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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圖像閱讀
→ 遇見台漫新浪潮

→ 繪本是小孩接觸的第一個藝術品
→ 一無所有時，還有一座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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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詞

閱讀，與生活的距離，有多遠？《閱讀 543》

是新北市立圖書館對於閱讀的新嘗試，運用

耳熟能詳的俚語，以閒話家常的方式對閱讀

解構再結構，跳脫傳統報表式的刻板印象，

帶給大家不同樣貌的閱讀資訊，重新為閱讀

與生活找回連結。

第一期焦點放在城市的圖像閱讀，圖像就存

在我們周遭，但或許只是我們未曾發現，首

先訪談黃健和與鄒駿昇，帶來國際和台灣的

圖像閱讀新趨勢，還分享有趣圖書；由經驗

豐富的林幸萩從母親的角色切入，介紹適合

親子共讀的繪本，更邀請 61Chi、慢工出版的

黃佩珊、西洋古插畫書收藏家劉夏泱等人分

享好書，最適合閒來無事時不知該看什麼書

的你。

此外，最先想和大家介紹剛剛開館的樹林分

館，優雅的回型書架、蜂巢式親子共讀區，

勾勒出新的閱讀空間與想像，並帶給大家各

種國際書展、相關節慶等現場消息，其中介

紹了紐約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對這間和地

方連結息息相關的圖書館一探究竟。

讓我們一起走進圖書館、以閱讀豐富生活！

《閱讀 543》第一期

主辦機關｜新北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王錦華
編輯委員｜陳文增、李伯華、廖貞怡、李佳雲、張良銘、吳齊
航、林淑芳
執行編輯｜呂明慧、薛偉呈、林千鈺
網址｜http://www.library.ntpc.gov.tw/

承辦單位｜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劉子華
執行編輯｜焦恩光
美術設計｜張溥輝

出刊日期｜2019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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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 Pub #France #Angoulême

● 30年打滾 見證台灣漫畫的興衰

「台灣從來不缺天才。」

2003年，台灣漫畫進入低谷時期。大辣出版社的總編

輯黃健和想起這段日子，感慨地說：「台灣從不缺乏漫

畫人才，有時都不知他們的天分從何而來。但比起讓這

些人自己慢慢成長，究竟有沒有機會替這些創作者推一

把？」

於是，當時已年過 40的他決定投入大辣出版社，將他

深愛的漫畫作為一生的職業。

早在進入大辣前，黃健和在漫畫圈早已打滾數十年，曾

經當漫畫迷見證台灣漫畫第一個高峰期，那是 1960年

代，《諸葛四郎》風靡的年代，接著到了 1980年代初

期，敖幼祥的《烏龍院》替報媒與漫畫家合作揭開了序

曲。

80年代末期，《歡樂》、《星期》等漫畫雜誌開始出現，

黃健和便是在此時投入漫畫圈。許多 90年代知名的漫

畫家例如鄭問、曾正忠、阿推、麥人杰、林政德等也都

#主題企劃 #

在最壞的時代 
遇見台漫新浪潮
文。洪梓源（愛文社特約撰稿）  圖。黃健和、黃柏軒、大辣出版、遠流出版

是在這段期間出現的。隨著台灣解嚴、版權時代來臨，

大量引入的日本漫畫，在 90年代台灣漫畫產業掀起了

一波熱潮。

只是沒想到，進入千禧年後，台灣漫畫產業急轉直下。

黃健和回憶，過往諸如時報出版社，都曾有 30人之多

的漫畫部門，如今這些繁榮景象均不復見。許多漫畫家

開始失去舞台，同人展或數位媒體成為他們少數可以曝

光的場合。

●脫離美日格局 台灣漫畫在谷底中尋找新方向 

然而近十年，情況慢慢有了轉變。首先中研院為了推廣

台灣史研究，於 2009年創辦《CCC創作集》，邀請了

許多年輕創作者參與，意外地替台灣漫畫界注入了新活

水。

另外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台灣漫畫人開始透過法國安

古蘭漫畫節，認識了歐洲漫畫，慢慢替台漫找到了新方

向。而在此之前，台灣對於漫畫的想像，經常被美日兩

國的格局所囿。

大辣總編輯黃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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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cs #80's Diary in Taiwan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而這樣的特色也展現在安古蘭漫畫節上。安古蘭漫畫節

