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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索自我

《清晨合唱團》
文 / 圖‧蘇珊．巴頓           

譯‧吳嘉儀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會經歷一些挑戰，有些較易過關，有些則比

較困難，需要我們檢視及調整想法、做法與習慣等，使自己能更

適切地回應挑戰。我們不需迴避挑戰，因為無論結果如何，我

們都能從中成長。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記得每個人也有自己的

特色和成長步調，不需與人比較，更不用羨慕他人，盲目模仿。

尋索自我的真義，並非把整個「我」丟掉換新，而是透過不斷模

塑，讓本來的我能展現更佳姿態。

清早，皮皮被美妙的歌聲喚醒，他沿着旋律找到了「清晨
合唱團」。他深受吸引，渴望成為團員，決定參與試音。可
惜，不管他如何努力，始終功虧一簣。想不到，皮皮遇上一
位特別的朋友，使一切都改變過來！這是一個有關夜鶯尋索
歸屬感的窩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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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罷這本可愛的圖畫書，叫人聯想起安徒
生筆下的《醜小鴨》，主角同樣經歷一趟尋索自
我的旅程，在還未真正了解自己的身分之下渴望
得到認同。本書還多添一份光明色彩，相比可憐
被動的醜小鴨，皮皮較為積極進取。故事精妙絕
倫，發人深省，配以溫暖恬淡的水彩插畫及親切
討好的動物造型，相信本書也將成為家喻戶曉的
經典。

	 一頁接一頁的看着皮皮尋找歌聲，繼而尋索
自我的旅程，既新奇刺激，也充滿困惑，期間經
歷各種情緒變化——因尋找歌聲的來源而興奮好
奇，到發現清晨合唱團而驚喜，然後下定決心加
入合唱團，滿懷希望，後來因願望落空而傷心失
望，最終認識自己是誰，因了解自己的特性而釋
懷。這些豈不像是小孩子一步一步認識自己，建
立自我概念的成長歷程嗎？

	 你的孩子是否認識自己？是否曾期望參與某
項活動或某個團體，卻未被選拔而心灰意冷？倘
若已竭盡所能，仍未能如願，請先別憂慮或否定
自己，何不嘗試換個角度，重新檢視自己的性格
特徵、強弱項、自我期望等，多留意和欣賞自己
的長處，發掘適合自己的群體，從中建立自信心
和歸屬感。像皮皮一樣，他努力不懈，每晚練歌

至倦極入睡，可惜一到天亮，他不是遲到，就是
一開口便打呵欠，更被指揮誤會自己「可能不適
合唱歌」。明明他擁有甜美的歌喉，悅耳的歌聲
縈繞夜空，連森林的所有動物都駐足傾聽，怎麼
會不適合唱歌呢？只因他是夜鶯，是一種罕有在
夜間鳴唱的鳥類，與眾不同。既然清晨合唱團不
適合他，與其意志消沉，倒不如與另一隻夜鶯組
成「星空二重唱」，當百鳥在枝頭上好夢正酣，
他倆一起唱出優美動人的夜曲。每個人在社會上
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位
置，各展所長，那就最好不過。

	 蘇珊．巴頓的插畫，和她訴說的故事一樣
溫暖。全書採用像破曉晨光的暖和色調，每頁滿
載精緻的細節，特別在雀鳥的羽毛上運用拼貼技
法，展現百鳥的絢麗奪目、夜鶯的灰褐素淡，值
得玩味和討論。在刻意經營細節的同時，每頁仍
安排充分的留白空間，不致令人眼花繚亂。婉轉
的鳥鳴以絲帶和音符形象化地呈現，用心看着，
彷彿聽見圖畫文字以外的悠揚歌聲，安撫每個成
長中孩子的心靈。▉

本文原載於︰吳嘉儀，〈在晨光中、星空下尋索自我〉。蘇珊．巴頓著，
吳嘉儀譯。《清晨合唱團》。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司，2022。

	 	 	 在晨光中、
	 	 	 	 	 星空下尋索自我

作者•吳嘉儀（《清晨合唱團》中文版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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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合唱團》，藉着圖像與伴讀者聲線帶動，幫助孩子投入到故事世界裏。

