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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兒童文學翻譯、創作、評論、研究者。

•	 她分別在台灣與英國、藝術與文學領域有兩個關於繪本的碩士

研究

•	 2001 年創設灣童書社群網站「童書榨汁機」

•	 2011 年取得英國新堡大學兒童文學博士學位

•	 歸國後，她立即在家鄉台南成立「台南葫蘆巷讀冊協會」，擔

任首屆理事長推廣閱讀活動，並取得全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委

外的台南市立圖書館兒童閱覽室的經營權，進一步推動閱讀環

境的革命。

•	 其作品類別有兒童繪本、少年小說、文學導讀、傳記，如《親

愛的》、《大鬼小鬼圖書館》、《走進長襪皮皮的世界》、《金

賢與寧兒》、《希望小提琴》等，曾獲得「金鼎獎」、「國家

文化藝術基金會」等獎項。

幸佳慧

為
兒
童
權
閱
讀 

講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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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為兒童權閱讀

關鍵詞：童書、童話、兒童人權公約、讀經、經典

現代人對兒童的認識於近百年才形成，很長一段時間，兒童

只被大眾視為是縮小版成人，約一、兩百年前，兒童的特質逐

漸被看見，但仍理所當然的被視為是家長（尤其是父親）的財

產，直到專業知識興起，人們才普遍認知兒童在生理與心理上

有跟成人不同的需求而為他們建構特有的成長與教育環境，並

意識到兒童需要特別照顧、協助與保護。然而要到二十世紀末，

人類才願意正視兒童也有和成人一樣主體性可伸張權利。

1989年，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從《世界人權宣言》

衍生而來，這份具法律約束的國際公約可說是人類史上關於兒

童最重要的一份文獻。它主要肯認兒童身心在尚未成熟之前，

需要成人、律法與政府支持及保護。其要點包括任何一個兒童

出生後需要有國籍、家庭與身分的保障，並在飲食、醫療、教育、

衛生等方面無匱乏、無歧視的環境中成長，得免於戰爭、肢體、

恐嚇等迫害，同時有充分遊戲、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而且，

在他們享受這些權益的同時，也有義務理解這些價值並回饋他

人與環境。

各種研究的數據顯示，這份公約對兒童生活的條件有大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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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助益，舉凡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低、兒童就學率大量提高，

尤其是女孩受教育等情況。然而，公約的重要性不只在於指認

兒童基本的生存發展權益，例如它消極性或預防性的避免兒童

受到傷害與剝削，更重要的是它積極強調兒童主體發展與行使

權的必要。

其中，第十二條載明「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

對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更是突破

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這彰顯兒童在與他們有關的事務上，有

表達理性意見與參與討論的能力；也就是說，與兒童有關的重

要決定，兒童必須被視為有能力表達意見、參與討論的個體。

《兒童權利公約》對於兒童在「需要被保護的客體上」與

「他們有表意參與的主體上」此兩面的定義，等同宣告人類史

上「兒童只是成人的財產」的時代已過去，兒童跟成人一樣，

是有其權利的人。因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清楚表示，兒童權

就是人權 （UNICEF）。這是最重要的精神。

臺灣目前並非聯合國成員，但我們在 2014 年制定了《兒童

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公約納入國內法，除了適用各行政

司法機關，人民也能據此主張權益。這表示我們得揚棄過去兒

童是成人財產或一張白紙的概念，體認兒童不只有其特殊特質

值得保護，他們還需要被賦予能力與權力，成為積極共建社會

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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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文明的發展，人民不斷在尋求解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結構，人民抵抗神權、人民抵抗帝王、女性抵抗男性、有色人

