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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安靜

《甚麼都害怕的阿米》
文 / 圖‧奧羅拉．卡恰普蒂           

譯‧陸碧齊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我心安靜，就不會被恐懼、憤怒、悲傷或好勝等支配。外貌是天

生的，性格卻能後天培養，你也可以幫助孩子成為內心安穩平

靜的人。藉着今期推薦的童書，與孩子一同學習以寬大的胸襟

與他人相處，冷靜持平地應對事情，並且正確看待自己。無論在

任何境遇，如果我們都願意放下過去的好或不好，當下不過分

苛刻或放縱，願意信任及全力支援未來的自己，甚至能以相同

的心態對待別人，就是擁有了最強大的心靈力量。

阿米害怕甚麼？甚麼都害怕！不過，為了讓名叫「擔憂」的小
生物振作起來，阿米努力思考，還拉着小生物嘗試家人和朋友
的快樂提議，完全忘記了那是自己從前很害怕的事情。突然，
阿米發現︰「咦？甚麼都不可怕了！」在往後的日子，「擔憂」
有時會回來，但現在阿米知道了，只要讓「擔憂」變身為「勇
敢」，美好的事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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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你可以害怕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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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都害怕的阿米，真的甚麼都害怕。盪鞦
韆，怕摔；外出散步，怕風雨；觀賞植物，怕蜘
蛛，所以她謝絕所有活動。在旁人眼中，阿米的
擔心，多半不會發生；但對阿米而言，恐懼非常
真實，不可能冒險挑戰這些「危險」任務！你家
孩子也曾這樣嗎？你會如何應對？

孩子，你可以害怕
	 每個人都曾害怕某事、某物或某人，繼而衍
生焦慮，這是與生俱來的情緒。而且，人在不同
年紀，因應不同的成長發展階段，也許會突然開
始害怕某些事情。例如，在0-2歲主要害怕巨響，
到了3-4歲卻忽然開始害怕動物（家中沒養寵物的
孩子情況會更明顯），4-5歲時突然怕黑，6歲懂
得擔心自己會迷路，7歲起對天災、意外或生病等
感到憂慮和不安。1	 這並非孩子沒從前勇敢了，而
是隨着認知能力增強，更能察覺世界的運作，卻
因為缺乏經驗，對眼前狀況感到陌生，因未知而
產生不安和恐懼。

	 另一方面，孩子的性格，家人處理焦慮的習
慣，曾遭遇過的事，或是正經歷的事，也會影響
孩子的反應。例如在外籍傭工辭職回鄉後，孩子
可能會突然害怕接觸陌生人，對家長產生嚴重分
離焦慮，又或是拒絕任何普通不過的生活改變，
好像不肯在早餐時改吃麵包，不肯換襪子等。表
面看來，孩子似在撒嬌，想引人注意。部分孩子
或許真是這樣，但也有些孩子其實是失去了習慣
依賴的對象，對未知和轉變感到恐懼，不知如何
是好，正在發出求救訊號。此時，我們實在需要
接納孩子的情緒，耐心等待及陪伴他們繼續向前。

	 遇到讓我們緊張或驚恐的事情時，我們的
身體、思想和行為也會產生變化，如身體出現心
跳加快、呼吸短促、肌肉繃緊、失禁、大哭等情
況；或是想像不幸會降臨，擔心會有壞影響、惡
果等；甚至出現逃離、拒絕、退縮等行為，這都
是很正常的反應。恰當的焦慮是有益的，能幫助
我們即時避開危險，推動我們向前邁進。不過，
倘若在危機解除後，仍然長期感到擔心，常常杯

