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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什麼是繪本？ 

「繪本」誕生於十七世紀的歐洲，是圖畫故事書，但有別於有畫的故事書。有畫的故

事書中的圖畫是用作補充文字的說明及加強吸引力。而「繪本」中的圖畫完全不依賴

文字，一些著名的繪本甚至只有圖，而完全沒有文字。不過現今許多「繪本」會同時

使用圖畫及文字，互相襯托，兩者共同擔當講故事的重要角色。而圖畫鮮明又附有意

義的「繪本」又如何輔助兒童成長及面對成長中所遇到不同的困難呢？ 

兒童．繪本 

繪本可以說是用圖畫/圖片說故事，特別適合孩子閱讀。

在繪本裏面，圖畫及文字往往言簡意深，再配合伴讀，

可讓孩子有更多空間及想像，並轉化為力量，作為表達

當刻感受的一扇門窗。 

 曾經聽過一個使用繪本說故事的專家分享，讓我們

對使用繪本有以下體會。多聽多講是有效的方式去認識

及運用繪本，有時候閱讀不同譯本所帶出的感受也可以

有不同。就算是重覆使用同一冊繪本，每次也可有不同

得著及體會，亦有助加強個人說故事的能力。 

 我們很多時會在兒童哀傷輔導服務中運用繪本作為

一種與個案談論生死課題的媒介。雖然大多繪本只涉及

一個主題，但配合個案情況，我們可以結合不同繪本，

整合出不同的元素運用在服務上。是期會訊，我們選了

一些在服務中較常用的繪本作介紹，藉以和大家一同分

捐助機構： 會員機構： 捐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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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頁續  

閱讀「繪本」對兒童過渡哀傷的好處 

1) 以正面的態度看待生死 

     針對各生死有關的「繪本」中，會傳達認識生老病死、經歷親人離世傷痛時有機會

出現的情緒及身體反應、道別及懷念的方式等訊息。「繪本」會就兒童有機會面對

到的生死及哀傷情節用較溫馨、善良及盼望的方式呈現出來，希望藉此讓兒童於哀

傷的逆境及挫折中得到一種紓解及正向的影響，從而建立正面的態度面對死亡。 

2) 協助兒童表達及抒發情緒 

 對於在小學階段或之前的兒童來說，他們的言語表達情緒能力仍未發展成熟，而

「繪本」就可協助他們表達及抒發情緒。一些「繪本」中會提到哀傷過渡中會遇

到的情緒及身體反應，和如何面對及抒發自己情緒，如恐懼、痛苦、胃痛、失眠

等，兒童可從中認識到自身的情緒及學習到表達情緒的方法。而一些「繪本」中，

更會提供剪貼、繪畫及書寫的機會加強兒童的參與及表達機會。 

兒童對生活上的事物充滿好奇，他們透過視覺、聽覺及觸覺學習。而「繪本」就能同

時滿足兒童三種學習途徑。「繪本」中的圖畫顏色鮮艷、構圖吸引有趣，可引起兒童

視覺上的注意，增加他們接觸「繪本」的興趣。在閱讀繪本的過程中，陪伴兒童一同

閱讀(伴讀)是需要的。讀故事者(伴讀者)可透過抑揚頓挫的語調，甚至配合背景音樂

說故事幫助兒童的聽覺接收。最後便是觸覺，伴讀者可讓兒童負責翻頁，令兒童感受

繪本的質感，同時賦予機會令兒童感受自己亦參與於閱讀中，並不只是「被」說故事。 

兒童的感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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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兒童伴讀前，成年人可先察覺 、接納自己的生死觀、情緒及需要，並按自己