的展區，除了傳統大型出版社的展區外，充滿創意的中

小型的出版社、獨立漫畫家展區，更是台灣漫畫人關注

的重點。多次觀展的黃健和表示，在那樣多元的氛圍

下，台灣的漫畫家若想要在安古蘭被人看見，必須要有

獨樹一格的特色。「風格越強，越容易被看見！」

黃健和以小莊的《80年代事件簿》為例，這部描述台

灣 80年代風情的漫畫，意外於展覽時獲得歐洲人的迴

響。許多歐洲的讀者紛紛表示這部作品勾起了他們年少

時的情懷。之後，像是麥人杰的《狎客行》、水晶孔的

《流浪小孩》等，也都憑藉著特殊的題材與敘事在安古

蘭展現頭角。

●自由的空氣 多元的文化底蘊 形塑出台漫新風格

台灣的地理位置、社會多元的自由氣氛，放眼世界都相

當難能可貴。因此若問台灣的漫畫風格要如何建立，黃

健和認為能以台灣多元的文化與歷史為接口，和世界各

國的漫畫迷產生連結，《80年代事件簿》就是一個明顯

以美國來說，他們的漫畫產業其實也在衰退中，近年靠

著與影視產業的結合，才讓美漫重新找到舞台。而日

本，舉凡漫畫家的養成、出版社與漫畫雜誌的關係，乃

至後端動畫的產生，這一套漫畫生產體系台灣人更是不

會陌生。然而黃健和認為，以台灣漫畫的現況來看，無

論是日式或是美式的漫畫產業模式，要依循其模式來復

甦台漫，都有不小的門檻要克服。

所幸 2012年開始，台灣漫畫人陸續參與了安古蘭漫畫

節，逐漸認識了不同於美日的漫畫形式，這不但擴張了

台灣漫畫從業者的想像，也指引了台漫發展的新方向。

●建立台灣漫畫的自我風格

 

「風格越強，越容易被看見！」

法國為歐漫的發展重地，在那裡，許多漫畫都被製作成

精裝硬殼的書冊，被視為是可珍藏、可傳承的作品。在

70、80年代時，法國甚至喊出了「漫畫是第九藝術」的

口號，可見漫畫在法國的地位。

1．安古蘭漫畫節
2．安古蘭漫畫節
3．2019慕尼黑漫畫節
4．大辣總編輯黃健和在慕尼黑漫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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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KUNG# The Little Drifter
# HALO-HALO MANILA

的例子。

而台灣漫畫的另一個風格特點，就是「生活」元素的呈

現。黃健和以阮光民的《用九柑仔店》為例，這部作品

講述的是傳統鄉村元素逐漸消逝的過程，其生活元素其

實頗能引人共鳴。

這樣的敘事模式，也讓台灣漫畫逐漸走向「作者論」的

方向，讓漫畫除了娛樂的功能外，也可以是畫給大人看

的故事作品，黃健和將之稱為「圖像小說」。為了讓更

多台灣人看見台灣漫畫的蛻變，他將在今年 9月於華山

光點舉辦「圖像小說祭」。

●走出幽谷 圖像小說祭 讓世界看見台漫新浪潮

關於圖像小說祭的舉辦，黃健和說，過往都是台灣漫畫

人到世界各地看其他人的作品，而這次，要邀請不同地

方的人來見識台漫新浪潮。「我們的目標，是讓不同的

創作者有機會認識相遇，也讓年輕的讀者發現，原來漫

畫也有不同的可能性，叫做『圖像小說』。」

黃健和認為，也許現今世界的情勢不太平靜，但文化的

交流還是必須不斷的進行。因此，於 9月 28、29日舉

行的圖像小說祭，將把台灣的出版社、漫畫人匯集起

來，同時也邀請香港、北京、法國的創作人共襄盛舉。

活動內容，除了有展場的陳列，也會有攤位的擺設、座

談會與音樂會的舉行等等。

黃健和說，台灣的漫畫曾經光輝過，也曾經低潮、在谷

底蟄伏。而如今台灣的漫壇逐漸走出幽谷，無論是青年

人才輩出、中生代的回歸、或是敘事手法的多元翻新等

等，台漫未來十年的發展非常值得期待。而這次的圖像

小說祭，便是一窺台漫新氣象的最佳場合！

阮光民《用九柑仔店》

1．金漫獎得主 61Chi帶著她的作品《少女與食夢貘》德
文版現身慕尼黑漫畫節
2．2019香港動漫節
3．麥人杰在香港

★黃健和｜大辣出版總編輯，曾在《星期漫畫》、《High雜志》做過
編輯，經手的漫畫上百本，是台灣參加過全世界漫畫展最多的人，
2012-2018法國安古蘭漫畫節台灣館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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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漫畫家煉成術：CCC創作集 15號 》，台北：蓋
亞， 2019。｜由中研院策劃推出的漫畫雜誌，以漫畫的形式呈現學術研究的資
料與成果，以不同的形式為人所認識。●推薦理由：這本在台灣漫畫最低迷的
時候出現，且由中研院推行的漫畫雜誌，不但為台漫注入了生機，更挖掘出許
多新秀之輩。

小莊——《80年代事件簿 1》，《80年代事件簿 2》，台北：大辣，2013，
2015。｜這是部引領讀者重溫 80年代的漫畫，也是向一代人的青春致敬的作
品。●推薦理由：靠著細膩的歷史經歷及生活感觸，勾起各國讀者的成長記
憶，讓台灣漫畫於安古蘭漫畫節被看見。

常勝、61Chi、小莊、簡嘉誠、TK章世炘、阿推、麥人杰——《羅浮 7夢》，
台北：大辣，2015。｜七位台灣漫畫家，各自以羅浮宮為主題，畫出各色的漫
畫故事。●推薦理由：上個世紀，法國即認為漫畫是第九藝術，羅浮宮也展開
了「BD Louvre（當羅浮宮遇見漫畫）」計畫，邀請漫畫家以羅浮宮為題作畫，
而此書為「BD Louvre」與台灣漫畫交流的首次合作。