弓蛇影，嚴重影響日常生活與社交，或許就需要
尋求專業協助了。2

孩子，我願意等你，陪你
	 儘管恰當的焦慮是無害的，家長適當地協
助，引導孩子學習調適，實有助培養出情緒健康
的孩子，減少演化為極端病態的可能。故事裏的
阿米，她在害怕的時候，家長沒有急着否定其感
受，反而容許她表達想法，說出所害怕的是甚麼
事情。家長在聆聽後，也沒有順勢強迫她去嘗
試，而僅僅是發出邀請，繼而用心等待，等待她
遇到成長的契機。當孩子自願踏出一步去嘗試，
家長就陪着她去探索。也許，因勢利導會比「拉
牛上樹」更有效果。成年人有時或會不自覺地說︰
「哎呀，怎麼了，你之前不是不肯的嗎？」又
可能會說︰「現在就是乖孩子，之前不乖，因為
你不肯嘗試，你……」這類「翻舊帳」式說教，
不過是家長的情緒表達，對孩子的成長沒太大幫
助，反而會撲滅他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

	 每個人的成長契機也有些不同，阿米就是遇
上需要她幫助的對象。為了讓這灰灰的生物心情
不再灰灰的，她努力回想自己會因着甚麼事而快
樂——吃曲奇，還有別人認為做甚麼事會快樂——
盪鞦韆、摘草莓、與動物玩耍等等，並且親自陪
伴這生物去嘗試。在助人的過程中，阿米也幫助
了自己，體驗到勇敢嘗試的喜悅，學會讓擔心變
身為勇敢。阿米能夠成長，歸因於她的善良和
悟性，同時也仰賴家人和朋友一直對她發出的善
意邀請（種子），並給予空間和接納（澆灌），
待到時機來臨才能發芽成長。家長不能代替孩子
去跨越內心障礙，也不知道孩子何時肯踏出這一
步，但你的耐心等待，善意邀請，以及陪伴，就
是孩子的最強後盾。▉

本文原載於︰廖睿詩，〈孩子，你可以害怕〉。收入奧羅拉．卡恰普
蒂著，陸碧齊譯，《甚麼都害怕的阿米》。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
司，2022。頁34-35。

註䆁
1.	信誼基金會，〈協助孩子克服害怕的情緒〉，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2日，網址：https://parents.hsin-yi.org.tw/Library/Article/1082。
2.	醫院管理局，〈什麼是焦慮〉，修訂日期︰2015，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2日，網址：https://www3.ha.org.hk/CAMcom/channel.aspx?code=iss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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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都害怕的阿米》，藉着圖像與伴讀者聲線，幫助孩子投入到故事世界裏。

	 2.	故事結束後，邀請孩子分享一個印象最為深刻的情節，或是他們對故事與角色的感受和想法，例如︰

	 		 故事內容

	 		 ★	在故事前半段，阿米的口頭禪是甚麼？（遇到灰灰的生物之後，阿米的口頭禪有何改變？）

	 		 ★	阿米如何讓灰灰的生物心情好一點點？

	 		 衍生想法

	 		 ★	你認為阿米的種種擔心，有哪些必定會發生？

	 		 ★	你認為這生物的夢想與阿米有甚麼相關？（灰灰的生物與金煌煌的生物又有何關係？）

	 		 生活經驗轉化

	 		 	★	在生活中，你會害怕參與，或拒絕嘗試甚麼事？

	 		 	★	通常是甚麼想法攔阻你作新嘗試呢？

	 		 行動實踐

	 		 	★	如果阿米是你的朋友或兄弟姐妹，你會邀請她一起做甚麼？

	 		 	★	你想克服哪件從前很害怕，不敢做的事情？你計劃如何克服？

	 		 	★	假如灰灰的生物在你面前出現，你覺得自己可以提供怎樣的協助，助他變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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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孩子先用3-5分鐘安靜地想一想︰

	 		 	•	有哪些事情是你很害怕或不敢做的呢？你想克服它們嗎？

	 		 	•	假如故事裏的小生物這時在你身邊出現，他的外表會是怎樣的？

	 2.	給孩子畫紙及顏色筆，邀請他們把小生物繪畫出來。

	 3.	然後，邀請孩子再想一想，自己可以為這小生物提供怎樣的協助。

	 4.	如情況容許，可以邀請孩子說說或模擬如何協助小生物振作起來。

	 5.	最後，給孩子大量金色星星貼紙，請他們為所畫的小生物變身。

III.	總結

	

