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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對紳士到深山裡打獵，卻迷路了。正當他們又冷又餓時，眼前突然出現一幢名叫「山貓館」

的西餐廳。兩人喜出望外的走了進去，可是，迎接他們的竟是一扇一扇的門和走不盡的走廊，

門上還寫著各種奇怪的要求…… 

 

紳士們依照要求，脫了槍枝、鞋帽，在身上塗了奶油，撒了醋一般的香水……到後來，他們

覺得不對勁啊！終於明白了，這間不是給人吃飯的餐廳，而是他們被當成了給店主山貓吃的

西餐…… 

 

〈要求特別多的餐廳〉，是宮澤賢治生前唯一出版的一部童話集，也是本書收錄的第一篇故

事。在宮澤賢治奇幻有趣的筆調下，引領讀者走進一個不可思議的非現實空間，讓人屏住了

呼吸，看著步入陷阱的主角打開一扇扇的門，也同時看見了隱藏在幽默中的嘲諷寓意。 

 

「我是多麼希望這些故事中的某些內容，能成為你純淨透明的心中真正的食糧啊！」~宮澤

賢治。提到宮澤賢治，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不外乎是〈銀河鐵道之夜〉，然而其生前未出版的

短篇童話，亦猶如銀河中閃爍的點點星光，映亮出宮澤賢治底蘊深厚的創作才華。 

 

本書精選了 8 篇宮澤賢治的短篇童話。不論是〈渡過雪原〉裡，四郎和康子唱著明快爽朗的

童謠，漫步雪原，展開一場人類與小狐狸紺三郎的幻燈會邀約；或是琴藝拙劣的〈大提琴手

高修〉，從花貓、布穀鳥、小狸貓和田鼠母子這些訪客身上，徹悟了音樂的技法與精髓；亦

或是反映同儕之間排擠的〈貓咪事務所〉；以豐美的文字描繪雪國之美，同時帶有民間傳說、

隱含再生與死亡寓意的〈水仙月四日〉…… 

 

在宮澤賢治精鍊生動的文字、出類拔萃的想像力之下，我們彷彿乘著童話的彩衣，時而走進

幻想世界，看見宮澤賢治筆下洋溢著明快、燦爛而又純真的童心；時而卻又回到了現實，真

切領會到宮澤賢治寫實批判社會不公、嘲諷人性險惡的堅定。這些看似單純卻又蘊含深刻哲

理的故事，一如宮澤賢治所言：將化成我們內心純淨透明的精神食糧，陪伴我們無懼的面對

世界。 

 

書名：永恆的童話：宮澤賢治短篇集

作者：宮澤賢治  

譯者：周龍梅,彭懿 

繪者：俞理 

出版社：信誼基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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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故事描寫小男孩收到一封上頭寫著「山貓敬上」的明信片之後， 

  隨即離開家，隻身前往深山裡的起風處。 

  學童常不得已被拿來做比較， 

  這篇故事是來自於他們內心深處的回響。 

  ——宮澤賢治 

 

  宮澤賢治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國民作家」，今年（2016）是他誕生 120

週年紀念。被譽為「日本安徒生」的宮澤賢治，最知名的作品《銀河鐵道

之夜》和《風之又三郎》，在臺灣擁有很高的知名度。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東北大地震，他的詩作〈不輸給雨〉，適時撫慰了成千上萬災民破碎的

心靈。 

 

  在宮澤賢治的作品中，〈橡果與山貓〉非常受到大小讀者的喜愛，也是

許多日本學者最愛的前三名，從 1921 年發表至今已經 90 多年，是陪伴許

多孩子成長、讓人記憶深刻的傑作。 

 

  故事發生在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小男孩金田一郎收到了一張奇怪的明

信片，審判長山貓邀請一郎前來幫忙解決一樁麻煩的案件。星期天一大早，

一郎滿心期待的步上旅程，出發尋找山貓。一路上，他遇見了啪啦啪啦撒

落滿地栗子的栗子樹、嗶嗶作響的吹笛瀑布、叩咚叩咚演奏著奇怪樂曲的

蘑菇，以及在核桃樹梢舉手遠望一郎的松鼠，從現實進入了橡果的奇幻世

界。 

 

  一大群橡果為了誰最偉大而嘰嘰喳喳的吵翻天，讓山貓大人整整苦惱

了三天，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沒想到最後因為一郎的一句話，一分半鐘

就順利解決了。幽默逗趣的過程，加上奇幻風的描述方式，讓人彷彿跟著

書名：橡果與山貓 

作者：宮澤賢治 

譯者：陳瀅如 

繪者：楊宛靜 

出版社：小天下 

出版日期：201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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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波拉農廣場 

作者：宮澤賢治 

譯者：龔婉如 

出版社：自由之丘 

出版日期：2015/09/09 

 

內容簡介： 

「你聽說過波拉農廣場嗎？只要在滿月的夜裡前往草原，就能循著

三葉草花燈上發光的數字和遠方傳來的音樂找到它……」 

  

