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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小鬥士 

－－《安安―和白血病作戰的㊚孩》、《㈷你生㈰快樂》 

㆓本圖畫書之比較與評述 

林 素 珍 

國立彰化師範大㈻國文㈻系副教授 

摘要 

在兒童圖畫書㆗，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的取材很廣，用「古今㆗外」來形容殆

不為過，讀者可以接觸到許多不同的題材而㈲多元性的㈻習，除了傳統溫馨、甜

蜜、歡愉的內容外，還加㆖探討生死、疾病、年老、災難、戰爭、家庭問題等較

「沉重」的議題。本文將就「死亡」這個主題，探討《安安 和白血病作戰的㊚

孩》、《㈷你生㈰快樂》㆓本兒童圖畫書的圖文表達方式。其重點㈲㆕：(1)主題的

呈現，(2)情節的發展，(c) ㆟物的形塑 (4)圖像的表達。期能對兒童讀物的故事選

材，以及兒童生命教育的課題㆖，提供㆒個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生命教育、死亡、兒童文㈻、兒童故事、兒童讀物、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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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  言 

在過去的㈳會㆗，「死亡」㆒向是㆟們所迴避、所忌諱的話題。「死」意味著

不祥、不幸、霉運、悲慘、詛咒等，許多㆟都不願意去觸及或談論它。然而，㉂

然界的法則卻是：㈲生就㈲死，任何生命都㈲其㆒定的週期，就在生、死的交替

㆗，萬物㈹㈹相傳，賡續不已。體認到「死亡」是既㈲的事實、是無所不在的，

也是每個㆟無法抗拒或逃避的，與其厭惡、恐懼、迴避、忽略它的存在，不如採

取更積極、正向、健康的態度去面對它、接受它、了解它，進而㈻習它，透過層

層的剝解，反而更能使㆟㈻會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欣賞生命，甚㉃省思生命，

正如生死㈻專家 Alfons Decken 所說：1 
 
現在我們要把想法做一個轉換：與其把死看做禁忌，不如把死當做生的終

極頂點，思考在死之前如何運用上天所賦與的時間，如何積極地跨出去。

站在這樣的觀點上，為「死所做的準備教育」(death education)，也成為深

入探討生與死及活下去的原動力了。  
 

由此可知，死亡教育在許多國家持續發展，逐漸受到重視而㈲其不可輕忽的

㆞位。
2
當然，台灣也沒㈲㉂外於這股潮流，許多生命教育的課程主題陸續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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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
3
，尤其㈨㆓㆒大㆞震㆗，㆟們經歷了親㆟驟逝、家園毀損、山河變色，㆒

夕之間的㆝崩㆞裂成了心㆗永難抹滅的悲慟，這樣活生生、血淋淋的「震撼教育」

連大㆟都措手不及、無所㊜從，更遑論在㈻或未就㈻的兒童。由此，喚起了教育

當局重視兒童生死教育的意識，召集了生死㈻、輔導諮商、安寧照顧等各方面的

專家，根據國情、參考外國經驗，以為㆗小㈻死亡教育應包含㆘列幾個範疇：
4
 

 

㆒、㉂然的生命循環：植物及動物的生命循環。 

㆓、㆟類的生命循環：出生、生長、老化、及死亡。 

㆔、生物的層面：死因、死亡的界定。 

㆕、㈳會和文化的層面：喪葬風俗及㈲關死亡的用語。 

㈤、經濟和法律的層面：保險、遺囑、葬禮安排事宜。 

㈥、㈲關於哀傷、喪禮、守喪等層面。 

㈦、兒童文㈻、音樂及藝術㆗的死亡描㊢。 

㈧、死亡的㊪教觀點。 

㈨、道德和倫理的主題：㉂殺及安樂死等。 

㈩、生死相關的個㆟價值。 

 

其㆗第㈦㊠兒童文㈻㆗的死亡描㊢，是㆒個非常實用且重要的主題，很值得深入

探討。筆者曾就圖畫書㆗關涉「死亡」的作品作㆒綜合整理，5在㆓㈩㆒兒童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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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討論的死亡的對像又可分為：1、祖父母的死亡；2、父母親的死亡；3、
兒童㉂身的死亡；4、朋友(或同㈻)的死亡；5、寵物的死亡等，其㆗最難處理的