正如阿米所說︰「甚麼都可能發生啊！」每一天，每一步，都可能有好事和壞事發生。即使我們再小

心，有些壞事卻怎也躲不過。當然，我們不應該心存僥倖肆意犯險。可是，假如我們總是擔心會引發

壞事，而拒絕嘗試所有事情，我們就是把好事也拒諸門外，拒絕了由此而來的快樂。而且，也許眼前

所見的是壞事，只要你積極面對，壞事也會漸漸變身為好事呢！你想快樂與你做朋友嗎？

孩子，你可以害怕
作者•廖睿詩（文林出版有限公司編輯）

今期主題︰我心安靜

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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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這是我朋友！學習不占有不嫉妒》
文•Judith	Koppens
圖•Eline	van	Lindenhu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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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和貝拉是好朋友，他們常常一起去公
園玩。可是今天貝拉在公園裏卻和其他朋
友一起玩，而且玩得非常開心。丹尼覺
得好沮喪，難道貝拉不喜歡和他做朋友了
嗎？貝拉跟他說︰「我和其他朋友玩，並
不代表我不喜歡你，你也可以加入呀！下
次我們大家再一起玩吧！」

《氣噗噗：生氣的你，
      常常看不見我們愛你》
文	/	圖•璲我賢
譯•鄭筱穎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允非常生氣，媽媽答應買蛋糕卻沒買，
爸爸答應教她騎腳踏車卻一再拖延！走在
路上，她只顧着生氣，沒注意到周遭的
危險。讓我們一起看看圖畫──原來全靠
旁人的保護，小允才沒受到傷害！就算生
氣，請也試着同理和觀察他人的感受，因
為當中其實充滿關懷和愛啊。

《貓咪消防員阿秋》
	文	/	圖•金有珍
	譯•簡郁璇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適讀•幼兒至初小

阿秋是消防員，但平時的任務都很簡
單，他覺得這不是帥氣英雄的工作，所
以很羨慕隔壁警察局的汪汪巡警，英
勇抓到小偷，還即將接受市長頒發的
獎章。可是，阿秋自己本分的工作真
的不帥氣嗎？他何時才能閃閃發光？
對，在認真做好每件小事的時候！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
文•羅寶鴻
圖•李小逸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星期六要上足球課，辰辰卻一直鬧脾
氣。爸爸本來好言相勸，但是辰辰卻
大吼︰「我最討厭爸爸了！」這讓爸
爸的心裏也變得雷電交加。噢，要怎
麼打破僵局？隨附的「安定內在的教
養練習」，助你了解此時彼此的內心
變化，更向大家提議10個具體可行的
應對妙方。

不嫉妒

做好
本分

生氣時

可以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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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裡屋外》
文	/	圖•范雷韻
譯•柯倩華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在一個季節變化之前，發生了一件事，
每個地方，每一個人，都從屋外進到屋
裏。外在世界有些改變，我們的內在也
持續成長變化。雖然暫時沒有辦法像以
前一樣生活，但大家都知道，進入屋內
是這個時刻最正確的事情。度過了這些
困難的時刻，不久，春天就要來了。

《沒問題，我來想辦法》
文•羅麗．萊特
圖•安納．聖多斯
譯•陳瑜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有時候我會沒有耐心，容易擔心、緊
張、嫉妒、不安或是悲傷……但是我會
搞定它，我會搞定所有的事情！誠意邀
請你也跟着賽巴斯汀一同面對一件件生
活挑戰，用對話作安撫，找出屬於自己
的解決辦法，走出情緒糾結，建立自
信，成為獨立的孩子！

《不怕輸的才是贏家》
文	/	圖•卡特琳娜．高斯曼－漢瑟爾
譯•吳肇祈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超搞笑的森林大賽開始了，年度森林
冠軍會是誰呢？狐狸絞盡腦汁，獨角
獸變出華麗的彩虹，個個卯足全力，
誰都不想輸！可是冠軍只有一個，其
他動物會否一哭二鬧三耍賴？你家也
有輸不起的「常勝軍」？一同閱讀本
書，來培養挫折耐受力，別當輸不起
的情緒小怪獸！

