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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中外圖畫書發展 

 

１．台灣圖畫書發展 

1950-1980 

 「小學生畫刊」半用刊 1953 年 1 月創刊。 

 「學友」月刊於 1953 年 2 月創刊，內容包含圖畫書

故事、傳記和科學類等。「東方少年」月刊於 1954 年

創刊。 

 「好學生」月刊於 1965 年 9 月創刊，內容包含鄉土

文學、藝術、科學、歷史文化。 

 以日本兒童圖畫書模式引入的「王子」半月刊於 1966

年 12 月創刊。 

 「世界兒童文學名著」1965 年由國語日報出版引進

歐美著名圖畫書。 

 1971 年由台灣省教育廳出版中華兒童叢書。1977 年

出版《小紅鞋》、《太平年》等八本幼兒圖畫書。 

 1974－1900 年由洪健全文教基金會設圖書獎，「洪健

全兒童文學獎」。 

 將軍出版社於 1978 年出版《新一代兒童圖畫書》。 

 1980 年信誼基金會出版社出版《幼幼圖書》。 



 92 

 1980 年光復書局出版《彩色兒童圖畫書全集》。 

 漢聲出版《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 

 英文漢聲雜誌於 1981 年 12 月發行《中國童話》。 

 1984 年鄭明進的插畫螢火蟲等三件作品參展日本至

光社主辦第十二屆世界圖畫書原作展。 

 1985 年由英文漢聲雜誌出版《漢聲小百科 12 冊》。 

 

1989 

 「信誼幼兒文學獎」從 1988 年設獎至今已主辦了十

三屆，對國內圖畫書創作有很大的貢獻。 

 1988 年「第一屆信誼幼兒文學獎」首獎由李漢文繪

及郝廣才撰文。 

 1984 年安徒生插畫獎日籍得主安野光雄應信誼基金

會之邀在幼兒文學頒獎典禮上演講「我的圖畫書」。 

 1989 義大利波隆那圖畫書原畫展，徐素霞作品「水

牛與稻草人」入選。 

 

1990 

 中華民國四建會協會受行政院農委託發行《田園之春

叢書於 1990 年起以圖畫書形式表現的農林漁牧產

業。 

 1991 年 12 月鄭明進著《世界傑出插畫家》雄獅圖書

出版。 

 1992 年 1 月邀請奧地利的 Lisbeth Zwerger（1997



 93 

安徒生插畫大獎得主）在第三屆台北國際書展展出個

人原畫及發表演講。 

 1992 年劉宗慧所畫的《老鼠娶新娘》，獲西班牙泰隆

尼亞國際插畫家大獎。 

 1993 年 1 月邀請捷克柯薇塔．波茲卡（1986 安徒生

插畫大獎得主）在第四屆台北國際書展展出個人原畫

及繪畫技巧。 

 

1995-1999 

 1995年 10月日本圖畫書評論家松居直先生在台北演

講「親子共讀圖畫書」並在台英出版《幸福的種子》。 

 1995 年 12月至 1月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布拉迪斯

國際插畫雙年展「95 年世界巡回展」。 

 1998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26 日展出 97 年波隆那國際

兒童原畫展於台北市中正藝廊。 

 1998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26 日由文建會主辦 98 年福

爾摩莎童畫原畫展於台北市中正藝廊。 

 1998 年 5 月鄭明進編《圖畫書的美妙世界》於國立

台灣藝術教育館。 

 1999 年 3 月由台南縣文化中心出版《南瀛之美圖畫

書系列》，內容介紹一系列產業、生態、名勝、民俗

文物等。 

 1999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日在台北光三越店展出由信

誼出版社主辦的國際童書大師 Eric Carle (1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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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畫。 

 

2000－2003 

 邱承宗的原畫「蝴蝶」入選 2000 年波隆那國際童書

原畫展非文學類。 

 2000 年國際安徒生插畫家大獎得主英國 Anthony 

Browne (1946~ )來台北展出原畫並發表演講。 

 2000 年鄭明進代表台灣在波隆那國際書展中的台灣

主題館展出。 

 2001 年 1 月 7 日至 2 月 15 日「國際兒童圖畫書原畫

展」，展覽內容：台灣兒童原畫展、波隆那國際兒童

圖畫書原畫展、田園之春圖畫書原畫展。 

 2001 年 2 月 3 日至 9 日在台北台英社主講「我畫圖

畫書的經驗及私人美術館的創辦」。 

 2001 年 6 月「台灣兒童圖畫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策劃、青林國際出版公司發行，射日、奉茶、勇