麥人杰——《狎客行》，台北：大辣，2003。｜這本集結了麥人杰在《花花公
子 Playboy》連載的漫畫作品，是一部以情色為題、以狂想改寫武俠故事的有
趣作品。●推薦理由：只要找到有趣的題材、不一樣的敘事方式，就能創造出
自己的特色風格，被世界看見。

水晶孔——《流浪小孩》，台北：大辣， 2016。｜水晶孔身為新住民的孩子，
將自身成長被當人球，於多個城市來來去去的經驗畫成故事，是部探索歸屬與
認同感的作品。●推薦理由：以自身文化的故事，亦可找到和全世界讀者溝通
的共同語彙，《流浪小孩》可做為一個範例。

阮光民——《用九柑仔店》，台北：遠流，2019。｜阮光民以家鄉阿公開的柑
仔店為原型，描繪逐漸消失的鄉村生活與人情味。●推薦理由：生活感，是台
灣漫畫的重要元素之一，《用九柑仔店》是近期漫畫中很好的例證。而這本漫畫
與影視產業的跨界結合，也是台灣漫畫將來可期待的趨勢之一。

JIMMEH AITCH——《哈囉哈囉馬尼拉》，台北：慢工，2017。｜作者曾在
馬尼拉的大學任教，該書以作者的真實經驗為本，描述在異地的生活。時而幽
默，時而發人深省。●推薦理由：作者為原住民，關心原住民語言復振議題，
加之其在馬尼拉的生活經驗，在在顯示台灣社會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可以做為
創作的題材，供人思考。

張清龍（Mr. AL）——《冷門漫畫》。｜作者的故事「特殊」，不太容易找到出
版社出版，於是自己出版，並取名為「冷門漫畫」。●推薦理由：用時間的堅
持與累積，也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生存之道。當我們看過
太多主流的、過於甜美的漫畫後，小眾的、特異的題材與風格，就能成為吸
引人的元素。

左萱 ——《神之鄉》，台北：蓋亞， 2017。｜故事主人翁帶著暗戀對象回到家
鄉大溪，逐漸找回遺失的童年記憶。●推薦理由：左萱為這部漫畫取材兩年，
多次在大溪取景探訪，搜羅大溪每個地方細節的故事，這也呈現台灣漫畫在
「歷史」與「生活」尋找題材的風格特色。

61Chi ——《城市裡有時候》，台北：大辣， 2019。 ｜用電影長鏡頭手法呈現
無對白畫面，表達都市生活的寂寞、荒謬與妥協。想傳達每個人都是座孤島，
但很多人仍然繼續過著住在城市的日子。●推薦理由：61Chi擅長並關注城市
題材，並以他獨特的視角與筆觸呈現城市中的孤獨與無奈。在喧囂城市中，有
時就是需要這樣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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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Page Tsou
#Illustrator

物⋯⋯讀著這些故事，就像在字裡行隙中看見自己生活

的風景，讓設計在書紙上活了起來，有了生命。

「我看書每種類型都喜歡，

因為每種類型都有它做到最好的模樣。」

「最喜歡的圖文作家？⋯⋯這太難回答了吧！」鄒駿昇語

塞。「我其實每種類型都喜歡，因為每種類型（的圖文

書）都有它做到最好的模樣，像寫給小朋友看的書有它

極致的樣子，用圖的觀點來看，可能圖畫得不怎麼樣，

但是故事很打動人。」「你必須不斷調整觀看的角度，因

為每本書閱讀的標準都不一樣，所以我沒辦法說我只單

一喜歡某幾本書，我只要知道這本書是這個風格裡極致

的樣子，我就會欣賞它，我覺得我都會愛。」

「我想創作一本自己給女兒的繪本。」

「有小孩之後讓我重新思考繪本這件事」，「很多時候我

覺得大人畫繪本只是在畫大人認為適合小孩看的書，小

孩子喜不喜歡又是另外一件事」。

講到女兒，鄒駿昇的眼睛亮了，口氣也更柔軟。未來他

希望為女兒創作一本專屬的繪本。「好怕繪本都還沒畫

沿著狹長的樓梯登級而上，映入眼簾的是一間小巧的樺

木色工作室，混雜著木頭與書紙的香味，鄒駿昇站在樓

梯口迎接我們，看起來比照片裡更魁武些，蓄著半月形

的鬚髯，像是熟撚的英國紳士邀請我們到他宅邸喝茶。

會議室的牆櫃上列著一排舊式打字機，桌子旁邊則立著

一位西裝筆挺的鳥人雕塑，原來我們踏進這位鳥頭紳士

的樹屋了。感覺有些奇異但又不失溫暖。

●閱讀與生活

「有些眼前看不透的，無法體悟的，卻伴隨著時間的變化

與流逝，反倒有一種看透的感覺，我認為這是有趣的。」 

當被問到自己平常的讀物時，意外地，鄒駿昇說自己偏

好紀實傳記類作品，包括設計師、建築師、作家等各種

將自己想法從無化有的大師傳記。從台灣師範背景出

身，大學讀美術教育的鄒駿昇喜歡去理解一個人成長歷

程中從Ａ點前進到Ｂ點的過程，傳記對他來說就像是一

本獲得時間印證的小說：有戲劇性的轉折，但又同時可

考據，「based on the reality」一直是傳記故事最吸引

鄒駿昇的部分。對一個傢俱蒐藏家來說，閱讀傳記也可

以讓鄒駿昇了解生活周遭設計背後的設計原因與理念，

去了解創作者的生活、教育背景、聽的音樂、吃的食

#焦點人物 #

有著多彩羽毛的鳥紳士
——鄒駿昇 
文。焦恩光  圖。台北書展基金會、鄒駿昇、鄭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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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兒就長大了。」鄒駿昇笑說著。