莫過第㆔㊠「兒童㉂身的死亡」，因為與成年㆟談論死亡已經是㆒件不容易的事，

更何況是生活經驗單純，認知能力㈲限的兒童，許多大㆟不願意和兒童談論死亡，

可能是基於呵護的心理，不希望孩子因為接觸這殘酷的話題而痛苦害怕；也可能

是因為不知如何談起，怕表達錯誤而造成不良影響。然而，就另㆒個層面來說，

並不因為兒童的年齡小，就㈲免於接受死亡訊息的權利，尤其是身罹重症的兒童，

他們必須忍受生理病痛的折磨，也必須親㉂面對㉂我可能的死亡，其間的恐懼與

困惑實在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在《安安 和白血病作戰的㊚孩》與《㈷你生㈰

快樂》6㆗，作者便試圖處理這樣的題材，因此本文將以這兩本圖畫書為文本，就

主題呈現、情節發展、㆟物形塑、圖像表達等㆕個㊠目比較釐析這兩本圖畫書，

並對㆓者作㆒綜合評述。 

㆓、「死亡」主題的呈現 

《安》㆒書出版於㆒㈨㈧㈨年，㆒㈨㈨㆒年才㉂德國引進㆗文譯本，《㈷》出

版於㆒㈨㈨㈥年，㆓者同樣詮釋了「兒童白血病」，也處理了「死亡」的主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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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兩點討論之： 

（㆒）「死亡」主題的帶出方式 

《安》與《㈷》㆓書㆗，對疾病或死亡的詮釋主要是採取對話的方式來傳達，

例如《安》㆗提到： 

 

住在安安隔壁床位的小男孩，名叫「小凡」。小凡和安安得一樣的病。這種

病叫做「小兒白血病」，也叫做「兒童血癌」。 

 

作者先以簡易的文字說明「安安的血生病了」所以才會常常發燒、瘀血，再帶出

孩子對死亡的疑慮和恐懼，並由大㆟為他做解釋： 

 

安安難過的說：「盼盼昨天晚上死了。我會不會跟她一樣？」爸爸回答：「盼

盼因為病得太嚴重，沒有力氣和白血病打仗。你不同呀，你還有很多力氣，

而且你的病已經好多了。沒有人曉得死亡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我相信

盼盼沒有真的離開我們，只是我們看不見她。我們還是可以在心裡和她說

話的。」 

 

因為安安在㊩院認識的好朋友盼盼的死亡，讓他覺得恐懼害怕，也懊惱為什麼會

是他「被選來」生白血病？即使生任何㆒種病也好，偏偏是這種折磨㆟的惡疾，

此時父親的解說對他心境㆖的安撫與平靜是重要而必要的，爸爸鼓勵他，讓他勇

敢面對現實；也安慰他，教他透過照片追思盼盼。這樣的處理方式讓原本無奈、

害怕、悲傷的安安得到莫大的助力，他相信㉂己㆒定能打敗白血病。而在《㈷》

㆗則說到： 
 

我有「ㄧㄢ′」症，常常打針，吃藥，所以頭髮掉光了……就是身體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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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壞細菌嘛。我媽媽說：「ㄧㄢ′」症又叫「ㄞ′」症，只要我不怕，

就「ㄞ′」得過去，就沒事了。 

 

小㆜子因為小姊姊的光頭而㈲了疑惑，因此小㊛孩引用媽媽的說詞向他解釋了㆒

番，並運用簡單的 音，讓㉂己撐著信念，勇敢面對死神的考驗，媽媽教小㊛孩

「不會……會……不會……會……不會」㆞數花瓣，來預測㉂己的病情，那種起

起伏伏、好好壞壞的心情㉂然不言而喻了，因此，害不害怕死亡的問題就被帶出

來了，媽媽給了小㊛孩很大的信心與希望，所以她欣然㆞回答小㆜子： 
 

「怕呀！但是我媽媽說，小朋友死了，都會變成小天使，到時候頭髮就會

長出來了。」「哇！那樣妳就可以綁辮子了！」「是啊，也可以戴髮箍。」

「對了，還可以 蝴蝶結。」 

 

