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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種體驗，30 次美與文化的撞擊
尊重多元文化是現代世界的重要理念，

現代人也更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例如

跨國公司、國際學校、外籍配偶和勞工

等等。《繪本新視界》30冊繪本，無

論故事題材、繪畫風格，都反映出世界

上不同族群的生活和文化。

q新發表，享譽國際
主要集中於近年發表的世界繪本，其中《星期五的約會》是2009年

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最佳選書榮譽獎，《山姆的叢林之旅》

和《漫長的等待》都是2009年與原出版社同步發行。新的繪本，反

映出作家對當前世界的觀察。

w頂尖的藝術價值
全套30冊採用各種精湛插畫技法，例如剪紙、套色、版畫、拼貼、

伊斯蘭書法、水彩、油畫等等，多數繪者得過各種獎項，作品廣受

世界藝廊收藏。欣賞這些作品，有如參觀藝廊，大開藝術的眼界。

e傑出的文學創作
有些採故事體，情節簡練，真實與想像交錯；有些採短句，行文

如詩。多本受到New�York�Times《紐約時報》、Publishers�Weekly

《出版人週刊》、School�Library�Journal《學校圖書館期刊》、

Booklist《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雜誌》、Amazon�亞馬遜書店等書評

的高度肯定。閱讀這些作品，自然提升文學的素養。

r深刻的故事主題
「愛是尊重對方」「好東西不必占有」「人的價值」「真正的自己

最快樂」「和平」「為家人留出時間」「走出自己的世界」「文化

差異的美」⋯⋯每冊繪本生動有趣，但是背後的主題卻令人回味再

三，不論成人或兒童，都能開闊胸襟，增加思考力。

t繪本世界的聯合國
為呈現《繪本新視界》多元的面貌，向世界各出版社取材，因此不

限於英文繪本，還有法文、義大利文、德文、韓文等繪本，以擴展

讀者接觸國際繪本的領域。除此之外，繪者的背景也十分廣泛，包

括伊朗、以色列、日本、韓國、澳洲、義大利、法國、美國等國家

的重量級插畫家。這些繪者的圖畫呈現出豐富的文化元素，例如埃

及的壁畫、澳洲的原住民藝術、日本的紙藝術、中國的青花瓷、伊

斯蘭的書法等等。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套書可說是繪本世界的

聯合國。

★�全套30冊全彩精裝繪本，中英雙語

★全套30片雙語CD

★�1冊繪本導讀與導圖（124頁，全彩）

A MULTICULTURAL WORLD

每個故事，都讓人感動

每個畫面，都讓人驚艷

每個繪本， 都讓人更懂得感受不同

的文化， 更懂得體會

不同的生活！

繪本新視界
y 專家參與，視野新穎
由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創辦人及現任董事長楊茂秀老師，擔任