種抵抗白人、被殖民者抵抗殖民者，這是一部民主自由的演進

史。儘管兒童與少年佔了人類三分之一的數量，但他們在權利

看診的掛號表上，總是一直被婉拒與延遲，直到在三十年前才

終於輪到「兒童少年」。過去，女性在父權時代被排除在公權

外的因素「情緒化、缺乏理智、不成熟、依賴性」，幾乎等同

於兒童被成人否認應得權利的原因。台灣女性因女權運動獲得

平權，但社會中性別歧視的問題也依舊嚴重，而台灣兒童在家

中或社會裡更是依舊處在「被褫奪公權」的情境。

英國哲學家羅素於二十世紀初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說道，

「若應用到男人跟女人身上的政治理論，沒有同等應用到兒童

身上，那麼該理論就是不充足完備的。」
1 一百年後，羅素這般

有遠見的標準，仍是多數國家望之莫及的。然而，就像女權運

動在二十世紀初成熟後，大幅改變這一世紀以來女人的社會地

位，也影響了人文藝術工作者與研究方法。《兒童權利公約》

雖然來得遲，它的醒覺也將帶動各種領域的變革。

故事建構法典、傳遞律法

西方人善用《伊索寓言》教導孩子世理：身為烏龜不該妄自

菲薄，只要勤奮不懈也能贏過兔子；口渴的烏鴉投石頭把壺裡

1.Russell, Bertrand. 1916 Why Men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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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墊高，是智慧勝過蠻力；身為威猛的獅子也有需要一隻小

鼠拯救的時候。東方人愛用《二十四孝》教導孩子孝順服從長

輩，過去台灣人也喜歡用《虎姑婆》來告誡小孩不要在天黑時

亂跑、要早點就寢。

故事與傳說，本身就是社會規範與律法的載體，他們將世

代與地域的法典用另一種語言編轉成具吸引力的文體。可以說，

兒童文學或兒童故事本身就是律法的來源，因為孩子就是透過

故事去理解生存的邏輯：小如家庭生活中的規矩，大如社區國

家的運作原則。

然而每個時代的律法不同，

過去，法律是神說的話，接著，

法律是帝王說的話，經過幾番革

命反轉，到現代才是「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時代。不同時代的

故事反應不同的律法結構，但舊

故事跟新時代之間卻會相互牽扯，

舉格林兄弟為例，他們收集的德

國民間故事，一開始無意給兒童

閱讀，但在印刷術興起後，這些

故事的主要讀者卻變成了兒童，

其中一則選輯故事〈固執的孩子〉

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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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從前有個孩子非常固執，母親叫他做的事，他從來不肯

做。因此上帝故意不好好看顧他，讓他生病，也沒有醫生能夠

治好他，不久他就躺在床上死了。他被埋到墳墓裡，蓋土的時

候，他的小胳臂忽然伸出來、豎在空中，人們把手臂放回去，

再用新土蓋上，但是沒有用，小胳臂還是伸出來。後來，他的

母親親自到墓上用樹枝鞭打那小臂，打完了，手臂才縮進去，

孩子終於在地下安靜了。

這故事展現的律法是：兒童得服從父母指令，如同成人得服

從上帝或神職人員的指令，在這層層關係裡，神職人員是上帝

的代理人，父母是神職的代理人，兒童是最底下的階層。兒童

一旦沒有服從成人的指示，生病、死亡都是應得的，連死前被

凌虐也是應該的。這些律法，放到當代來看都極為不當，但它

在格林兄弟生活的十八、十九世紀可是德國家家戶戶茶餘飯後

的口傳故事。

當代讀者或許能輕易讀出

這是個不當的故事，不過，許

多格林收集的故事仍深刻影響

世代，像是〈白雪公主〉〈灰

姑娘〉等，因為它們裹上了

厚厚「糖衣」，有害的毒性

便不易被識破。權威的童話

研究學者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就說：「格林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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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一十則童話中，有超過三成涉及『虐待兒童』與『棄置兒童』

