後悔、內疚、想要作出補救……）
	 		 ★	故事結尾，那顆特別的星星回到天上後，為何會發出比以往更明亮的光芒？（學生自由作答，
	 		 		 或按需要建議︰比較這個分頁與第二個分頁的圖畫，有發現摩爾身邊多了甚麼嗎？）
	 		 生活經驗轉化
	 		 	★		你也曾經好像摩爾一樣，不小心做了錯事嗎？你當時是選擇躲起來，還是主動道歉呢？
	 		 行動實踐
	 		 	★		你願意好像其他動物一樣，原諒及幫助為你們帶來大麻煩的人，並與他成為朋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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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小朋友分組（約4-8人一組），一起完成一些不太困難，但有機會在中途失手的任務，例如用湯匙
運送乒乓球，用飲管運送橡皮圈等。	

	 2.		如果失手，失手者必須在3秒內說「對不起」，其他組員也接續說「我們也會幫助你」，方可繼續；
如果來不及說，全組須重新開始任務。

III.	總結
	

	 1.		遊戲結束後，導師可透過以下問題作引導︰
	 		 •	失手、犯錯，或不小心撞到別人時，人們（也許包括你）通常第一時間會說甚麼？真的是對不起嗎？
	 		 •	你認為說「對不起」和說其他話有何不同？試試在受害者──即是被撞到或踩到者的角度再想想。
	 		 •	為甚麼人們平時很少或不太願意說「對不起」？你覺得最難克服的是甚麼？
	 		 •	剛才哪一組曾因為來不及說「對不起」，而需要重新開始任務？過程是怎樣的？
	 		 •	失手者可以再分享一下剛才的感受嗎？
	 2.	導師指出︰
	 		 •	原來如此！感謝大家的真誠分享。原來在失手時或犯錯時，我們內心會有恐懼，會覺得不好意
	 		 		 思，也會急着想糾正或掩飾錯誤，想要回復「正常」──這都是很正常的。
	 		 •	不過，思想成熟的人會願意承認過錯，並想辦法補救。思想成熟與年齡沒有一定關係，只要願
	 		 		 意，小孩子也能做到。
	 		 	•	同時，摩爾的故事提醒我們，真誠道歉，與寬恕原諒同樣重要。即使對方有錯，但怨怪只會令問
	 		 		 題持續；一起合力解決問題，才能令情況得到改善。

比說「對不起」更重要的事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今期主題︰我錯了

我們也會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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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我不是故意的！》
文	/圖•鶴見安卓雅
譯•黃聿君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中小

蘿拉不小心弄髒了椅子，因為害怕而
逃跑。路上，她遇上其他也闖了禍的
朋友，同樣打算一走了之，於是一起
逃跑。然而，在他們逃到圖書館後，
竟然又再闖禍，引發一場「宇宙無敵
大浩劫」！啊，要再逃跑嗎？小鳥卻
安慰他們︰「只是個意外。」還帶大
家一同解決問題。原來，積極面對，
主動請求原諒，比逃避好得多啊！

《可以幫我保守祕密嗎？》
文•宮川比呂
圖•小泉留美子
譯•蘇懿禎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有一天，三年一班教室裏的郵筒，收
到一封秘密來信。這是石井惠介寄來
的，他因為不小心把玩具店的球帶
走了，心裏非常內疚。即使之後有偷
偷把球還回去，但因為太害怕了，完
全不敢親口向店家承認，就連經過玩
具店也感到恐懼。幸好有八木省吾老
師開導他，還幫助他向店家解釋和道
歉，終於讓惠介釋懷，並學到人生寶
貴的一課。

《怎麼說對不起》
文•大衛．拉羅謝
圖•麥克．沃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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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利用多個幽默的動物狀況劇，讓
孩子嘗試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從
而明白道歉的重要，並學會如何好好
地道歉。道歉時，需要告訴對方你做
錯了甚麼，並且說「對不起」。但不
要找藉口，這會讓對方覺得你沒有誠
意。請記着︰道歉不單是為了讓自己
覺得好過一點，更重要的是讓對方也
覺得好過一點點啊！