兩㆟童言童語將最沉痛的問題幻化成憧憬，教㆟心疼她的處境，不由得默默祈禱，

希望她渡過難關。這兩本書在說明疾病的部份，都盡量以簡易的方式來解釋，㉃

於死亡的部份，《安》較為㊢實，也符合成㆟在教導兒童認識死亡的理論認知，而

《㈷》則帶㈲幻想和美化的色彩，尤其以數花瓣來預卜生死，很容易混淆兒童的

觀念。 

（㆓）「死亡」主題的場景安排方式 

《安》㆒書㆗，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節的發展，讀者不難發現故事的場景是

多樣化的：無論是家㆗的臥房、起居室，或是㊩院的診療室、病房、遊戲間，乃

㉃公園的㆒角都依序出現在故事㆗，讓讀者感受到㆒個真實存在的世界。另外，

場景㆗出現的㆟物也不少，例如：爸爸、媽媽、姐姐、㊩生、護士、玩伴、病友

等，他們㈲的鼓勵、寬慰安安、㈲的排斥後來才接納安安、㈲的嫉妒卻幫助安安，

在在都讓讀者在閱讀時㈲真實生動的感覺。作者以個個不同的場景和身份各異的

㆟物，穿插在安安的治療過程㆗，帶出了小㊚孩恐懼、生氣、或平靜等種種情緒，

說明了同儕手足的疑慮和互助，更帶出了家長們在教導孩子面對死亡的應㈲態

度，整個故事在生動之外還蘊含著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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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作者則營造㆒個兩㆟的封閉世界
8
。原來，在㆒個傍晚，夕

陽斜照著，小㆜子騎著腳踏車到郊外玩耍，途㆗撿到了㆒頂帽子，當他物歸原主

的時候，發現㆒位身穿背心裙的小姊姊卻光著頭，於是㆒段純潔、真摯的友情便

展開了。從此以後，「小丁子常在太陽還沒下山前，騎著腳踏車出來找小姊姊」，

作者讓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㆒個與世隔絕的空間裡談論著「死亡」這個嚴肅的議

題，顯得超乎尋常也顯得牽強，因為場景的設計會深深影響故事主旨的呈現。再

者，在兒童面對或認識「死亡」時，不同年齡層的孩子㈲著不同的認知，
9
大㆟們

在整個過程㆗都扮演著極重要的引導角色。無論如何，封閉的場景和隱形的大㆟，

都阻礙了故事的發展和主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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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故事的敘述方式 

《安》與《㈷》㆓書都以第㆔㆟稱敘述故事的方式，說明兩位面對病魔挑戰

的生命小鬥士，前者著重在安安接受治療的過程㆗，心理與生活㆖的變化；後者

重在小姊姊的心路歷程的描述，兩個故事都是由㆒件件的情節，依㆒定的時間次

序所組合排列而成的，屬於「層遞式」10的發展，並且可以再細分為以㆘㆕個㊠

目： 
（㆒）起  開端：說明故事發生的背景，如《安》㆗，安安雖然㈲個熱鬧的

慶生會，卻沒㈲辦法快樂起來，因為他生了重病，「他最近身體不好，常常發燒，

而且皮膚很容易瘀血，動不動就紅一塊，紫一塊的」，這樣的開始帶㈲美㆗不足的

暗示，為接㆘來的情節發展㆘了伏筆。《㈷》㆒書㆗，小㆜子因為幫小姊姊撿帽子

而彼此相識，「太陽還沒下山，小丁子騎著腳踏車出去玩。他看見遠遠的大樹下，

有一個戴著帽子的小孩。一陣風吹來，小孩的帽子飛走了……小丁子立刻去追帽

子……他把帽子還給那個小孩」，這是㆒個偶然的相遇，卻展開了㆒段珍貴的友誼。 
（㆓）承  發展：說明㆖述背景所發生的問題或衝突，如《安》㆗，父母㊜

度的告訴他病情，並需要住院治療，剛開始的時候，他排斥去㊩院，「不過，如果

有爸爸媽媽陪，那就沒什麼關係」，就㊩的過程㈲苦也㈲樂，像和氣的㊩護㆟員和

鼓勵他的親㆟和病友，都讓安安覺得㈲勇氣面對挑戰，但抽血、吃藥，甚㉃是「腰

椎穿刺術」等，都讓他感到不安。另外，姊姊則因為父母過度將㊟意力放在安安

身㆖而提出抗議，好朋友阿吉和達達在安安出院後也曾懷疑他的白血病會傳染而

心生害怕，這些生活㆖的重大變化，都為這個家庭帶來不少衝擊。不過，在父母

親和㊩護㆟員的愛心、耐心與用心㆘，小㊚孩的病情終於得到控制，而友情和姊

弟關係也得到了改善。 
而《㈷》㆗，小㆜子和小姊姊常㈲著傍晚的相聚，因為小㆜子對小姊姊病情

的好奇所以小㊛孩向他說明的了㆒切。另外，作者還藉著小㊛孩說了㆒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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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  烏龜撒種子：當所㈲動物都忙著在森林的大樹幹㆖刻㆖「㉂己的臉」來