士爸爸去搶孤等）。 

 2002 年 1 月 22 日至 5 月 19 日由中國時報、青林國

際出版社等主辦安徒生原畫展在國立國父紀念館 B1

翠溪藝廊展出。 

 2002 年 2月 19 日 2002 年 3月 24 日國內首次舉辦俄

羅斯插畫展於台北市中正藝廊，由代理俄羅斯插畫家

的經紀公司 PIART Art & Design Agency 提供，展出

近百位傑出插畫家、三百幅的插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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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插畫家基里爾．契魯許金

（Kirill Chelushkin）來台主講「圖畫書中的現代

藝術」於台北市中正藝廊。 

 2002 年 3 月 3 日鄭明進主講「俄羅斯 1920-1950 年

代的圖畫書插畫」於台北市中正藝廊。 

 2002 年 3 月 23 日格林出版社的郝廣材主講「插畫的

藝術與賞析」於台北市中正藝廊。 

 2003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23 日由青林公司出版社企

劃「共遊小兔彼得故事花園－兒童文學百年經典巡迴

展」小兔彼得出版百週年紀念，並規劃全台六個縣市

(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及宜蘭)等地之展出

事宜，此巡迴展總計時間約長達半年以上，而首展將

於從台北市立圖書館啟程。主辦單位精心設計多項活

動，如「研討會」、「讀書會」及「動畫電影欣賞會」

和其他寓教育於遊戲的有趣的學習、研討、分享活

動。參加的大、小朋友更可從現場導覽之「小兔彼得

故事花園遊園護照」紀錄本次展覽之所見所聞。 

 

 

２．國外圖畫書發展 

1900 年以前 

 德國的 Bishop Comenuis（1592-1670）於 1685 年編

《世界圖繪》，在紐輪堡出版，後來被翻譯成英文版。 

 英國的 John New Bery(1713-1767) 在 1744 年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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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第一家兒童書店，且出版了內頁配有木刻插畫

的《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 

 英國畫家(Wiliam Blake)完成雕版印刷彩色兒童書

《純真之歌》。 

 德國的 Hoffman. H(1890~94)在 1845 年出版《滿頭

亂髮的彼得》（Peter Shock-Headed） 

 英國的 Walten Cnane(1845-1915)、Kate 

Gnenaway(1846-1901)及 Ranoloph 

Caldecott(1846-1886)在名出版家 Edwand 

E(1826-1905)的畫坊合作出版彩色圖畫書。 

 法國的 Monvel Maunic Boutet(1850-1913)在 1897

年出版《聖女貞德》。 

 

1900－1950 年 

 英國兒童讀物女作家波特（Potter, Helen Beatrix, 

1866-1943）所塑造的小兔彼得和他的幾個動物朋友

的故事，是歐洲兒童圖畫書的經典著作。波特女士童

年孤單寂寞，唯有每年到蘇格蘭或英國湖區渡假時，

才能享有愉快的生活。在度假時，常與小動物為伍，

使她對動物產生感情。長大後，動物仍是她的生命中

最親密的伙伴，更是啟發她創作的靈感。自 1900 年

後，她陸續寫出了《小兔彼得的故事》、《小兔班傑

明的故事》、《格洛斯特裁縫》、《松鼠約特金的故

事》等膾炙人口的動物故事。其筆下的動物，活靈活

現地富有真實的生命力；而波特女士的水彩畫，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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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增色不少。因為這本書的出版, 她也被視為現代

