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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很多兒童文學作家都是從

成人文學轉向兒童文學，但知名兒童文學

作家謝武彰卻相當「純粹」，文學之路一

開始便和兒童文學緊緊相扣，且擅長多種

文類，包括華語兒童詩、華語兒歌、閩南

語兒歌、閩南語兒童詩、兒童散文、圖畫

書，推廣台灣兒童文學不遺餘力。

謝武彰，1950年生於台南縣將軍鄉務

農之家，國小二年級全家遷居台南市，就

讀成功國小，初中考上高雄市的明星學校

市立二中（現前金國中），為了考初中，

國小經常惡補，上了初中，發現課程與惡

補時差不多，對於填鴨式教育感到厭煩的

他，無心於課業，經常到高雄市六合路上

的舊書攤看書、買書，還四處搜購買到整

套的《文星》雜誌。

大部分時間都在看課外讀物，再聰明

的腦袋也很難有好成績，高中聯考只勉強

考上高雄復華高中。服完兵役，參加大專

聯考，名落孫山，從此與大學窄門絕緣。

初次參賽獲得首獎

1974年，洪建全基金會舉辦「第一屆

洪建全文學獎」並公開徵文，偶爾在報紙

副刊發表散文的他看到徵文廣告，受到高

額獎金的激勵，參加「兒童文學獎」就和

黃基博並列首獎，出版《媽媽的心‧春》

兒童詩合輯。從未寫過兒童詩，初次參

賽就獲得首獎，他發現適合自己發揮的文

類，從此專心寫兒童詩和兒歌。

他曾在一篇書評中寫道：「常常聽

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是，妙

就妙在自己有沒有那隻『妙手』。沒有

妙手，文章那裡妙得起來？『本天成』」

就在隨意，悠然自得、渾然天成，自有模

樣，看來不費吹灰之力，這也是作者最難

達到的境界。」

若用他對「妙手天成」這句話的詮釋

來檢視他的文字風格，卻又恰如其分；他

的文字雖淺白易懂，卻在平實自然中有著

令人深刻回味的餘韻。不刻意雕琢華美文

字，透過活潑生動的描述，成功營造出孩

童世界的純真與趣味。他的兒歌文辭簡明

清新，呈現明朗快樂的風格。

「兒歌創作就像將一個人『綁手綁

腳』後丟進游泳池，請他跳『水上芭蕾』

一樣。」謝武彰強調，兒歌最難的地方就

是要達到孩子能理解的「詩意」，他卻勇

於突破這樣的難處，創作出不少具有「詩

的意境」的兒歌，如〈春天的腳印〉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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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開始翻譯、出版