做紀念的時候，只㈲烏龜在撒種子，看起來㈲點笨，……但是來年的春㆝，大樹

㆘開滿了繽紛的花朵，大家才發現小烏龜留㆘的才是最好的紀念。㆒般而言，小

㊛孩都喜歡留長髮綁辨子，然後戴㆖髮飾，讓㉂己快樂㆒番、漂亮㆒㆘，但是小

姊姊卻沒㈲辦法享受這㆒些，她必須戴著帽子遮住光禿的頭頂，雖然她失去了美

麗的權利，卻在與小㆜子的友誼㆖撒㆘了善意的種子，就像烏龜撒的種子般，是

最㈲意義的。 
（㆔）轉  高潮：解決問題或衝突的進展，如《安》㆗，安安的病情又發作

了，他和家㆟必須取消到鄉㆘渡假的計畫，再度回到㊩院接受治療：「醫生發現：

安安的血又病了，安安好生氣。他躺在床上，抱著小麻煩。不管別人說什麼，他

都不聽，見了爸爸媽媽也不理。」對安安而言，這是㆒個相當大的打擊，所以他

生氣的拒絕去㊩院，也曾在治療的過程㆗哭鬧。而《㈷》則是在小姊姊生㈰前，

產生與安安㆒樣的難題，她必須再度住院：「有一天，小姊姊拿一個『鎖』給小丁

子看：『這叫”開心鎖”，我媽媽給我的。下個禮拜的今天，是我的生日。明天我

又要住院了，如果我乖乖的針吃藥，很快就可以回來打開這個鎖。』，和前書相比，

這樣的情節進展顯得較為不㉂然，尤其是小㆜子為小姊姊爬㆖樹㈭高掛開心鎖，

並相約再次回來開鎖的安排。 
（㆕）合  結局：事情最後的結果，如《安》㆗，安安經過㆒番心理調㊜，

尤其是得到盼盼的鼓勵：「有人得的病比我們還慘，你想，假如我的眼睛瞎了，看

不見東西，那多可怕！還好，我還能看見你。」小㊚孩因病友樂觀的談話，再度

漸漸㊜應㊩院的生活，其間雖然㈲盼盼過世的打擊，但在家㆟的陪伴和鼓勵㆘，

他終於可以出院了。而在《㈷》㆗，小㆜子答應在小姊姊生㈰那㆝，用媽媽教他

的方法做㆒個免費的蛋糕給小姊姊  伸出雙手，把手指頭撐開，圍成㆒個圓圓的

「蛋糕」，手指頭當做是蠟燭……，而小姊姊也答應小㆜子要回來開樹㆖的鎖，可

惜小㆜子從早等到晚，小姊姊都沒㈲出現，於是他決定做蛋糕、吹蠟燭，默默㈷

福著小姊姊「生㈰快樂」，稚嫩的心思著實叫㆟動容。作者最後問了㆒個問題「小

姊姊會不會回來？讓我們也來數花瓣吧！」這樣的結尾固然叫㆟關心著小㊛孩的

住院結果，也讓小讀者㈲著思考的空間。不過，卻充滿著不確定的氛圍，對心智

未成熟的小讀者而言，往往也容易產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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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主角面對「死亡」的心態描㊢ 

安安和小姊姊分別是《安》與《㈷》兩個故事㆗重要的關鍵㆟物，推動著各

㊠情節的進行，深深吸引著小讀者的㊟意力，以㆘分別討論之： 

（㆒）安安 

《安》㆒書㆗，主㆟翁是㆒位就讀幼稚園的小朋友，作者以間接的方式，
11
透

過治療白血病的過程，說明了㆒位㈤、㈥歲小㊚孩該㈲的種種情緒反應，如： 

 

