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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播種者

如果要列

舉終戰後台灣

文壇作品讀

者群遍及老、

中、青、幼四代且

影響深遠的國民作家，首推兒童文學、散文

寫作都自成一格而且備受文壇肯定的林良先

生。

林良的文字清楚易讀，筆觸詼諧幽默，

讓各種年齡層的讀者都能被他的文字深深吸

引。來台後便一直定居台北，台北城南是他

最熟悉、也最自在的地方。任職報界56年，

每天從重慶南路三段的住家慢慢走約10分鐘

路程，到達福州街、羅斯福路口的國語日報

大樓，4年前退休後，仍習慣沿著城南的街

道走，和住了60幾年的城市對話。

烽火童年  懷抱作家夢　

林良筆名子敏，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由

於父親林慕仁隨祖父在日本神戶經商，1924

年10月林良在廈門出生，不久隨即赴日，

6歲就讀以廣東話為主

的華僑小學附屬幼稚

園。當時對於拓展

「國土」野心勃勃的

日本，1931年9月引發

滿州事變，中日關係持續惡化，父親毅然帶

著全家人返回廈門，並提倡愛國運動。

回中國後，7歲的林良入廈門大同小學

就讀，小學6年是他人生中最幸福安定的歲

月，因為小學剛畢業，1937年7月7日「蘆

溝橋事件」發展成中日戰爭，此後，他就跟

著家人到處流浪。

抗戰開始，全家隨父親逃難到香港、

越南，1年後因盤纏用盡，返回廈門鼓浪

嶼，入英華書院讀初中，後直升高中部，但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引爆，全家又逃往漳州，

為了分擔家計，他在一所鄉間小學找到「代

用教員」的工作。

「小時候，我是個懶散、退縮而且缺

乏信心的人，也頗習慣作個別人眼中『可

有可無』的人，直到第一次在民教班教成

人讀書，由於完全沒有經驗，承受被主任當

眾『代教』的『羞辱』後，為了尊嚴，挑燈

夜戰準備教材，隔天上了堂充實的課，贏得

學生和主任的掌聲和尊重。」回想這起超過

一甲子卻影響林良頗深的事件：「從此以

後，我再也找不回一向熟悉且廝混慣了，抱

持『就這樣過一生』的『我』，在這起事件

上，我以全生命的力量突破『自我封閉』，

獲得新生。」

然而，老天給他的試煉不只如此，全家

搬到漳州的第3年，父親在九龍江為了救人

卻意外溺斃，家境越發困窘。當了近兩年的

「代用教員」後，《青年日報》籌備創刊，

在漳州招考記者，他參加甄試被錄取，1945

年隨報社同仁組隊回廈門正式創刊，但《青

年日報》營運一年多便停刊。

報社結束營運，他卻未曾放棄寫作且持

續投稿，但親友總覺得身為長子的他應該找份

工作養家，他只好將內心對寫作的熱情告訴二

弟，當時有份穩定工作的二弟承諾願意負擔全

家生計，讓他專心寫作，「雖然困苦、流離卻

依舊溫暖、和諧的家庭生活，對我日後的人生

觀和創作影響相當大，總能用溫厚而寬闊的心

胸來審視自己的生活，而不留下憤世嫉俗的火

苗。」

被問到何以想當「作家」？林良的思緒

彷彿回到那個躲在父親書房看課外讀物的小學

五年級生，對《基度山恩仇記》、《悲慘的世

界》等文學作品的涉獵，閱讀托爾斯泰、雨果

等作家的故事，讓他對「作家」產生崇拜心

林良
暖陽下的  彩 虹 橋

文‧攝影／郭麗娟

▲ 兒童文學和散文都自成一格的林良，讀者群遍及老、中、青、幼四代且影響深遠。（郭麗娟攝）

▲《月亮星球》〈蜻蜓和玻璃瓶〉／徐建國繪／國語日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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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6年出版兒童文學論文集《淺語的藝術》。 
  （國語日報社）