國外低幼兒圖畫書，他足足比國內其他兒

童文學作家提早近二十年接觸且閱讀，讓

他受益匪淺。

當時信誼出版社的《學前教育》雜誌

剛創刊，負責的編輯知道他得過兒童詩首

獎，經常請他為雜誌寫兒歌，「在台灣，

每個孩子都要學習中文，都要學ㄅㄆㄇ，

怎樣引導孩子踏出學習的第一步並快樂學

習呢？」謝武彰提出以注音符號寫兒歌的

構想，由他和林武憲輪流撰稿，他離職後

這個專欄也跟著結束。

由於以注音符號寫兒歌的構想相當受

家長歡迎，出版社便為林武憲出版《我愛

ㄅㄆㄇ》，謝武彰則和時報廣告金牌獎得

主董大山合作，1980年出版在當時堪稱繪

畫與印刷都相當精美的圖畫書《大家來唱

ㄅㄆㄇ》，隔年獲國家文藝獎。

這是本適合幼兒、國小低年級兒童學

習注音符號、語言、常識的讀物，他把37

個注音符號，寫成37首兒歌，引發孩童

的學習興趣，每首兒歌儘量利用聲音的特

點，以朗誦的方式，讓孩子輕鬆學會注音

符號，建立發音習慣。

謝武彰表示，兒歌由於句子短、句數

少、有韻律，低幼兒都喜歡聽、喜歡念，

還能從中學會一些常識，甚至啟發思想陶

冶性情，更重要的是發展兒想像力。例如

子，它們好奇地試穿爸爸的上衣跟褲子、

媽媽的洋裝跟裙子、弟弟的制服跟鞋子，

看著彼此的怪模樣，還會笑得喘不過氣

來，但是當衣物被風「亂丟」時，還真是

讓人感到「討厭」：

哎呀─風好壞喲

還拿了我的毛巾跟手帕

擦過了汗

都扔在地上了

又拿了妹妹的圓帽子

當做鐵環滾走了

害我跑了好遠好遠才追回來

注音符號與四季節氣

1978年進入信誼出版社擔任編輯，

雖只任職兩年，卻學習相當多編輯、印刷

等相關實務經驗和知識，當時出版社有館

藏豐富的國外低幼兒圖畫原文書，他全部

看過且反覆閱讀，「最大的收穫就是體認

到，所謂創作，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

謝武彰擅長在日常生活中擷取素材，

用心經營成文學作品，「每個人的記憶

裡，會有一個旅行袋，裝滿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人、事、物。我只是經常打開記憶中

的旅行袋，取出難忘的人生經驗，把它們

變成詩歌和散文。」這些日常中的事件往

往很微小、很平凡，可是，經他的巧思妙

筆，生活裡的點點滴滴都成了極具吸引力

的作品。

例如，1976年夏日的某一天，他在切

楊桃，看到縱切的楊桃像一顆顆大小不一

的星星，瞬間觸發靈感，寫下〈楊桃〉一

詩，但直到1980年修正後才定稿，自此，

楊桃像「大星星」和「小星星」的「詩

眼」就成了他的「正字標記」。

媽媽把楊桃洗一洗，

媽媽把楊桃冰一冰。

媽媽把楊桃

切成了大星星，

媽媽把楊桃

切成了小星星。

大星星，小星星，

吃起來，涼冰冰。  

曬衣服時，最讓媽媽苦惱的就是到

處亂吹的「風」，經常把衣服吹落地面，

帽子有時還會被吹得一路「滾」到街道上

去，讓人追起來又好氣又好笑，但在謝武

彰筆下，〈風〉是個既好奇又頑皮的孩

子、雨水、白雲、小草、春風、楊柳、花

朵等孩子生活常見的事物，醞釀出鮮明、

活潑、充滿詩意的春天意象：

燕子在天空歌唱：

春天就快到了！

雨把天空洗了又洗

雲也把天空擦得亮晶晶

讓孩子們放風箏

草，鋪好了軟軟的地毯

讓孩子們打滾兒

春天一走過

風軟軟的

春天一走過

楊柳綠了

春天一走過

大地的花朵，是

她美麗的腳印

▲ 謝武彰和黃基博1974年並列第一
屆洪建全「兒童文學獎」首獎，

出版兒童詩合輯。（洪建全基金

會）

▲ 《大家來唱ㄅㄆㄇ》
1 9 8 1年獲國家文藝
獎。（親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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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抬，什麼都愛，