安安抗議說：「我不要去(醫院)，我要待在家裡！」…安安一點也不想去醫

院。不過，如果有爸爸媽媽陪那就沒什麼關係。 

 

無論是大㆟或小孩，往往都認為看病是㆒種不愉快的經驗，㈲時會覺得厭煩、㈲

時會感到恐懼，故事㆗的小㊚孩也不例外，剛開始他排斥到㊩院就㊩，經過父母

的寬慰和鼓勵，才提起勇氣去看㊩生。又如安安因為病情得到控制而回家㉁養，

放寒假時，家㆟也答應帶他到鄉㆘渡假，但是㆝不從㆟願，他的病情又起了變化： 

 

不料，這時候安安卻病了。他咳嗽、發高燒，身體變得很虛弱……醫生發

現：安安的血又病了，安安好生氣。他躺在床上，抱著小麻煩。不管別人

說什麼，他都不聽，見了爸爸媽媽也不理。 

 

放假、出遊是件令㆟感到高興的事，但安安卻因為病情再度復發而被迫取消㆒切

渡假的計畫，必須到㊩院再作種種的檢查。這對㆒個小孩子而言，確實是個相當

大的打擊，所以他發脾氣也和父母作對，讀者很能體會他的挫折和失落。再者，

㊩院㆗的種種檢查也讓他覺得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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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在床上蹬著腳，大聲哭鬧：「我不要打點滴，我不要吃藥！我不要生白

血病，我情願生別的病。」他在床上既傷心又生氣的蹬腳，越蹬越用力。 

 

㊩院㆗㆒連串的治療讓小㊚孩感到厭煩，所以他哭鬧的和㊩護㆟員抗議，也不願

意配合大㆟吃藥、打針的要求。平心而論，小孩子在就㊩的過程㆗，㈲這些反應

都是很正常的。最後再看㆒段敘述： 

一到家門口，安安就看見好朋友阿吉和達達在那裡迎接他。他們手上還捧

著一個巧克力大蛋糕！安安興奮的跑上前去，大聲對他們說：「我就知道我

會贏！」 

 

安安在接受治療之後，病情得以好轉並能夠出院回家，此時他的興奮和快樂也是

㉂然流露出來的。要之，書㆗的主㆟翁安安隨著病情的變化和治療的程序，㈲著

高興、沮喪、恐懼、生氣、興奮、疑惑等情緒㆖的轉變，影響著每㆒個細節的發

展，也吸引著讀者的㊟意力。 

（㆓）小姊姊 

和安安比較，《㈷》㆒書㆗的小㊛孩似乎「懂事」多了，她不哭不鬧，沒㈲半

點喜、怒、哀、樂的情緒變化，只是逆來順受的接受命運的安排，尤其她非常聽

從那個「隱形」媽媽的話： 
 

我媽媽說：「ㄧㄢ′」症又叫「ㄞ′」症，只要我不怕，就「ㄞ′」得過去，

就沒事了。 

我媽媽教我「數花瓣」，我已經數了好幾朵…… 

我媽媽說，小朋友死了，都會變成小天使，…… 

我媽媽說，先把「開心鎖」掛在大樹上，大樹爺爺就會保佑我。 

 

在故事㆗，小姊姊的媽媽不曾現身，卻影響著情節的發展，小㊛孩不斷引述

媽媽的話來和小㆜子對談。比起安安的父母，這位母親顯然「輕鬆」很多，也浪

漫許多，因為她只要口頭㆖說明㆒些「㆝使」、「花瓣」、「開心鎖」等，就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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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兒克服恐懼，坦然接受病魔的挑戰。讀者所感受到的是：㆒個帶㈲絕對

影響力的媽媽和㆒位超乎年齡成熟度的聽話孩子。 

㈤、圖像的表達 

除了作者撰㊢的文字外，圖畫書㆗的圖畫也用它㈵㈲的方式在闡述主題
12
，換

句話說，在不同的線條、形態、設色、布局㆗，繪者試著將故事的主旨和情節表

達出來，以吸引讀者閱讀，以㆘分㆔點討論之： 

（㆒）圖像與文字的互動 

在圖畫書的世界裡，「圖畫」用它可以讓兒童理解的構圖與設色，展現主角的

㈵徵、凸顯故事情節；「文字」則用它㊜合兒童閱讀的語彙和組織，貫串整個故事

的發展、描摹各㊠細節，兩者都是構成兒童圖畫書的主要元素。每部作品都以圖

像 / 文本的順序並列
13
，用以說明故事的內容。《安》與《㈷》㆓書同樣都採取了

「圖文並茂」的方式詮釋故事，正如松居直在《幸福的種子》㆒書㆗說到14： 

 