	 2.	故事結束後，邀請孩子分享一個最為深刻的情節，或是對故事與角色的感受及想法，例如︰

	 		 故事內容

	 		 ★	皮皮為何兩次到「清晨合唱團」試音都不成功？

	 		 ★	皮皮的真正身分是甚麼？他要怎樣才能夠真正發揮自己的歌唱天賦，實現夢想？

	 		 衍生想法

	 		 ★	皮皮應考「清晨合唱團」時，付出了很多努力，你欣賞他嗎？為甚麼欣賞/不欣賞？

	 		 ★	如果你是皮皮，在試音前會作甚麼準備？

	 		 生活經驗轉化

	 		 	★	試音失敗後，皮皮雖然很難過，但他沒有放棄唱歌，沒有放棄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也曾經有相似的經驗嗎？你當時如何應對？

	 		 行動實踐

	 		 	★	在尋索自我的過程中，皮皮得到了哪些朋友的幫助？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又會如何鼓勵他？

	 			（以上討論問題僅作參考，請師長因應實際情況和需要選用。）

II.	延伸活動

	

	 	1.	每人獲發一張畫紙，一盒木顏色筆，邀請大家用鮮艷的顏色把畫紙填滿，象徵心中的夢想。

	 	2.	然後，給每人一枝深色粉彩，請大家用粉彩厚厚地填滿剛才的畫紙，象徵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會

	 		 	遇到的阻礙。

	 	3.	最後，給每人一把間尺，請大家用間尺的一角巧妙地刮走部分粉彩，使之成為一幅美麗的線條圖

畫。這過程象徵即使遇到阻礙，只要不退縮，不畏懼，勇敢面對，尋找更適合的呈現方式，仍然

	 		 	能夠讓夢想高飛，擁有精采人生。

III.	總結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天賦才能。也許，在群體當中，自己的才能有時會

比不上別人，但也不用否定自己，拒絕再運用該才能。我們應欣賞及享受自己的才能，不需與人比

較，更不用羨慕他人，細心尋找發揮自己的方法，總有我們能貢獻的地方。

今期主題︰尋索自我

乘夢飛翔

	 	 	 在晨光中、
	 	 	 	 	 星空下尋索自我

作者•吳嘉儀（《清晨合唱團》中文版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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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推介

《我一個人也可以做到！》
文	/	圖•劉明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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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蜘蛛噹噹要蓋房子，家人紛紛說要代
勞。可是，每個人喜歡的都不一樣，他
們蓋出來的房子，又怎可能符合噹噹真
正的想法呢？而且，蓋房子這件事，噹
噹自己一個也有能力做到！相信自己的
能力，別小看自己，即使沒有別人的幫
忙，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啊！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文	/	圖•艾絲特．凡登伯格
譯•巫芷玲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高小

水道裏的小蝌蚪都變成小青蛙了，不過
哈柏還沒，他的小小尾巴還在。第一次
上游泳課，個頭比大家都小的哈柏，學
習也比大家慢一點，但是他沒有因此沮
喪或者想放棄，當蟾蜍教練耐心地再次
教他，哈柏也慢慢抓到訣竅，漂浮、潛
水、踢水……他一樣一樣學會了！

《獅子補習班》
文	/	圖•強．艾吉
譯•柯倩華
出版•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小男孩參加了「獅子補習班」，跟隨獅子
教練學習。在前六課的模擬練習中，他的
成績也未如理想。但來到最後一課──觀
察和守護你的朋友，他一看到「朋友」遇
上危險，立刻就像獅子那樣，撲過去營救
對方。所以，他順利畢業了，得到了獅子
證書，也找到屬於自己的成為真正強者的
方法。

《努力，可以把不可能變可能》
文•邊志賢
圖•李嘉
譯•陳思瑋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高小

故事主角住在不會下雪的地方，但他竟然
夢想要成為滑雪選手！而且他並不只是空
想，更付出了十足努力在沒有雪的地方
練習滑雪。追夢的過程中，被人嘲笑和責
罵，也經驗了無數次失敗，就在他打算放
棄的時候，老師的鼓勵和行動，為他帶來
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