抬抬抬，抬回家，

大家一起吃好菜。

〈大白鵝〉中，謝武彰把大白鵝的

叫聲：「關咿－關咿－關咿－」，巧妙地

擬化為長輩對孩童的讚許：「乖－乖－

乖」，讓人唱來不禁會心一笑：

大白鵝，羽毛白，

走起路來屁股歪，

左歪右歪，右歪左歪，

搖搖擺擺走過來，

邊走還邊說：

乖－乖－乖－

乖－乖－乖！

這首兒歌具實描寫大白鵝走路的姿態

「屁股歪歪」，謝武彰提及，他的得獎作

品《大家來唱ㄅㄆㄇ》，其中有一首〈矮

矮的鴨子〉，他是站在孩子的視角，看到

熟悉的家禽大白鵝和鴨子，還有小動物松

鼠、貓、狗、豬等，也許因為太常見了，

往往不受重視與珍惜，許多昆蟲的生存環

境因為遭到破壞，逐漸消失甚至有絕種

的危機，幸好在有識之士的保育、復育之

下，螢火蟲再度在夏夜閃爍星點光芒，蝴

蝶也在都會花園展翼飛翔，唧唧蟬嘶更是

許多人的夏日回憶。

這本兒歌集，生動且傳神地描繪日常

所見的昆蟲和動物們的生活習性，既逗趣

又可愛，力大無窮、什麼都愛的螞蟻，辛

苦抬東西回蟻窩原來是為了和大家一起吃

好菜，〈螞蟻〉點出團結的天性：

抬抬抬、抬抬抬，

小螞蟻，排著隊，

抬米抬麥，

抬蜻蜓抬蟋蟀。

小螞蟻，排著隊，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種節氣的變化

與特色，並寫出應景事物和節日的熱鬧氣

氛，1988年出版兒歌集《一年一年十二

月》，內容分別為：正月正過新年、二月

二好耕田、三月三是春天、四月四摘果

子、五月五是端午、六月六太陽照、七

月七熱天氣、八月八豌豆芽、九月九好秋

天、十月十好日子、十一月好團圓、十二

月忙又忙。

其中，〈九月九好秋天〉寫出天涼秋

日偕同伴出遊放風箏，地上是一群嬉鬧的

小朋友，各種造型的風箏也在天上變成好

朋友，一起在空中翻騰耍帥，增添熱鬧歡

樂的氣氛：

九月九，好秋天，

來的是，好朋友，

草地上，放風箏，

風箏風箏往上升，

風箏風箏滿天飛，

大魚小鳥滿天飛，

滿天都是好朋友！  

週遭昆蟲鳥獸皆有情

1998年臺灣麥克收錄他所寫華語兒歌

15首，謝隆廣、李國強作曲、編曲，出版

《小松鼠呼嚕呼嚕》有聲書，他表示，有

些昆蟲例如蝸牛、金龜子、小瓢蟲、螢火

蟲、螞蟻、蜻蜓、蝴蝶、蟬，以及大家很

〈方伯伯種田〉：

方伯伯

方方的臉，

方伯伯

有塊方方的田。

方伯伯

在方方的田裡，

翻翻土，種番茄。

方伯伯

在方方的田裡，

翻翻土，種番薯。

低幼兒可透過這首兒歌瞭解種田需

先翻土外，也可從中學習「ㄈ」的各種

語音，如「方伯伯」、「翻土」、「番

茄」、「番薯」。又如〈姑姑學唱歌〉，

透過姑姑學習各種動物唱歌，強調「ㄍ」

的各種語音，如「姑姑」、「唱歌」、

「鴿子」、「ㄍㄨ－ㄍㄨ－ㄍㄨ」、

「ㄍㄚ－ㄍㄚ－ㄍㄚ」「ㄍㄛ－ㄍㄛ－ㄍ

ㄛ」。

《大家來唱ㄅㄆㄇ》創下銷售佳績

且獲獎，讓謝武彰專注於創作兒歌，並以

專案編輯方式與出版社合作，出版相當多

低幼兒讀物，在此同時，他也未忘情成人

散文創作，曾出版《煙波手記》、《隨

緣》、《人間的顏色》，及現代詩集《潑

墨山水》。

為了讓孩童透過兒歌瞭解一年當中

▲ 《一年一年十二月》讓孩童
透過兒歌瞭解四季節氣的變

化與特色。（親親文化）

▲ 《小松鼠呼嚕呼嚕》有聲書
收錄謝武彰的1 5首華語兒
歌。（臺灣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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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中文字，例如只是一個筆劃不同字