西方兒童圖畫書的創始人。 

 英國的 Athun Rackhan(1867-1939)畫了《愛麗斯夢

遊仙境》及《彼得潘》等。 

 1922 年美國為了紀念英國的兒童出版始祖 John 

Newbery，美國圖書館協會設立了兒童圖畫獎－紐伯

利獎。 

 美國 Wanda Gag (1893~ )在 1928 年出版《一百萬隻

貓》。是以 Randolph Caldecott (1846-1886) 為名

所設立的榮譽獎項。他是英國一位非常受到兒童歡迎

的圖畫書作家，在圖畫書的發展史上，Randolph 

Caldecott、Kate Greenaway 及 Walter Crane 三位

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37 年美國出版商

Frederic G. Melcher 希望能仿照較早的紐伯瑞

（Newberry Medal）頒發一個專為圖畫書設立的獎

項。於是從 1938 年開始由美國圖書館協會（ALA）評

選出前一年在美國境內出版的優秀圖畫書，頒予凱迪

克獎。但得獎者必須具有美國公民身份。從 1938 年

至今，每年都會有一位金牌得主（Caldecott Medal）

及數位銀牌得主（Caldecott Honor）。 

 美國的 Vinginia Lee Bunton (1909-1968）於 1942

年出版《小房子》，1943 年榮獲凱迪克獎。 

 國際兒童圖書評議會「IBBY」於 1966 年增設安徒生

插 畫 獎 （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of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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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於 1967 年設獎

（Biennale of Illustrations Bratislava）英文簡

稱 BIB，每兩年設年度首獎一名，金蘋果獎五名，金

徽獎十名。 

 日本的瀨川康男（1932~ ）作品《奇妙的竹筍》於

1963 年出版，並於 1967 年獲首屆布拉迪斯國際插畫

獎。 

 

1950-2001 年 

 瑞士的 Alois Canigiet (1902-1985)在 1955 年出版

《大雪》，1966 年獲國際安徒生大獎。 

 英國 1956 年設立凱特．格林威獎（The Kate 

Greenaway Medal）每年頒給英國插畫家的最高榮譽

獎。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部在1962年出版Brian Wildsmith 

(1930~ )在 1962 年出版《ＡＢＣ》，並獲格林威獎。 

 瑞士 Jong Mullen(1942~ )在 1973 年畫《挖土機年

年作響－鄉村變了》，他也是 1994 年國際安徒生大獎

得主。 

 義大利 Iela Mari 無字圖畫書《樹木之歌》於 1975

年出版。 

 美國 Peten Pien(1929~ )在 1977 年出版《挪亞方舟》 

 西德 Ivan Gantshev(1925~ )在 1981 年出版《月亮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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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Raymond Briggs(1934~ )1982 年出版《風吹來

的時刻》1978 出版《雪人》。The fungous《霉菌人》。

1973 年出版《怕冷的耶誕老公公》獲格林威獎；他

的作品均以彩色鉛筆活潑的筆調繪製，且採用漫畫式

的多重分割連環畫版面所構成。而故事的內容大多涵

有引喻（allusion）的成份，其中有些是對社會期許

及看法。 

 日本赤羽末吉（1910-1990）獲 1982 年國際安徒生大

獎，代表作品有《追、追、追》、《桃太郎》、《馬頭琴》

等。 

 美國 Chris Van Allsbrug (1949~ )1981 年出版《天

靈靈》(1982 年凱迪克獎)1985 年出版《北極特快車》

(1986 年凱迪克獎)。 

 澳洲 Robert Ingpen (1936~ )1986 年獲國際安徒生

大獎。 

 日本安野光雄 (1926~ )獲 1984 年獲國際安徒生大

獎。其代表作有：《ABC 的圖畫書》、《天動說》、《旅

之繪本》、《奇妙的種子》等。 

 捷克 Dusan Kally (1984~ )獲 1988 際安徒生大獎。

1982 獲 BIB 插畫首獎。其代表作有：《愛麗斯遊仙

境》、《仲夏夜之夢》等。 

 奧地利 Lisbeth Zwengen (1954~ )1933 年獲國際安

徒生大獎，1977 年以《古怪的孩子》入選波隆那原

畫展。其代表作有：《拇指公主》、《夜鶯》、《小紅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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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 Kveta pacovska (1928~ )以特別的色彩及魔幻