的問題」
2
。如果再加上性別、種族歧視等，那有問題的童話比

例就更高了。

同理，在台灣盛行的幼兒讀經也頗值得檢討，那些經文都是

幾百年前的童蒙教材，且屬於教科書系統，是上對下、政府對

人民單方傳輸跟控制煤材，經文裡的內容絕多是跟當代進步價

值相違背的帝王史料與封建的倫常法典。幼兒讀經若只求背誦、

不求其解也不對話辯證，只單方接受字詞意義，那麼只有製造

出價值矛盾的世代，身體活在公民社會，心裡卻服膺守舊價值。

成人在閱讀時必須帶著自覺去審視當中律法的呈現與其適當性，

若真的要帶孩子閱讀，也要注意選材並跟孩子做知覺性的對照

或討論。

故事也改變、革新律法

「故事」跟「律法」關係緊密，但兩者體質卻截然不同。故

事說的是一般百姓、群體、街頭巷尾的事，是從個體不斷往外

擴的系統；而律法則是從上對下的規範，從大單位往下觸及群

眾到個體的系統。故事給人感動，但律法不會。不過，故事有

好故事和壞故事，律法也有善法跟惡法，而惡法常因為好故事

的傳播、撼動而被去除或修改；壞故事也常因有遠見的作家介

入翻轉而被好故事淘汰。

2. Zipes, Jack. “Childism and the Grimms’ Fairy Tales: or How We Have Happily 
Rationalized Child Abuse through Storytelling.” 2012. Academia. Web. 13 June 
2016. <academia.edu/6192577/Childism_and_Grimms_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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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有不少例子是兒童文學的影響力之大，所掀起的波瀾推

動整個國家的內政革命或司法改革，像是美國的《黑奴籲天錄》

（湯姆叔叔的小屋）。1862 年，正值美國內戰時期，該書作者

到訪華府白宮，時任總統的林肯見到斯托夫人，開口的問候話

是：「妳就是那個寫了一本書掀起這整場大戰的小女人嗎？」

林肯這麼說，正是因為斯托夫人寫的這本書，加速擴大廢奴的

支持者數，而得以激起衝突跟改革的進展。而其他像是《安妮

法蘭克》、《梅崗城的故事》等作品間接帶動轉型正義、司法

改革等的例子更是撼動人心。

重新審視兒童，重新看待經典童書

兒童文學的文類從十八世紀建立以來，自然也參與形塑兒童

的主要工程，作為一個獨立的藝術創作形式，具有較高層次的、

以兒童少年為主體，具有批判、自由、開放的精神，它一直是「被

賦能與賦權的兒童」的重要展演場。因此，在自由市場脈落下

的童書，其主角必然比過去君主封建社會下形塑的兒童，來得

自主與獨立。

然而，這些特質因時代價值與律法的變革，也不斷起跌變

化，當各種人文理論如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東方主義在取

得論述地位後，過去名著作品都會被研究者重新檢視，而國際

《人權法》頒佈以來也大幅改變人類閱讀文學的觀點。所以，

一部過去造就某國輝煌的作品，一夕間可能淪為加害共犯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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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像是在台灣被標榜為「世界經典文學」的《金銀島》，在

我到英國攻讀兒童文學時，已是英國教授們嚴格批判的文本，

因為它參與建構了大英帝國在 19 世紀大舉侵略世界各國、奴役

他族的殖民意識。

同樣的道理，若重新檢視一些經典童書，會發現不少故事出

現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那些貌似合理或有趣卻不少

失之分寸的處罰、恐嚇、威脅，其後果可能衍生為侵犯人權的

前奏。拿 1960 年以來很受大眾歡迎的繪本《好奇喬治》來說，

它成功的主因是作者將「猴囡仔」的比喻具體故事化，小猴子

喬治失序的行為類比為幼兒，故事中許多情境皆會令讀者忍不

住發笑。

然而，因為喬治同時代表「動物跟孩子」兩角，在轉換中或

許趣味橫生，卻也產生一些吊詭而值得探究的問題。第一本書

講一個戴帽的男人在森林發現一隻猴子便決定把猴子帶回城市，

小猴子喬治的新生活第一天就闖禍，因為他看見主人打電話，

在主人離家後也模仿主人玩電話卻意外撥打到消防局，消防人

員誤以為某戶民宅失火，出動消防車前往，發現原來是烏龍一

場，且肇事者是一隻小猴，便直接帶回警局監禁居留他。

這個過程中有諸多細節都會觸動公民的敏感神經，像是人類

可以隨意到森林把動物帶回家養嗎？如果喬治也暗指為孩童本

體，那麼成人獨留兒童在家這樣的行為不用負責任嗎？而警察

直接定罪並監禁喬治，執法的適當性何在？喬治首先並沒被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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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解釋的機會，更別說沒有「無罪推定」程序，這種情況跟當