義就完全不同的「今」和「令」、「我」

和「找」；究竟是「親密」還是「親

蜜」？甚至形體相近的「己」和「已」很

容易誤看或誤用，當初就構思要出版一本

分辨相近字的書，但直到回高雄後，有一

回翻閱發黃的底稿，才繼續這本書的撰

寫，並在今年出版《文字雙胞胎？》上下

兩冊。

中文字是世界上特有的方塊字，每

一個字都有它的形、音、義，但中文也有

形、音、義相似的字，成人都可能混淆，

把「馮京」當「馬涼」，何況是剛入學的

國小學童。謝武彰以多年的時間，經比對

搜尋出約兩百五十組「形相近」的字，然

對於「既是兒歌又是兒童詩」的作

品，謝武彰強調：「雖然，兒歌和兒童詩

涇渭分明，但優秀的創作者，融合了兩者

的優點，呈現出既是兒歌又是兒童詩兼具

兩種特色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在押韻、情

趣上已經得到相當的成績，加上所開拓出

來的氣勢和寬大格局，使得侷限在一隅

的兒歌掙脫出只能表現小趣味的限制。這

樣的作品，也證明了事在人為，別具慧

眼的作者，不斷開疆闢土，展現新意和新

姿。但願這樣的作法，是兒歌未來的新方

向。」

自我挑戰文字雙胞胎

2000年出版《國語日報圖畫字典》

兒歌集，總共寫了八百多首兒歌，他先列

出國小低年級學童需學習的八百多個中文

字，然後把每個字都寫成一首兒歌，而且

每首兒歌的句式都不同，「當初計畫寫這

套書時就設下這樣的創作『棋局』讓自己

跳進去，藉以挑戰自己創作兒歌的最大極

限和能耐。」由於歌曲數量太多，書寫過

程曾遭遇瓶頸，久久無法下筆，只好停筆

半年才繼續創作。

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2004年謝武彰

從台北搬回高雄，但挑戰自我極限的態度

絲毫未變，撰寫《國語日報圖畫字典》兒

歌集時，發現低年級學童經常弄不清筆劃

「兒歌」與「兒童詩」兩者的區分，中華

民國兒童文學學會1990年出版《認識兒童

詩》一書，謝武彰在〈兒歌和兒童詩〉一

文中有深入的探討：

　　雖然，兒歌和兒童詩合稱為『兒

童詩歌』，但是，在讀者、分類、押

韻、句法上，如果稍加分辨，就可以

知道兒歌是兒歌、兒童詩是兒童詩，

涇是涇、渭是渭，個性分明。

他認為，分辨兒歌和兒童詩的要項

包括閱讀對象、功能及押韻三種。閱讀對

象：兒歌的讀者大都是學齡前兒童，兒童

詩的讀者大都在中年級以上。功能：兒歌

包含練習發音、催眠止哭、教育、遊戲、

幽默滑稽、性情陶冶等功能，兒童詩在於

使兒童能接受文學的陶冶、變化氣質和增

進文學修養。押韻：絕大多數的兒歌都押

韻，絕大多數的兒童詩不押韻。

鴨子走路搖尾擺臀，搖搖晃晃的模樣真可

愛，於是想到「屁股歪歪」這句語詞，

然而出版社編輯認為「屁股歪歪」字眼

不雅，要求他修改，他堅持不改還反問編

輯：「寫鴨子『屁股歪歪』會亡國嗎？」

對方才不再堅持。

養過小狗的人都知道，頑皮又好動的

小狗經常東咬西咬，甚至連垃圾筒也不放

過，但是最可愛的就是追著自己的尾巴繞

圈圈，無論跑得多快，就是咬不到尾巴，

惱羞成怒的小狗，還會對著尾巴汪汪叫

呢：

咬玩具、咬鞋子，

咬地毯、咬襪子。

小狗小狗，

追著自己的尾巴咬，

追著自己的尾巴跑，

小狗追，尾巴跑，

追追追，繞繞繞，

尾巴總是咬不到，

小狗對著尾巴汪汪叫！

相較於兒童詩文體的受肯定，「兒

歌」到了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專為兒歌設

置的獎項，即連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設立的

「洪建全文學獎」，從第1屆到第13屆，

兒歌都被歸入兒童詩歌類，直到第14屆兒

歌才獨立成項。但是文壇也出現「兒歌」

與「兒童詩」是否應該分家的討論，對於

▲ 白髮頑童謝武彰長期深耕兒歌園地，秉
持求新求變的自我突破、努力不懈的精

進態度，創作量達一千多首，對兒歌的

推廣不遺餘力。（謝舞麟繪/小魯文化）

▲ 謝武彰選出50組讓孩童容易辨認出「形
相近」而「義相遠」的字組，出版《文

字雙胞胎？》上下兩冊，圖為上冊。

（信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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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古典笑話、古典小說、佛教寓言、