本書顧問；插畫家曹俊彥老師、曹泰容、曹益欣，父子女三人聯

合撰寫《發現繪本新視界》，從視覺觀點說明每冊繪本的布局、

構圖、媒材和色彩。



漫長的等待
奧德賽是希臘荷馬史詩

中的英雄，他因為特洛伊戰

爭遠離家園二十年。他的妻

兒在這段漫長的等候期間，

經歷哪些心路歷程？《漫長

的等待》以第一人稱敘述奧

德賽的妻子與兒子在這二十

年間的辛酸、體悟與成長。

曾經榮獲安徒生「義大利最

佳插畫家」的插畫家歐塔維

亞‧莫拿可，以精彩且不落

俗的手法，重新詮釋了古希

臘的生活與文化。

尋找愛的奇諾
愛是什麼？威尼斯的小

灰貓「奇諾」要靠自己的力

量尋找答案。聰明、獨立的

奇諾，不覺得獻上禮物的

愛，是真正的愛；不覺得只

求「不麻煩」的愛，是真正

的愛；不覺得大打出手、用

氣力奪取的愛，是真正的

愛。那麼，愛到底是什麼？

跟著《尋找愛的奇諾》一起

出發，發覺愛的真諦；同時

從國際知名插畫家歐塔維

亞‧莫拿可的筆下，一窺威

尼斯人的生活。

誰在花園裡笑？
小王子法哈達的城堡，

有365個美麗又奇妙的房

間，難怪他只想賴在城堡

裡⋯⋯等一下，花園裡是誰

的笑聲？原來是花園裡的小

男孩，他所享有的陽光、星

空、鳥語和花香，能把法哈

達從城堡裡「拉」出來嗎？

「宅」可不是21世紀才有的

現象，這本書以拼貼呈現金

碧輝煌的義大利古堡，以及

很宅的小王子與花園小男孩

美麗的相遇。

爸爸總在練習法語
離開羅馬尼亞而搬到法

國的爸爸，面對著全然陌生

的環境，雖然努力學法語，

但在他的生活中仍見得到有

關故鄉的點點滴滴。《爸爸

總在練習法語》描述移民家

庭第一代懷鄉的心情，以及

第二代複雜的感受。

耶誕小羊帕什米納
耶誕節前夕，賽門爸爸

從雪地裡帶回小羊帕什米

納，這原本是要作為家人的

耶誕大餐，但是孩子們卻和

小羊發展出感情。貧困的一

家人，將如何處理小羊？他

們的命運又會有什麼改變

呢？耶誕節的意義是愛，有

心理學、人類學背景的繪者

安琪拉．奇倫貝克，以細膩

的插畫風格，為這則故事營

造出溫馨氣氛。

羅莎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美國實施種族隔離的

年代。羅莎是一名蒙哥馬利

市的黑人婦女，她因為拒絕

在公車上讓座給白人而遭到

逮捕。這件事激起了黑人的

團結，大家相約罷乘公車，

以追求正義，後來並發展出

長期的黑人民權運動，而金

恩牧師便是在此時被推為整

個運動的領導人。

上城，我的家
紐約的上城──哈林

區，是個怎樣的地方呢？書

中的小男孩說，上城是籃球

場、是爵士樂、也是一座舞

臺，你覺得是什麼呢？《上

城，我的家》藉由一名哈林

區小男孩的視野，帶大家走

遍紐約的上城。繪者以多樣

媒材構成畫面，呈現出由多

元文化攪和、孕育出來的美

國大都會。

星期五的約會
每星期五的早晨，父子

倆一塊兒悠閒的散步、觀察

城市點點滴滴的變化、天南

地北的聊著各式話題、共度

愉快的早餐時光。甜蜜的約

會不是情人們的特權，作者

以簡單而溫暖的文字，宣揚

這種培養父子親情的絕妙方

法，同時以帶有美國50年

代風格的插畫，營造出一種

復古、純真且甜美的氛圍。

茹比唱藍調
茹比的大嗓門讓她成了

鄰居、同學之間的「頭號不

受歡迎人物」。誰能幫茹比

一把？大嗓門真的只是茹

比的「負擔」？而非「財

富」？南非重量級繪本作家

尼奇‧達利，以活潑、幽默

的筆觸，傳達「天生我才必

有用」的正向概念，只要你

找到對的方法去運用它。

仙人掌湯
當一群飢腸轆轆的士兵

們，來到一個什麼食物都不

給的小鎮時，他們如何填飽

肚子呢？《仙人掌湯》是一

個分享的故事，在許多不同

文化中都有類似的故事。本

書充滿濃濃的墨西哥風情及

趣味，繪者經常造訪墨西

哥，書中某些陽光普照的場

景便是在當地繪製完成的。

想飛的努克
努克一直很想變成跟爸

爸一樣偉大的獵人，但爸爸

總是說他年紀還小，因此他