兒在欣賞活動中學會了掌握工具，是我寫這

個專欄所追求的理想。」

「看圖說話」專欄分別在1962年、

1970年、1971年集結出版《看圖說話》第

1、2、3輯，每輯10冊。積極推動兒童詩的

林煥彰先生在〈臺灣兒童詩的發展概況〉一

文中，稱林良為「童詩兒歌的隨緣者」：

他在這個專欄所寫的文字，或以「順口

溜」的白話韻文處理，或以兒歌的方式

表現，偶爾也捕捉了詩的情趣，產生兒

歌以外(或同時具有「詩」與「歌」的質

素)的另一種內涵，而寫下了不少適合

低幼兒童閱讀欣賞的「幼兒詩」，無形

中，在臺灣兒童詩裡形成了獨一無二的

風格─語言淺白，淡中有味。 

過兒童所使用的，是國語

裡跟兒童生活有關的部

份，也就是比較淺易的

部份，換言之，『淺語』

就是兒童文學作家展露才華的領域。」因

此，「看圖說話」專欄除字形的「視覺效

果」外，更涵蓋「說出來的」聽覺效果，

讓兒童文學創作飽含「文學性」和「教育

性」，讓兒童懂得親近文字的樂趣。

「文字可以讓兒童熟悉語言的運用，

也是一種思考方式的訓練，」林良表示：

「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幼兒的第一門

藝術課程是看圖畫，幼兒的第一門文學課

程是聽兒歌，把圖畫跟兒歌結合在一起，

就是把藝術跟文學結合在一起。從『學

習』的觀點來看，辨認圖畫是辨認文字的

準備，學習兒歌是學習語言的入門，把圖

畫跟兒歌結合在一起，就是為文字跟語言

的學習打基礎。文字、語言是實用的工

具，文學、藝術洋溢著美趣。讓幼兒在工

具的學習中品嘗到文學藝術的美趣，讓幼

年畢業。1963年考入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1966年畢業。

看圖說話  為兒童說故事

主編兒童版對他的文學創作影響極深，

由於編輯有時也需自行撰稿，剛開始他試著編

故事給兒童們看，閱讀對象既然是兒童，他開

始觀察、親近、瞭解兒童喜歡什麼？不喜歡什

麼？當時雖然單身，但同事的小孩大多就讀報

社附近的國語實小，放學後就往報社跑，透過

與他們互動、遊戲，瞭解兒童的個性和喜好。

「為兒童寫故事，作家不能太重視自己

的喜好，得優先考量小讀者的耐性，」林良表

示：「兒童喜歡的和大人可以忍受的，並不一

樣，故事的敘述也不要太龐雜，要維持主要的

一條脈絡。畢竟，故事不是用來解釋歷史或是

專有名詞，而是要讓兒童感覺和作者沒有距

離。」

1959年以「看圖說話」專欄與小讀者結

緣，有別於一般的圖畫書是先有文字，再請插

畫家配合文字內容畫圖，「看圖說話」是邀請

知名童書畫家先手繪圖畫，然後才由林良在

他們的畫裡「找詩」、「找歌」，然後寫成文

字，以明白、清楚、具體、易懂為原則，並儘

量「口語化」，誠如他在《淺語的藝術》中所

說，從事兒童文學寫作必然要放棄原有的文字

修養，但並非放棄文學的才能。

「兒童跟成人所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不

理，也立志當個可以讓人崇拜的作家。

高中開始投稿，但全部被退回，反倒是

當時也勤於寫作的父親，作品陸續被登出，但

微薄的稿酬讓父親感到心灰意冷，並以此勸戒

他，當「作家」難以謀生，但他並不因此退

卻，仍繼續投稿。

1946年在廈門《青天月刊》發表第一篇短

篇小說〈我們是六個〉，描述父親過世的經過

及全家攜手走出傷痛的故事，同年，教育部招

考國語推行員，基於對那個神祕又美麗的島嶼

懷著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考取後，22歲的他獨

自離開家鄉到台灣，進入國語推行委員會研究

小組，研究國語和閩南語的發音對照，並從事

國語文的推廣工作。

1948年，國語推行委員會創辦《國語日

報》，林良主編兒童副刊，任職報社期間仍懷

抱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以半工半讀方式繼續

求學，1951年進入師範大學國語專科，1952

▲ 林良22歲時考取國語推行委員，隻身來
台灣履職。（林良提供） 

林良的3個女兒。左起：櫻櫻、
瑋瑋、琪琪。（林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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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的童話故事〈拇指姑娘〉，其

