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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邏輯奇幻之旅

出版單位：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阿波斯托羅斯．杜克西阿迪斯 

(Apostolos Doxiadis)

克里斯托斯．帕帕迪米崔歐

(Christos H. Papadimitriou)

繪者：阿雷卡斯．帕帕達托斯

(Alecos Papadatos)、

安妮．迪唐娜 (Annie Di Donna) 

譯者：劉復苓

出版日期：99年8月

ISBN：978-986-6414-97-8

書評／楊茂秀

這是史上唯一以「漫畫小說」方式，介紹邏輯與思考的

書。書中的主角是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羅素也是使邏輯

脫離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傳統形式邏輯，成為當代符號

邏輯的人。嚴格說來，它是以羅素為主的邏輯學發展史。

故事一開始，是羅素應邀去做一場公開的演講，講題是

「邏輯與人為事件的關係」，時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羅素是愛好和平的，他極力主張要以理性解決人間事。他以

個人的經歷與生活，一點一滴，娓娓道出邏輯與理性對自然

了解、人事洞悉的功能。除了羅素，本書涉及主要思想家有

數學家Georg Cantor，哲學家A.N. Whitehead、維根斯坦，數學

天才John Von Neumann，電腦科學之父Alan Turing。閱讀它，

可以透過他們之間的交流及關係，了解二十世紀邏輯及

數學史上一段輝煌的歷史，而閱讀的過程，如讀一本

小說，而事實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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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瓜女兒
出版單位：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陳景聰

繪者：劉麗月

出版日期：99年9月
ISBN：978-986-193-001-5

書評／楊茂秀

本書是名作家陳景聰老師的創作。作
者本身在導讀時說：「這則故事一開始的
情節與安徒生童話《拇指姑娘》類似，描述
一對孤單的老夫妻衷心期盼有一個女兒，
因而找上祭司，在祭司的幫助之下，終於如
願以償，奇蹟般的從「栽培植物」的過程中
得到一個女兒。」

噶瑪蘭的文化與信仰中「萬物有靈」
的靈魂觀，貫串並主導著整個故事發展，呈
現出噶瑪蘭人認同土地為一切生命之母的
信仰，這和漢文化的主流思想很不一樣。

書中也有「地理位置」、「祭典與習
俗」、「服裝和飾品」、「傳統藝術」等的介
紹，作為教材使用很方便。插畫很討喜，誇
張的卡通手法，對故事有加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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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鐵道文化志

出版單位：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洪致文

出版日期：100年5月

ISBN：978-986-6731-70-9

書評／楊茂秀

洪致文這本書是認識台灣鐵道文

化的第一本書，同一位作者1992年寫過

「台灣鐵道傳奇」，在該書，他開始使

用鐵道文化一辭。

這是一部充滿各階段圖片，把民

間記憶的片段，用歷史學及文化學的兩

條線路傳起來的台灣鐵道發展史。而

且，它不只是歷史，也是好看的故事的

集錦，著作借用物的描寫，從許多面向

詮釋台灣鐵道經歷史的現象，讀來讓

人鑑往知來、心領與神會。

這本書，學校可以使用，休閒的人

可以參考，這一本全方位，有知識、有觀

點也飽含娛樂的，專家與一般人看了都

會想要介紹給別人看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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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客家節
出版單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遠足文化編輯組

出版日期：98年12月
ISBN：978-986-02-0868-9

書評／楊茂秀

這本書雖然用「國語」書寫，但是行
文、遣詞、圖片，處處彰顯濃濃的客家味，
例如「伯公」、「清明掛紙」、「添丁」等。可
惜只有畫面的介紹，沒有故事。不過，如果
有年紀大一些的客家人來使用，書中的紀
錄，倒是很好的提點。另外，書中有簡單文
化地圖，容易看出客家人在台灣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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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出發了
帶你去找一幅現代名畫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喬．莎克斯丹