想變成麋鹿、野兔和野雁的

孩子，他想和野雁一起飛

翔⋯⋯《想飛的努克》是以

北極圈為場景，故事中有當

地的動物，當地的住民生

活。想想看，努克羨慕野

雁，而野雁又羨慕努克什麼

呢？

聖甲蟲的祕密
這是一則關於古埃及聖

甲蟲的故事，由牠自述與埃

及王子認識的經過，並在千

鈞一髮之際拯救了王子。繪

者克麗絲汀娜．巴里特，利

用古埃及壁畫中的文字、符

號、裝飾等元素，讓這本書

充滿濃厚的埃及氛圍。她運

用透視技巧，營造出陵墓中

錯綜複雜的空間感，讓整本

書猶如舞臺般，將劇情一幕

幕呈現在讀者面前。

長金角的獨角獸
小男孩尼可洛總想著有

隻長金角的獨角獸，陪他一

起玩、一起生活，不過他周

遭的大人都認為這是白日

夢，直到尼可洛去找爺爺，

才知道只要去尋找，就會遇

見長金角的獨角獸！繪者藉

由水彩渲染的方式營造出夢

幻般的情境，而在人物造型

則仿照東正教聖像的畫法，

搭配上威尼斯的風光，讓全

書自然流露出似夢似真的古

典氣氛。

祖母的織布
瓜地馬拉的小女孩和祖

母為趕赴嘉年華會，兩人日

以繼夜編織有傳統紋飾的手

工織品。但嘉年華會上充斥

著各式各樣工廠製的服飾、

用品，看來光鮮、誘人，會

有人向她們買傳統的手工織

品嗎？繪者安力奎．O．山

契斯出生於多明尼加，對中

南美洲的馬雅文化十分熟

悉，利用許多傳統的符號、

紋飾，讓讀者對馬雅文化有

更多的體會。

★2006年美國凱迪克獎銀牌

★科瑞塔‧史考特‧金恩圖書獎

★ 科瑞塔‧史考特‧金恩圖書獎（插畫獎）

★艾茲拉‧傑克‧季茲插畫新人獎

★ 2007年《紐約時報》年度最佳繪本

★ 2009年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最佳選書榮譽獎

玻璃鞋‧金拖鞋
本書刻意打破大家對灰

姑娘的刻板印象，灰姑娘不

再只是美國迪士尼卡通中的

女孩，她可以是世界上各個

國家的一個女孩：墨西哥、

伊拉克、韓國、日本、中

國、印度、波蘭，甚至是非

洲辛巴威⋯⋯。作者曾榮獲

紐伯瑞獎，他匠心獨運的創

作這本書，開啟大家的想像

空間，突破一般以歐美文化

為中心的思維，而善於民間

藝術的繪者，也用心的將各

國的傳統服飾和代表性的文

化元素，呈現出來。

★ 法國國際童書研究中心優良選書

藍兒
小男孩威爾在森林裡遇

見一位小女孩——藍兒。為

了幫她找到回家的路，兩人

展開一段奇幻的旅程。藍兒

能找到回家的路嗎？看澳洲

知名當代藝術家蓋．查普

曼，如何從一塊精緻的青花

瓷盤，構思、營造出《藍

兒》一書，優雅且充滿想像

與中國風情的畫面。

一起來舞龍
在梅琳生日這天，大家

一起想像自己是一條龍，看

看是要加上跳跳眼、噴火

鼻，還是亮晶晶的鱗片。準

備好了嗎？壽星龍就要出發

啦！《一起來舞龍》是一本

好玩、熱鬧、融合了多元文

化的繪本，繪者揮灑的筆

觸，充分展現出小朋友天馬

行空般的創意與趣味。

水牛與小黃鳥
水牛和小黃鳥是好朋

友，當水牛泡在水裡，或拉

著犁為人類工作時，小黃鳥

總是在一旁唱著歌⋯⋯。繪

者以中國窗花般的畫面來表

現小黃鳥的歌聲，令人驚

艷，使整本書充滿了忽大忽

小的音樂效果。

紙傘皇后
努特從小就喜歡畫傘，

她不喜歡傳統的圖樣，只想

畫自己喜歡的大象，但這樣

做得不到家人的認同，直到

國王來村子裡的那一天⋯⋯

《紙傘皇后》以版畫表現，

藉由小女孩畫傘的經過，讓

我們認識泰國的手工紙傘，

而努特的勇於嘗試，也讓我

們領會到真正的美。

麥雅的夢
麥雅作了一個夢。在夢

中，她和愛犬男爵、雄鷹金

色閃光一起造訪了一個神祕

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裡，萬

物生而平等、人與動物和諧

相處⋯⋯。本書繪者出生伊

朗德黑蘭，她以細膩的筆

法、大膽獨特的構圖，創造

了瑰麗、奇想的《麥雅的

夢》。這，真是一個夢嗎？

摺紙大師