【橋梁書】

《不敢開口「借」》
	文•珍妮佛．莫爾．瑪麗諾斯
	圖•迪恩．格雷
	譯•李貞慧
	出版•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燈籠魚奧斯卡很想讀一讀《海獺馬
利》，卻不敢開口問章魚史丹利借。
於是，奧斯卡在夜裏偷偷把書拿走。
史丹利發現書本不見了，當然很生
氣；奧斯卡卻因為非常害怕，只敢躲
起來，不敢去道歉。作者是美國兒童
心理及行為教育專家，她希望藉着這
本繪本，讓孩子認知到我們的選擇會
有好的和壞的後果，幫助孩子有信心
做出好的選擇。

《真心的說對不起》
文•貝瑞．提姆斯
圖•尚恩．朱利安
譯•吳羽涵
出版•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松鼠阿畫和貓頭鷹飛飛都非常喜歡新
家的陽台，但他們一個想建私人劇
院，另一個卻想建工作室，於是引發
了大大的衝突，甚至一時意氣弄壞了
對方的東西。他們都很生氣，但仍然
想念着彼此的陪伴，於是阿畫決定
先說出「對不起」這三個字，但飛飛
聽了之後卻更加生氣！這到底是為甚
麼呢？究竟「對不起」是要怎樣說的
啊？

《被罵了，怎麼辦？》
文	/	圖•北村裕花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幼兒園裏的小朋友召開了兒童會議，
討論「惹大人生氣的時候，應該怎麼
辦？」這議題。不要以為只是玩玩
而已啊，他們可是非常認真地提出建
議，討論方案，並且解決問題呢！相
信再生氣的爸媽看了也會忍不住會心
一笑。或許，不單孩子會在書中找到
真誠認錯的好方法，就連爸媽也會找
到被惹怒時的應對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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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完美，妳還是我最愛的
媽媽》
文•尹汝林
圖•李美靜
譯•黃子玲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雖然非常努力想要成為一個好媽媽，但
自己捏的飯糰不及其他媽媽捏的可愛，
又常常忍不住對孩子發脾氣，更因為忙
過頭而太晚去接孩子。可是，孩子卻笑
咪咪地說︰「但我還是最喜歡媽媽！」
因為媽媽有多麼愛孩子，孩子都知道，
而且明白媽媽也不過是人，所以願意體
諒和原諒媽媽。父母不單是孩子第一個
愛的來源，也是孩子第一個學習去愛的
對象。

《寶貝，對不起》
文•佐藤伸
圖•羽尻利門
譯•林真美
出版•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你也常常罵孩子嗎？孩子的行為，有時
真的很讓人生氣啊！可是，如果細聽孩
子的心聲，原來背後隱藏了孩子暖暖
的心意。與孩子一起閱讀這五個小故事
後，可以告訴孩子︰「抱歉，爸媽有時
誤會了你，沒有細心聆聽你的想法。雖
然爸媽不一定都贊同你的做法，但我欣
賞你的善良和心意。如果有何心事，記
得要告訴爸媽，別讓我們的誤解加深
啊！」

《我們一起來幫忙》
文	/	圖•凱蒂．哈德森
譯•吳羽涵
出版•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松鼠是森林裏跑得最快的動物，過去
八年的黃金橡果搜索大賽，他都穩坐
冠軍寶座。不過今年的比賽規則改變
了，必須與其他人組隊才能參加。其
他動物朋友都真心誠意想幫忙，但好
勝心強又自負的他卻嗤之以鼻，說大
家絕對會拖慢他的速度。到底松鼠會
否輸了大賽，又失去朋友呢？希望他
能夠成功學會團體合作精神，以及理
解和原諒的功課吧！

《我不想說對不起》
文•鄧惠文
圖•錢茵
出版•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愛麗想爸爸帶她出去玩，爸爸卻想留
在家工作。愛麗繼續糾纏，竟不小心
把爸爸的熱咖啡弄翻了！爸爸要愛
麗說對不起，愛麗卻怎也不肯道歉，
因為她認為自己根本沒錯！媽媽回家
後，夾在鬧翻的兩父女中間，到底要
如何處理呢？精神科醫生媽媽作者將
透過這個繪本故事，與各位爸媽一起
幫助孩子探索「對不起」背後的重大
秘密！

█ 勇於認錯    █ 如何道歉    █ 體諒與寬恕

今期主題︰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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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不曾經歷故事聽講的話，我們將很難跨入自行
閱讀的階段。

　　我們學習閱讀的歷程，是藉着跟隨那些懂得閱
讀的成年人，一點一滴學習模仿過來的。而這樣一
種老師對學生「知識灌輸」的過程，正是李為．維
高斯基（Lev	 Vygotsky）所謂的「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1，換句話說，也就
是初學閱讀的孩子，其實就像是一位見習生。