他會念睡前故事給兩歲半的女兒聽，床頭時常擺著許多

繪本。「多少我也在觀察她喜歡哪一種繪本類型？哪一

種題材、風格類型會吸引她這樣的小朋友」。「我覺得不

要去設限小孩閱讀的類型，要先讓她對這個世界充滿興

趣」。為了讓女兒的閱讀與生活有所連結，鄒駿昇特地

帶喜歡繪本中大白鯨的女兒，前往海生館親眼看看活生

生的海底生物。鄒駿昇希望告訴女兒生活即故事，故事

就是生活。像他自己坐在一張沙發裡，手上可以同時捧

著沙發設計者的生平故事一樣，書與生活的連結是緊密

的，事實上，生活就是一本讓人百看不厭的書。

●繪本創作

「繪本對我來說是理想。」

被問到當初為何會選擇繪本創作時，鄒駿昇爽朗地回

答：「我覺得很難不喜歡繪本啊，對小孩來說繪本就像

他們的第一個美術館，是小孩接觸的第一個藝術品。」

對他來說，繪本是一種充滿正能量的創作文本，可以用

簡單明瞭的方式向人們講述一些人生的複雜道理，也可

以帶領小孩認識這個世界。重點是要深入淺出，再難的

議題都可以找到一個簡單的說法去講述，考驗繪本創作

者說故事的功力。

「畫圖跟寫論文一樣都需要有 references。」

儘管，繪畫風格以奇幻為主調，鄒駿昇仍舊非常講究畫

面的「客觀性」，不管建築、服飾、臉孔或風景，每一

筆、每一畫都要有考究與佐證。「想像有想像的部分，

但它（繪本）的基本盤都還是有考究的。在閱讀的時

候，人家才會讀得出你的用心」。「我的奇幻會用在該奇

幻地方，但通常還有一定客觀性」。就與鄒駿昇喜歡讀

傳記作品一樣，「based on the reality」也是他創作的首

要考量，有憑有據，才可以把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建立

在健全的骨架上。

「我在創作或畫圖時比較像在雕塑，

是刻畫出來的，需要花很多時間琢磨。」

除了創作事前的功課，鄒駿昇開始下筆畫畫後也不馬

虎，像是雕刻般，一筆一畫都需要揣摩思考。對他來

說，創作時必須要把標準放在國際水平上去衡量自己的

作品。同時，喜歡看電影的鄒駿昇也希望能在畫面中營

造濃厚的蒙太奇氛圍：「像電影的定格畫面，好像事情

的發生停在這一刻，空氣也凝結住了。」讀者自然而然

會深陷他所營造的電影畫面中。因為鄒駿昇嚴謹的考究

精神，他所創造的奇幻世界在人們眼中看來格外真實，

就像一個自我轉動的小宇宙。

●台灣圖像書的發展

「台灣是由各種層次的綠色所組成的。」

曾經策劃過三次波隆納台灣館的鄒駿昇希望以

rebranding的概念重新打造台灣館，以綠色作為設計台

灣館的主色，重現台灣獨有的美麗山景：「台灣的山與

國外的山很不一樣，由一朵朵的綠色組成，要速度放得

慢才看得到這些台灣美景。」但對鄒駿昇來說，所謂台

灣繪本的特色並不一定要刻意經營，真正的特色早就溶

進創作者每一筆畫與每一滴顏料。「台灣的繪畫帶有某

種固定比例與用色，美感與生活所見是息息相關的。」

鄒駿昇認為創作者不用特意強調所謂的台灣風格，因風

鄒駿昇與台北市政府以及北美館合作出版《軌跡》與《禮物》兩本繪本時都作了實地參訪與

大量的資料搜集

鄒駿昇為兩本科普類繪本《最高的山‧最深的海》、《最高的塔最小的星球》畫插畫時都極

度講究物體之間的比例關係，對任何細節都不馬虎

#Picture Books #BirdMan #Biography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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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由內而發的，台灣風格就是台灣創作者集體呈現出