中有一段描述可愛的「拇指姑娘」不想當

「癩哈蟆」的新娘，水裡的小魚幫她把睡

蓮的葉梗咬斷，讓她坐在葉子上順著水漂

流，可愛的白蝴蝶因為喜歡她，便降落在

葉上和她做朋友。林良的〈樹葉船〉也營

造宛如童話故事般的夢幻場景和對話：

樹葉船，靠不了岸。

螞蟻膽子小，擔心要翻船。

甲蟲安慰他：

別急別急沒關係，

難道你忘了我是小飛機？

每個人遇到危險時的反應都不同，有

人會害怕、有人會逃跑，有人則會勇敢地

挑戰危險，〈吃青蛙〉中，小青蛙們遇到

肚子餓的鱷魚時反應又是如何呢？

鱷魚肚子餓，想吃吃青蛙，

第一隻青蛙很害怕。

第二隻青蛙逃回家。

第三隻青蛙膽子大：

你敢過來，我就咬你一下！

翻譯樂  悠遊各國童話

據林良的觀察，國內兒歌創作者，多

半是兒童文學作家，而非音樂本科出身，

音樂感普遍較弱，造成有些兒歌多半只能

吟而不能唱，「一般的兒歌，起源都與方

言有關，具有簡單的節奏感和音感，利用

他認為，兒童文學作家必須挖掘出

成語或形容詞的實際心理感受，用兒童聽

得懂的話說給他們聽，例如「惆悵」，轉

換為兒童用語是「心裡很難過」；「經濟

困難」可轉換為「沒有飯吃」或「家裡很

窮」。

1975年林良出版兒歌集《我會讀書》

和《小動物兒歌集》，1998年臺灣麥克

收錄他所寫兒歌15首，謝隆廣、李國強作

曲、編曲，出版《鱷魚橋》有聲書，由於

兒歌詞作皆從他的「看圖說話」專欄中選

取，因此另有種「看圖說故事」的童趣與

想像空間。如〈鱷魚橋〉描述小老鼠想過

河卻沒有船，好心的小鱷魚身子一橫，跨

在小河兩端成了座便橋，讓小老鼠們開心

地走在「鱷魚橋」上過河：

小老鼠，要過河，

沒有船，過不了。

小鱷魚，心腸好，

給他們搭了一座鱷魚橋。

活中能直接經驗到的單純事物來創作，像是

小狗、小鴨、水果等，透過文學的魅力，讓

孩子們能發現更多生活中的趣味，雖然有不

少人建議他選擇單親家庭、拐騙兒童、性騷

擾等現代兒童較可能面對的問題加以發揮，

但林良認為：「孩子認識社會的過程是漸進

的，我的創作主要針對5至8歲的小孩，這種

年紀的小孩，應該給他們最美好的東西，讓

他們看到社會的光明面，才能成為他們長大

後改善社會的立足點。」

他的兒童文學另一個題材則較具教育意

義，希望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幫助兒童瞭解

基本符號、形狀或名稱，讓孩子親近、熟悉

周遭的事物，例如《我會打電話》，述說一

個小孩因為要打電話給朋友，於是開始認識

阿拉伯數字；《小圓圓跟小方方》則是藉著

小圓圓和小方方套不起來的故事，讓孩子認

識到圓形和方形的不同。

文字淺顯易懂、文筆白話流暢、堅持

「避用成語」一直是他的特色與創作態度，

「文字裡運用成語，對創作者來講很簡便，

大部分成人也很容易瞭解，但是對孩子而

言，他們不知道的成語會造成閱讀上的誤

解，」林良強調：「不用難字、澀字，其實

這也是一種文學上的挑戰，因為我們在寫作

時早已習慣用一些成語或艱難的形容詞，來

表達自己的感情，這樣做既方便又精確，一

旦限制只能用淺字，反倒變得不容易了。」

今年，國語日報將他近年來新寫的「看

圖說話」，精選出版《樹葉船》、《青蛙歌

團》、《月球火車》，這個專欄持續了半世

紀，林良也從新手爸爸到資深爺爺，但童心

童趣始終不減，從《月球火車》中的〈蜻蜓

和玻璃瓶〉便可看出：

蜻蜓看見玻璃瓶，

很想知道

瓶裡有什麼。

玻璃瓶看見蜻蜓，

不知道

蜻蜓想要幹什麼。

蜻蜓很想

鑽進玻璃瓶，

玻璃瓶根本

不歡迎蜻蜓。

簽書會上，85歲的林良看到大大小小

的朋友與會，笑得像春日裡的小太陽，「年

輕時，對『人』有很濃厚的興趣，喜歡與

『人』接近，喜歡跟『人』談話，這種興趣

的無限度膨脹，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平日不大

受人注意的另一種人，那就是小孩子。」在

他眼中，「小孩子」是可愛人群裡最可愛

的，就因為可愛，讓他在創作兒童文學時雖

然辛苦，心裡總有幸福的感覺。

避成語  兒歌淺顯易懂

創作兒童文學，林良傾向選擇以兒童生

▲  1998年出版兒歌有聲書《鱷魚橋》。
（臺灣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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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以先生的身分寫太太，以男人的身分寫