　　麗茲．瓦特蘭德（Liz	Waterland）是一位五至七
歲的孩子們的老師，也是秉持着相同的看法，在她
的作品《跟着我一起閱讀》（Read	with	Me）一書中，
特別提到了一些實務作法︰

「成年人們得在孩子學會寫字之前，先為他們念讀
整個故事，一旦孩子們漸漸學會認字之後，就能慢
慢學着自己閱讀故事了。一開始，他們或者只會跟
着讀幾個他們所熟悉的單字，慢慢地字彙累積愈來
愈多之後，他們就能自己閱讀整個故事了。在孩子
們慢慢學着自己閱讀的過程中，一旦有他認為太
難的故事，或不認識的生字時，成年人們還是要隨
時接手協助他們。我們不必特別跟孩子強調︰『你
學會念所有雙音節的生字後，再試着念三個音節的
字。』當孩子們試着要念一個長長的生字時，我們
只管讚美他就是了，即使他可能會不小心念錯。」2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老師能做些甚麼呢？協
助孩子成為一個讀者，就和老師在其他科目的教學
中所運用的技巧，其實是一樣的。教育心理學者傑
洛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將這一個觀念闡
述如下︰

「一開始，老師得以捉住孩子們的注意力，再慢慢
地，用比較戲劇化的方式，來呈現這整個作品。在
這一方面，老師擁有着獨特的洞察能力，他能夠清
楚地掌握孩子們對故事長短、難易的理解能力，用
孩子能夠接受的方式，在孩子還沒有能力完全自我
閱讀之前，協助孩子們了解故事的每一環節。老師
的這一份工作，正是利用了所謂的『最近發展區』
中，這個存在於孩子在理解掌握一項學習之前，已
經自我建立了一個概略認知的領域，來引導孩子學
習。也就是說，老師為孩子們做了一件他們不會做
的事；另一方面，也可能說他正引導着孩子，一起

念讀故事
作者•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英國兒童文學作家）

做一件如果沒有他，孩子就無法自行完成的事情。
在這整個學習過程中，孩子們就慢慢地從一開始完
全不會，到接手整個故事念讀的工作，老師也可以
高高興興地將這一項工作慢慢移轉給孩子們。」3

　　所以，為孩子念讀故事，正是幫助孩子們成
為一位真正讀者的必經歷程。事實上，一般人總認
為只有年幼的孩子（人們習慣稱這個階段為學習閱
讀期）才需要成年人為他們念讀故事，這個觀念是
不對的。從學習到建立閱讀習慣的整個過程，可以
算得上是一段長程計劃，我們實在太小看這個所謂
的學習階段所需要的時間了。因此，念讀故事，對
於所有在學的孩子們來說，都有它存在的價值與必
要。

講故事和念故事的相異點

　　在講故事的活動裏面，演講者比較似是在對聽
者講話，其間的關係像是在對話似的，如果說故事
者又將一些自己的想法跟聽者分享，就更多了一分
個人色彩了。

　　而念讀故事的重點則是以書為主角，演講者
和聽講者之間的關係，比較像是兩個人一起在分享
手上的書︰他們彼此不會注視着對方，只是一起坐
着，看着手上的書，純粹扮演的是講者和聽者的角
色。

　　在念讀故事的活動裏，講者和聽講者之間，主
要是由那位隱藏於書後的作者，透過書上的文字和
圖畫，來溝通彼此。這位看不見的作者，正透過我
們之間任何一位會念讀故事的人，送給我們一份故
事禮物。

　　講故事的活動裏，有較多的情感融入其中，效
果更戲劇化些；而念讀故事的活動，就比較傾向於
注重個人感受的樂趣。

　　講故事這樣的活動，比較傾向於是個封閉而
排外的團體，故事的傳達與否，端賴在座聽眾的領
略能力。而念讀故事則比較屬於開放而兼容並蓄的
團體，故事可以透過更多的管道──像是語言、思
考，甚至那位看不見的作者，來傳達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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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故事就像是一種文化上的確認；而念讀故事
則是一種文化上的創作。

　　二者之間的區別絕對可以寫上一本書來專門探
討，在這兒只是幾點簡單的說明。

聽故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在講故事的活動裏，主角比較偏
向於是說故事的人；而念讀故事的活動裏，主角則
是比較偏向於是聽故事的人。

