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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依個人繪本的閱讀經驗觀察並回顧，在臺灣的繪本市場仍以外國翻譯作品數量
居多，而其中以臺灣的文化元素進行創作的繪本為少數。而繪本因由圖文組成閱讀難度
低傳播容易，在國外多做為兒童教育之用途，故筆者希冀探討發展繪本對傳播臺灣文化
的成效，將以平面視覺方面進行研究。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以及內容分析法，討論多本
經挑選過的曾獲獎或具代表性的台灣原創繪本，觀察台灣文化在繪本中的視覺表現方式，
並剖析歸納在繪本中台灣文化的視覺表現手法運用，研究主要方向於探討 : 一、「台灣」
文化意涵如何在繪本以視覺手法作象徵和顯現。二、歸納出屬於臺灣的視覺符號和表現。
三、描述臺灣文化的繪本與讀者的互動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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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是東亞列島之中樞，歷經不同民族殖民。長時間的社會累積，造
就現今多元文化之交融，當我們歸納出台灣群居生活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產出，不難發現
台灣文化的獨特性。該如何去了解台灣文化？該如何去記錄台灣文化？又該如何去衍生
台灣文化的價值？
視覺為瞭解和傳遞訊息的重要方式管道之一，根據研究者所學的平面視覺相關知識
作分析探討，以圖像及文字的搭配形式能有效率地吸引閱聽人注意並傳達訊息。而繪本
其內容是由圖像以及文字所組成，圖文之間又以視覺圖像作為最主要傳達訊息的方式，
對於閱讀和理解上難度相對於其他圖文視覺傳達方式低，因此繪本也常作為孩童教育所
使用的平面傳播形式，可見繪本對於行成個人知識認知的養成發展上擁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及重要性，故本研究選擇以繪本作為探討台灣文化元素之視覺表現的媒介進行分析探
討。此外研究者觀察臺灣的繪本市場仍以外國翻譯的作品數量居多，其中以臺灣的文化
元素進行創作的繪本仍為少數，也希冀藉由分析現有描繪臺灣文化為題的繪本之視覺表
現手法，歸納屬於臺灣文化的視覺符號並加以提升其多樣性發展，以及繪本對於傳播臺
灣文化的成效之探討。

二、研究問題
( 一 )《閱讀台灣》系列叢書傳達了哪些台灣文化 ?
( 二 )《閱讀台灣》在圖像上是如何運用 ?
( 三 ) 台灣原創繪本該如何衍生傳遞台灣文化的價值？

三、研究目的
藉由研究《閱讀台灣》系列叢書在視覺表現如何傳遞文化，歸納並在日後臺灣繪本
創作上加以使用，加強臺灣原創繪本傳遞臺灣文化的成效。

四、研究重要性
以台灣繪本創作關鍵人物郝廣才所言：「一個人從小看什麼書，就培養出怎樣的社
會。」、「應妥善運用書籍，讓孩子在閱讀後能使用不同方式表達故事中的結構、感情
分享。」因此我們可看見書籍、繪本的教育功能，藉此台灣文化若融入繪本創作，以其
圖像與文字的搭配使閱讀更加輕鬆愉悅，提升觀者對台灣文化的想像力與吸收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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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

六、研究假設
繪本透過圖文的構成與運用，讀者能迅速地吸收資訊，並有效地牢記所傳達的訊息。
固然以繪本藝術表現去傳播文化意涵是最有效率的。台灣的繪本產業發展多年，有運用
台灣文化元素時有產出，本研究在透過對台灣文化繪本進行分析，並預期達到以下目的：
（一）剖析台灣文化在繪本上的視覺運用。（二）此類型繪本傳達哪些台灣文化題材。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籍創作者所製作的繪本優先選擇，並以內容為描繪臺灣文化之繪本作
為主要研究文本。因考量繪本取得的方便性，本研究所挑選的繪本皆能夠經由新北市、
台北市圖書館借取或是書店購買，並挑選挑選由政府發行的《悅讀臺灣》為母群體。
( 一 ) 因臺灣繪本創作數量繁多，無法對每本都分析探討，故以政府所擬定書單、獎
項和知名出版社中挑選繪本作為參考。
( 二 )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臺灣文化如何以視覺於繪本中表現，故將著重於圖像方面
的分析。
( 三 ) 本研究僅參考國內外中英文相關文獻。