譯者：林良

出版日期：99年3月

ISBN：978-986-6833-65-6

書評／李麗霞

本書用創意又饒富趣味的方式介

紹現代藝術，令人讚嘆。

成人賞畫慣常腳步鬆緩而神色閒

適，細細端詳畫間而饒富意趣。至於引

領兒童親近現代畫作，由誰擔任較合

宜呢？本書作者喬‧莎克斯丹設計了可

親的小蝸牛，伸長探索的眼觸角，在尋

找馬諦斯獨特的蝸牛肖像途中，利用達

利、畢卡索等人八幅的作品，有時喃喃

自語，有時與孩子閒聊般，輕鬆地跟孩

子一起分享與欣賞現代藝術。

林良用「孩子聽得懂的話」來翻譯

這本書，並突破困難，儘量保留原書「押

韻」的美感。建議家長陪同孩子看一看、

唸一唸，感受本書視覺與聽覺美好的

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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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BOOK
圖畫書的創意攪拌機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蘇菲．佩脫瑪琪

譯者：羅婷以

出版日期：99年6月
ISBN：978-986-6833-72-4

書評／李麗霞

你會喜歡作者這麼說：書，就像房子。它結合實作攝影與文
字說明，讓讀者見識一本書的創作歷程與思考重點。作者佩脫瑪
琪一路陪你，從尋寶、創作故事、編排圖畫書到提供11種做書方
法，意圖激發你動手創寫一本屬於個人的圖畫書—尤其當你看見
五歲的瑪蒂達完成他的雞毛撢子書，保證心動手癢。

尋寶從鉛筆盒開始到紙結束，實在妙招。眼前微小的什物
如鉛筆屑、迴紋針、橡皮擦、膠帶等，如何一一變身為創意畫面。
「打開鉛筆盒，會有妙事發生。」可見作者親切用心。而後搜索材
料的範圍逐漸擴大，廚房、家裡用不到的、出門閒逛收集小東西
等，油然令人產生信心，喔，蒐集材料產生創意並不難。他張開一
張想像的網，稱之為按摩你的想像力，提出激發聯想的梗，供習
作者寫下字詞、關鍵、地點、人物等訊息，習寫故事，而後進入編
輯與做出一本書的操作程序，前後魚貫而下，一氣呵成。

篇末附有五歲到十歲等六個兒童實作的故事與圖畫
書，見證這本書的實作效能。家長或學校教師若是照
本操課，親子、師生將會獲得意想不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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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ng Kling
庫西的藝想世界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湯庫西

出版日期：100年1月

ISBN：978-986-6833-83-0

書評／李麗霞

本書作者採不一樣的角度觀看繪畫，表述眼看、耳聽都

是生活創作題材。他以詼諧的方式彰顯創意與隨意、個性

與獨特性，並巧妙安排開放性結尾，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

故事也觸及美感無所謂客觀、聯想的必要性、多元學習的重

要性。不過這些觀點讀來很輕鬆，如同作者所說「我的心裡

住著一個小孩」，他成功地引發小孩看見與思考這些問題。

本書有幾種特色：

其一、 作者採多格漫畫，讓藝術家庫西與動物對話，將故事

呈現出來。

其二、 參與本書的配角如服裝設計師湯姆、愛吃青菜的鱷

魚等，曾在他之前出版的書籍中擔任主角，如今一一

搬進本書來，顯示作者有意連結與擴大讀者的閱讀

經驗。

其三、 圖像線條簡單、生鮮而富有稚趣，能吸引孩子的

眼光。

建議家長陪同孩子閱讀單篇故事後，不妨

輕鬆的加問一句：「猜猜看，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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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梅麗莎．史雷梅克

繪者：朱莉．帕契琪絲

譯者：宋珮

出版日期：100年6月
ISBN：978-986-6833-31-1

書評／李麗霞

「如果你等得夠久，所有的東西終究
會在垃圾場出現。」普利斯奶奶富有智慧
的話，令人會心微笑。本書作者史雷梅克寫
普利斯奶奶回收垃圾場的瓶子，蓋成瓶子
屋為主軸，從蒐集者成為素人藝術家的故
事，插畫家帕契琪絲使瓶子發光發亮，跟
書中文字相得益彰。

　　普利斯奶奶的個性獨立，審美獨具慧
眼，除了屋頂和裝門由兒子代勞以外，其
餘都是他動手做的。瓶子樹尤其令人讚嘆，
「樹上掛著上千個瓶子，風一吹動，空中就
迴盪著叮叮噹噹的聲響。」他在1966年完成
22座雕像，以及13棟只有一間房的建築。