　　首先，念讀故事的活動並不需要甚麼會話的技
巧，也不需要講者與聽者間的多餘溝通，透過書上
的文字語句，就已經可以將故事的意涵，傳達得相
當清楚了。

　　第二點，常常只有透過文字的閱讀，讀者才能
捕捉到隱藏於文字之後的深意。而這一層的發現，
對於讀者們對故事的理解，是相當重要的。在講故
事的活動裏，演講者是以他個人對故事的理解來詮
釋及剪輯整個故事，而這一切也都成了故事的一部
分。而在念讀故事的活動裏，講者就沒有這樣的發
揮空間，他必須要忠實地念讀原文，任何的解釋和
更動劇情都會破壞其流暢性，也因此，聽者必須花
更多的時間來領略文意。所以，念讀故事的時候，
說話的速度必須要比講故事時，再放慢一點。

看故事的時候

　　因為念讀故事的資源，就是手上看着的書，
所以我們的準讀者們常是在聽着故事的同時，也會
想一起盯着書本看。如果孩子喜歡這個故事的話，
往往會要求再聽一次，或者自己再去翻閱它。所以
在設計這個閱讀活動的時候，你必須將這些可能會
發生的狀況一併考量進去︰比方說，如果孩子們也
想一起看着書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所有
的聽眾都能看到書？活動之後，是不是應該有些複
本，可以讓孩子自行閱讀？

準備的時候

　　你一定要自己先閱讀之後，才能為孩子念讀
故事。為甚麼呢？首先，如果不能掌握接下來的劇
情是甚麼的話，你常會覺得自己念起故事來，顯得
侷促不安，而且辭不達意。還有，很少人能夠在毫
無準備的狀況之下，第一眼看到書，就能流暢地念
讀出來，即使你已經在心裏默念過一次，還是不夠
的。因為你可以在腦子裏輕易地和自己對談，但
轉換成語言傳達出來時，就又需要更進一步的技巧
了。因此，你一定要先為自己念讀故事之後，才能
為孩子念讀。

　　當然，慎選適合你的聽眾的圖書，是絕對必要
的。如果你選對了書，又有了萬全的準備，那麼，
你在念讀故事時，就可以相當輕鬆地將自己完全融
入文字之中，和聽眾們一起享受這個故事。因為對
故事的全然了解，你將更能掌握這整個念讀故事的
時間︰不管是主講或傾聽，可不可以被打斷，要暫
停還是繼續，提前結束或延長時間等所有的狀況，
你都能自信地視乎聽眾的情緒和當時的需要來決定
該怎麼做。

　　法蘭西斯．莎耶（Frances	Clark	Sayers）曾經
寫下這麼一段話，來鼓勵念讀故事的各位︰

「這一切，總是需要投資許多時間的。然而，絕對
不會有任何其他的投資，或者是其他領域的學習能
夠有相同的影響力，讓文學為孩子們活起來。」▉

本文轉載自︰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著，許慧貞譯，〈念讀故事〉，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台灣︰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1；二版，2014），
頁91-94、103-107。

承蒙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註䆁
1.		Lev	Vygotsky,	quoted	in	Jerome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Liz	Waterland,	Read	with	Me:	An	Apprenticeship	Approach	to		
	Reading,	Thimble	Press,	1985;	second	edition,	1988.
3.		Jerome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	二版）

作者•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
譯者•許慧貞
出版•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開始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前，先為他們打造

一個優質的閱讀氛圍與環境吧！本書提供許

多實務分享，教你如何藉着選書、藏書、唸

讀、回應等幫助孩子開始閱讀，有意願地去

閱讀，並且建立願意思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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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
用水

《出發囉！刷牙號小火車》再版
文	/	圖•久保真知子
譯•陳瀅如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

小迪最討厭刷牙了！不過，當刷牙
號小火車出現，誠摯地邀請小迪來
刷牙時，小迪竟然願意大大張開嘴
巴！刷牙號小火車打開大燈，照着
嘴巴裏的菜渣、玉米粒，還有難纏
的肉渣……多虧有刷牙號小火車，
口腔一下子就乾淨了！小火車和小
迪約好下次再見，小迪會從此愛上
刷牙嗎？

《輕輕的》
文•瀧村有子
圖•丸山綾子
譯•米雅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

小莉很想幫忙端牛奶，可是她走得
很急，弄得到處都是牛奶。唉，好難過
啊！媽媽明白小莉的心情，於是溫柔
地告訴她，下次要「輕輕的」，還有
摸寶寶時也要「輕輕的」，吹泡泡時
同樣要「輕輕的」……然後耐心地
陪伴她做每一次嘗試。漸漸地，小
莉做到了！