石島先生是日本的摺紙

大師，但是連著幾天，他陸

續發現桌上有別人完成的作

品。這些生動的摺紙動物到

底是誰做的呢？他將如何面

對這個高手呢？《摺紙大

師》是利用剪紙與套色作為

插畫，書中還有各式各樣的

摺紙動物，呈現出日本紙的

藝術以及「不占有」的人生

觀。

生日禮物
福順的婆婆好會做針

線，福順也喜歡跟在婆婆身

邊，並想像自己穿著各種新

衣服的模樣，直到一個特殊

的日子，婆婆送她一件彩袖

上衣，夢想終於成真！《生

日禮物》以接近傳統水墨畫

的技法，讓我們欣賞到各式

各樣韓國的傳統服飾，以及

一對祖孫動人的感情。

最完美的光明節
魯豆家在光明節前夕，

聽到教堂的拉比說：「選一

件完美的禮物是不容易的，

特別是一件會讓人珍惜一輩

子的禮物。」這家人得到什

麼啟發？將如何準備禮物

呢？本書讓我們知道猶太人

如何度過光明節，作者曾寫

好幾本有關猶太文化的優良

書籍，在 1997年獲得猶太

圖書館協會頒發「雪梨泰勒

創作成就獎」。

無聲的音樂
巴格達的少年阿里，喜

歡踢足球、聽音樂，更愛練

習書法，但正如他的偶像

──書法大師雅古德，他們

都生活在戰火的威脅下，和

平，真的會到來嗎？本書的

繪者本身就是語言學家，並

且曾在阿富汗學習阿拉伯書

法，因此書中的阿拉伯書

法，既像圖畫，又像音樂，

伴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並

呈現出獨特而美麗的伊斯蘭

藝術。

尋水的魔法師
道奇一家人正處在乾旱

季節，面臨無水可用的窘

境。後來，道奇不顧姊姊和

妹妹的嘲笑，決定學從前爺

爺的方法去尋水，他真的能

找到水源嗎？《尋水的魔法

師》讓我們體會在澳洲乾旱

的大地，人們如何生活，而

故事中的尋水方法正是當地

原住民流傳至今的傳統方

法，由專業的巫師執行。

山姆的叢林之旅
山姆的奶奶住在叢林

裡，他喜歡去奶奶家，但他

不喜歡叢林。有一晚他睡著

了，卻在夢裡的叢林醒過

來，原本的叢林都一一變了

樣，而他也在夢境中找到與

叢林的相處之道。《山姆的

叢林之旅》繪者是澳洲知名

的原住民畫家，作品廣受世

界藝廊收藏，書中他以強烈

的點、線作出繽紛的裝飾效

果，極富原住民色彩。

萊拉的祕密
肯亞小女孩萊拉，有一

個「天大的祕密」，一個只

有爺爺、萊拉和天上的雨水

才知道的祕密。《萊拉的祕

密》帶領我們看見非洲大

陸，人們艱苦卻充滿活力的

生活樣貌、肯亞馬賽族人美

麗的服飾與文化，以及小女

孩萊拉體貼、勇敢、獨立又

不居功的德行。

長大的祕密
個子嬌小、一心想長大

的薩蘭，在受盡眾人嘲笑之

後，決定離家去尋找能幫助

他長大的東西，不料一陣風

吹來，將他帶向不知名的旅

程。到底薩蘭有沒有安全回

家？能不能發現長大的祕密

呢？繪者卡洛·克諾利用明

度較高的顏料、造型奇特的

人物，營造出一種讓人過目

難忘的異國風情。

小駱駝，索拉雅
索拉雅在阿拉伯文裡是

小的意思，在這個故事中也

是一隻小駱駝的名字。她住

在沙漠，見到貝都因人的女

孩都戴著美麗的項鍊，希望

也能擁有一條屬於自己的項

鍊。她的想法受到老駱駝的

嘲笑，她最後能達成願望

嗎？作者安德莉雅．卡里姆

是阿拉伯裔德國人，在書中

運用了許多用德文拼寫的阿

拉伯語，讓讀者更能感受阿

拉伯人的文化。

我是阿明
阿明是住在中國青海湖

畔的一位老伯，他喜歡幻想

各種不平凡的生活：一位英

國女王、一隻鱷魚、一個富

有的酋長，或是可怕的老巫

婆、一頭公牛、戰場上的總

司令，甚至是世界的皇帝。

但實際上，他最喜歡自己的

平凡生活，尤其是天真可愛

的孫女南小妹。整篇故事無

論文字或是插畫，都充滿了

想像力，並帶點幽默和嘲

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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