的面貌。

「我覺得台灣還需要一些時間，不是說我們不好，

只是要達到更好的狀態，需要更多時間準備。」

與鄒駿昇談到台灣圖像領域的困境，他認為台灣繪本

插畫家目前遇到的困境常是「故事內容」，台灣過去的

藝術教育較著重技巧，很少有課程教學生如何架構並創

造故事。鄒駿昇自言這也是他創作歷程走來自己想突

破的瓶頸。「創作這種事很多時候不是 80與 90分的差

距，而是 80到 81分的差距。時常 80到 81分只有寥

寥幾個人，75 到 80分的卻有幾千個人⋯⋯，真的要到

masterpiece的落差沒有想得這麼大，就看願不願意再

用力」。

鄒駿昇每次發表作品，不一定要求自己要突飛猛進，但

一定要比上一次多一點點突破。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

即使在評圖比賽百家爭鳴的盛況中也能熠熠生輝，讓台

灣的創作者在國際上被看見。這位鳥頭紳士也用他多彩

的翅膀為台灣撥出了一片藍天。

我們杯中的茶已經見底了，好像有些按捺不住仍想繼續

聊些什麼，想著這真是一個充滿奇想的下午。待會兒，

桌旁的這位鳥頭紳士將會禮貌地揮揮他的小圓帽，與我

們道別，因他等等又要往更高的天空飛去。細思至此，

我們的嘴角不禁隨著他弓起的翅膀向上揚起。

繪本

傳記 /自傳

鄒駿昇策展波隆納書展台灣館以綠色作為主色調 (台北書展基金會提供 )

★鄒駿昇｜台灣繪本插畫家、視覺藝術家、策展人。畢業於英國皇
家藝術學院 (Royal College of Art)，是國際插畫大獎常勝軍，與台
北市立美術館合作的繪本作品《禮物》曾獲得義大利波隆童書展那拉
加茲童書獎，作品多次入圍與獲得國際各大繪本獎項。過去策展過
台北世界設計之都和義大利波隆那台灣館等大型展覽，目前則在吉
日設計工作室負責藝術指導。

01.佐藤雅彥、內野真澄，《鼴鼠公車》，台北：小天下，2019。
02.伊索爾，《米尼諾：寶寶的異想世界》，新北：步步出版，2017。  
03.三浦太郎，《猩猩爹地》，台北：小魯文化，2017。
04.安野光雅，《旅之繪本（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05.Sasek, Miroslav. This is Rome. New York: Universe Publishing, 2007.
06.Newell, Peter. The Rocket Book.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2001. 
07.Barnett, Mac., Klassen, Jon. Sam & Dave Dig a Hole. Somerville: 
Candlewick Press, 2014.
08.Tullet, Herve. Press Here. California: Chronicle Books, 2011. 

●馬丁．蓋福特，《更大的訊息：與大衛．霍克尼的跨世紀藝術對話》，台北：積木文化，2016。
●橫尾忠則，《海海人生！！橫尾忠則自傳》，台北：臉譜出版，2013。 
●法蘭克．懷特佛德，《包浩斯》，台北：商周出版，2010。
●隈研吾，《十宅論》，台北：遠足文化，2012。 
●施植明，《柯布 Le Corbusier》，台北：商周出版，2015。 
●威爾．岡波茲，《藝術家想的跟你不一樣》，台北：遠流，2018。 

鄒
駿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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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Parenting #Education #Art
#Fairy Tales #Comics