《腦袋瓜也有陰天》
文•茱蒂絲．希菲爾
圖•卡洛琳
圖•許雅雯
出版•野人文化出版社
適讀•中小至高小

「媽媽總是看起來很難過，是我做錯
了甚麼嗎？」「爸爸都不跟我玩了，
他不愛我了嗎？」不是這樣的，他們
只是心裏得了感冒，不是你害的，也
不是你的錯。來，坐到我身邊來。讓
我們來聊聊那個害爸爸媽媽心裏感冒
的病毒──「憂鬱症」。

今期主題︰我心安靜

留家
抗疫

接受
挫折

安定
情緒

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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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神經學家認為，大腦中並沒有閱讀中心，閱讀
是靠大腦的很多區域合力來完成任務，因此要練習
久了才會熟練。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就是讓他擁
有一輩子的好工具。

　　一位家長在我演講完後到講台前來問︰「新加
坡為甚麼要求父母在孩子18個月大時，就要念書給
孩子聽？他又聽不懂，念了不是白念嗎？」很多父
母臉上也有同樣疑惑的表情。其實只要是教孩子，
都不會白費力氣的。

說話是本能，閱讀靠習慣

　　對人類來說，人從兩腳直立行走，站起來的力
量將喉頭拉下來一些，增加了共鳴箱的長度後，人
就開始說話了；但是文字的發明才五千年，歷史太
短，短到來不及登錄到我們的基因上，因此說話是
本能，閱讀是習慣，既然是習慣，當然就要從小培
養。

　　我們知道把一個孩子放在正常的環境裏，沒
有人教他說話，他會說話；把一個孩子放在正常的
環境裏，沒有人教他閱讀，他是文盲，因為我們的
大腦不是演化來閱讀的。但是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閱讀是個快速吸取資訊的方式，實驗上已知看是聽
的三倍速度，所以我們要及早讓他的大腦習慣處理
文字訊息。不過新加坡的親子共讀是念故事給孩子
聽，不是教他認字，更不是要他寫字，只是培養孩
子專心，訓練他的注意力廣度，寓教於樂而已。

閱讀讓孩子懂得生動比喻

　　美國的研究者從同一社區中，找到兩組5歲的孩
子，他們父母的教育程度都相似，社經地位相同，
一組是父母在過去的兩年中有念書給孩子聽，而且
一周至少5次，另一組是沒有。實驗的作法是請孩
子說一個有關他自己生活的故事，如他的生日派
對，去動物園玩的經驗等等，然後請他假裝念一本
故事書給洋娃娃聽。結果發現兩組有顯著的差異：
父母有念書給孩子聽的那一組，不但文法程度比較
深，用的句子比較長，還會用相關子句，而且他們
用的「書面語」（literary	language）比較多。

　　故事書，不論多淺，用的語氣還是跟口語不
同。比如說，故事書開頭會用「很久很久以前」，
而一般說話不會如此。孩子聽多了書面語，不但
增加他們的辭彙，語法的應用，也使他們比較容易
了解成年人所說的話。故事書中常會用到很多的比
喻，如「像玫瑰般的臉頰」、「像瀑布般的長髮」，
這種口語中很少見，但是卻可以透過故事內容讓孩
子了解比喻的用法，增加他們對比喻生動性及活潑
性的了解，同時也學會可以這樣用，這對他們的作
文很有幫助。

孩子閱讀流利，大腦更活化

　　實驗也發現大腦會因閱讀而有不同發展。華
盛頓大學的神經學家發現：孩子閱讀時，所活化的
大腦區域跟成人不一樣，當孩子逐漸變成流利的閱
讀者時，大腦血流量的圖就愈來愈趨近成人的圖。
初學者在閱讀時枕葉（視覺皮質）大量活化，在枕
葉與顳葉交會的梭狀迴血流量也增加，而且是兩邊
腦都如此，他們還動用到額葉和運動皮質區，他們
用的最多的是角迴及頂葉、顳葉、枕葉交會處的緣
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因為這是聲音、視
覺訊息、字形、字義各種訊息交會的地方。當然布
羅卡區、維尼基區這種語言處理的地方早就活化起
來。