《尿尿時間到了！》
文	/	圖•莫．威廉斯
譯•沙永玲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

如果你有那種「怪怪的感覺」，請
大步走，走進廁所裏，一步一步慢
慢來。如果這次沒有表現好，沒關
係，你還有下次機會！這是一本最
懂孩子的上廁所指南，透過第二人
稱視角說話，還有熱心又可愛的小
老鼠，營造出尿尿是一件輕鬆歡樂
的事，讓孩子不再排斥上廁所，然
後學會如何自己上廁所。

《污水爆炸啦！》
文	/	圖•宋秀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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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哲急急忙忙跑去檢查家裏的洗手
台、水槽和馬桶，到底發生甚麼
事？嘩，原來我們一直倒了過多的
洗碗精與沐浴露、吃剩的食物、喝
不完的飲料等進下水道，日累月
積，很容易會引發污水大爆炸的！
不行、不行，我們要檢視生活中的
壞習慣，從小地方開始改善，阻止
污水爆炸！

刷牙 上廁所
學會控
制自己

護眼
探索
世界

█ 生活教育    █ 關愛/探索世界    █ 人際關係    █ 生命意義    █ 自處之道

《人體大遊歷4：
                晶晶亮眼我神氣！》
文•陳月文、方恩真
圖•黃志民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咦？一向開朗的眼精靈大人，最近
怎麼看起來心事重重的樣子？原
來是傷害眼睛健康的眼烏雲愈來
愈多，小朋友的視力也變得愈來
愈差！怎麼辦？眼精靈能否找到揮
別惡視力的妙方呢？這是一本由長
庚紀念醫院醫生審訂的漫畫式圖文
書，將讓你與孩子輕鬆建立護眼好
觀念！

《小雞逃跑記》
文	/	圖•五味太郎
譯•游珮芸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適讀•幼兒

小雞要從家裏逃跑，大家一起精力
充沛地逃跑！無論是颳風下雨，還
是遇到危險，他們都不停下腳步，
以各種方式逃跑，一路逃啊逃……
最後當然是往家的方向逃跑了！閱
讀時，還可以仔細觀察插圖，找一
找是誰悄悄陪着小雞一起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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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
尊重

《哥哥和妹妹吵架了》
文•提利．羅伯埃克特
圖•艾絲黛兒．敏思
譯•王奕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狐狸兄妹興奮地打開包裹︰「哇！是
一台玩具車！」拿到新玩具本來是
很開心的事，但兄妹倆卻為了玩具到
底屬於誰而吵起架來，甚至在僵持不
下的時候，不小心把玩具車摔壞了！
「我再也不要跟妳玩了！」然而，
他們很快就發現，原來沒有人一起
玩，再怎麼厲害的玩具也變得無聊極
了……

停止
伐木

和好

《畫家馬一邊》
文	/	圖•湯姆牛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中小

馬一邊畫了一幅水墨畫送給好朋友冬
心先生，他收到之後很開心，立即掛
在客廳正中央。怎料，隔天前來賀壽
的朋友，卻對那幅畫議論紛紛，甚至
還……作者想藉着這個幽默富創意的
故事，與孩子分享關於「留白」的藝
術概念，帶領孩子欣賞水墨畫簡潔的
構圖與淡雅的色調，並且學會尊重創
作者。

《最棒的樹》
文•約翰．杜佛
圖•茹貝卡．吉本
譯•黃筱茵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艾利克家門前有棵又高又大的雲
杉，是爺爺在許多許多年前種下
的。然而，這個聖誕節，竟然有人
說要將大雲杉砍下來，搬到大城市
去當聖誕樹。為了人類的歡愉，就
可以輕易結束一棵樹的生命嗎？希
望一心想要保護雲杉樹的艾利克，
能找到拯救大雲杉的好方法吧！

承諾、
助人

《全世界最好吃的鬆餅》
文	/	圖•貝果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聖誕節前夕，白雪覆蓋了整個果果森
林。阿布想要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
鬆餅」作為他和阿尼的聖誕大餐，但
家裏沒有蜂蜜了，定會失色不少啊！
於是，阿尼立即到山下的小村子去購
買。可是，風雪愈來愈大，天也快黑
了，阿尼既買不到蜂蜜，也難以走回
家。這次麻煩了！有誰可以幫幫他？