八、名詞解義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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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 一 ) 繪本 : 本研究中的繪本定義為以圖像為主搭配少許或無文字作輔助，藉以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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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或敘說故事的文本。
( 二 ) 文化 : 照料人們的生活，如穿衣、裝飾身體、關心和照料朋友及祭祀祖先的風俗；
還意味著居住在城鎮或市區，以及培養正確的道德和心智等。
( 三 ) 台灣文化 : 吳密察（民 103）台灣文化是指在「台灣」這個空間裡的「文化」，
而其不具有確定的內容與實體，而是不斷由於時代與社會狀況下的不同人而具有的流動
的人為建構，甚至可說他是一種過程。

貳、文獻探討
一、繪本
（一）繪本的歷史
綜觀國際繪本創作歷史的分野，略可歸納出三個時期：
1600-1900 繪本誕生時期，繪本的雛形始於歐洲。
1901-1940 繪本蓬勃時期，繪本風潮從英國逐漸向美國擴張，並在美國逐漸扎根茁壯，
各類繪本百花齊放。
941- 迄今繪本巔峰時期，繪本進入了成熟階段，各獎項之設立鼓勵繪本創作，全球
閱讀風氣盛行，繪本創作的動力源源不絕，並在文學上有一定的歷史定位。

（二）繪本的特質
Barbara Bader (1976) 的 American Picturebooks 在繪本研究佔有相當的權威位置。
Barbara Bader 的定義如下：
A picturebook is text, illustration, total design; an item of manufacture and a commercial
product; a so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foremost, an experience for a child. As an
art form, it hinges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pictures and words, on the simultaneous display of
two facing pages, and on the drama of the turning of page. On its own terms, its possibilities are
limitless.
文中包含了「圖像與字的集合」、「製造生產的文化商品」、「具有社會性、文化性、
歷史性的兒童重要體驗」，其藝術的形式取決於「圖與文的相互依存性」、「對頁的開
放性」、「翻頁的互動性」，總的來說，繪本的主要構成可分為圖像性與文字性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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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自都傳遞了繪本的文化紀錄、社會產物與交互活動

功能為事物或方法所發揮的有利作用和效能，並能滿足使用者物質上或是精神上的
某種需求。根據上一節所提到繪本中具有的特質發現，繪本具滿足不同層面的功能，此
外郭麗玲指出繪本的五項功能：（1）提供認知和想像的素材；（2）認識圖畫—形象藝術；
（3）熟悉並享受語言；（4）美感的培養；（5）培養閱讀的興趣。而曹俊彥認為繪本具
有如下方表格中的四點，綜合上述可知閱讀圖畫書可獲得啟迪思想、提昇文學內涵、增
進視覺知覺、促進認知與身心發展、訓練思考能力（幸佳慧，2000；林敏宜，2000；陳海
弘，2001）。

（五）臺灣原創繪本的發展與內容
王怡鳳表示現今台灣原創繪本市場仍無法支持創作者的生活，大部分作者都兼職、
創作過程艱辛。堅持下來的創作者，出書的途徑一般都是走「參賽、得獎、出版」的路子。
但儘管繪本出版現實困難重重，鼓勵原創繪本刻不容緩，因為原創繪本有其文化上的潛
層意義。「繪本大部分的讀者是孩子，如果孩子從小看的閱讀素材百分之九十是外國繪
本，我們自己的文化怎麼辦？會不會一點一滴不見了？我們的孩子從小看的是什麼樣的
書，這很重要。並不是世界得獎的書就是最好，最適合孩子的是什麼？應該是我們本土
原創的作品。所以我們一直希望給更多的創作者更好的沃土，讓他們可以持續創作出更
好的繪本。只要持續做，就會慢慢越做越好。」