代很多孩子在家中或學校闖了禍，常常百口莫辯就被指責定罪

的情境很相似。

喬治在成人眼中是犯錯者、犯罪者，但從頭到尾，他並沒有

機會理解這當中的錯誤何在，但他卻得為這個錯誤付出代價：

最後被主人送到城市裡的動物園去了。整個故事，大人如果沒

有跟孩子深入討論，小讀者很可能會認為，一：頑皮的孩子被

大人隨意帶離他的住處是自然的事。二：頑皮的孩子犯錯被抓

走、監禁是自然的事。三：頑皮的孩子只能到另一個集中管理

的地方（動物園）被改過管訓。

許多像《好奇喬治》這樣的童書因主角調皮、好奇、愛冒險、

嚐鮮等特質獲得讀者的青睞，因為他們間接滿足小讀者的移情

與渴望。但若仔細看故事中讚揚「兒童特質」與「兒童跟成人

互動系統」（律法）兩者間的訊息，卻可能是矛盾衝突的。這

些是當代親師在教養時必須時時警覺的。

人就是人，不管他多小

美國童書創作者蘇斯博士（1904-1991）儘管是上個世代的

人，卻留下不少飽含人權、兒童權觀點的作品。由於蘇斯本人

對政治人權的高度關注，他筆下幽默跟韻文式的兒童繪本自然

也非輕薄短小的消遣之作。他不只了解成人跟孩子的差異，懂

得頌讚兒童特質，並不時在作品裡諷刺成人世界的妥協與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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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時提醒成人尊重跟珍惜兒童，這些層次讓他的讀者橫跨兒

童到成人，使他成為美國 20 世紀以來最受歡迎與認可的作家。

出版於1954年的Horton Hears a Who! 一書尤其清楚闡釋「即

使是兒童，他們的意見也值得被聽見跟重視」的訊息。故事起

於大象何頓在空氣中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救命」，何頓找聲

音來處，卻看不到任何其他生物，只看到空氣中飄著一小粒灰

塵，他想一定有個非常小的生物在灰塵上，只是他看不到。何

頓堅信「不管他多小，我都必須幫助他。畢竟人就是人，不管

他多小。」於是何頓用鼻子把塵粒放到一朵三葉草花上，並到

處跟朋友們說有一些小生命需要大家幫助，但沒有人相信他，

大家甚且取笑他。

但何頓堅持他聽到的聲音，並重複提醒自己「畢竟人就是

人，不管他多小。」後來，有個聲音來自灰塵，是裡頭的市長，

他感謝何頓拯救他們整個城鎮市民。何頓告訴森林裡這件事，

但動物們依舊不相信，他們作弄何頓，對他施以暴力並將他關

到籠子裡去。即使這時，何頓依舊大聲對三葉草花大喊：「別

放棄，我相信你們。人就是人，不管他多小。如果你們的聲音

被聽見了，就不會死了，快點讓你們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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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

識臺灣
島文

大象何頓因為同理心並認知其他個體同等存在的價值，才有

辦法堅持，這是人權的重要精神。這個看似簡單卻細藏繁複細

節的故事，其實是成人社會對待弱勢團體或兒童的縮影，主流

強勢一方對弱者習慣的視而不見、忽視與否認。甚且還對那些

幫弱勢講話的挺身者施以睥睨、恐嚇、暴力與監禁。那些微弱

者唯有更團結、集結更多聲音，想方設法證明他們的聲音被聽

見與存在事實，才能爭取生命既有的權利。

眼前，兒童權利公約時

代已來臨，要保護孩子，鼓

勵他們發聲參與，成人從閱

讀開始只是初期工程的一小

步，卻足以讓我們發現新世

界。這一步若不走，培育健

全公民這條路將會走得更艱

辛更漫長。期盼有越來越多

何頓大象的加入，以堅毅與

無所畏懼讓其他反動份子終

究聽見三葉草花裡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