  在一個名叫伊哈托夫的美麗小鎮裡，住著博物館員丘斯特和他

的白色山羊。一天早晨，丘斯特發現山羊失蹤了，在尋找山羊的途

中，遇到了正在尋找傳說中的廣場──波拉農的青年法瑟羅。 

法瑟羅告訴丘斯特，波拉農廣場是個充滿歡笑與音樂、沒有壓迫也

沒有悲傷的美好天堂，兩人於是約好在下一個月圓的夜晚一起出發

尋找這個烏托邦。 

 

  月圓之夜，他們真的找到了發著青白光芒的三葉草花燈，並在

草原上聽到了遠方傳來的音樂聲…… 

  

  童話詩人宮澤賢治寄託人生理想、與《銀河鐵道之夜》、《風之

又三郎》並稱的中篇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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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不要輸給風雨：宮澤賢治

詩集 

作者：宮澤賢治   

譯者：顧錦芬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5/12/05 

內容簡介： 

宮澤賢治是日本最受歡迎的國民作家之一。短短 37 年人生，除了童話之

外，賢治一共創作了八百多首詩，絕大多數都沒有公開發表，少量則集結

成《春天與修羅》，以自費的方式發行出版。 

 

賢治生前作品乏人問津，卻在逝世後，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國民作家，作

品被收錄在課本中。又因其強大的精神感召力，成為日本人的心靈原鄉與

文學象徵之一。日本 311 大震後，演員渡邊謙朗讀宮澤賢治的名作：〔不輸

給雨〕，撫慰了千萬人心。 

 

宮澤賢治的作品帶著強烈的玄想色彩，大量運用自然的象徵物與情境，乍

讀也許悲傷，卻又可以感受到生之強韌與力量，以及對人和土地的深層關

懷。日本近代著名詩人高村光太郎就曾說過： 

 

胸懷宇宙者，無論身處多麼偏遠處，總是能超越地方性而存在。內心沒有

宇宙者，無論身處多麼核心的文化之地，也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存在。岩手

縣花卷的詩人宮澤賢治就是罕見的胸懷宇宙的人。他所謂的伊哈托布，就

是藉由他內心的宇宙所表達出來的這世界全部。 

 

本詩集譯出大部分的《春天與修羅》，收錄「宮澤賢治關鍵語彙小辭典」，

其他項目則斟酌採選較著名或是對於理解賢治有幫助的作品。希望與華文

圈的讀者，共同分享這個有著深邃心靈的詩人內心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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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銀河鐵道之夜 

作者：宮澤賢治   

出版社：元麓書社 

出版日期：2009/07/06 

內容簡介： 

 

宮澤賢治是日本的童話大師，他所創作的兒童寓言寓意深遠，

耐人咀嚼。童話中的時空顯得縱橫有致，既適合於古代，亦不

妨在現代人的心靈中加以印證，更可從中尋思未來的社會架構。 

本書所收的三篇作品，一貫地表現出宮澤賢治的理想主意，對

童真的融入毫無點塵之染。「葛斯克．布德里」的主角雖童年

受盡波折，卻正因此而懷抱著悲天憫人的胸襟； 「雁童子」是

發生在中國新疆的寓言故事；「銀河鐵道之夜」則藉著主角喬

邦尼的銀河之旅，表達了作者所憧憬的理想國度與心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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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一個人的夏天 

作者：志津谷元子; 張琇媛; 福田

岩緖、小川未明 

譯者：張琇媛 

繪者 : 福田岩緒 

出版社：新苗 

出版日期：2011/01/05 

 

內容簡介： 

 

日本小川未明文學獎第十四屆獲獎作品 

小政和爸媽住的公寓要改建了，除了五樓的獨居老人荒木田爺

爺，其他人都能順利搬家。儘管如此，媽媽還是喜歡派小政去做

敦親睦鄰的事情。小政很不喜歡這門差事，尤其是荒木田爺爺古

怪的性情，更讓他避之唯恐不及，直到電梯事件發生後，小政才

真正認識這位孤單老人，以及大樓的點點滴滴。離別的日子愈來

愈近，大家的感情卻愈來愈好，他們最大的煩惱是──荒木田爺

爺該何去何從呢？ 

 



 

 

板橋分館  

主題書展  
 

書名：小川童話集 4 

作者：小川未明   

譯者：張怡生 

出版社：萬象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2014/09 

 

內容簡介： 

 

 

 

1. 紅蠟燭與人魚 

2. 野玫瑰 

3. 月亮與眼鏡 

4. 柯樹果實 

5. 星星的話 

6. 睡眠城 

7. 大螃蟹 

8. 下雪之前的故事 

9. 月亮與海豹 

10. 巧克力糖盒的天使 

11. 農夫的夢 

12. 色紙的春天 

13. 受傷的鐵路和月亮 

 

14. 國王的飯碗 

15. 牛女 

16. 山鷲兄弟 

17. 山裡的茶館 

18. 金輪 

19. 原處的雷鳴 

20. 到達港口的黑人 

21. 小時鐘的聲音 

22. 島上的黃昏 

23. 不再來的旅人 

24. 黑人與紅雪橇 

25. 堅強的大手 

26.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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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與生俱來的煩惱 

作者：有島武郎   

譯者：葉婉奇 

出版社：新雨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05/15 

 