二、文化
（一）文化的定義與概念
無倫從辭意或是行為上的解釋，皆可得知文化即是源於自然。期許文化是合理的、
規律性的、合目的的，對自然的美化過程。不同的生活實踐，造就不同的心智活動；不
同的心智活動，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實體。人類順應自然的紋理，建立一個個時代的價值
系統、知識系統、社會制度等，文化的本質不見，變的是每個時代、空間、所造就不同
的文化現象，各種多層次系統。各個社會間，文化的存在，並無任意觀點批評其對與錯（高
強華、戴維強，民 46），如此文化的多元差異，兼容並蓄，傳承和創新的過程，因而成
為可能。

（二）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首次出現於 1971 年的教育文獻（Bryson,2002），主要是加拿大廣為使
用於描述該國文化與語言差異上的政策，加拿大是最早採用多元文化主義，用於肯定加
拿大的國民尊嚴與公民價值，無論其種族、社會地位、宗教信仰、使用語言。多元文化
主義即是對「同質化」的控訴，其保障不同文化的認同、強調文化間的權利平等與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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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本的功能

尊重。文化劣勢者不應其劣勢而付出代價，而更應該受到保護。（Danley,1991） 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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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義有三基本要素：第一，階級與總族的社會情況，或移民的文化多元；第二，複雜
的法律與政策網絡，以管理多元；第三，自由和多元社會的遠見，以人人平等的基礎上
和平共處。（Forbes,2004）

（三）台灣的多元文化
夏曉鵑於民 92 年曾表示：「多元文化的促進必須面對不同社群間的偏見和歧視，人
與人之間的殘忍、傷害，必須放置在更大的歷史與結構脈絡，才能得到深刻的理解。」
現今社會還是有需多對於少數族群文化價值的訕笑聲音，例如：原住民口音、新住民教育、
外籍移工生活、多元性別傾向等，尚有許多未跨過的歧視鴻溝。多元文化的本質在於相
信，沒有那種價值觀或語言、宗教、文化等是最好的，也就是沒有所謂的「價值獨裁者」，
任何的文化和差異都值得尊重，即便我們不同意他們。（McKinnon, 2002 ）正因台灣的
文化多元，才造就台灣的美好。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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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與分析單位
單隨機抽樣選出的以下十本繪本進行分析。對於蒐集的樣本，在內容分析時以單冊數」
分析的單位，即每一本繪本作為一個分析單位。
表 3-2 閱讀台灣系列叢書

年份
2011

書名
五月飛雪油桐花

作家
陳維霖

繪者
陳維霖

出版社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2011

眷村·我的家

王蘭

王蘭

2011

虹彩織手

嚴淑女

米路・哈勇

2011

水蜜桃·樂桃桃

曹泰容

曹泰容

2012

您從哪裡來？

詹迪薾

2013

傳唱

陳麗端 / 戴文
婉
多瑪斯．阿漾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2013

泰雅之音

多馬斯・阿漾
( 李永松 )

黃鈴馨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2013

神仙的家

陳俊華

陳俊華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2014

田家兒女

傅林統

曹俊彥

2014

磚頭和瓦片

張致中

張致中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桃園縣政府文
化局

黃鈴馨

獲獎經驗
2012 新北市國
民中學推動閱
讀優良圖書

2013 好書大家
讀 優良少年兒
童讀物 入選
2013 好書大家
讀 優良少年兒
童讀物 入選
2013 好書大家
讀 優良少年兒
童讀物 入選

三、文本分析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法對經抽樣的繪本進行分析，從圖像和文字部分分析當中蘊含
透露著哪些臺灣文化。

《傳唱》
敘述獲頒國家文藝獎人間國寶薪傳獎——賴碧霞女士，國寶級客家山歌之后的生命
故事。年輕時因客家山歌瀕臨消失，她努力學習、蒐集、推廣，延續山歌的命脈，跋山
涉水不畏艱辛，把一生的歲月投注在此。本書回顧賴碧霞女士在當年家庭、學校、社會
的保守時空下，如何自我啟迪、發現，突破學習困境；如何追尋目標理想不屈不撓的精
神及為山歌奉獻精彩動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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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樣本繪本的選擇，以《悅讀臺灣系列叢書中》為母群體，從中進行不重複簡