家庭，《小太陽》樹立了愛家男人的家庭書

寫典範，寫活幼兒言行的細微心理，更記錄

了正要轉型成現代都會的1960年代末台北

生活的景況。

書中那位總是在夜半寫稿、異常忙

碌，卻對家人有著無比思念和情意的慈父，

幾乎成了讀者對林良的共同印象，書裡的3

個女兒─櫻櫻、琪琪、瑋瑋，還有那隻叫

「斯諾」的白色狐狸狗，也成了陪伴讀者一

起長大的朋友，聲稱自己帶領一家人跟一條

狗，為讀者服務的林良表示：「我執筆發掘

家庭生活的情趣，有時候辛苦熬夜到天明，

心中只有一個宏願；希望讀者受了我的感

染，更能體察出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樂趣，真

誠地愛自己的家。」

對於把平凡的日常生活拿來當寫作題

童書中經常出現的知更鳥robin，卻不知

道臺灣有名的紅嘴黑鵯；知道美洲的野牛

buffalo，卻不認識臺灣的水牛，這是不應

該發生的現象，很顯然的，我們的兒童文

學創作確實有極待加強的地方。」

幸好拜科技之賜，兒童網站的出現多

少解決了題材不夠多元性的問題，當兒童

進入一個網站，看到一頭牛，點選其中一

個相關按鍵後，就知道牛還有很多種，如

水牛、黃牛、犛牛等，再點另一個相關按

鍵，可以知道牛的身體構造，林良強調：

「兒童網站材料和內容是有了，但是文學

技巧與趣味卻不夠，還需要努力加強。」

小太陽  家庭生活樂趣

除兒童文學、兒歌創作外，林良以筆

名「子敏」寫散文，希望藉著敏捷聰明與

勤敏雙重意義的「敏」字勉勵自己─就算

是聰明的人也得要持續努力，文學的道路

上沒有捷徑。

1964年，何凡邀請他與洪炎秋共同為

《國語日報》開設「茶話」專欄（後改名

為「夜窗隨筆」），林良發表在「茶話」

專欄上的多篇文章，1972年集結成《小太

陽》，出版後廣獲讀者共鳴，1973年獲中

山文化基金會「文藝創作獎」。

他一反東方社會橫眉豎目、聲色俱

厲的「大丈夫」形象，以父親的身分寫女

文雖然重要，忠實本國語言也很重要。」

兒童文學翻譯中，兒歌堪稱是最艱

難的範疇，經常只有十幾行的兒歌，翻譯

起來的時間可能比一本散文式的兒童文學

還要久。林良表示，兒歌、童詩等作品，

其實充滿著原語文的結構與趣味，而這些

結構與趣味，在轉換成另一個語言時，幾

乎就全然喪失，「不同的語言要在翻譯時

達到『同韻』很難，但至少要譯到押韻的

方式相同。」例如原文隔行押韻，翻譯成

中文也應該保持隔行押韻的原則，此外，

「音步」也應該是相同的，也就是要有相

似的節拍，這樣才不會失去原作所要表達

的趣味。

「有些兒歌甚至是一串沒有意義的聲

音組合。」林良記得，1994年應出版社之

邀翻譯英國的《愛莉絲夢遊奇境》續集中

