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書名 

大偉的規則  
大意  凱寧的弟弟大偉有自閉症，為減輕爸媽的負擔，她幫忙照顧弟

弟。她設很多規則，希望弟弟照做，沒想自己也落進規則的牢籠
裡，寸步難行。她渴望能與鄰居成為朋友，又擔心女孩不接受弟
弟的行為。敏感的心情使她在交友路上患得患失。自閉的弟弟緊
貼著她，藉著協助和弟弟在一個語言中心接受治療的傑森走進人
群，慢慢讓自己跨出自己設的規則，放開心與有障礙的朋友在舞
會盡情跳舞。 

評語  「自由」是必須學習做明智的選擇有些規則會讓自己表現得體，
有些規則卻會讓自己受限 

2.書名 

幸運小銅板  
大意  陽光女孩芭芭拉在探索父親死因與叔叔放逐的過程，尋找生命救

贖的可能。小銅板是混血兒，世界大戰，旅居美國的德、義、日
人被視為「敵國僑民」，生活受到限制，被懷疑有通敵之嫌，辛
酸苦痛，非外人所能理解。 

評語  是一個探討愛與包容、遺忘與原諒、關懷與感恩的故事 
 



3.書名 

鐵橋下的鰻魚王  
大意  四個國小高年級學生因肥胖而自卑，他們沒自信，覺得「各有殘

缺」，同病相憐」，湊在一起，荒廢時日。他們常到傳說有水蛇
出沒的葫蘆塘探險，無意中遇到「獨臂青年」，這個青年雖然殘
缺，卻有神奇的撈捕鰻魚技巧，這些小孩不知不覺產生移情作用
，將他視為偶像和英雄般崇拜，暗中稱他為「鰻魚王」。 

評語  激勵自以為失敗的孩子走出哀怨，以信心與努力，為自己創造美
好的未來。 

4..書名 

隱形男孩VS.盲眼女孩  
大意  不起眼的男孩一夕間隱形了，了解即使不起眼好過一無所有；偶

然的機會，遇到了盲眼女孩，盲眼成了破除形體障礙的關鍵。兩
個孩子碰撞出美麗的火花。一個當眼睛，一個當身體，走出寂寞
的世界。被同學視而不見的小畢，隱形之後，被立莎「看不見」
了；遇上隱形男孩，讓立莎學會用「心」眼看自己。這個個性不
太隨和的人，從彼此身上，修正自己，去接受另一個自己，重新
出發。 

評語  這本小說的趣味性十足，想像力豐富，讓我們思考「看見」是否
真的那麼重要 

 
 
 
 



5.書名 

我的姐姐鬼新娘  
大意  阿彬個性溫柔，是同學口中的娘娘腔，常受到嘲笑，還好他的好

朋友男人婆維維常保護他，減輕他的痛苦。阿彬的姐姐小時候夭
折，媽媽想把她嫁出去，阿彬幫姐姐找新郎，參與陰陽兩界的溝
通歷程，他深入重拾信心。 

評語  是一篇前所未有，很好笑又深具意義的鬼故事。 
6.書名 

孩子也會悲傷  
大意  小狗亨利因爺爺的死而悲傷。一夕間，生活似乎不再有趣，他覺

得孤單、生氣又困惑。他有好多的問題：爺爺為什麼會死？是我
的錯嗎？爺爺現在在哪裡？他會回來嗎？ 

評語  藉由小狗亨利的心路歷程，呈現孩子在傷痛與療傷過程不同階段
中的感受，與其家庭成員處理悲傷的各種方式。故事鋪陳中的提
問，更鼓勵孩子探索並分享自己的失落感。 

 



7.書名 

四個第一次  
大意  有天晚上，爸爸告訴真理奈和織花。這個已經二十出頭同父異母

的哥哥，明天晚上即將來訪。真理奈和姐姐織花既訝異又緊張，
暗中為媽媽抱屈。哥哥來訪的晚上，真理奈提議的彈珠遊戲，慢
慢化解第一次和「哥哥」見面的尷尬 在雄介的吆喝下，省吾和 
雄介第一次偷腳踏車。倆騎著偷來的腳踏車，沿著步道冒險。兩
個少年坐在終點的噴水池邊，喝著可樂，聊起未來想前往沙漠旅
行的夢想 黃昏的馬路上，亮平發現一棟無人居住的兩層樓老 
屋。亮平和草太當成他們的家，邀請同學加入。在老屋裡各自有
自己的房間，度過悠閒時光，相約星期六晚上在老屋過夜。沒想
到，隔天早上，老屋不見 