1996年普利斯奶奶的瓶子屋被列入美
國國家歷史遺跡的名單，印證了普利斯
奶奶說過的話：「雖然我連車子都
畫不像，不過我想藝術有很多很

多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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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出版單位：馥林文化

作者：梁曉聲

繪者：法蘭克

出版日期：96年7月

ISBN：978-986-6996-28-3

書評／陳盈君

在戰亂不安的時代粹煉下，東北地區因礦產豐富、水

陸交通便利，是列強搶奪的目標。梁曉聲出生的哈爾濱，

有著濃濃的俄羅斯建築風貌，而他的家庭是典型的平民家

庭，生活沒有城市景觀那麼浪漫可愛，藉著剖析自己的生

命歷程，童年生活的記憶滿是煤灰、大雨、自卑、債務、艱

困，在苦澀記憶中流露出親子間深厚的情感，同時感念父

親對他人生影響極鉅。

本書由兩段故事組成，「父親」細細描繪出父親形象

及相處的記憶，「黑鈕釦」則敘述小姨的愛情故事，看來似

乎沒有太大關連，卻刻劃童年的不堪和辛酸，及當時戰亂

及主義變革中人們的無奈與掙扎，同時衝擊挑戰傳統父權

觀念，造成他與父親兩代思想的差距。

就文字情節感受畫面，應是晦暗基調，而法蘭克

以自己生命經驗，融合他對東方文化的想像，運用

浪漫的暖色調插圖，使故事如同裹了糖衣一

般，包裝出特殊的美感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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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百年生活圖錄（三）

文化時尚
出版單位：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楊蓮福、高傳棋、吳菡
出版日期：99年1月
ISBN：978-986-6543-25-8

書評／陳盈君

台灣除了是物種豐富的美麗寶島，更因為經歷了清朝、西
班牙、荷蘭、英國、日本及民國政府的統治和經營，小小的台灣
融合了原有的原住民、漢族及其他各種族的文化與風俗，使這
美麗的島嶼在自然與人文方面都有獨一無二繽紛的多元風貌。

本書由楊連福、高傳棋、吳菡等文化工作者耗費多年蒐集
從清代到1970年的舊照片、圖像、文宣、物件等系統彙整而成。
「時尚文化」一冊蒐羅台灣近百年來，包括教育書籍、童玩、婦
幼商品、民俗節慶文物，以及各類藝術、時尚休閒娛樂、商品廣
告、商標、美術設計及居家器物等圖錄，使讀者輕鬆一窺台灣
近百年的文化演變，相當精采。

鉅細靡遺的圖片及說明，除了真實呈現台灣人們從農業
社會到工商社會，昔今審美品味及藝術理想的轉變外，可
啟發當代美術設計、廣告設計的靈感，更可作為研究
台灣文化的重要資料及認識台灣的重要學習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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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天紙馬：金銀紙的

民俗故事與信仰

出版單位：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楊偵琴

出版日期：99年11月

ISBN：978-986-6764-08-0

書評／陳盈君

從小生長在民間信仰鼎盛的台中清水，楊偵琴自小在虔

誠的佛道教信仰民俗活動中，伴隨著戲班忠孝節義的演出，浸

潤在祖母述說的神仙故事裡，嚮往神仙生活，童年充滿神仙生

活的想像，熱愛民俗藝術的情愫逐漸在她心中深植萌芽。

藉著故事對話，敘述「紙馬」圖像、象徵意義及故事來由。

「紙馬」是冥府的錢幣，俗稱金銀紙，古人在這方紙上畫神像

時，總會加繪馬匹坐騎，在祭拜結束之後，將它燒化，象徵神

佛騎馬升上天去，因而得名。最珍貴之處是作者從金銀紙收藏

家及幾家金紙製造商行蒐集了今昔的紙馬圖版，讓讀者仔細

玩味！

在閱讀輕鬆有趣的生活小故事時，托出紙馬的象徵意

義，同時欣賞這納天地神靈於方寸間的民俗圖繪迷你版畫，

它不再只是圖像，在文化基調中透露了表達先人虔誠的敬

事愛物精神，而傳統紙馬之美讓讀者望見「集體表象」、

「世代相傳」的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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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40度的勇氣
出版單位：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陳彥博