內容簡介： 

 

本書為「日本近代文學傑作選」之五，本系列共計九本，目前業

已出版的有阪口安吾的《玩具箱》、堀辰雄的《風吹了》、伊藤左

千夫的《野菊之墓》、織田作之助的《夫婦善哉》以及本書有島

武郎的《與生俱來的煩惱》。此後預計出版的尚有日本戰爭文學

代表作家原民喜的《夏之花》；日本自然主義文學鼻祖田山花袋

的《蒲團》；充滿詩人感性與自然觀的國木田獨步散文詩《武藏

野》；以及對耽美派具有極大影響作品充滿浪漫情懷及強大幻想

性的泉鏡花的《高野聖》。 

 

此系列有別於他社多以單一作家作品為主出版的方式，廣泛性地

介紹台灣尚較不為一般大眾所知、但在日本文壇極具代表性的高

量級作家作品，盼能為台灣的日文出版線作嫁，為台灣讀者引介

更多絕佳、但在台灣尚不見天日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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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兩個意達 

作者：松谷美代子 

譯者：高林 

出版社：東華書局   

出版日期：1989/04/04 

 

 

內容簡介： 

在古老悠靜的花埔鎮上，有一所隱蔽在樹叢中的破舊洋房。洋房

裡有一把神奇的椅子，不但能走路還會像人一樣說話，它用嘶啞

的聲音滴咕著:「沒有，沒有，哪裡也沒有。｣ 

 

這種奇怪的現象被一個叫直樹的小學生發現。他秘密地跟蹤小椅

子，經過一番周折，終於弄清「意達 ｣是甚麼樣的孩子，她是如

何失蹤的，以及了解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 ---- 1945 年 8 月

6 日的原子彈慘案，給日本人民帶來的無比慘重的災難。 

 

最後，直樹找到了當年的意達，但是，意達患了由原子彈幅射引

起的白血病。直樹想像著，等意達的病好了，回到兒時的家園，

荒蕪的草坪上盛開著鮮花，破舊的房屋修繕一新，意達抱著可愛

的女兒……。 

 

他忽然覺得，和平的生活是多麼美好，多麼值得珍惜呀！ 

 

這本書榮獲安徒生特別獎，並在日本改編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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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野玫瑰 

作者：小川未明     

繪者：陳狐狸 

出版社：海鷗出版社 

出版日期：無 

內容簡介： 

 

小川明末就讀早稻田大學時，就開始小說創作，不過寫作童話

故事還是畢業之後的事。 

 

在小川明末的時代，人們都覺得「寫給兒童看的作品比較簡

單、容易」，小川明末卻認為這種錯誤的觀念會毀滅兒童文學

發展，因此，他發表了「童畫作家宣言」，提出兒童文學作品

的創作，不僅只讓兒童看得懂、感到興趣而要啟發兒童追求真

善美的心。 

 

「童畫作家宣言」發表後，小川明末傾助全力創作童畫作品，

「紅蠟燭與美人魚」、  「野玫瑰」、「星光」、「紅鬼的眼淚」、

「小山猴的鞦韆」、「龍的眼淚」都是當時極為著名的作品。 

 

在這些作品裡面，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小川明末那顆赤熱的愛

心。這本書收集了這些作品，一起來欣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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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學生好享讀 : 亞洲. 美洲篇 

/ 世界文學大師短篇小說選 

作者：有島武郎、小川未明、小泉八

雲 等著     

繪者：陳狐狸 

出版社：未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3/26 

內容簡介： 

精選日本、印度、加拿大、美國、厄瓜多爾、祕魯、智利、紐西蘭八國適合青少年

閱讀的十七篇經典短篇小說。從寫實到奇幻，文學大師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呈現出

不同國度的青少年在成長中可能面臨的共同困境。用心閱讀、深刻領略作品所蘊含

的寬廣想像與人生哲理，更能引領讀者思索生命的真諦。 

〈藍色的鈕釦〉：「日本的安徒生」小川未明以童話般的優美文字描寫同學間的動人

情誼。 

〈珍克的成長故事〉：有「動物小說之父」稱號的加拿大作家西頓，生動描繪人類與

動物的情感，倡揚生命的尊嚴。 

〈最後一片葉子〉：享有「短篇小說之王」美譽的美國作家歐．亨利的知名作品，展

現了崇高的人性之美。 

〈擊力單打〉：印度小說家普列姆昌德藉由平民化的運動遊戲，呈現印度階級意識之

可怕與可悲。 

〈十二號風門〉：智利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利約，以細膩的筆觸刻劃礦坑中沒有

未來的童工。 

〈美女還是老虎？〉：美國「幽默大師」史達柯頓在趣味的敘述中，點出一般人面臨

抉擇的矛盾心理。 

〈小鷹飛〉：祕魯浪漫主義作家瓦爾德羅馬以純真的口吻，道出馬戲團童工表演者於

絢爛舞臺幕後的辛酸。 

〈獵熊的孩子〉：美國著名作家傑克．倫敦以平實、有力的筆調，描述一個孩子如何

在冰天雪地中憑智慧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