相信
自己

真正
強者

學習
步調

勇敢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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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羨慕別人，其實你很棒！： 
    想飛的小兔子》
文•Bonnie	Grubman
圖•Carolien	West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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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至高小

小兔子很羨慕能在空中飛翔的小鳥，於
是小鳥嘗試幫助小兔子實現夢想。他們
努力做了很多嘗試，但小兔子還是飛不
起來。可是，其實小兔子也有自己天生
的特長，是其他動物所不及，也讓小鳥
非常驚嘆的！你知道是甚麼才能嗎？翻
開繪本，讓小兔子和小鳥來告訴你！	

《不要叫我小不點！》
文•瑪雅邁爾斯
圖•任惠元
譯•王欣榆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高小

點點的個子很矮小，到哪裏都被當作幼
兒！有一天，班上轉來一個新同學山
姆，他的個子比點點還小，這下班上的
最小個子終於要換人了！下課時，有個
壞男孩正在找山姆的麻煩。點點想幫助
山姆，但壞男孩用惡言嘲笑她，點點呆
住了……最後，她會怎麼做呢？個子小
就膽子小嗎？真正的「我」有多強大？

《好想飛的兔老大》
文	/	圖•Q-rais
譯•許婷婷
出版•小麥田出版
適讀•初小至高小

兔老大說︰「好想像海鷗一樣，在天空
中翱翔……」三隻小兔子於是下定決
心，一定要幫助兔老大完成願望！他們
嘗試了各種異想天開的發明，雖然多次
失敗，兔老大已傷痕累累，但看着三隻
小兔子滿懷希望的眼神，兔老大仍然充
滿鬥志地說︰「嗯，我會加油！」

今期主題︰尋索自我

各有
所長

對抗
霸凌

彼此
尊重

再接
再勵

應付
壓力

《我們都好棒！》
文•佐藤伸
圖•山村浩二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初小至高小

我是第一名！很厲害唷！大象的體重、
花豹的速度、臭鼬發射臭屁的功力……
每種動物都有與眾不同的特長，大家
都好棒！那麼，誰會是最棒、最厲害的
呢？翻開書，認識每種動物獨一無二的
專長，由此學習接受自己和別人的不一
樣，懂得互相欣賞與讚美。

《考不好怎麼辦？》
文	/	圖•金永鎮
譯•鄭筱穎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自從上了小學之後，問答比賽、聽寫考
試，還有跆拳道考試，總有一大堆考試
等着小綠。明明小綠已經複習過好幾次
了，但成績還是很糟糕。大家都說，下
次努力一點就好了，可是下次又考不好
的話怎辦？考試時又要如何應對焦慮、
逃避和放棄的心情？怎麼才能夠表現出
最佳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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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文章

　　關於如何用繪本談信仰，有些話我必須先說
──《聖經》本來就蘊藏活潑又深刻的真理，本來
已是栽培孩子成長的最佳媒介。只是，價值培育是
潛移默化的過程，要再三變換法子反覆提及，才能
在人心內真正紮根；但現今世代好玩又吸引的東西
層出不窮，重說故事，孩子往往不給面子地投訴。
要喚起孩子的學習動機，實需扭盡六壬。因此，我
們需要詩歌、遊戲、活動、繪本等輔助，因應不同
情況靈活配搭，無論孩子坐得定或坐不定，也務要
叫他們把上帝的話語放入心中。

「對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
何我總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都是為福音
的緣故，為要與人共享這福音的好處。」（林
前9:22下-23）

如何用？何時用？

　　在我的主日學課室裏，繪本不過是工具。既
是工具，就不會是主角，不會是教學的主菜；但它
會幫我把當天的教學主旨傳遞給學生，讓教學目的
成就。因此，我無論把繪本故事放在課堂開首作引
入活動，放在結尾作延伸教導或應用事例，又或穿
梭其間引發討論也無妨。它與其他教學輔助工具一
樣，是為了幫助學生學習，使他們願意把上帝的話
語放入心中，引發思考，繼而衍生行動，在生活中
實踐信仰。

	 	 我們以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路10:25-37）為
例吧。在由教友子弟組成的高小級主日學課堂裏，
許多孩子可能早已對這故事倒背如流了。那是否就
不用再與他們閱讀這個故事？不！還需要。無論是
哪個年紀的基督徒也會不斷重讀《聖經》，因為這
是親近天父的一個方法，而且每次閱讀都會有新體
會。但在孩子未明白這一點之前，導師就要多花心
思作引導了。