的步伐和兒童共同探索及分享， 從而建立安全及信任的氣氛讓孩子談論生死。

當然，如有需要，成年人可先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  
 

1) 閱讀的過程是雙向，我們可多向孩子提問，同時孩子也有很多提問 (甚或在閱讀

過後)，可鼓勵他們發問及表達，這才能讓兒童得著更多。 
 

2) 因有著不同的成長及學習背景，每個同齡的兒童之認知能力及程度都有所不

同。每個兒童都是獨特的，他們對事物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演繹，我們要因應不

同孩子的需要而選擇適合他們的「繪本」。 

使用「繪本」時的小貼士 

3) 促進親子關係 

 帶動兒童表達自己有不同的方法，如善用日常生活例子、卡通、電影等，而「繪本」

亦是其中一種。在伴讀的過程中，父母、長輩可以於親子共讀的環境彼此了解和分

享，如說出彼此的感受及處理情緒的方法。同時，於閱讀的過程中亦可有自然流露

的身體接觸，例如談到傷感的情緒時可給孩子一個擁抱。而親子的話題亦不只局限

於日常生活，還可有機會一同選擇不同類型的「繪本」閱讀，分享對「繪本」的看

法及談談「繪本」中的世界。所以於閱讀「繪本」時，不只是兒童可有所得著，成

年人亦可從中得到啟發及紓解。  

後頁我們將會集中介紹生命教育、面對臨終、 

喪禮前的預備及面對喪親的「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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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黑洞》 

男孩哈利深愛的小雞離逝，他感到非常難過。過程中奶

奶耐心地陪伴著、讓他傾訴、和他一起埋葬小雞、並慢

慢地解釋生死。書中細緻地描繪兒童的哀傷反應，亦表

達了家人陪伴的重要。書中最後的部份有一些簡單的

習作，讓家長更容易在伴讀後再加以解釋如何表達哀

傷。 

 

推薦年齡： 6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生命和死亡 ‧家人的陪伴    

                   ‧表達哀傷 

繪本介紹 

《先左腳，再右腳》 

小男孩巴比與爺爺的感情很好，小時候學走路，也是爺

爺耐心說「先左腳，再右腳」慢慢引導。可惜在巴比五

歲時，爺爺突然中風入院，其後只能坐在椅上並不會說

話。巴比由害怕、到嘗試和爺爺講話、最後更教爺爺「先

左腳，再右腳」地慢慢走路，每一個畫面，都有力量地

引導讀者表達向家人的愛和關懷。 

 

推薦年齡： 4-8 歲 

重點表達：‧生命和死亡 ‧爺孫感情 ‧家人關愛 

                   ‧面對家中長者患病的態度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作者：閔智英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湯米‧狄波拉 

出版社：維京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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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介紹 

《豬奶奶說再見》 

年老的豬奶奶感到「累了」，開始為「那一天」做準備，

而書中描述到豬小姐陪伴豬奶奶走過人生最後階段的歷

程。故事雖然平靜但也充滿愛。 

 

推薦年齡： 6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面對臨終‧臨終者心路歷程  

                   ‧準備說再見 ‧陪伴臨終親友 

                   ‧年老 

面對臨終 

面對臨終 

《再見，愛瑪奶奶》 

運用黑白照片記錄著愛瑪奶奶因癌症離世前一年與書中

主人翁 – 家貓小星星的生活。照片雖然寫實，但不嚇人，

從中亦感覺到奶奶對生命的熱愛及對死亡的釋然。 

 

推薦年齡： 8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面對臨終 ‧寫實照片  

                   ‧臨終者心路歷程 ‧癌症 

作者：大塚敦子 

出版社：和英文化 

作者：瑪格麗特‧威爾德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最後的告別》 

透過蠟筆畫作描繪小老虎經歷老虎爸爸「離開後」和在殯

儀館內向他作最後告別時的所見所感，其中包括數種常

見的喪禮儀式、面別逝者場境和親友情緒反應等。 

 

推薦年齡： 3-8 歲 

重點表達：‧預備出席喪禮 ‧港式喪禮  

                   ‧死亡概念  ‧父親離世 

作者：貓珊 

出版社：木棉樹出版社 

喪禮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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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上天堂》 

透過直白的文字及輕鬆的恐龍角色圖畫向孩子們解釋

「死亡」、「喪禮」及「哀傷」等概念及場境，解答孩子

疑問及提供親子間討論與死亡相關議題的引子。 

 

推薦年齡： 6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預備喪禮 ‧死亡概念 ‧哀傷情緒 

                   ‧應對哀傷情緒方法 

喪禮預備 

《愛，無所不在》 

「媽媽到底在那裡？」 

小蘭為解答這個疑問而展開找尋媽媽的旅程。 

透過閱讀小蘭的故事，可讓孩子們明白到愛可以有

不同體現形式及找出懷念逝者的方式。 

 