評語  刻畫出青春期共通的心理變化 
8.書名 

海蒂的天空  
大意  海蒂孤苦無依，在許多親戚家間搬來遷去。舅舅一封信，改變她

的命運。海蒂前往舅舅墾荒。離開愛荷華州，面對大草原上的暴
風雪，她卻越挫越勇，透過信件在報紙的文章，跟朋友們分享冒
險。鄰居們對海蒂伸出的雙臂，海蒂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
「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反德風潮正盛，身為一個
「忠誠」的美國人，不准與德裔人士交朋友的，這個少女備受威
脅。海蒂留下來，提防馬丁一家的陰謀。突如其來的悲劇，她發
現家庭的真義 

評語  整個故事真實感與趣味性，確實是本值得推薦與閱讀的用心之
作。 

 



9.書名 

聖誕婆婆  
大意  姨婆每次來訪都會帶來許多禮物送給小江、小璟，兄弟稱呼「聖

誕婆婆」。姨婆和媽媽聊天時常流露些歉意，小江心中十分納
悶。小江照顧班上轉學生阿端，成為好朋友。一連串的誤會，阿
端很生氣，還誣告小江考試作弊，小江不能諒解。早自習，聽了
故事媽媽說兩姐妹故事，小江對寬恕有了新的體認，他原諒阿端
嗎 

評語  幽默有趣的故事吸引孩子閱讀興趣 
10.書名 

生命交叉點  
大意  從第三者的視角，敘述黛比和週遭人物的生活。幾個十幾歲青少

年的生活裡，他們像一塊塊海綿，吸取周遭的資訊，在他們身上
，每分每秒都有細微的變化。這些變化裡面，有對異性感情的苦
惱和期盼，有朋友間日常相處的細節，有家庭裡和家人生活的應
對，從這裡面看見他們一步步的成長。 

評語  是極適合青澀少年男女閱讀的成長小說。 



11.書名 

青春的十一場雨  
大意  由十一篇短篇小說組成，特色是主角一律是青少年。由書名或許

也可看出，作者以十一場雨，帶出青少年的心緒問題，像雨一般
多樣多變，有細雨、綿雨，也有急雨、陣雨等；但不管淅淅瀝瀝
的小雨或滂沱大雨，如果大人們處置得當，終歸會雨過天青。常
新港以動人的小說情節，描寫十一個涉及青少年的壓抑、困惑和
騷動的青春故事，也涉及青少年和父母、老師互動的情節 

評語  有相當多的空間，可以任讀者飛翔。 
12.書名 

不想變的像父親一樣  
大意  孩子大了真的這麼難溝通?男孩子一天在外頭鬼混，不知道腦袋

在想什麼…女孩子又變得彆扭，相處在一起很尷尬…老闆最近盯
得緊，沒辦法準時下班吃晚餐… 啊~難道老爸在孩子的成長過程
裡只能扮配角?誰來教教我如何當老爸? 

評語  作者敏銳的點出現代家庭生活的特色父母的忙碌與子女的疏離
，但作者的筆調寬容，透過一個個故事，讓我們看到一個個鮮活
的平凡人物，為家庭圓滿而努力，是本溫馨小品 

 



13.書名 

少女蘇菲的航海故事  
大意  蘇菲很小的時候失去父母，年紀太小不復記憶，她對過去顯得若

無其事。她十三歲那年，決定踏上她的航海之旅，在她的內心深
處，是害怕水的。這一趟航海之旅裡，考驗讓她和現任家庭成員
更加緊密，逐漸面對自己不想面對的過去，不只是蘇菲，這趟航
海之旅裡的所有成員，也都得到了各自的成長。 

評語  激發少年對海洋冒險的興趣與鬥志 
14.書名 

 
當天使飛過人間(十週年平裝紀念版) 

大意  在一個寧靜樸實的小村落裡，住著一對平凡的老農夫婦，伴隨著
一隻忠狗。一天傍晚，老農夫結束了田裡繁忙的工作，騎著腳踏
車踩著夕陽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路旁的大樹下，發現了一個奇
怪、疑似遭人遺棄的紙箱，裡頭有一隻可愛的小狗，背上竟然有
一對翅膀！長著翅膀的小狗會給原本寧靜的村落什麼特別的驚
豔？又會帶給平凡的老農夫婦什麼樣不平凡的生活？ 