	 	 然而，在這樣的情
況下，與其再說一次好
撒瑪利亞人幫助人的經
過，我會選擇先講說
《小小鄰居》（青林），
以生活化的故事吸引孩
子，然後延伸引導孩子

思考耶穌所說的「愛鄰如己」是甚麼意思，並思考
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出來。

	 	 故事裏，好奇的小米發現隔壁奶奶時常心情
不好，總是大呼小叫。一般人可能會因為老奶奶脾
氣不好而避開她，但小米並沒有如此，反而細心觀
察，想找出原因。原來，是因為各家各戶都把雜物
放在門前，行動自如的大家當然不受影響，但這卻
對需要用輪椅代步的老奶奶構成大大的困擾。

	 	 與孩子共讀繪本有很多方式，可以唸讀書面
語，可以把文字化作口語；可以一氣呵成說畢故事
再提問，也可以一邊講說一邊引導孩子思考，例如
在說到小米找到老奶奶常發脾氣的原因這部分時，
可以問孩子︰「如果你是小米，你會怎樣做？」應
用方法真的悉隨尊便，最重要還是能夠引發孩子思
考，幫助他們把《聖經》教導代入自身生活處境，
並且願意踐行出來。

	 	 故事裏的小米知道老奶奶的難題後，他不因自
己是小孩子而退縮，反而鼓起勇氣，禮貌地告訴大
家實情，並邀請大家幫忙。過程中雖然也遇到了挫
折──被人拒絕，吃了閉門羹，但小米仍然繼續堅
持做正確的事，嘗試向其他鄰居叩門。他的小小舉
動，就似漣漪一樣，觸發其他人一起行動，帶來大
大的正面影響。

	 	 此時，我們可以再下一城，帶孩子攀登靈性成
長的架子，例如說︰
•	 「還記得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嗎？內容是怎
樣的？」（可以邀請孩子說出來。）

•	 「主耶穌為何會說這個故事？」
	 或「主耶穌想透過這個故事教導甚麼道理？」
	 或「好撒瑪利亞人為我們樹立了怎樣的榜
樣？」

•	 「小米與好撒瑪利亞人一樣愛鄰舍嗎？」
•	 「你願意愛鄰舍嗎？請提議一個你可以關愛
鄰舍的行動。」

	 	 你可能會問︰《小小鄰居》的閱讀對象不是高
小學生，可以在課堂上使用嗎？我認為無礙，反而
更好。故事短小，情節簡單，容易明白，就不會喧
賓奪主。事實上，在青少年、成人或長者的課上，
同樣可以使用繪本為傳遞訊息的媒介，效果可能更

如何用繪本談信仰
作者•廖睿詩（宗教教育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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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一籌呢。當然，你同樣可以使用原本適合較年長
孩子閱讀的故事作教材，但你得因應學生的理解程
度和集中力，做些剪裁及刪減的功夫。

如何選？怎樣選？

　　那要如何為信仰主題或《聖經》故事配對適合
的繪本？很多朋友也覺得困難，坦白說，的確不容
易。所以，我的第一個忠實建議，就是勸大家善用
出版社製作的繪本/童書與信仰套裝。這些資源不單
已為不同主題配搭好適切的繪本，還提供課堂活動
與討論問題建議，你不論是直接搬到課堂裏，或是
只抽取部分切合需要的也可以，非常方便。

	 	 第二，正如前述，繪本只是工具，不能因為人
人皆說它好，就為使用而使用，這只會適得其反。
正如一把一字螺絲批，它確實好使好用，但遇着六
角螺絲釘時，你若執意要強行把它塞入去，後果自
負！所以，我建議大家要「對症下藥」，因應課堂
主題，以及學生的程度和喜好，仔細挑選。

	 	 有些教學主題傾向概念傳遞，例如聖靈果子、
八福、十誡等，因為比較抽象，而且是以條列形式
呈現，如果選擇直接講解，孩子或許較難掌握。與
其採用語文課的形式，空泛乏味地解釋字義，不
如善用繪本故事，帶孩子逐一深入認識及學習應
用。（如欲了解更多，可參考宗教教育中心出版的
「聖靈果子童書套裝」）。