出版日期：100年6月
ISBN：978-986-6798-32-0

書評／陳盈君

陳彥博從小到大參與許多賽事，從競速溜冰到田徑，最終
他在總得寫下生死狀的超級馬拉松找到自己生命的原鄉。打開
扉頁看見幾個極地國家的簽證印章和鋼印，文字間的剪報，及
見證永恆於一瞬間的照片，詩性的引領著讀者共同見證著他
身體力行的夢想實現歷程，時而出現小話框說明運動學專有
名詞，讓大家能清楚理解書中描述的情節或疼痛的部位。

隨著閱讀，跟著作者處於險峻的環境下，經歷零下40度的
酷寒，呼吸撕裂肺臟的冷冽空氣，忍受凍傷的楚痛，讚嘆極地
冰山雪地極光跳躍的美景，感受旅程中遭遇的不同人物、文化
與事件，面對慾望與道德的對立，挑戰人性，咀嚼極限運動的
人文互動的過程和感動。

更因為陳彥博對於極限馬拉松有著近乎信仰的熱愛，
以及圓夢努力奮鬥的過程與精神，逐漸形成個人積極的
人生觀，儼然是一部相片文字交織的圖文紀錄片，觸
動且激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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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名畫
找感動、找創意

出版單位：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張麗華

出版日期：100年7月

ISBN：978-957-05-2320-1

書評／許建崑

本書以故宮名畫賞析為主軸，分為人物、生活、山水、

花鳥蟲獸四篇。人物篇始於孩童嬉戲的「清平樂事」、「長春

百子圖」等，讀者如臨現場，目擊孩子鮮活的容顏、肢體語

言、衣帽穿著，以及踢毽、摘棗、面具舞等遊戲。其次描述帝

王肖像、仙人、羅漢，以及燕瘦環肥的仕女，對古代人物與生

活樣貌做了精采的特寫。生活篇介紹「清明上河」、「虎溪三

笑」、「炙艾」、「貨郎」等圖，以及梅、蘭、竹、菊等四君子的

品賞，試著讓讀者「穿梭時光隧道，探訪民生」，體會古人休

閒、醫藥、商業、繪畫等活動。山水篇則以范寬「谿山行旅」

等名家作品為實例，談論三遠法、皴法、文人畫特質，是清淺

而有效的古畫鑑賞入門。而花鳥蟲獸篇的展示，也貼近生

活所見，唯妙唯肖。

除了親近古畫之外，本書還希望將「古畫元

素」的認知，透過「找感動、找創意」的策略，融

入現代生活的創作當中，極具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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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類

創意樂活
你今天藝術了嗎？ 

出版單位：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張麗華

出版日期：97年5月
ISBN：978-957-05-2279-2

書評／許建崑

讀千卷書，行萬里路！在遊憩中廣開視野，增加見聞，也可
以假借「他山之石」來啟發個人美的思覺，一舉多得。作者以
身作則，走遍世界各地，縱目光所及，擷取許多美好的記憶，以
筆記或攝影的方式帶回家來，編寫成十四篇饒富趣味，同時又
能探討藝術創作的文章。

試想走進一座城市，映入眼簾的是天際線、新式建築、歷
史古蹟、車站、公園、教堂、廟宇或博物館。作者選取日本雕之
森、京都古建築、挪威維吉蘭雕塑公園、西班牙豪宅與聖家堂
大教堂等等，做了扼要的推介。然則，城市裡的裝置藝術，如
彩繪牛隻、公園雕塑，以及廁所營造、觀光列車，都能增輝不
少。動態的街頭藝人表演，時興的服裝設計，生活中的小物件，
更是都市中流動的創造的生命力，自然有精湛而出奇的呈
現。

書名為《創意．樂活》，正是作者展示生活態度
與努力創作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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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一隻鳥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劉伯樂

出版日期：100年5月

ISBN：978-986-274-020-0

書評／許建崑

這是繪本作家劉伯樂繼《金門鸕鶿之旅》、《野鳥嘉年

華》之後，又一本精彩的「鳥書」！同時獲得好書大家讀、中國

時報開卷版的年度好書獎。

 小女孩在台中大坑看見了一隻鳥，認真畫下來，想讓母

親分享。可是說不出鳥的名字。母女在一問一答之中，繞行公

園，尋找真相。翻開繪本，每頁出現一種鳥類，麻雀、野鴿子、

五色鳥、台灣藍鵲等等，共有十三種。作者以實地觀察、生態

攝影為基礎，將個人所見，在畫室中重新描繪，消除了圖鑑的

冰冷，而使鳥禽栩栩如生躍於紙面。至於不同季節可能出現

在大坑風景區的鳥類，還有若干種類，則以附錄方式呈現。

 書中另附有「風景區步道地圖」、「中正露營區賞鳥地

圖」，強化了本書「在地書寫」的特質，可以鼓舞讀者前往該

地作現場觀察。尤其是附有模仿小女孩手筆「我的觀察

筆記」，素描十種鳥，在純真的筆觸與童心中活現，

令人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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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類