評語  有想像力，卻滿懷濃濃情感的動人故事，深深打動每個人的心。 
 



15.書名 

埃及遊戲  
大意  從好萊塢來的十一歲女孩艾波遇上祖母家鄰居的一對姊弟，他們

在豐富的想像中建構了默契完美的友誼，也展開了一場神祕的遊
戲。但遊戲不只是遊戲，當想像力啟動，友誼團結的力量加溫，
廢棄的骨董店後院、毀損的雕像和門廊柱，竟然可以將一群小孩
，帶進埃及的世界！埃及遊戲「活了過來」，卻因為社區的凶殺
案而受到阻礙，靜悄悄的社區不再有小孩喧鬧的聲音，埃及幫也
不能前往埃及了。到底誰是凶手？這群埃及人該如何重返埃及？
神祕的窺伺者和憑空出現的神諭，又是怎麼回事？ 

評語  埃及遊戲故事新奇、人物刻畫細膩、情節懸疑、風格獨具 
16.書名 

印地安人的麂皮靴  
大意  莎拉曼嘉的好友菲比一家收到怪異的警告信開始，接著出現一位

指名要找菲比母親的神祕男子，沒多久菲比的母親就突然失蹤，
一連串的打擊讓菲比一家人陷入愁雲慘霧中。發生這些詭異的事
之前，莎拉曼嘉也曾面臨親生母親不告而別的困境，她暗下決心
要幫助菲比找回母親，卻在尋找的過程中，體悟出母親棄家離去
的心情；她穿上母親的麂皮靴追尋母親的腳步，終於明白母親出
走的真正原因 

評語  作者筆法風趣、深刻，又機鋒百出。欺瞞無補於事，人終究得面
對現實。這是一趟豐富之旅，值得再三玩味。 

 



17.書名 

雨果的祕密  
大意  巴黎火車站的二十七座時鐘後，火車站牆內的暗窄通道，雨果過

著不為人知的生活。雨果以為自己終將以三重身分悲慘生活下去
，無法踏出這座車站，除非他能修好會寫字的機器人！雨果的爸
爸是鐘錶匠，在博物館裡發現機器人：一個人偶！機器人偶坐在
小書桌前，握著筆，隨時準備傳達訊息。雨果看機器人，就全心
全意想讓機器人運作；雨果相信，修好機器人，一定可以讀見爸
爸訊息，明白自己將何去何從。為修機器人，這男孩三番兩次偷
玩具店的發條玩具，以便拆解出更多適合機器人的零件。沒想到
，卻因此引出更複雜、甚至深具意義的祕密！這個男孩的命運，
出其不意的和擁有玩具店的老人、機伶的女孩伊莎貝兒交纏在一
起。 

評語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 我喜歡書裡這句話:人一旦沒有目標,就像壞

掉的機器一 
18.書名 

獅心兄弟  
大意 

獅心兄弟從外表到性格都完全不同。哥哥健康英俊、聰明善良，

弟弟則性格懦弱且患有重病。 哥哥無微不至地照顧弟弟，並且
為弟弟獻出了生命。後來他們到了楠吉亞拉，一起快樂地生活了
一段時間，但是這裡也有邪惡，有暴力。 為了拯救受苦受難的
人們，他們展開了戰鬥。面對殺人不眨眼的暴君，噴著毒火的惡
龍……兄弟倆將面臨戰爭和死亡的考驗，還有成長。 

評語 
是一部闡述友愛和奉獻的奇幻之作 



 
19.書名 

瑪蒂達  
大意  瑪蒂達是個三歲就會自己看書的天才兒童，但她的爸爸卻是個靠

欺騙手法賣二手車的大老粗，而媽媽則是個不做家事的賭客。他
們認為小孩子應該多看電視少讀書；還好，瑪蒂達自己會到圖書
館看書，心靈暫時得到慰藉。上學後，她遇到了好老師哈妮小姐
，但校長卻是個會把學生當鍊球丟的暴力份子。瑪蒂達在校長誤
會她之後，非常生氣，卻也在此時發現自己有股神祕的力量 