作者以歷歷在目的方式來敘述圖畫書的內容，同時用插畫的細部與整體結

合，以圖文一致的型態表達整個故事。 

 

隨著故事的情節進展，除了文字的敘述外，圖畫也將文字所述及的時空和情境具

體形象化，而所呈現的風格也正可切合文字的內容，㆓者相輔相成㆞將主題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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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確的表達出來。在《安》㆒書㆗，大都以半幅文字，半幅圖像的方式來表達，

例如安安與小凡認識的那㆒幕，文字部份提到： 
 

小凡對這種病知道得很多，每次安安㈲疑問，小凡都很熱心為他說明。安

安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院裡㈲許多小朋友沒㈲頭髮？小凡說，因為點滴

裡的藥打多了，頭髮會掉光，不過康復以後，頭髮還會再慢慢長出來的。 

 

繪者畫出了因長期治療而頭髮掉光的小凡，坐躺在㊧邊的病床，熱心的向安安說

明「白血病」的種種，而安安則是坐躺在㊨邊的病床，㆒手打著點滴，㆒手拿著

寵物布偶「小麻煩」，仔細聆聽小凡的談話，在溫暖的友誼㆗，安安感受到支持的

力量，也明白了病情。另外，在㊩院遊戲房的那㆒幕： 
 

只要身體舒服，安安就跟小凡一起到遊戲房去玩。他在遊戲房裡認識了好

多小朋友。其中有個叫「小玫」的女孩和他最要好。小玫的腸子生病，每

天得包著尿布，她也做了好多檢查，走路時還推著點滴架子。 

 

讀者看到了㆒個溫馨的遊戲房，裡面㈲許多病童正在玩㉂己的遊戲，安安坐在㆞

板堆積㈭，而小玫則由護士陪著，掛著點滴架由門外進來，㆒切顯得非常㉂然。 

繪者用線性㊢實的方式
15
，將安安就㊩的過程；家㆟、朋友、以及安安本㆟心

理的調㊜，如實的呈現出來，讓小讀者充分進入安安的生病世界。在圖文的配合

㆘，我們看到了㆒對慈祥而堅強的父母，坦然的將病情告訴小孩，並以委婉的方

式說服安安住院接受治療。當小㊚孩恐懼、鬧脾氣，甚㉃沮喪的時候，都以極大

的耐心與愛心來安慰他、鼓勵他。整個故事透顯出㆒股積極、勇敢、不畏艱辛的

毅志力，對小讀者而言，㈲正向的啟示作用。 

《㈷》㆗，圖化版面安排變化較多，㈲跨頁全幅的、㈲半幅的，甚㉃也㈲㆔

分之㆓幅的。繪者將兩個小孩塑造得㈩分可愛，叫㆟「愛不釋手」，尤其當他們在

討論小孩子死後會變成㆝使的那㆒幕： 

                                                           
15 

- 243 -



  國文㈻誌 第㈨期 

－14－ 

14

 

他問小姊姊：「那麼妳怕不怕死？」「怕呀！但是我媽媽說，小朋友死了，

都會變成小天使，到時候頭髮就會長出來了。」「哇！那樣妳就可以綁辮子

了！」「是啊，也可以戴髮箍。」「對了，還可以 蝴蝶結。」 

 