的《尖嘴妖的故事》，故事中有一段不曾

在字典上看過的稀奇古怪文字，最後才發

現，原來那些字是作者在自己的一本書中

藉雞蛋人角色說出的自創文字，並且自己

為每個字下定義，瞭解這個原委後，才得

以順利完成翻譯工作。

相對於國外兒童文學作家寫出眾多

適合孩子閱讀的散文佳作，林良認為臺灣

的現代兒童文學創作急需加強：「目前國

內出版的兒童文學讀物題材、內容都不夠

多元，我們的兒童可能透過閱讀知道外國

的是節拍和同音的韻腳趣味，所以兒歌是

兒童學習語言的一個絕佳途徑。」他建議

兒童文學作家應與專業的音樂家合作，創

作出更多既有音樂性又有學習性的兒歌。

跨專業合作，在日本已有相當成功的

案例，且已出版多本具某項專業又有文學

創作能力的兒童讀物，例如童書《冰海小

鯨》，是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香川茂，想

要藉著鯨魚來表達成長的故事，於是找來

從事鯨魚研究的學生，一起合作完成；另

一本《人怎麼會放屁？》，文學作家靠著

與醫生和心裡學家的合作，完成具正確知

識卻又充滿文學趣味的童書，相當值得國

人嘗試與努力。

從事兒童文學翻譯多年，林良透過

翻譯將國外適合孩子閱讀的散文介紹給國

內兒童，例如美國的佳作《月夜看貓頭

鷹》，描寫一位父親在半夜帶著孩子上山

去看貓頭鷹，直到太陽升起，故事也在歸

途中結束；《大猩猩》則是一個小孩，因

為父親太忙，於是在睡夢中夢到一隻大猩

猩帶他出去玩，不著痕跡地顯現孩子對父

親的需要。

翻譯前他會先看幾遍原文，瞭解原文

所要表現的味道，然後把書拿開，想想用

中文應該怎樣說，由於十分清楚閱讀對象

是兒童，除不用難字、澀字外，特別強調

翻譯出來的作品不應過分繞舌，「忠實原

▲《小太陽》(繪本版)樹立愛家男人的
家庭書寫典範。（格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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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出版的《林良爺爺寫童年》，
審視最初遭遇挫折時，自我激勵的決

心與勇氣。（幼獅文化）

▲

仍維持每日創作的習慣，且往往是在入夜

家人都休息後，才開始伏案執筆，超過一

甲子的創作歲月，出版六十多本兒童文學；

散文集《小太陽》等8冊；兒童文學論文集

《淺語的藝術》；兒童文學翻譯《小鬼高弗

利》、《未來的日子》等兩百餘冊。獲頒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中華民國分會兒童讀物金書