因為我的工作關係，孩子們涉獵不少歐陸的繪本，其中

經典童話的各種版本也成了孩子閱讀樂趣，可是他們心

中對這些 17、18世紀的童話充滿了各種疑問，《童話

裡隱藏的世界史》原本是我必讀的工作用書，卻被他們

的好奇心搶先看，趣味十足的篇章主題，完全抓住青少

年口味，例如第一章《總是到處亂晃的白馬王子》，就

讓他們一直拍案叫：「王子心機好重啊！」

《寂寞博物館：20段名畫旅程，收留你說不出口的憂

傷》，除了因為作家謝哲青曾經到校演講，孩子對他印

象深刻，加上生活中不時接觸到藝術，唯美派以外的藝

術，讓孩子心中充滿對人性、社會⋯⋯各種疑問，藝術

中的殘酷與人生現實，其實很接近，這本書讓他們更了

解藝術家創作背景、觀者心理對應與反思。

不論是閱讀書籍，甚至欣賞藝術、電影、接觸大自然，

作為父母都想要孩子能擁有豐富體驗，而閱讀能觸及到

此生永遠無法親身經歷的層次，但卻能與生命經驗交互

作用，為我們解惑，給予前進的方法與動力。

我和兩個孩子正巧碰上「親子共讀」運動啟蒙和發展的

時期，忙碌的雙薪家庭，專門只為適合孩子的書籍共

讀和說故事演唱，反而成為一種壓力。所以我們家向

來是共讀時間，各自閱讀，一同分享與討論。就是說

設定好的閱讀時間內，週間是晚飯後一到一個半小時，

禁止 3C，每個人選自己想讀的書，這麼做對很多家長

不容易，因為大人也經常控制不了自己滑手機或追劇。

下班下課後相聚，吱吱喳喳分享一天中發生的各種事，

而睡前一段時間一起看書，正好符合我喜歡的「寧靜的

陪伴」。閱讀過程中開放發表，隨時可以提出看法和疑

問。有很多人問，當孩子還年幼不識字時，不就應該朗

讀文字嗎？以我自身經驗，我喜歡視覺藝術，因此我為

年幼孩子選書，會以圖像敘事強的圖畫書為主，讓他們

在不識字狀態下，學習讀圖、欣賞圖、自己解析圖像，

甚至他們還會自己為圖像編故事。

現在他們已進入青少年，漫畫是不可少的，而身處在一

個遠離戰爭的時空，我們努力避免戰爭之外，我也希望

從過去的歷史上慘痛的經驗，提供孩子在戰爭主題上更

多元的角度，《阿蘭的戰爭》是艾曼紐．吉貝花了十多

年的時間，貼身採訪美國二戰老兵阿蘭．克普真實的戰

旅人生，軍人是一種職業，而褪下軍服，他是一個平常

人，透過對人文藝術的興趣，努力過著想要的生活。

#牽手共讀 #

寧靜的陪伴
文、圖。林幸萩（童里繪本洋行創辦人） 

01 

04

● 01. 艾曼紐．吉貝，《阿蘭的戰
爭：烽火下的荒誕與日常，一個二
戰大兵的意外人生》，台北：臉譜出
版，2019。● 02.朴信英，《童話裡
隱藏的世界史》，台北：商周出版，
2019。● 03. 謝哲青，《寂寞博物
館：20段名畫旅程，收留你說不出
口的憂傷》，台北：圓神，2019。

推薦延伸閱讀

● 04.關於戰爭｜松本大洋，《惡童當
街》，台北：大塊文化，2017.● 05.
關 於 童 話 ｜Khaldi-Bonnaud, Amel. 
Cendrillon au musée. Paris: Actes Sud 
Junior, 2017.● 06.關於藝術｜Perez, 
Sébastien., Lacombe, Benjamin. 
Frida. Paris: Albin Michel Jeunesse, 
2016.

02

05

03

06

★林幸萩｜法歐繪本職人，同為童里繪本洋行創辦人。
童里繪本洋行 www.facebook.com/maisontempsr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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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side Books #Pillow
s #Dreams

1. 聊聊你近期的一本床頭讀物，或近期最喜愛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本書？
《夢的化石：今敏全短篇》。

2. 講講一本兒童時期最愛不釋手或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本床頭書？
《西遊記》系列有聲書。

3. 推薦一本自己的作品給讀者作為床頭書？為何想推薦這本書？
《城市裡，有時候》。沒有連續劇情，無壓力的隨便翻幾篇就可以躺躺睡了。

4. 有沒有一本書想抱著進入夢鄉，希望在夢裡也能進入書中或是成為書中的角色？
《野獸國》。

1.最近正在看的床頭讀物，或最喜愛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本書？
《暴政》。 https://readmoo.com/book/210108495000101

2.推薦一本自己的作品給讀者作為床頭書？為何想推薦這本書？
《工廠》。 沒有文字而且很短，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又不會看的太累，應該可以夢到可愛企鵝，會睡的比較好。

3.有沒有一本書想抱著進入夢鄉，希望在夢裡也能進入書中或是成為書中的角色？
《櫻桃小丸子》，做回天真小學生。

4.有沒有一本書最像你會做的夢？那是怎樣的夢境？
我都看一些非虛構的書，然後總是做一些非常真實感的夢，做紀實的人就是這樣啊，連做夢都還在留在現實裡。

1.最近正在看的床頭讀物，或近期最喜愛或印象最為深刻
的一本書？
我近期看的好書不少，如果要選一本，我認為郭書瑄的
《插畫考：那個開創風格的時代與藝術大師們》很值得舉
出來。作者非常用心地梳理了 19、20世紀那段藝術創作
蓬勃發展的大變革時代。並且圖文並茂地介紹西方插畫藝
術發展歷史，又解說了參與插畫製作的繪畫流派，特別是
其中列舉分析了當時重要的插畫作品，能夠讓讀者通過本
書，了解當時繁花遍開的各種插畫形式，進而了解現代插
畫的創作精神。從書本插畫作為藝術作品的一個成員，可
以進一步讓讀者去考慮當時社會實況和文化生態的不同層
面；以及插畫和書籍在圖像與文字、美術與工業、讀者與
作者等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所以說，這本書是一
本值得閱讀的好書。

2.講講一本兒童 /青少年時期最愛不釋手或對自己影響最
大的一本床頭書？
我在國一的時候，偶然得到了一本名為《中國寓言選輯》

（張用寰，遠東）。它從諸子百家到正史野乘，到筆記詩
歌、稗官說部，取材廣泛，共搜羅含有寓言意味的小故事
共四百餘則。作者將文言文改寫成白話文，文字充滿趣味
而雋永。

3.推薦一本自己的作品給讀者作為床頭書？為何想推薦這
本書？
儘管中國寓言故事的書非常多，但這本《中國寓言選輯》
的第一版是 1990年，但是現在卻還一再刷印，買得到。
可見這本書的價值和魅力，一直有人欣賞。這本書裡頭各
種各樣的故事，可以幫助讀者認識中國的歷史和中國古人
想像中的世界。

4.失眠的時候會拿起哪本書來看？為什麼？
如果失眠的話，我會選擇金庸小說。雖然金庸小說我幾乎
都已經讀過，但是金庸大師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力，常常可
以讓讀者暫時忘記已經知道的那些情節，繼續在他的武林
世界裡闖蕩。