評語  天賦能力遠不如她的善良、忠誠、正義感和對學習之愛來得重
要！瑪蒂達不再擁有那種潛能未嘗不是幸福的開始。 

20.書名 

好觀念62轉  
大意  山坡上的小紅花，生命雖然短暫，卻能掌握最美麗的剎那，盡情

綻放 ；經過花旁的飛鳥，也因此可享受到片刻的芬芳。我們在
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事，若都能拋棄負面的壞想法，反轉正向
的好觀念，往往會「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個好觀念，足以扭轉
一生的命運！ 

評語  本書不說高深的哲理，卻提供了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好觀念 
 



21.書名 

一隻狗和他的城市  
大意  一隻原本默默無聞的普通笨狗，竟然變成了一個英俊少年，他有

一顆純淨的心，經歷了人類社會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卻又感動莫
名的奇遇。 

評語  與眾不同的奇幻小說，翻開首頁，你將情不自禁被吸引 
22.書名 

請到我的家鄉來  
大意  臺灣兒童文學的開拓者林海音女士，以兒童文學的筆法，書寫橫

跨五大洲各特色國家的風土民情，帶領小讀者體會各地文化之美
，更發現世界的遼闊。臺灣繪本普及的重要推手鄭明進老師，以
豐富的旅行經驗、奔放的畫風，生動描繪出林海音女士筆下的異
國風情，同時在書中展出他珍藏多年的各國郵票及兒童畫，每一
頁都是文學、知識與美學的完美呈現。 

評語  優美的文字搭配充滿童趣的圖，看了讓人大開眼界，不但欣賞了
五大洲的風光，也是出國旅遊時，學習如何觀察、欣賞各地風土
人情的好讀物。 

 



23.書名 

田裡的魔法師西瓜大王陳文郁   
大意  炎炎夏日，吃一口西瓜真是棒！透心涼又甜蜜蜜。但能吃到這口

西瓜，可得好好感謝一個人──那就是西瓜爺爺陳文郁！西瓜爺
爺超過半輩子都在研究西瓜，總共培育出200多個新品種，不僅
外銷許多國家，而且台灣每10個西瓜當中，就有9個是他創造出
來的，真不虧是「西瓜大王」。另外，大家最愛的聖女小番茄、
蜜世界和新世紀哈密瓜，還有紅皮南瓜、綠色苦瓜、白色茄子、
迷你冬瓜……也都是他的精心傑作，總共超過1000個新品種。
他就像田裡的魔法師，擁有一雙神奇的手。 

評語  本書不僅帶來不分時空的感動，也帶來另一種思考。 
 
24.書名  波特經典童話故事集10刺蝟溫迪琪的故事 

 
大意  有一天，露西又弄丟手帕了，傷心的露西到處找手帕，找著找著

，她看到了一扇門，進去以後，裡面有一位矮矮胖胖的太太，這
位太太有著小小的黑鼻子，還長著滿頭的刺，她說她的名字叫溫
迪琪，是幫忙小動物洗衣服的，她撿到露西的手帕和圍兜，還幫
露西把手帕上的細褶熨平。露西陪著溫迪琪太太提著大包小包的
衣服送還給小動物們，但是當露西要和這位奇怪的胖太太說再見
時，胖太太變得好小好小，還全身長滿了尖刺，原來溫迪琪太太
是一隻刺蝟。有人說溫迪琪太太是露西睡著時作的夢，但是露西
又是怎麼找回手帕和圍兜的呢？ 

評語  波特女士希望她的故事能幫助孩子親近動物，並懂得欣賞大自然
之美，就像她自其中獲得快樂一樣 

 



25.書名 

機器人咬人  
大意  本書作者、世界頂尖電腦學者丹尼爾．威爾森博士會告訴你怎樣

打垮叛軍機器人，怎樣留得一條小命。《機器人咬人》會和你分
享處理雷射 傷口的秘訣，教你如何騙倒機器人的臉部識別系統
和語音辨識系統，保證讓你智取機器人，甚至能與機器人進行搏
命殊死戰！本書的內容包羅 萬象，描繪世界末日的各種情景，
而其中最新的瀕臨絕種動物，就是人類。 