	 	 至於如何與《聖經》故事相配搭，相對而言就
比較簡單──先找出《聖經》故事的主題，再尋找
與主題相關的繪本。然而，繪本不同教科書，作者
當然也會有其創作主旨，但通常不會直接把某個主
題、信念或價值觀陳述出來，而是透過故事情節與
角色言行，圖像的視覺輔助，以及氣氛渲染來向讀
者傳遞。所以，一本繪本很多時會包含多個主題。

	 	 我們不如又嘗試
以《摩爾的星星》（文
林）為例吧。這是一個
圍繞小地鼠摩爾的故
事，他因為拿走了天空
中所有的星星，而讓其
他動物傷心難過。故事
的進程同時也是摩爾在
犯錯後經歷的心路歷
程——從因害怕而逃走，到後悔所以想要補救，然
後誠心道歉，意外得到原諒及幫助。所以，這個故
事能向讀者傳遞的主要及次要價值觀非常豐富，包
括︰認錯、悔改、分享、原諒等。出版社一般也會
在內容簡介、封面、封底或相關宣傳資料上提及該
書主題，實在方便得很。

切勿喧賓奪主

　　繪本實在是好使好用，門檻低，且易於配搭
的教學工具，你可以隨時因應需要把它們融入課
堂裏。例如，在教導掃羅悔改（使9:1-22）的故事
後，你可以藉着摩爾的故事作延伸教學，幫助學生
進一步思考何謂悔改，並應用所學。不過，運用繪
本來輔助教學時需要小心，不能喧賓奪主。如果學
生尚未聽過或尚未很熟悉這個《聖經》故事，就需
要多花時間講述《聖經》故事。事實上，《聖經》
故事也充滿故事性，認真講說也可以非常吸引。還
有，不要因為成年人自己已聽過或說過無數次這故
事，就輕率地想來點新意，用坊間其他故事為主
角，以為殊途同歸，結果能令學生學會相同主題的
價值觀就可。在學生的人生旅途上，你可能是第
一個，甚至是唯一一個向他講說這《聖經》故事的
人，而這一次，可能就足以改變他們的一生。

	 	 另外，考慮到低齡學生的集中能力與理解能
力，其實也不太適合在一個課堂上，加入兩個故
事，以免造成混淆。如果你實在很想深化某個基督
教價值主題，你寧可在前一課先講說《聖經》故
事，然後在後一課才藉繪本故事深化所學──先在
引入環節喚起學生對前一課的學習記憶，然後再講
說繪本故事，並透過相關教學活動幫助學生應用及
實踐出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或許你還是不太掌握要如何選擇及講說繪本，
但那又何妨呢？最重要是肯踏出一步，慢慢累積經
驗，虛心尋求改進，自然會更得心應手（口)。祈求
聖靈在事奉路上帶領各位，有喜樂，有平安，教學
相長。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
百般的忍耐和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
勉人。」（提後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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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物
惜物

《害怕沒關係 大人也會怕喔！》
文	/	圖•艾蜜莉．卡洛
譯•王奕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小女孩害怕床底下的小怪獸，嚇得
睡不着覺。爸爸輕輕把她抱在懷裏
安慰她，還告訴她一個天大的秘
密：「其實大人也有害怕的事情！」
討論之後，他們還發現那些可怕的
事情，原來只是自己想出來嚇自己
的而已。只要用對方法，就能輕鬆
解決牠們！

《孩子，你覺得幸福是甚麼？》
文•艾瑪．羅伯特	
圖•霍曼．盧比爾
譯•黃玥勳
出版•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甚麼是幸福呢？」好奇的小白兔
問大家。玫瑰說，幸福是當陽光溫
暖地照在花瓣上。田鼠一家說，幸
福就是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幸福有
很多種樣子，可以是一種感受或一
幅畫面，也可以是對未來的盼望。
你呢，你覺得幸福是甚麼？