　　神經學家認為大腦並不是演化來閱讀的，文字
發明後，大腦被賦予處理人為訊息的任務，它就召
集原本處理臉型、外界物體形象的部位，勉為其難
的達成任務。因此大腦中並沒有閱讀中心，它是很
多區域在有任務時，抽離原來工作，合力來完成新
任務，所以要練習久了才會熟練，才能一聲令下，
各個單位都來各就各位幫忙。

　　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吳爾芙（M.	
Wolf）教授認為人會閱讀是個奇跡，因為大腦不是
演化來閱讀的，她說︰「閱讀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現在有很多
的證據顯示，大腦會因外界需求改變內在神經的連
接，父母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幫助孩子大腦發展的機
會。

學會閱讀，孩子不寂寞
作者•洪蘭（中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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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書給孩子聽，創造快樂時光

　　孩子縱然還小，不是聽得很懂，但是他會知道
閱讀是一個快樂的時間，父母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
上。父母念書的抑揚頓挫對他來說像個音樂，他會
努力想知道父母在說甚麼，努力代表主動，主動會
增加他神經迴路的連接，會快速的增加他的辭彙，
方便早日跟人以語言溝通。孩子若能正確的表達
出他的意思，就可以減少被人誤解，所問非所答的
挫折感（這是全外語幼稚園孩子情緒挫折最大的原
因）。

　　人一向功利，好像作一件事一定要看到成效。
其實很多好的事情不是馬上看得見成果的，就像人
生重要的事，不是考試考得出來的一樣。英國作家
高登（Rumer	Godden）說︰「當你學會閱讀時，你等於
重生一次，你再也不會感到寂寞了。」這句話真是
非常的對，給你孩子這個永遠不寂寞的工具吧！▉

本文轉載自︰洪蘭著，《遊戲與閱讀：最符合孩子需求的學習方法》。
台灣︰信誼基金出版社，2016。

承蒙信誼基金出版社允准轉載，本中心謹此致謝。

《遊戲與閱讀：最符合孩子需求的學習方法》

作者•洪蘭
出版•信誼基金出版社

遊戲是孩子的天職，閱讀是自主學習的歷程。孩子

透過遊戲和閱讀，不但能激發想像力和創造力，增

長知識，更能認識自己也了解別人，培養思考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學會與人分享及合作。洪蘭教授在

書中以許多研究證據說明遊戲、閱讀和大腦發展的

關係，並且強調：

	 •	從小會玩，有很多玩伴，常在戶外玩的孩子，	

	 	 情緒智商更佳。

	 •	請給孩子自由的時間和空間盡情遊戲與閱讀，	

	 	 即使作點白日夢也能讓腦筋充電，身心舒暢。

	 •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閱讀的方式也要隨着孩	

	 	 子的天性而有所不同。

文章作者簡介

洪蘭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現任中

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講座教

授。長年推廣閱讀，並針對台灣教育及社

會問題提出精闢見解，藉着寫作、翻譯和

演講，分享正確的腦科學知識及為人處

事的道理。著作及譯作豐富，包含《遊戲

與閱讀》、《啟動孩子的大腦》、《情緒

和品格》（信誼出版）、《養男育女調不

同》（遠流出版）、《請問洪蘭老師》（天

下雜誌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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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善
而從

《你很重要》
文	/	圖•克里斯汀．羅賓遜
譯•海狗房東
出版•小麥田出版
適讀•幼兒至初小

書中從顯微鏡下的微生物開始，到
現今地球的各種樣貌，孩子居住的
環境，以獨特的幽默感及不一樣的
角度，逐一告訴孩子︰無論你是多
不起眼的小傢伙，就算所有人都覺
得你很煩人，讓你覺得迷惘孤單，
但千萬不要忘記──你很重要！

《奈奈是大野狼》
文	/	圖•種村有希子
譯•周佩穎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紫羅蘭班要演出話劇《大野狼和
七隻小羊》，老師安排奈奈演大野
狼，但她不喜歡這角色，所以不太
開心。到了正式演出的前一天，奈
奈甚至躲了起來！小楷找到了她，
聽到她的心聲後，決定跟她交換角
色。可是，小羊這角色，真的適合
奈奈嗎？