少年西拉雅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林滿秋

繪者：張又然

出版日期：96年6月
ISBN：978-986-6830-34-1

書評／許建崑

可否想像兩、三百年之前，台南地區有梅花鹿成群？
西拉雅族少年加儂和少女伊蕊娜，拯救跌落山谷的荷蘭

少年戴格，因此成了好朋友。異國文化的接觸，衣飾、錢幣、口
簧琴，都是新奇事物。荷蘭人的經商與航海理念，西拉雅的阿
立祖信仰以及愛護鹿群的行動，才是顯現文化異同的課題。

作者林滿秋在文獻中尋找西拉雅族漢化之前的文化、信
仰與生活型態，努力避開艱澀的歷史陳述與知識灌輸，而把表
現重點放在孩童純真的友誼以及愛護生靈的善意。繪者張又
然認為突破原住民題材族群悲情與口傳文學的限制，而以「梅
花鹿」做引子，來談一個族群的失落，更具張力。因此走訪台南
東山，實地去體驗夜祭過程，仔細描繪了巫師、祭品、山林、屋
宇、花環等等，以古典而細密的畫風，柔和的色彩，暗藏著
對西拉雅文化的追想。在原住民文化的思索與陳述上，
本書有突破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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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上的貓頭鷹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何華仁

出版日期：93年2月

ISBN：986-7635-39-6

書評／游珮芸

關於蘭嶼島的繪本故事原本就稀少，愛鳥人何華仁的這

本《小島上的貓頭鷹》，以蘭嶼島的角梟為主角，就更顯珍貴。

作者以版畫的手法，精心刻畫一隻從巢中墜落的角梟（貓頭

鷹），單獨展開的冒險故事。從不會飛翔，到展翅俯瞰蘭嶼島的

過程中，貓頭鷹遇到了椰子蟹、蘭嶼大葉蟲斯、白鼻心、雅美

麟趾蜥蜴、蘭嶼小尖鼠、綠蠵龜、蘭嶼筒胸竹節蟲、珠光鳳蝶

等蘭嶼特有種的動物和昆蟲，也到了達悟人的村子，看到達悟

人和晒在竹竿上的飛魚，達悟人獨特圖騰雕刻裝飾的漁舟和

蘭嶼美麗的燈塔，也在畫面中展露無遺。

隨著小貓頭鷹的冒險旅程，讀者也和這些蘭嶼島上重要

的住民、動物和文化相遇，從山林，漸漸走向沙灘和海邊，層

次分明，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故事情節安排的巧思。版畫風格讓

全書洋溢著樸拙又充滿生命力的氛圍，低調、明度較低的套

色，也有整體性，高雅而耐看。書末的「本書小常識」貼

心地將繪本中出現的動物和特殊景物列出，加上簡

要的解說，也是提昇全書「知識性」的巧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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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類

海之生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立松和平

繪者：伊勢英子

譯者：林真美

出版日期：98年11月
ISBN：986-7249-01-1

書評／游珮芸

海之生的作者立松和平是傑出的成人文學作家，繪者伊
勢英子則是當代日本重要的繪本創作者，他們第一次合作兒童
繪本，可以看得出在製作上有突破兒童繪本框架的意圖。

故事描寫一個漁夫的孩子，父親因潛水遇到巨大的七繪
魚而喪生，男孩立志成為最好的潛水手和捕魚人，有一天為父
親復仇。男孩跟隨村裡的老漁夫學習海洋的一切，他漸漸長
大，也成為村中數一數二的捕魚高手。故事的高潮是，大男孩
有一次潛入深海，遇到可能是當初致父親於死地的大魚，男孩
看到魚溫柔的眼神，最終放棄殺魚的念頭，因他感受到「大魚
是這片大海的生命。」立松的文字很有層次，在極簡的敘述中，
刻畫中男孩心境的轉變，更令人驚豔的是伊勢英子的描繪的大
海景緻、深海的光影，為此，伊勢還去學潛水，實際體驗海
底世界的光景。伊勢的圖繪，不只貼切的反應了故事的
主題，也讓故事更有深度，令人印象深刻，每一幅畫
都值得細細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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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紅樹林去玩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陳麗雅