《你最可愛》
文	/	圖•麗池克萊姆
譯•彭卉薇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在父母眼中，孩子永遠是最棒、最
可愛的。不論是出生時的哭鬧，到
學步的蹣跚，還有剛上學的緊張，
生日的喜悅……孩子成長的里程
碑，都在麗池的畫筆下活靈活現，
讀來讓人會心一笑。麗池描繪動
物親子的有趣互動，呈現孩子成長
的美妙與感動，將幸福帶給每個家
庭，讓歡笑和喜悅充滿大小讀者的
心。

《我是你的腳踏車》
文	/	圖•石井聖岳
譯•陳維玉
出版•小熊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作者發揮想像力，以獨特的第一人
稱方式，讓腳踏車的所有零件都開
口說話了，而且各個零件也有了生
動的表情，格外有趣！這絕對是一
段笑料不斷的騎乘探險！但重要的
是，我們可以藉着本書學懂如何確
保騎乘安全，以及應付突發故障的
應急修理方法！

接納 親情
活在
當下

數學

█ 愛自己   █ 愛家庭     █ 關愛 / 探索世界   █ 關愛他人    

《爸爸，快起床！》
文	/	圖•阿文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適讀•幼兒至初小

獅子爸爸早上常常賴床，這個星期
六，獅子妹妹決定要負責叫爸爸起
床，一起度過一個美好的假日。其
實，爸爸總是晚起床，是因為他每
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不過，爸爸
仍願意努力陪伴孩子成長，一起創
造更多美好回憶！

《排排隊，動物量身高》
文•說書人．慶太郎
圖•高畠純
譯•黃惠綺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這是一本關於動物量身高的書，但
它記錄的不只是數據，更是樂趣。
為了寫作本書，作者實地前往動物
園測量，以樂趣十足的方式，把他
的觀察結果分享給各位讀者！會發
生甚麼意想不到的事呢？讓我們跟
着大猩猩一起來看看吧！

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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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圖解大百科6：奇妙自然》
文•桑德拉・拉布卡利
圖•桑妮亞・芭瑞堤、皮耶・凱利尤、
	 凱蒂亞・德・康提、夏洛特・羅德瑞爾
譯•王晶盈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
適讀•高小或以上

為甚麼植物需要水分？蜘蛛是不是昆
蟲？雨是從哪裏來的？我們要怎麼預
測天氣？有哪些動物有瀕臨絕種的危
機？大自然現在遭受了哪些污染呢？
所有孩子好奇的自然知識問題，都在
這本好奇心圖解大百科裏，還有圖解
趣味問答及好奇心小測驗，不容錯過
啊！

水資源 大自然

《一直一直在長大！
變老的魔法祕密》

文•伊莉莎白・布哈蜜
圖•奧荷莉．吉耶黑
譯•吳愉萱	
出版•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你認識你身邊的老爺爺、老奶奶們
嗎？你知道這些老爺爺、老奶奶的小
秘密嗎？這本書帶你一起認識爺爺奶
奶的心聲，告訴你屬於他們的喜怒哀
樂、屬於他們的美麗與哀愁。年紀大
又如何？爺爺奶奶其實就像你一樣，
有着如同孩子般，純真快活又美好無
懼的心！

《水到底有多重要？關於全
球正在面臨的缺水危機》
文•克莉絲汀・史丹萊
圖•米可・沙耶
譯•賴雅靜	
出版•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高小或以上

為甚麼近年來世界上頻頻出現暴雨
和乾旱？事實上，水不只跟大自然
有關，也涉及全球化議題！還有，
原來我們穿的人造纖維衣服，竟是
海洋塑膠微粒的主要來源！這本專
為小學生設計的圖文書，將會一步
步為你揭開全球面臨缺水問題的真
相。

疫情

《改變，世界不一樣了》
文•周姚萍	
圖•孫心瑜	
出版•小天下出版社
適讀•高小或以上

一場疫情改變了世界，從小孩到大
人，從學校到職場。不過，每一次的
改變、恐懼與焦慮，都能蛻變為成長
的勇氣！書中收錄16個發生在世界
各地的小故事，透過文字及圖畫，記
錄疫情下不同於以往的日常生活，帶
讀者一起認識並理解這個正在改變的
世界！

《諾頓與愛借東西的大熊》
文	/	圖•加百列．埃文斯
譯•海狗房東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幼兒至初小