《你的微笑 讓世界不一樣》
文•金成恩
圖•趙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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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調皮的風把小豬碰碰的帽子吹
走了，所以他很不開心。小田鼠咚
咚說：「不開心的時候就要去笑呵
呵海邊。」生活中也許會有難過和
懊惱，不過別忘了，只要一個簡單
的「微笑」就能把快樂變大，把不
開心縮小，還能讓身邊的人也一起
變得很不一樣！

《小種子與大樹：說好話、
 力量大，成就好品德》
文•布蘭登．威爾登
圖•克莉絲汀．郝德雪、凱文．郝德雪
譯•謝明珊
出版•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小王子擁有兩種顏色的種子，每一
顆種子都來自別人說的話──好話變
成綠色種子，壞話變成深色種子。
種子長成大樹，綠色種子長出綠色
的樹讓人感到安心療癒，深色種子
長出深色的樹，不單充滿荊棘，而
且會傷害綠色的樹，讓綠色的樹漸
漸失去生氣……

自信
與勇氣 樂觀

接納
自己

自我
肯定

豐富
色彩

█ 與自己和好    █ 與人相處   █ 豐富知識     █ 健康人生    

《找尋自己的聲音》
文	/	圖•寇特妮．迪克馬斯
譯•李紫蓉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哈洛德是隻住在公寓的鸚鵡，任何
聲音他一聽就能夠模仿。有一天，
他飛到屋外，聽見了許多未曾聽過
的聲音，他才發現，原來萬物都有
自己的聲音，而他卻從未聽過自己
的聲音。期許這本繪本讓你開始肯
定及欣賞自己，擁有想要尋找自我
的勇氣！

《綠色先生的下午茶會》
文	/	圖•哈維爾．薩伊茲．卡斯坦
譯•賴潔穎
出版•奧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綠色先生邀請大家來參加茶會，不
同顏色的先生都用鮮明的色彩展現
自我。門前的告示上寫着︰這是一
趟不能返回的旅程，但是有勇氣走
進這扇門的人，將找到事物真實的
顏色。一扇通往未知的門，六把鑰
匙，六位顏色紳士，他們會做出甚
麼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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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
物、排列

《阿里的飛機》
文•約翰．伯寧罕、比爾．薩拉曼
圖•海倫．奧森柏莉、約翰．伯寧罕
譯•林真美
出版•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阿里是一隻難搞的狗，牠喜歡開自己
的車到處逛。只是，牠漸漸老了，
不像以前那麼喜歡玩拋球遊戲，出門
散步時腳會疼，也常常沒聽見別人在
叫牠。不過，這回有個新挑戰在等着
牠，牠要飛上天！引擎發動，阿里駕
着飛機疾駛過草地，朝着天空直直飛
去……

說話
時機

最後
道別

《海底在排什麼呢？》
文	/	圖•大村知子
譯•林芝儀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這次主角，是大排長龍的魚、蝦、螃
蟹、鯨魚等各式各樣的海洋動物。至
於牠們這麼大費周章的排隊，到底是
在排甚麼呢？又發生了甚麼事？歡迎
一起進入既開心又興奮的海底世界，
一同解開「海底在排甚麼呢？」這謎
團。

《整天忙著說話的小孩》
文•琳達．洛克
圖•張曉敏
譯•王奕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男孩好像永遠都有說不完的話，
一開口就停不下來，惹得蜜蜂生
氣，貓咪睡不着，連松鼠也受不
了……與其不停對孩子說︰「嘴
巴閉上，不要講話！」不如透過這
本幽默有趣的繪本，讓孩子一探究
竟，如果不看時間場合只顧着講
話，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陪伴
病患

《打敗病痛惡龍的超級媽媽》
文•伊莎貝拉．芭亞
圖•法蘭切絲卡．克索	
譯•張家綺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作為一名戰士，媽媽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打敗病痛惡龍！融入奇幻元素的
故事看似天馬行空，卻如實呈現了病
人在治療期間所經歷的改變，有助緩
和孩子面對家人生病時所遭受的心理
衝擊，讓孩子能夠適應及理解家人在
對抗病魔的過程中伴隨而來的容貌變
化。