#我的床頭書 #

台灣漫畫才女 61Chi的床頭書

《熱帶季風》總編輯黃珮珊的床頭書

西洋古插畫書藏家劉夏泱的床頭書

文、圖。61Chi 

文、圖。黃珮珊

★ 61 Chi｜台灣插畫藝術家，專長圖文小說與設計，曾出版 《城市裡，有時候》、《南方小鎮時光：左營．庫倫洛夫》、《房間》等作品。

★黃珮珊｜慢工出版社社長，期許在熱帶亞洲地區與在地作者進行跨國合作發展亞洲專有的「紀錄漫畫」，曾出版《熱帶季
風》、《工廠》等漫畫作品。

★劉夏泱｜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英國倫敦大學 Birkbeck學院哲學系博士班研究。東西均工作室的創辦人，NGO工
作者，喜愛文學、藝術，哲學。主要興趣為思考和想像，熱衷收藏和研究西洋古插畫書。譯作有《日之東．月之西：北歐
故事集 (復刻手工黏貼版 ) 》、《安徒生故事選 (一 )：冰雪女王及其他故事》、《安徒生故事選 (二 )：國王的新衣及其他故事》。

文、圖。劉夏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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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作家節｜8月 30日至 9月 8日
總是包容多元文化的澳洲，在出版這個領域上只有更加的開放、沒有限制，而

墨爾本作家節更是許多作家和讀者必定前往的朝聖之地。籌組作家節的委員會

廣納各領域人士的建議，每年調整及提升作家節的內容以符合當代讀者的需

求，非常難能可貴。為期十天的作家節這次透過主題「When We Talk About 
Love」（當我們討論愛）舉辦超過三百場的活動，包含電影欣賞、音樂聆聽、
作家朗讀、博物館展覽等等，適合各個年齡層且動靜皆宜，帶領讀者走向人

群，認識文學也認識愛。（Photos©MWF）｜INFO。https://mwf.com.au/｜

●印尼書展｜9月 4日至 9月 8日
印尼除了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有獨樹一幟的出版市場：2015年曾擔任德
國法蘭克福書展主題國的印尼，用熱帶島嶼的活力與創意打開眾多國際版權

買家的眼界，也因為伊斯蘭文化的因素，吸引許多中東以及北非國家關注這

個千島之國的一舉一動。印尼每年出版的新書數量與台灣相去不遠，但在眾

多人口的基數下，書籍銷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舉例來說，暢銷多年的《名

偵探柯南》至今每個月都還有三萬本的驚人成長！為了滿足民眾的求知欲，

每年 9月在首都雅加達都會舉辦為期五天的國際書展，這個盛大的活動今年
已經來到了第三十九屆，想必熱情的讀者會照例把展會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Photos©IIBF）｜INFO。https://indonesia-bookfair.com/｜

●莫斯科國際書展｜9月 4日至 9月 8日
如果你注意到台北與莫斯科直飛航班重新恢復的訊息，卻又不知道這個謎樣國

度有什麼好玩的，那就不能錯過在俄羅斯、東歐與中亞之間最大的書展——

莫斯科國際書展。這個結合書籍零售與版權推廣的書展，開放給所有出版業

從業人員免費參觀，書展吸引多達六百家的當地出版社，以及兩百多家的海外

出版社參展，提供五百多個豐富的活動讓讀者參與。主題國的部分，也將呈現

白俄羅斯的精美作品與獨特文化。莫斯科國際書展更著手與波隆那兒童書展合

作，預計在 2021年推出第一屆俄羅斯國際童書展。(Photos©ММКВЯ)｜
INFO。http://mibf.info/｜

●紐約布魯克林書節｜9月 16日至 9月 23日
讓我們把地點拉到地球的另一端，美國的文化重鎮——紐約：紐約布魯克林書

節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書籍慶典，也是紐約最大型的免費文學活動，主要介紹國

內外的文學新星以及新銳作家給讀者認識。為期一週的書節活動將充斥在紐約

市的各個角落，三百多位作者以及兩百五十家書商將透過新書分享會、工作坊

或戲劇表演等等各種活動與讀者們近距離接觸，這個新潮又多樣的書節預計吸

引成千上萬的各年齡層讀者。(Photos©BKBF)｜INFO。http://mibf.info/https://
www.brooklynbookfestival.org/｜

#閱讀加油站 #

國際閱讀短訊
文、圖。白佳卉

#Book FESTIVAL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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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紐約熱浪預警，我收到布魯克林圖書館 email通