出版日期：100年4月

ISBN：978-986-274-019-4

書評／游珮芸

這是一本介紹紅樹林生態的知識性圖畫書，但是作者

安排了一個小男孩和父母一起騎腳踏車到紅樹林玩，以孩

子的眼光來導引，以孩子的口氣來敘事，增添了故事性，讓

可能艱澀的知識傳遞變得平易近人。

作者以擬真的手法，用水彩精準的描繪在紅樹林淡鹹

水交會處的溼地，可見的植物如馬鞍藤、文殊蘭和水筆仔，

還有孩子們看到都會興奮的和尚蟹、網紋招潮蟹、彈塗魚，

甚至水中的花身雞魚和常在附近覓食的鷺鷥家族。和圖鑒、

照片不同的是，手繪的故事繪本可以協調整體的色彩美感，

創作者可以用擬真的方式描繪，但以「虛構」的手法讓想要

介紹的生物，一起出現在一個畫面上。此外，作者也利用拉

頁的方式，將畫面延長、擴大，增加驚奇的效果，讓閱讀空

間擴展，內容安排更有節奏感。

這是一本尋寶書，大人可以帶著小孩仔細看，找

找書中每樣生物，認識他們的名稱和特徵，之後

再出門到紅樹林去郊遊， 一定會更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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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家小孩的一天
v.s.台灣囝仔的一天
出版單位：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王偉光

出版日期：93年4月
ISBN：957-483-255-4

書評／游珮芸

作者本身是畫家也是藝術教育工作者，因為田野調查的需
要，進入中國貴州南部的一個小苗寨，研究平永苗祖傳的紋飾
藝術，在那裡作者不只採訪記錄了苗族的手工藝術，也看到了
苗族孩子小小年紀就需在山林中幫忙耕作與家事，而不能接受
完整的教育，因而有深深的感觸，開始著手將對當地孩子的採
訪和攝影有系統的記錄下來。書中有作者十多年來在田野地拍
攝的一百多張照片，對於沒有去過苗寨的台灣小讀者而言，可
以透過圖像，對當地有具體的了解。

書本後面三分之一，採訪了四位生活在台北的台灣小孩，
雖然不是每個類型兼具，但仍可以看出台灣都市小孩生活的樣
貌。作者訪問了他們的生活和對將來的夢想，以一問一答的方
式呈現，很有臨場的真實感。將兩種不同文化下的孩子們的
生活，放在同一本書裡，作者很顯然想要提醒現代都市的
孩子要多多惜福。這是一本精彩的、貼近孩子觀點的
多元文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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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工作室裡的樂章

出版單位：信實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莊仲平

出版日期：99年9月

ISBN：978-986-6271-22-9

書評／游珮芸

提琴是音色優美的樂器，也是手工精緻的藝術品。作者

是一位提琴手，但他不只演奏，也學習製琴、修琴，甚至研究

名琴的歷史與書寫提琴有關的故事。全書使用文字流利的

散文，配上儉約線條的素描，讀者可以不按順序、隨意翻閱，

篇篇都像幽幽的琴聲，都是好看的故事。

作者描寫提琴工作室中進出的音樂家和工藝者的交

易，讓門外漢知道提琴也是收藏品；也有來修琴者的故事，

反應人生百態；仔細描繪弓頭的雕刻，讓讀者看到師傅的執

著和藝術品成型的過程和艱辛。在「製琴的城鎮之旅」中，

讀者可以隨著作者的足跡，進入歐洲古色古香的小鎮，拜訪

製琴的工匠，如作者所說：「對一個老製琴師來說，製琴已是

禪的精神，不再是工匠的生產活動，它能夠沈澱心靈，是追

求性靈與自然間的互動感應。」提琴不只是樂器，除了聽

覺的饗宴之外，它所包含的相關知識和文化底悧，也值

得我們慢慢品味、深深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