推薦年齡： 6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母親離世 ‧與孩子說哀傷、愛  

                   ‧與孩子討論懷念逝者方式 

面對喪親 

繪本介紹 

作者：蘿瑞．克拉斯尼．布朗 

            馬可．布朗 

出版社：木棉樹出版社 

《天國的爸爸》 

書中講及男孩向遠在天國的爸爸寫的一封信，有關男孩

的回憶和生活瑣碎事。雖然文字簡單，但符合孩子對思

念逝者及哀傷情緒的表達方式，能增加家長及孩子們對

哀傷情緒的理解。 

 

推薦年齡： 6 歲或以上 

重點表達：‧父親離世  ‧兒童哀傷反應  

                   ‧與孩子討論哀傷、逝者 

面對喪親 

作者：長谷川義史 

出版社：維京國際 

作者：皮姆‧凡赫斯特 

出版社：宇畝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7 

 

向日葵互助會活動 

成人哀傷輔導小組 

「共童導過」 
兒童哀傷輔導服務 

「醫院關懷探訪」 
義工服務 

喪親家庭一同到自助燒烤場 BBQ，其後家

長們在燒烤爐邊談談近況，孩子們則到沙

灘玩集體遊戲，大家也有照顧自己的空間。 

中心花絮 

雖然醫院關懷探訪服務暫停，但未減義工們

對臨終院友的關心。義工們相約在本會為院

友、家屬及醫護人員等製作小小心意，以另一

種方式把祝福及支持帶入紓緩病房。 

一班有心的義工在節日前夕到本會教授

喪親家屬做新年剪紙，讓她們又能聚在一

起，邊做手工邊訴說過節的心情。 

本會的喪夫小組「彩虹下的約定」，家

屬們透過食物來表達對亡夫的思念，

並以甜、酸、苦、辣、咸等味道來形容

哀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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贐明會會訊 第七十一期 2020 年 3 月 

督印人          程偉文 

編輯小組      許明儀、鄧海甄、梁嘉儀、關惠文、鄭慧琦、周嘉恩、楊芷詠、鄭子謙 

 

董事會 陳智豪博士(主席)、陳永佳先生、胡潔英女士、郭紫達女士、 

  楊偉芳女士、林雅頌女士、陳寶妍女士、鄧惠雄先生、  

  陳煒嬋醫生、郭凱儀博士     

                     

贐明會是一間非政府資助的慈善服務機構，自 1987 年服務香港，幫助離世者

得到安慰和支持，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也協助喪親者安然地與家人道

別，在生死離別的體驗中，重拾信心，重整生活，活出精彩的未來。  

 

本會服務包括： 

1.   哀傷輔導服務             4.  過來人義工服務 

2.        家居及醫院探訪 5.  義工訓練及招募           

3.        殯儀支援服務  6.  社區生死教育及專業訓練   

 

 

  

 

 

 

 

 

 

 

 

 

贐明會 THE COMFORT CARE CONCERN GROUP 

香港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 

303-305 Podium Floor, Lai Ho House, Lai Kok Estate,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852)2361-6606   傳真 Fax.：(852)2361-6294 網址 Website ： www.cccg.org.hk  電子郵箱 Email ： cccg@cccg.org.hk 

 
 

郵 票 

支持我們 

本人樂意捐助贐明會： 

港幣$ 

網上捐款 : 請登入網址 www.cccg.org.hk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贐明會」) 

 支票號碼 

銀行入賬 

 (贐明會匯豐銀行賬號 441-264702-001) 

繳費靈 PPS (贐明會商戶編號 9331) 

每月定期捐款(請寄給我自動轉賬表格) 

 

姓名(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電話 

電郵 

填妥表格請寄回香港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三樓平台 

303-305 室，或傳真至(852)2361-6294。 

中  心  消  息 
● 由於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關係 ，為減低社交接觸和社區感染風險，本會將有以下服

務安排，直至另行通知，詳情請密切留意本會網頁及 Facebook 的公告。 

◼ 本會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如定時會消毒中心門鐘、門把及地毯等。進出本中心的人

士及所有同事亦必須清潔雙手及自行配戴口罩。 

◼ 哀傷輔導、殯儀支援及末期病患輔導服務會有所影響。 

◼ 醫院關懷探訪服務暫停。 

 

● 新同工到職 

大家好！我是楊芷詠姑娘。 

於 2020 年 1 月 2 日入職，將會負責兒童哀傷輔導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