知：週末將延長開館時間，歡迎大家進來納涼。

到圖書館吹冷氣不看書可以嗎？當然可以，只要不打擾

到別人、不睡覺、不攜帶武器（美國特色），到圖書館

做什麼是個人自由。在我尚未成為上班族前，我把布魯

克林中央圖書館當成我的辦公室，連同許多待業中、自

由業、未成名，或鬱悶的備考人都會定時到圖書館三樓

光線充足的藝術書區報到，一側的大窗望出去就是森林

一般蓊鬱的希望公園（Prospect Park），再也沒有比這

更美好寧靜的暫時棲身之處了。

布魯克林人民極度放鬆，也極度包容。有時看見全部身

家只有一個塑膠袋的街友從飲水機打水、有時看見精神

病患猛按影印機、公用電腦區經常坐著面色鐵青的人，

在求職輔導員協助下修改履歷表，也有失去房子住進收

容所的人，拿著借書證到這裡借一台筆電，尋找一線活

路；那些被禁止擁有社交生活的東正教猶太女人，推著

娃娃車來到兒童書區，與全身包緊緊的穆斯林母親並肩

度過育兒日常。

布魯克林中央圖書館的正門沒有防盜門，也沒有檢查

哨，只有戶外咖啡座跟夏日免費音樂會，這個地方對所

有人溫柔包容，而所有人，包括那些身上有臭味的、與

社會脫節的、運氣超差的、人生卡關的，以及只想吹冷

氣的人。

#閱讀加油站 #

一無所有時，還有圖書館
文。何曼莊（作家）  圖。Gregg Richards 

★何曼莊 M. Nadia Ho｜曾任《換日線》英語頻道 Crossing.NYC 特
約主筆。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
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
一切》、《給烏鴉的歌》、《大動物園》、《有時跳舞 New York》

#Brooklyn Public Library #Summer

哲學之夜。Central Library Lobby, Night of Philosophy, Listening to Writer and Professor 
George Y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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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分館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那圓形的天花板，挖洞的設計，像星辰一

般穿透的燈光，讓時間也跟著變緩了。大片的窗戶為室內帶來了良好的

採光，無論是在窗邊的蛋形搖椅、裡邊的大型長桌、還是席地而坐的書

架角落，都能一享夏日的陽光沐浴，恣意閱讀。

與其他圖書館不同的是，館內配有著穆斯林祈禱室，提供禮拜毯、小淨

區、禮拜方向等設施，打造舒適的禮拜空間。祈禱室外更有一片東南亞

文化書牆──地方母語原文書、食譜⋯⋯等千餘本書冊。不僅回應著樹

林地方移工與新住民漸多的地域特性，更是了解穆斯林文化最好的機會。

再往下層樓走，便是與自修室、展覽室合併層樓的兒童閱讀室，正中央

蜂巢造型的階梯式閱讀區，打破了以往閱讀場域的僵化模式，在上上下

下、換書來往之間也可以藏有無限樂趣。

●分館補給站

1。商場中的書香綠洲──小書店｜看書看累了，不妨換個時空走到一旁的秀泰
生活百貨逛逛！從電影、服飾、日用品到美食，應有盡有。這還有一家位於四

樓的小書店！大方提供柔軟的沙發、森林造景、寬敞的兒童閱覽區，在喧鬧的

商場裡享受片刻安寧。愛書成癡的讀者們，泡讀書館還不滿足的，來這買本書

帶回家吧！

2。轉個彎，遇見熱鬧的市井生活──保安市場、濟安宮｜百貨公司後頭，轉個
彎，便是熱鬧喧騰的保安市場，再走一小段，就也可以看見樹林地方信仰中心

──濟安宮。四周豐富的便當店、小吃店飽餐一頓之後，不妨停下腳步，隨意

散步，一場與地方傳統文化的邂逅就此開始。

#泡冊館 #

文化的轉角──樹林分館
文。鄭力豪  圖。鄭力豪、新北市立圖書館樹林分館

#New
 Taipei City Library

#Shuli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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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插畫界奧斯卡」之稱的義大利波隆那插畫展，是全球插畫界的重要榮譽，因應今年的好成績，新北市立圖書館特別

舉行「2019波隆那入圍插畫家九人展」搶先波隆那官方巡迴展，一睹陳永凱、林芸、貓魚、周宜賢、戴語彤、李允權、

江魚、陳盈秀、鄧彧等創作者入圍作品的風采。

同時，台灣入選波隆那也進入 30週年，一旁的「1989-2018台灣入選波隆那插畫作品展」也呈現 235幅來自 35位入圍

插畫家不同藝術風格、創作理念的作品，也透過舉辦插畫家沙龍，邀請貓魚、徐世賢等台灣優秀的插畫家，與讀者分享

他們燃燒熱情的創作之路。

♥ 讀者分享①

在其他講座中知道吳欣芷會在街上練習速寫人物。這次

的展示中，一看到吳欣芷的作品就認出來，不論是人

物、動物或景色的描繪，都非常可愛、生動，可以回憶

起童年。

#泡冊館 #

台灣 9位插畫家入選波隆那插畫展，
歷年最佳！
文、圖。新北市立圖書館

#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30th Anniversary

♥ 讀者分享②

沙龍講座中，最喜歡的插畫家是貓魚，除了覺得貓魚的

畫很有特色，分享自己的故事、心得時也非常幽默──

貓魚提到參賽時，5張作品中自己覺得最醜的一幅作

品，沒想到卻是評審都最喜歡的一幅，讓貓魚感到相當

意外。

♥ 讀者分享③

尤其喜歡球老闆 ballboss的《出大甲城》，描繪他成長

的經驗和地方習俗文化 (例：媽祖 )，雖然覺得他的圖

並非精緻風格，卻非常能夠呈現台灣本土特色和文化，

會讓觀者思考自己成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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