評語  納入多位機器人學者的看法和建言，介紹了各種原型機器人如人
形機器人、昆蟲機器人、壁虎機器人和蛇形機器人，並提供 打
敗這些機器人的方法（拔掉插頭？來不及了），是最實用的爆笑
科普作品。對於有興趣瞭解當代機器人學研究的人類來說，《機
器人咬人》 也是頂級的入門寶典。 

26.書名 

少年思想家   
大意  在「真的追尋」裡，凡事求真，做個真才實學的人；「善的追

尋」，則要心懷慈悲，做個善解心意的人；在「美的追尋」裡，
如何演活自己，當個圓夢的人。每一篇章，埋藏一顆智慧的種子
，及早吸收備取，等緣分聚足，自然萌芽，茁壯成智慧大樹。二
十個篇章，也如同二十扇開啟智慧的門，走進學問殿堂，成為擁
有智慧的少年思想家。 

評語  這一本將寫智慧的啟發，充分體現孔子所謂的作人第一，學問第
二的精神。 

 



27.書名 

我買了一座森林  
大意  在日本長野縣的黑姬山上，他，買下了一座森林。身為獵人、環

保專家、美食者，現在卻反對獵熊的英國人，尼可先生要帶你看
不一樣的大自然風情、動物與森林的真正面貌，以及你所不知道
的生態變化。 

評語  是一本輕鬆、明快且辛辣的散文集。 
28.書名  再見福爾摩沙：大航海時代荷蘭人與台灣的歷史

 
大意  即使是時代的遽變也無法動搖堅深的友誼，即使相互為敵也無法

阻擋對愛與和平的追求莉芙與她的爸爸德爾克、好朋友奧勒夫，
以及瑞典籍的台灣荷據時期末代首長揆一搭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船隻來到福爾摩沙。在福爾摩沙的數年當中，莉芙與當地一名叫
小莉的女孩成為好友。但鄭成功的來台卻使得兩人不得不選擇留
在屬於自己的陣營。一心嚮往和平的莉芙對於即將到來的戰事感
到迷惘、困惑，但終究還是見證了福爾摩沙的政權轉移 

評語  以外國人的角度，用文字和插畫描繪17世紀荷蘭人與鄭成功作戰
的歷史故事。 



29.書名 

魔洞歷險記：林世仁童話  
大意  一篇篇扣人心弦的童話，從林世仁那充滿童心的筆尖流出，灌溉

著大小朋友的心田，開出燦爛的花朵。本書以創作時間順序編排
，收錄最初的作品「花花蟒的故事」和「吶喊森林」，到近期發
表的「小狗哞哞哞」，內容涵蓋動物的奇幻故事、穿插人物的想
像故事，顛覆傳統童話，融入新創意，不僅幽默風趣，更充滿哲
思。 

評語  搭配貝果細膩插圖，更讓林世仁童話呈現迷人的風采，讓人想一
讀再讀 

 
30.書名 

螢火蟲之墓  
大意  太平洋戰爭進入尾聲，戰火波及到日本本土，百姓過著躲避空襲

的緊張生活。中學三年級的清太與四歲大的妹妹節子，在空襲事
件與母親走散，只能投靠親戚，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戰事日趨
吃緊，政府的補給品越來越少，親戚的嘲諷使兄妹離家過活。清
太揹著節子到一個無人山洞，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兄妹倆
的生命，慢慢消逝 

評語  清太與節子這對小兄妹的活活餓死，也絕對比任何戰死沙場，傷
亡無數的軍隊廝殺來得更具震撼力。 



31.書名 

史記(上)(下)   
大意  從傳說堯舜時代開始，到漢武帝時候止。除歷代人物外，還包括

政治、經濟、天文、地理、音樂。 
評語  是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 
 
 
 
 
 
32.書名  莫札特 
大意  一輩子與音樂分不開的莫札特，曲風那樣悅耳、清澈，彷如天

籟。是家人的影響造就了他的成績，或與生俱來的音樂才華使他
在樂壇上屹立不搖 

評語  相當具有說服力 
33.書名 

台灣河川之美淡水河  
大意  淡水河  這條臺灣第三大的河川，匯聚了大漢溪、新店溪和基隆

河，悠伸港晃晃的從歷史中一路行過此臺灣的都會和鄉野，目睹
滄海變桑田，時代的起伏興衰，人事的聚散離合，跑馬燈似的在
它眼中映現，如今，它仍以柔軟的身段，踏著一貫的步調，徜徉
在二十一世紀。 