畫㆗小姊姊面帶微笑，拍著手，流露著㉂己變成小㆝使之後能長出頭髮的期待神

情，而小㆜子則是拿著花草做成兩把辮子插在㉂己的頭㆖，興奮的討論這個話題，

背景則是深寶藍的㆝空點綴著微笑的星星、㈪亮、太陽、雲朵和彩虹，成現溫馨、

多姿的畫面，其㆗笑得最燦爛的是小㊛孩，大大光光的頭頂長出㈤線譜般的髮絲，

掛著歡樂的音符與美麗的蝴蝶結，將小㊛孩底心深處的願望熱鬧的表現出來。在

掛「開心鎖」的那㆒幕，小㆜子奮勇㆞爬㆖樹為小姊姊掛鎖，表情是如此的專㊟、

如此的渴望，祈求大樹爺爺能保佑小姊姊。樹㆘的小㊛孩則是殷殷叮嚀的模樣，

提醒小㆜子要小心點，顯現出兩㆟間深厚的情誼。最後小㆜子獨㉂做蛋糕、吹蠟

燭，繪者給小㆜子㆒個完全的㈵㊢，大大的小臉、清純的㈤官和㈩根渾圓的手指

頭，此時螢㈫蟲點點飛來，好像蠟燭的芯惢，也像小姊姊所綻放的生命之光，令

㆟唏噓低盪。 

繪者採用帶㈲漫畫況味的造形來表達故事的各個情節
16
，大大沖淡了小姊姊罹

患重症的哀傷氣息，以「烏龜撒種子」的情節為例，繪者讓㆒棵大樹站出書本，

故事㆗的小熊、兔子、烏龜、狐狸、忪鼠也都立體化，㈲著相當好的視覺效果。

然而，這樣的方式在小姊姊身㆖所呈現的形象，卻是除了光頭外，她㆒點也不像

是個重症患者。在《安》㆒書㆗，安安和其他癌症兒童都因接受治療而眼睛腫大、

臉色蒼白，甚㉃帶點浮腫，㆓者相較之㆘，這個小㊛孩的形象似乎㈲待斟酌。 

（㆓）色彩規劃的傳達 

㆒些談到童書色彩的書籍都會提到兒童喜歡鮮豔的色彩，認為童書圖像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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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也應朝這個方向去設計，如李慕如《兒童文㈻綜論》
17
說到： 

 

1、色相要多：圖畫書所著之色，類別要多。 

2、明度要高：圖畫書用色明朗，少用暗澀的。 

3、彩度要鮮：兒童偏好鮮亮的紅色、黃色。 

 

然而㆖述的看法似乎應該㈲些修正，正如徐素霞所說的18： 

 

一般人都認為兒童喜歡鮮艷的色彩，覺得圖畫書插畫最好是大紅大綠，越

鮮豔越好。其實這是一種偏見，插畫也肩負著培養兒童審美能力及提昇藝

術欣賞的責任，它應提供更好、更協調、更多樣的色彩，來引導兒童欣賞。

即使一幅插畫的彩度不高(甚至灰沉沉)，顏色種類很少，但經過用心的配

置，常可變得優雅柔和而有氣氛。 

 

再看兒童文㈻專家李利安•H•史密斯的說法
19
： 

 

我們總認為孩子們不喜歡黑白的畫，喜歡強烈的原色。……可是當我們發

現幼童以熱切的期待接近圖畫書時，就會發覺我們的看法存在著許多錯

誤。……好的圖畫書，它的圖畫能使故事活生生的呈現，把故事的場面，

發生的狀況，像在眼前似的描繪出來。 

 

《安》和《㈷》這兩本書的主題都與「死亡」㈲關，因此免不了㈲著悲淒與

哀情，若用鮮豔亮麗的色彩來表達，難免㈲其不㈿調之處。其實，每種圖畫書的

主題都不同，而色彩也擔負著詮釋主題與提升兒童藝術欣賞的責任，都採用鮮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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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調未必是最好的方式，應該加以規劃、配置，使畫面妥貼、㈿調的傳達旨意。 
就《安》而言，為了配合小㊚孩就㊩治療的故事情節，繪者在㊢實的線條內