獎、中山文藝創作獎、信誼基金會幼兒文學

特殊貢獻獎、國家文藝基金會特別貢獻獎、

金鼎獎終身成就獎等榮譽。

《林良的詩》中有一篇描述駱駝的詩，

他把駱駝比喻成一個寫故事的人，寫的是一

則很長的沙漠故事，因為故事很長，所以駱

駝要很有耐心，很有毅力，要一步一步的

走，一字一字的寫，要不疾不徐，要平心靜

氣，要不怕風吹日曬，忘記路途的辛勞，甚

至忘了「到了沒有」，如此忘我的付出，宛

如林良的文學寫照─雖才華洋溢卻毅力堅

定，歷經數十寒暑仍創作不輟，就像沙漠中

的駱駝一樣，默默行進，忘了辛勞，甘於寂

寞的精神，堪為後學典範。

文章裡描寫的家庭生活事件，便成了校園裡同

學間討論的話題，曾引來女兒們的「抗議」─

要求不要再寫她們了！林良只好承諾儘量「少

寫」。但女兒們對父親寫或翻譯的兒歌，會開

心的朗誦、互相接力，甚至全本都能背，或許

這是她們對父親的創作表示肯定的表現方式

吧。

筆耕不輟  豐富孩童心靈

繼《小太陽》之後，出版《陌生的引

力》、《和諧人生》、《在月光下織錦》、

《鄉情》等多本散文集，其中，《鄉情》1985

年獲第8屆中興文藝獎章。2003年，80歲的林

良獲金鼎獎第一屆「終身成就獎」，他的得獎

感言相當發人省思：

從事寫作的人，都希望能給文壇一些震撼。

兒童文學作家生活在另外一種心境中，他們

的讀者是小孩子，他們為孩子寫可愛的作

品，目的只想豐富孩子的心靈。兒童文學作

家對於「稱雄」應該有所克制；對於文壇上

的榮華富貴，也應該視若浮雲。

堅守《國語日報》工作崗位長達56年，先

後擔任過主編、編譯主任、出版部經理、社長

等職，2005年以董事長兼發行人職務退休。退

休後，少了辦公室的行政瑣事，有更多時間從

事自己最喜歡的兒童文學創作和散文寫作。

即使已從報界退休，長年筆耕不輟的林良

過尿布的迷魂陣，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

外 ，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

長女「櫻櫻」小學高年級時，在生活中

遭遇到一些事情產生困惑時便說給他聽，包

括：為什麼大家不理我、不敢站起來說話的

人、朋友就像一本一本的好書、最不應該的

行為，由於下班回家後還要寫作，只好等深

夜工作完畢後再給櫻櫻寫信，1971年出版

《爸爸的十六封信》。

由於3個女兒紛紛從童年跨入青少年，

他的關懷範圍也從幼兒擴展到青少年，1977

年出版《認識自己》，告訴每一位準備踏上

人生旅程的少年，如何認識自己、父母、社

會、國家、生活、責任和人生，並希望孩子

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千萬不要忘記「童

心」：

童心的境界，是最偉大的人生境界，也

是最偉大的藝術境界。你剛剛從童年走

出來，所以你要記住：「童心」是人生

的燈，你不要失去這盞明燈。許多聖

人，許多人生哲學家，都是因為失去這

盞燈，所以走回頭路，經過千山萬水，

回來取這盞燈。

林良表示，其實自己並不知道孩子們

到底喜不喜歡他寫的散文，反而是別人家的

小孩會直接跟他說好看，由於《小太陽》一

書中的各篇散文先在他執筆的專欄中刊登，

材，林良強調：「文學的重點是在表達，

讀者讀的是作者對題材的處理，而不是題

材的本身，這本散文所描述的，不過是一

個忙碌的父親，每天都會面對自己的孩

子，卻沒有時間和孩子們交談、遊戲所萌

生的愧疚感。」如此生活化的題材卻深受

讀者喜愛。

他在〈小太陽〉一文中描述初為人

父，面對襁褓中的長女，雖然每天都得面

對照顧嬰孩的辛苦與疲憊，卻也在孩子的

成長過程中感受無限溫馨與安慰：

　　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

機，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

尿布。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往臉盆裡

扔。因此，阿釧的眉頭皺了，阿釧的胳

臂酸了，阿釧的脾氣壞了。她的印刷機

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鎚的響聲，鐵

絲安裝起來了，一道，兩道，三道，四

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

雨中的軍旗，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我

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窗外冷風

淒淒，雨聲淅瀝，世界是這麼潮溼陰

冷，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但是

現在，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因為我們

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小太陽不怕天

上雲朵的遮掩，小太陽能透過雨絲，透

▲《月亮星球》〈獨木舟〉／鍾偉明繪／國語日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