般的構圖獲 1993 國際安徒生大獎。其代表作有：《奇

妙的數字》、《小小花國國王》。 

 瑞士 Marcas Pfisten (1960~ )運用貼金的效果製作

出閃亮的《彩虹魚》（The Rain Fish）獲 1993 年波

隆那國際兒童書展兒童部推薦大獎。 

 瑞士 Jong Mallen (1942~)1994 年獲國際安徒生大

獎，其代表作：《發現小錫兵》、《兩個島》等。 

 德國 Klaus Ensikat (1937~)1996 年獲國際安徒生大

獎，其代表作：《愛麗斯夢遊仙境》、《布萊梅的樂師》

等。 

 法國 Tomi Ungerer (1931~ )獲 1988 年國際安徒生

大獎，其代表作：《三個強盜》、《月球男人》等。 

 英國 Anthony Browne (1946~ ) 獲 2000 年國際安徒

生大獎，其代表作：《威利的夢》、《動物園》、《穿過

隧道》等。 

 

（以上資料來源：徐素霞編著 民 90  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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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外圖畫書大獎介紹 

 

１．國內圖畫書大獎： 

(１)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行政院新聞局自民國七十二年開始每年舉辦「中小

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並印製數千本推介

清冊免費提供各中小學校、圖書館及社會大眾作為選購

參考。目的在鼓勵出版業者提升中、小學生課外讀物之

品質，藉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同時擴展青少年知

識領域。隨著紙質的改良、印刷技術的進步、課外讀物

編輯的精美及社會大眾對孩童課外讀物的日益重視，使

本活動早已躍升為各級中小學校老師、圖書館及家長們

為孩童選購優良讀物的最佳參考，也是童書出版社作為

未來規劃出版方向的重要指標。 

 

(２)小太陽獎 

民國八十五年，新聞局復創設「小太陽獎」，包括

最佳創作、最佳編輯、最佳插圖、最佳美術設計、最佳

翻譯五個個人獎；民國八十六年，更增設圖畫故事類、

科學類、人文類、文學語文類、叢書?工具書類、漫畫類、

雜誌類七個團體獎，也就是從推介書目中，依類別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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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項小太陽獎，同時取消最佳翻譯獎項。「小太陽」

三個字乃是取自林良先生作品《小太陽》青少年及兒童

成長過程中，如太陽般光明、溫暖、活潑的意象。 

 

(３)信誼幼兒文學獎 

信誼幼兒文學獎改變了過去幼兒文學依附在兒童文

學的現象，它讓爸媽體會到及早閱讀的重要性，爸媽會

發現：即使是學齡前的孩子，也能透過圖文的閱讀來欣

賞和感受書中的世界。 信誼幼兒文學獎的評審來自兒童

文學、美學和教育界的多位專業人士，他們挑選出的作

品，都能貼近幼兒的生活經驗和學習需求，是深獲孩子

喜愛的本土佳作。 

 

(４)好書大家讀 

「好書大家讀」是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生

報、國語日報共同舉辦，以鼓勵出版優良少年、兒童讀

物，提供家長、小朋友選書資訊為宗旨。 

 

(５)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之「最佳圖畫書」的標準，是

從啟發性、創意和圖文俱佳等角度，以及考量入選書籍

對出版界是否具指標性的提昇意義等，做為評選的基本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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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圖外圖畫書大獎 

（１）圖畫書的最高榮譽美國凱迪克大獎介紹(The 

Caldecott Medal) 

凱迪寇特獎是以 Randolph Caldecott (1846-1886) 

為名所設立的榮譽獎項。他是英國一位非常受到兒童歡

迎的圖畫書作家，在圖畫書的發展史上，Randolph 

Caldecott 、 Kate Greenaway 及 Walter Crane 三位均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為了紀念 19 世紀英國最偉大的

繪 本 畫 家 倫 道 夫 ‧ 凱 迪 寇 特 (Randolph Caldecot 

1846-1866)的名字而設立，凱迪寇特大獎在美國已有五

十年以上的歷史， 1937 年美國出版商(Frederic 

G.Melcher)希望能仿照較早的紐伯瑞(Newberry Medal)

頒發一個專為圖畫書設立的獎項。於是從 1938 年開始由

美 國 的 兒 童 圖 書 協 會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s to Children)評選出前一年在美國境內出版的