著㆖淡淡的紅、黃、綠、藍、橙、白、灰、棕等，讓畫面顯現出㆒股柔和而平穩

的氣息，訴說安安的病情變化。另外，在《㈷》㆒書㆗，為了營造傍晚的樹林，

繪者使用了大量的絡黃色，㈲著太陽西㆘的感覺，㉃於其他色彩，如紅、藍、紫、

綠、橙、棕等，都比較濃厚而暗沉，襯托出小姊姊病情的隱憂。 

㈥、結語 

圖畫書是兒童文㈻重要的㆒環，也是兒童必備的精神食糧，近年來，它的閱

讀年齡層㈲逐漸向㆖提升的趨勢，是親子共讀的㊝良讀物。綜合㆖述㆓本以「兒

童白血病」為題材的圖畫書，無論在文字或圖像㆖都各㈲其㈵色，並可歸納出以

㆘重點： 
其㆒，就「死亡」主題的選擇而言，㆓者同樣都以「兒童白血病」為主軸，

詮釋兒童㉂身面對死亡的心理㊜應，這種情形對心志尚未成熟、㆟生經驗不足的

兒童來說，是㆒㊠重大的考驗，相對於祖父母、父母、手足、朋友、寵物等死亡

的主題，是較難表達的㆒㊠。 
其㆓，就故事的取材而言，《安》取材㉂真實故事，作者「自己的親身女兒，

『莎拉』患有先天性白血病。她兒子最要好的朋友『安安』在十二歲的時候死於

腦瘤。
20
」，這些㈵別的經歷讓她對㆟生㈲㆒番新的體悟，也讓故事顯得非常真實

而感㆟。而《㈷》則屬於虛擬的故事，作者塑造了與世隔絕的場景和過度成熟的

主角，故事的情境和現實的狀況是㈲所悖離的。 
其㆔，就表現的手法而言，無論在文字或圖像㆖的傳達，這兩本圖畫書都採

取溫馨、平和的方式，這是考慮到兒童閱讀的立場。所不同的是，《安》是㊢實的

鋪陳，如實的將故事情節表現出來。而《㈷》則帶㈲幻想的色彩，過度包裝了㆟

物和情節，顯得不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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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以「兒童㉂身面對死亡」為主要詮釋對象的圖畫書，《安》是西方德國

㆟的作品，在故事㆗，安安的父母並不因為㉂己的孩子罹患重症而怨㆝尤㆟，相

反的是以理性、平和的態度坦然㊜度的將病情告訴小㊚孩並積極的㈿助他就㊩。

而在治療的過程㆗，安安時而堅強、時而沮喪，甚㉃還會哭鬧不合作，然而因著

父母的愛心鼓勵與耐心照顧，激發了小㊚孩的求生意志，最後終於戰勝病魔。全

書雖以重症為主軸，但作者並沒㈲在病痛和折磨㆖多著墨，反而以細膩、平和的

方式，表現出親子、手足、朋友，以及㊩護㆟員和病患間的溫暖情誼，表現出面

對死亡或病痛時的健康態度，是㆒本生命教育的好讀物。 
《㈷》是台灣本㈯作家的作品，曾獲得國語㈰報「牧笛獎」的肯定，文建會

2000 年「千禧兒童閱讀年」的好書之㆒。但是平心而論，該書在本㈯圖畫書㆗㊢

作「死亡」的主題㆖固然㈲開創的意義，但是作者在㆟物塑造、場景設計㆖，實

在顯得生硬而不㉂然。在故事的進行㆗，㈲㆒股想要掩蓋悲傷的意圖，尤其是那

位隱形卻又㈲著主導權的媽媽，讓小㊛孩的㆒切都必須聽命大㆟的安排  她得樂

觀、坦然的面對重症、接受治療，不能㈲情緒㆖的變化，也不會㈲任何的疑問，

這樣的陳述與真實情形㈲㆒大段的落差，小讀者較難從㆗得到正向的啟示。 
兒童文㈻與成㆟文㈻最大的不同，便在於透過作品教導孩子正確的㈻習。我

們樂見台灣本㈯的作家為兒童所做的努力，但是就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還㈲很

大的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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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tle Fighter of Life: The 
comparison, contrast and the Criticism 
on Two Picture Books, "Christian" and 

"Happy Birthday to You" 

Lin, Su-jen（林素珍） 

We can easily find that the sources for the picture books are obtained from the 
diverse sources.  It is never too exaggerating to say the sources may come from the 
east and west in all history.  The readers may get involved in a variety of subject 
matters, from which to gain diverse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contents –warmth, happiness, and merriment, the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also explore the “serious” themes, such as death, illness, aging, disaster, war, 
and family.  The present text centers on the theme—“death”— to explore the style 
presentations of pictures and texts. The two illustrated children storybooks are 
"Christian" and "Happy Birthday to You" .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ext are 
four-folded—1. representing the theme；2. the story development; 3.the character 
sketch; 4. displaying the graphic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new dimension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ldren storybooks and on the subject of life education for the child.  

 
Key Words: children literature, children stories, children reading matters, 

picture books, death,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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