有朋友搬到你家隔壁的話，應該會
很棒吧？諾頓本來也這麼想，直
到大熊開始跟他借東借西，除了衣
服，還拿走他的拖鞋、瑜伽墊，甚
至是椅子！諾頓該怎麼辦呢？這
個幽默的故事是關於設定界線、分
享，還有毛茸茸的拖鞋……

設定
界線

《貓咪西餐廳》
文	/	圖•KORIRI
譯•蘇懿禎
出版•小熊出版社
適讀•幼兒至初小

圓滾滾的喵主廚春男把西餐廳經營
得有聲有色，成為鎮上人氣聚餐地
點，往往到了用餐時間，餐廳外就大
排長龍。不過，這天春男碰到一個小
小的危機——客人的漢堡排都被咬
了一口。春男一看就知道是怎麼一回
事了！他會怎樣化解這個小小的危
機呢？

化解
危機

關愛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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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
　快遞

█ 愛自己   █ 愛家庭     █ 關愛 / 探索世界   █ 關愛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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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
關愛

《20個銅板》
文	/	圖•陳建祥
出版•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中小至高小

小村落裏有一對姊弟，爸媽為了維持家
計四處打工，時常不在家，留下的錢有時
不夠，姊弟倆就只能餓着肚子。賣饅頭
的老伯伯知道姊弟倆的困難，天天送他
們賣剩的饅頭。老伯伯的善心感動了姊
姊，在她心中種下愛的種子，使她在長
大後也立志為有需要的人付出。

新朋友
對抗
霸凌顧念

他人

知足
常樂

拒絕
霸凌

《我不想上學：
陪伴孩子面對校園霸凌》

文•艾美・蓋斯肯斯
圖•希琪・赫爾曼托
譯•謝維玲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水滴文化）
適讀•中小至高小

教室裏，茉娜站起來走了幾步，卻被
一個書包絆倒了。艾琳開始大笑，其
他人也跟着笑。在操場上，大家聚在
一起聊天。茉娜想加入，但是她一靠
近，大家都跑掉了。在學校經歷的一
切，讓茉娜悶悶不樂，她不想再去上
課了……

《飛越童書林》主題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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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煩好煩的貓》
文•喬里．約翰
圖•藍．史密斯
譯•游珮芸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水滴文化）
適讀•中小至高小

本書用第一人稱的角度，與你訴說身為
一隻貓的煩惱！你看，碗裏只有幾顆硬
梆梆的乾糧！拜託，「喵喵」的意思是
我想要吃罐頭貓糧，不是乾糧！怎麼人
類不明白？嗯哼，我想我說得夠多了。
我昨天只睡了19個小時，剩下的你自
己翻開書本看吧！唉！

█ 愛自己   █ 愛家庭     █ 關愛 / 探索世界   █ 關愛他人    

《歡迎光臨小兔子冰菓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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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子冰菓鋪」是一台載滿溫馨和人
情味的行動餐車，由五隻小兔子經營。
他們會到處去旅行，為客人做美味的料
理，讓客人露出開心的笑容。他們今天
在海邊開店，趁着休息時到海邊玩，還
遇到了新朋友！她到底是誰？翻開書，
一同看看吧！

《被欺負了，我該怎麼辦？》
文•艾蜜莉・賈沃	
圖•雅妮克・馬松
譯•蕭郁祺
出版•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夏洛特的同學艾格尼絲，如同一匹惡
劣的狼，總是帶頭霸凌夏洛特，她的
內心有了心結，不再喜歡上學。夏洛
特為了驅趕恐懼，為了能交到朋友，
她也長出了尖牙，變成了另一匹欺負
別人的狼。但是，夏洛特發現，她的
心結沒有因此消失，反而愈來愈大……	

《好朋友傳說》
文	/	圖•李芝殷
譯•葛增娜
出版•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適讀•初小至中小

老虎的性格很差勁，大家都不喜歡
他。直到有一天，老虎尾巴上出現了
一朵人見人愛的尾巴花，老虎挨不住
尾巴花的要求，第一次學會幫助小動
物，第一次聽到謝謝，第一次吃到答
謝大餐……從此，老虎的生活出現了
巨大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