優秀圖畫書，頒予凱迪寇特獎。但得獎者必須具有美國

公民身份。令人諷刺的是，這項「僅授予美國人」的獎

是以英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從 1938 年至今，每年從當年

出版的數萬本書籍中，頒贈凱迪寇特金牌獎和銀牌獎。

都會有一位金牌得主(Caldecott Medal)及 2 至 3 銀牌得

主(Caldecott Honor)。 

凱迪寇特獎是美國最具權威的兒童圖書獎，主要在

於評選標準的周延與創新，著重作品的藝術價值、特殊

創意，尤其富有『寓教於樂』的功能，讓兒童在閱讀的

遊戲裏，開發另一個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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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會將在獲獎的圖書封面上，貼上印有凱迪克

著名插畫『騎馬的約翰』的金、銀獎牌，絢麗耀眼，代

表兒童文學史上的不朽巨星。獲獎作品名單為尋找高品

質的圖畫書提供了很好的出發點。然而，此獎項並不一

定能保證適用教師授課或課堂教學，因為該獎項是由成

人根據成人的標準來頒授的。一本優質的圖畫書的實質

獎勵應該是讀者對該書的熱烈回響。 

 

(２)英國格林威大獎(The Kate Greenaway Medal) 

凱特．格林威獎成立於 1955 年，目的為紀念十九世

紀 偉 大 的 兒 童 插 畫 家 凱 特 ． 格 林 威 女 士 (KATE 

GREENAWAY)，用意在拔擢優秀的插畫藝術家，同時提昇

繪本的水準。 

此獎的評分標準十分嚴格，著重創作精神與出版形

式，並強調插圖主題必須能讓兒童理解、有所共鳴，講

究圖文間的和諧性，就連版面設計也不得馬虎。目前『格

林威獎』，設有『年度最傑出兒童插畫家』、『最佳推

薦獎』、及『榮譽獎』，每年由主辦的英國圖書館協會，

與受邀的青少年圖書館協會，及其他 11 個圖書館協會成

員，所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評選出來。 

 

此獎雖然是英國兒童圖畫書的最佳榮譽，但近年來的得

獎者以外國人居多，除了鼓勵英國本土的創作人才之

外，更兼具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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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德國圖畫書大獎(Deutscher Bilderbuchpreis) 

德國圖畫書大獎是德國自 1956 年以來，唯一定期頒

發的國家文學獎。由「德國青年文學協會」擔任評選單

位。由於該協會在德國兒童文學界是最具影響力的團

體，因此德國兒童文學創作者莫不以得到「德國繪本大

獎」為努力追求的目標。每年得獎作品都經過激烈的競

爭方能脫穎而出，因此「德國圖畫書大獎」在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的心目中，也是一個值得信賴品質保證。 

 

(４)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最佳選書(Critici in Prize) 

在義大利所舉辦的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規模龐

大，參與國家眾多，光是展覽面積就超過 22,047 平方公

尺，共分為 9 個展覽區：包括出版商中心、圖書館中心、

書商中心⋯等，主要展出兒童、青少年圖書、教科書、

視聽媒體及教育性軟體。 

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並設有許多獎項及活動，其中

以『萼拔獎』最佳選書，倍受矚目。此獎的評分、選書

十分特別，由一群 6 至 9 歲的義大利兒童所組成的 9 人

評審團，從參展的圖書當中，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認

為最棒的兒童圖畫書。  其中以『萼拔獎』最佳選書，

倍受矚目。此獎的評分、選書十分特別，由一群 6 至 9

歲的義大利兒童所組成的 9 人評審團，從參展的圖書當

中，投票選出他們心目中，認為最棒的兒童圖畫書。   

 

(５)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大獎(Bratislava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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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x) 

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英文簡稱 BIB），由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贊助，每兩年舉行一次，是專為

兒童、青少年舉辦的國際性繪本原畫展。參展作品皆需

經過 BIB 會員國國內的文化單位的推薦，及評審團的評

審。每屆選出首獎 1 名、金蘋果獎 4 名、銀徽獎 5 名、

榮譽獎 4 名。全世界的插畫家都以獲得這個獎項為榮，

一旦得獎便代表了全世界的肯定。   

若要了解最愛歡迎的插畫家和作家的作品，可以參

考 R. R.Bowker 每年出版的《出版目錄》(Book in 

Print)。該書一套有三卷：分別為作者名檢索、書名檢

索，以及出版商的最新訊息。若想對某一主題之內容研

究，可查閱《出版目錄》(Book in Print)每年出版的《出

版目錄之書名指引》(Subiect Guide to Book in 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