《身體的界線：
   兒童自我保護繪本》
文•詹妮．桑德斯
圖•莎拉．詹寧斯
譯•劉淑雯
出版•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高高站起，伸出手指，沿着身體周
圍畫出身體界線！這個看不見的空
間，沒有我的允許，誰都不可以進
入！翻開書本，讓我們以簡單易懂
的方式，幫助孩子知曉自己有權選
擇發生在他們身上和身體的事，同
時學會尊重他人的身體界線和個人
空間。

身體
界線

文•喬．福爾曼
圖•迪亞哥．方克
譯•謝明珊
出版•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如果你要做的數學題，能夠打開海
盜的藏寶箱，是不是有一點點酷？但
在變酷之前，你還得先讀讀規則，才
能找出題目。（這可不是每個人都做
得到的！）閱讀本書就如同玩一場充
滿樂趣的遊戲，無論孩子喜不喜歡
數學，本書都非常適合啊！

數學

█ 與自己和好    █ 與人相處   █ 豐富知識     █ 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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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變簡單：101道數學活用題， 
   輕鬆理解倍數＆質因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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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
器官

《推銷大王尖嘴鳥：聰明消費，
                   學會擁有真正的快樂》
文•崔西．寇得羅伊
圖•湯尼．尼爾
譯•周婉湘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電視裏突然蹦出一隻尖嘴鳥，說：「你
的床夠有彈性嗎？」這則廣告佔據了大
熊的腦袋。但這些商品真的是他們需要
的嗎？改善生活有許多種方式，有時必
須增添新物品，但有時並不是。運用理
性及清晰的思緒，辨認需要與想要，成
為真正的購物小達人。

《好想吃一口：餐桌上的世界地圖》 《怪獸牙醫診所3逃出可怕的
    餅乾城堡！有益牙齒的食物》
文•金載城
圖•白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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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佑和妮妮最大的心願就是盡情的吃
糖果和巧克力。有一天兩人誤闖魔法
森林中的餅乾城堡，忍不住吃了裏面
的糖果餅乾，沒想到卻被怪獸牙醫關
起來了！怪獸牙醫為甚麼這麼生氣
呢？你也來一起學習分辨食物的好
壞，養成有益牙齒健康的飲食習慣吧！

《最有梗的人體教室：針筒
      兄弟與他們的器官小夥伴》
文	/	圖•上谷夫婦
譯•李沛栩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高小或以上

你知道人體藏有許多好笑的秘密嗎？例
如鼻子，吃熱湯麵時會流鼻水，因為鼻
子怕燙要散熱，而不是你感冒了！還有，
鼻毛其實是人體的空氣清淨機，所以不
要亂拔鼻毛！本書會一口氣介紹七大器
官系統，讓你更認識自己，用知識遠離
疾病，跟病痛道別。

聰明
消費

牙齒世界
美食

身體
健康

微生物

《我，微生物&我》
文	/	圖•菲利浦邦廷
譯•張東君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微生物的世界廣闊無限，它們無所不
在，而且種類繁多，分類複雜，有些
會維持我們的身體健康，有些則是讓
我們生病的壞蛋（如Covid-19）。本
書用最好玩的圖畫，最動感的文字，
帶領好奇心強的孩子，問出獨到的問
題，認識微生物，發現生命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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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娜塔莉亞．巴拉諾斯卡
圖•閻柯彤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高小或以上

本書就像一封時空之旅的邀請函，開
啟探索美食的旅程，帶你造訪世界五
大洲共26個國家，觀察各國飲食文化
的變遷，了解許多食物的有趣知識，
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本書還精心挑
選了56道異國料理食譜，讓你在家中
大展身手，體驗飲食的多元文化！

《哈啾！我不想生病！：
      孩子的健康安全守則》
文•崔允禎
圖•河宜廷
譯•林建豪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天氣變冷時，不肯穿外套；覺得戴口罩
好悶，不肯戴；從外面回來或吃飯前，
都不肯洗手……小心！看不見的細菌病
毒會讓你生病！本書利用故事情節引導
孩子深入其境，了解哪些行為可能導致
嚴重後果，從而幫助孩子建立好的衞生
習慣，擁有健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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