民間傳說、中國奇幻志怪故事。編輯的書

取材也相當廣泛，包括傳統閩南語兒歌選

集、寫給兒童的好散文、古典兒歌集、創

作兒歌集、科學童話、寓言等。近年來多

次到中國交流，他發現兩國的兒童文學相

較之下，兒童詩和圖畫書是台灣的強項，

中國在童話、少年小說和寓言方面較佔優

勢，兒歌則平分秋色，但注重文辭優美如

詩、押韻、格局寬廣的創作發展方向則相

當一致。

目前他正規劃撰寫為中學生解說古詩

文巧妙譬喻的語文書，列舉歷代宛如「神

來一筆」的巧妙譬喻加以解說，例如唐朝

詩人賀知章的〈詠柳〉：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一句「二月春風似剪刀」，將二月的

春風比擬成神奇的剪刀，為那一片片迎風

搖曳的柳葉裁出纖細線條，如此動人的巧

妙譬喻，至今無人能及。

自學而成的謝武彰，涉獵相當廣泛，

對閩南語用字考究深入，儘管因緣際會因

得獎而開始創作兒童詩，但三十幾年來秉

持求新求變的自我突破、努力不懈的精進

態度，以各種文體深耕台灣兒童文學園

圃，兒歌創作達一千多首，相當值得肯定

與喝采。

出版蔚為風潮，讓他對「閩南語」的「復

育」有了希望，希望透過閩南語兒歌讓孩

童重新認識閩南語的文字、語法、韻腳、

情境和格局，讓閩南語漸漸恢復生機和原

貌。

除了兒歌，謝武彰也出版多本兒童散

文《奇妙的旅行袋》、《布袋戲》、《天

霸王》、《甘蔗的滋味》。出身農村，看

到種植甘蔗的農家遭受糖廠的不公平對

待，便以台灣民間常見的蔗田景觀和蔗農

生活做為背景出版《甘蔗的滋味》，十分

生動且忠實地反映出1950年代台灣蔗農

的辛勞與無奈，透過酷吏與蔗農間戲劇性

的互動，反映出台灣民間俗諺「天下第一

憨，種甘蔗乎會社磅！」的現實與不公，

具有相當深遠的社會意義。

他認為，散文的好壞、成敗，最重要

的是有沒有真感情，「沒有真情的散文，

就像一個缺乏內在美，氣質比較不好的

人，再怎麼裝扮，看起來也是怪怪的。」

除創作外，他還改寫過童話、古典

要溯源自多年前的一個農曆春節，他與親

友到馬來西亞檳城旅行，不僅在當地體會

在台灣已逐漸淡薄的農曆春節氣氛，而且

「講台語也會通」，讓旅行更加順暢愉

快。

返台後，拜訪對閩南語有深刻研究的

朋友，對閩南語的歷史才有概略性瞭解：

「日本治理台灣51年、國民政府的華語教

育政策自1949年推行至今已一甲子，閩南

語在兩個極權統治的威權下，歷經『百年

孤寂』的處境。」幸好，1987年解除戒

嚴後，許多文學作家投入閩南語童詩的創

作，詞曲作者也投入閩南語兒歌的創作。

2001年，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把鄉

土語言排入正式課程中，各種語言的兒歌

後選出最適合的50組，以全新的表達方

式，讓孩童容易辨認出「形相近」而「義

相遠」的字組，「假借」雙胞胎的特徵，

「同卵雙胞胎乍看之下很像，但若仔細比

對，還是有些不同，文字也是如此。」他

把兩個「形相近」的文字編成一組，採

用兒歌形式表現，例如：「今」天的陽

光「令」人舒服；「我」忙著「找」書

本；「推」土機推平了這一「堆」；有的

「人」出，有的人「入」；我「要」跟爸

爸去玩「耍」。

寫閩南語兒歌復育語言

除了華語兒歌，自稱是「台語人」的

謝武彰，1998年為臺灣麥克編著3本傳統

閩南兒歌有聲書：《正月正》、《杏

仁茶》、《火金姑》，

2000年應小魯文化

之邀出版一套4冊分

別以春、夏、秋、冬

為主題的閩南語創作兒

童詩歌：《春天的花仔

布》、《尾椎翹上天》、

《白雲若海湧》、《冬至人

搓圓》，以及一本閩南語繞口

令《傀儡偶仔》。

之所以會寫閩南語兒歌，

▲ 兒童散文《奇妙的旅行
袋》。（民生報社）

▲ 以蔗農生活為背景的
兒童散文《甘蔗的滋

味》。（青林國際）

▲ 大白鵝／陳光輝繪／臺灣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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