《田家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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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作者當小學教師時經歷的真實故事。主角玉梅居住偏遠農村，卻洋溢著樂觀上
進的精神，時局動亂、環境窮困、社會守舊，影響不了這家人親情的散發，阻止不了積
極邁向光明的步伐，反成為鞭策堅強意志的助緣，在兩性差別保守時代，一家人無私難
能可貴的相互支持。

《泰雅之音》
敘述泰雅族國寶級人物——瓦旦・旦咖爺爺（林明福）的故事，透過親人的教導及
觀察學習，在當時環境資源極為缺乏狀況下的成長經歷，向傳教士學習使用羅馬拼音記
錄泰雅古語，立志傳承恢復傳統文化光榮努力精進的堅強毅力。

《您從哪裡來？》
全世界為生活移動的人口愈來愈頻繁，海洋島國多族群特性的台灣，近年來隨著外
來人口的增加，未來國民有相當大的比例，將是來自新移民人口的參與和孕育。敘述來
自相對弱勢，而往往也落戶在相對弱勢，或雖然衣食無慮，但卻需操持繁重家務、工作
勤苦的家庭。她們在幾乎全無助力的境遇下，面對陌生的國度，陌生的家庭甚至素未謀
面的丈夫，遠渡重洋嫁來台灣為我們養兒育女。

《眷村·我的家》
眷村裡的成員橫跨中國大江南北，生活習慣風俗文化本就存在著相當的差異，語言
更是南腔北調，但是一大羣流落異鄉的人，群聚於一地，所養成的生活習慣，構成一股
獨特的社會力量。那兒充滿了溫暖、歡樂、酸甜苦辣，比鄰的相互照應，矮牆、低戶連
綿而居，不分比我的濃情關懷。

《虹彩織手》
本書以泰雅族最著名的傳統織布工藝為故事主軸，來描繪泰雅女性的古典精神。
書中主角莎韻從小看著奶奶雙手舞動快速的織布，期許未來自己也能像奶奶一樣成為部
落裡最厲害的織手。透過親情與立志的結合，傳達虹彩織手織出自己的人生，織出泰雅
族的文化傳承。

《神仙的家》
本文主要取景桃園景福宮及八德壽山巖觀音色，以寺廟的建築藝術寫入，嘗試
使用精簡如詩的文字呈現廟宇的基本概念與元素，莊嚴神秘、深奧繁複的廟宇建築裝飾、
雕塑彩繪，其細膩的詩中帶點奇幻色彩，更生動的詮釋廟宇豐富的裝飾細節。圖的方面，
再現台灣純樸的廟宇工藝美學。回頭看看老祖宗所重視的傳統藝術文化或美的內涵。點
明宗教求善、展現溫馨和諧豐富深遠，是此本書重要的意涵與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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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頭和瓦片》

鄭氏、清朝、日本直到國民政府時期，詳盡的考究台灣這塊島上的磚瓦窯發展，全文清
晰具體的圖像與文字，透視來自大地的泥土，如何經過柔和、塑形、窯燒等步驟，成為
堅實美麗的建材。在一路傳承、改良與革新之中，可見先民的智慧、創意與驚人的工藝
成果！

《水蜜桃・樂桃桃》
本書在普遍高度依賴農化學藥物的慣行農法生產循環中，強化生態自然農法觀念的
訴求，透過水蜜桃農家的勞務操持，輕巧地帶我們進入春夏秋冬四季耕耘的過程，希望
我們感受到生產者所付出的心力，改變長年仰賴農藥偏頗的生產農法，期待推動健康自
然環境生態的生活。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悅讀臺灣叢書》經研究者探討後，發現（一）題材選擇於新移民文化稀少，僅一
本以新移民為主題創作。（二）原住民文化過於侷限，對於臺灣原住民文化主題多選泰
雅族進行創作，可能會造成對於其他族群的文化不瞭解。（三）劇情類型多為親情溫馨，
在故事創作上仍多為保守。

二、建議
給研究者建議
（一）可針對故事文字部分做更深入的探討研究
（二）可針對圖像部分以視覺心裡方式等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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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玉萱、李國聖、張義揚
從台灣原創繪本探討台灣文化之視覺表現
以︽悅讀臺灣︾叢書為例
——

本書利用歷史時代的更迭與生活環境的變遷角度，從四百多年前西班牙、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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