評語  以精緻手繪圖呈現，刻畫非常精細，極具收藏價值。 



34.書名 

自然課沒教的事1：動物總動員  
大意  自然課沒教的事」系列匯集了小朋友最感興趣、最好奇的問題，

由台大教授楊平世解說，一問一答搭配生動活潑的圖畫，直接點
出問題核心、解答詳盡明確。 

評語  在一問一答的方式中輕鬆閱讀自然科學的小知識。 
★活潑逗趣的彩色插畫，讓讀者更容易認識大自然 

 
35.書名 

自然課沒教的事2：昆蟲趴趴走  
大意  昆蟲是地球上種類及數量最豐富的生物，地球上已知的動物種類

有85%以上是昆蟲，目前已被人類命名的昆蟲種類約有一百多萬
種，昆蟲學家估計地球上的昆蟲種類更是多達3000萬種以上！
本書以昆蟲篇為主，從勤奮作工的昆蟲類動物、比昆蟲還多腳的
節肢動物，到沒有腳的無脊椎動物，涵蓋的動物種類數量龐大，
滿足孩子們的好奇心、求知欲，解決連串的為什麼。 

評語  在一問一答的方式中輕鬆閱讀自然科學的小知識。 
★活潑逗趣的彩色插畫，讓讀者更容易認識大自然 

36.書名 

白玉苦瓜  
大意  書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有：〈江湖上〉、〈小時候〉、〈民歌

手〉、〈車過枋寮〉、〈鄉愁四韻〉、〈白玉苦瓜〉。其中〈鄉
愁四韻〉更曾改編成風行一時的校園民歌。除了前三首為在美國



的作品，其餘五十多首均是民國六十年回國之後在台北廈門街二
樓的大書房──高齋裡，那扇綠陰陰的長窗下寫成的。書題以白
玉苦瓜，乃是因為作者認為這首白玉苦瓜比較接近「三度空間」
的期望。 

評語  用最深沈的情感，傾訴對故國的懷念 
 
 
 
 
 
37.書名 

幕永不落下〈有聲CD〉  
大意  他的文字情感豐富，常能激勵人心，書中收錄了他寓言小說和散

文，關懷的範圍涵括教育、社會、科技以及人文等領域，每每有
他獨到的見解，言人所不敢言，字裡行間充滿悲憫，閱後令人動
容，沉吟不己。 

評語  他在書中以悲天憫人的胸襟關懷弱勢族群，反對戰爭，書寫普世
價值，其情感豐富的文字，感動了數十萬讀者， 

38.書名  知道，是什麼呢？   (哲學‧思考‧遊戲03) 

 
大意  如果想探索所有的知識，範圍會不會龐大？我們學習的知識不會

科學的進步改變嗎？面對知識的大海，該怎麼辦呢？ 
評語  不僅豐富語言的思考，同樣也啟發孩子的視覺思考！ 
 
39.書名  生日快樂 



大意  第一次見你，呆呆的站在教室外看我彈琴。我們一起笑，一起生
氣，只要我需要鼓勵，一通電話你就出現。我們談話，手牽手，
你說除了我，跟誰都不結婚，我沾沾自喜，卻沒答應。你給我許
多，但好像越愛你，越害怕會失去你我們如此像，之間的距離剛
剛好，好像甚麼都沒發生，永遠都有可能發生甚麼那一天，你說
要結婚了，但新娘不是我。我沒有哭，開車繞著寂寞的城市，心
在痛，你給了我自由，我不用為你的幸福負責。每年生日，你總
為我捎來祝福，我保留每一封信，知道這是你在乎我的方式。但
今年，我的生日過了36個小時，卻一直等不到你的信 

評語  淡淡愁緒 
 
40.書名  寄自野地的明信片 Postcards from the Wilderness 

 
大意  生活在都市叢林太久，是否已遺忘了在野地呼吸的感動？可曾聽

過「一個台灣＝半個地球」？從赤道以北直到北極，幾乎半個地
球的森林景觀全部濃縮在台灣平地到高山、四千公尺的垂直高度
裡。也許是水田間來去的飛鳥；也許是深山中凜冽的霧氣；也許
是路旁兀自開放的野花……，大自然所帶來的驚喜和讚嘆永遠超
乎我們的想像。 

評語  這是一本散文集和一本風景畫集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