《歡迎光臨小兔子咖啡館》
文	/	圖•松尾里佳子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卡車是五隻小兔的住家也是咖啡
館。每天早上，大家一起刷牙、吃
早餐，也會同心協力一起做好迎接
客人的預備工作。這天，最先光臨
的是小羊，接着是小鹿……咦？
是誰的哭聲？原來是迷路的粉紅小
熊！不怕，開心地吃着草莓蛋糕，
熊媽媽和熊爸爸很快會來接你的
了！（悄悄告訴你，書末附有食譜
啊！）

合作、
助人

《媽媽，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
文•金京愛
圖•李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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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男孩指着照片問媽媽︰「我怎麼不
在這裏？」媽媽笑說︰「因為你在媽
媽的肚子裏呀。從這個時候開始，媽
媽就一直和你在一起了！」小男孩很
快又問︰「如果我去幼兒園，我們不
是就分開了嗎？」媽媽溫柔地說︰
「即使不在彼此身邊，我們也在彼此
心裏，從現在到很久很久以後，就
算你已經是成年人了，爸爸媽媽的陪
伴，永遠都在。」

永遠
的愛

█ 生活教育    █ 關愛/探索世界    █ 人際關係    █ 生命意義    █ 自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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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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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別懷疑，我真的真的很愛你！》
文•陸可鐸
圖•伊芙．薩雷特
譯•張淑瓊
出版•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適讀•初小至中小

「萬一你懷疑的話，我要你知道──我
會永遠愛你，我會永遠擁抱你，我會永
遠支持你。」陸可鐸牧師在這個新版本
中，同樣表達了為人父母最喜愛和孩子
分享的話語與事物，結合伊芙．薩雷
特柔美得令人屏息的插畫，讓孩子們再
次確認，無論甚麼時候，他們都是蒙恩
寵，被愛，並且得到保護的。

《天堂的溫度》
文•陳怡芳、貝貝、許信坤
圖•陳怡芳
出版•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適讀•中小至高小

貝貝六歲的時候，在放學回家的路
上救起了一隻小燕子，她悉心地照
料，但翌日小燕子還是死了。這個
經歷為貝貝單純的心靈帶來了許多
的悲傷與不解，於是一家人一起禱
告，將所有傷心難過都告訴上帝。
孩子再次張開雙眼時，小燕子的情
況依舊，但貝貝的心轉變了，世界
也跟着變得明亮了。

《貓熊動物園》
文	/	圖•大野耕平
譯•林宜柔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為了挽救動物園的人氣，園長決定
招募動物界明星──貓熊前來站台進
駐。但是，來應徵的根本全都不是貓
熊，只是其他假扮貓熊的動物啊！就
在園長灰心喪志時，有隻動物提出了
一個超大膽的計劃……吓？這樣也
行嗎？屆時又會發生甚麼驚人的事件
呢？

《告訴我，你怎麼了？
          幫助孩子處理情緒問題》
文•茉莉．帕特
圖•莎拉．詹寧斯
譯•黃筱茵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孩子鬧脾氣的時候，總是講不清，說
不明嗎？學會正視自己的情緒並不
難，只需要花點時間練習！本書介紹
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情緒，包括緊張、
失望、嫉妒、慚愧、委屈……讓我們一起
藉着此書，幫助孩子覺察及分辨自己
的心情，掌握表達的方式，做自己情緒
的小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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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顆種子》
文•伊莎貝．明霍斯．馬汀
圖•河野雅拉
譯•歐玲瀞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樹滿懷夢想和希望地等待。她在等待
甚麼呢？在等待適合種子傳播的那
天。一陣風吹來，100顆種子的冒險
才正要開始！儘管她殷切期盼，但並
非所有種子都落在適合的土地上。飛
走的100顆種子中，各自會遭遇到甚
麼呢？樹殷切期盼一切都會有好結
果，最後會如她所願嗎？

《你的每一種樣子，媽媽都喜歡》
文•丁好宣
圖•元裕美
譯•陳思瑋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女孩不論做甚麼事都非常努力，在
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時，她會非常懊
惱難過。這時，媽媽會告訴她：「歪歪
斜斜的也沒關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
二的蛋糕。」「慢慢吃也可以，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速度。」「不用特地打扮，
因為真正的朋友就是喜歡妳原本的樣
子。」還有，你的每一種樣子，媽媽都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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