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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白絲帶 e 家

每年的10月4日為世界動物日，希望透
過這個運動來喚起世人關注瀕危生物、
關懷動物。除了能發展人們的同情與
愛心的文化，還能幫所有在世界上的
動物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大家要
好好愛護動物們，一起和平相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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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潔西．歐利維羅斯 (Jessie Oliveros)

【繪者】達娜．沃非科提 (Dana Wulfekotte)



記憶氣球

生命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傳承。所有關於愛的記憶，

都會牽引著我們前行，而那些失落的回憶，也會以不同

的面貌化為新的力量，幫助生命繼續茁壯。

小詹姆士有好多好多氣球，他將珍貴的回憶保存在自

己的氣球裡。

爺爺也有好多好多氣球：生日聚會、遙遠的夏日、婚

禮，還有特別的露營旅行……氣球裡有許多精彩的故事，

小詹姆士很愛聽爺爺說故事。他們都有一顆銀色氣球，

裡頭裝的是祖孫倆一起釣魚的歡樂時光。

繪本簡介



可是有一天，爺爺的氣球出了問題，有的卡在樹上，

有的開始飄走，而爺爺根本沒發現。小詹姆士好想抓住

這些氣球，卻沒有辦法，他眼睜睜看著爺爺失去他們的

銀色氣球。

有一天，小詹姆士去探望爺爺，爺爺已經失去了所有

的氣球。正當他感到無比難過時，卻忽然發現，爺爺的

氣球已經轉移到了自己手上。現在小詹姆士成為有故事

的人──他可以和爺爺分享自己的新氣球。

繪本簡介



【各界推薦】

「記憶是份禮物，一代一代傳遞下去，雖如氣球般輕
巧，卻又能載人飛向遠方。」──圖像藝術研究者 宋珮

「這本圖畫書幫助孩子理解，爺爺奶奶因大腦生病了，
逐漸失去記憶，就像一顆顆逐漸飄走的氣球一樣。所以
多和爺爺奶奶聊聊快樂氣球的故事，他們臉上的笑容與
光芒也會更多哦！這是陪伴長輩很好的方式。」──社團
法人台灣失智症協會祕書長 湯麗玉

「記憶來自於生命的餽贈，而記憶氣球無論以何種形
式存在，在有心人的手中，永遠是愛的連結、永不褪色
的記號。」──佳音電台節目主持人 歐玲瀞

「記憶的氣球雖然可能隨著衰老逐漸飄散，但是共有
的情感卻是真實而永恆的。」──童書作家與兒童節目主
持人 劉清彥

繪本簡介



「記憶描繪出生命的形狀，也讓我們更認識自己是誰。

《記憶氣球》以橢圓氣球象徵承載記憶的腦，色彩投射

出那抹記憶的感受，同色氣球則代表著彼此共同的回憶。

當氣球飄散，記憶遠去，或許我們會害怕、會氣憤，但

一定有人將你的回憶收攏在他腦中，在你遺忘時，為你

訴說，也在未來的每一日，為彼此創造新的回憶，將滿

溢幸福色彩的氣球交到你的手中。一本描述失智症最美、

最動人的繪本，推薦給您。 」──後青春繪本館主編

盧方方

「獨特的畫面呈現，結合簡單、動人的文字，帶來悲

喜交織的複雜情懷。」──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

繪本簡介



「詹姆斯和爺爺的共同記憶，以及他們充滿愛的家庭

的故事閃著動人光芒。這家人的記憶不僅對他們而言是

重要的，對讀者也是如此。它提供了一種感人而有意義

的陳述方式，來談論許多家庭將會面臨的共同困境。」

──柯克斯星級書評 (Kirkus, starred review)

「作者並不掩飾癡呆症的困難，但年輕的聽眾可能注

意到，這個多元種族家庭對爺爺處境的親切理解，以及

他們在回溯他的故事時所獲得的歡喜。」──美國書目雜

誌 (Booklist)

「這個感人的主題非常適合一對一分享，但是要隨身

攜帶紙巾。」──學校圖書館學報 (School Library Journal)

繪本簡介



潔西．歐利維羅斯 (Jessie Oliveros)

在美國堪薩斯州長大。她童年的氣球是向日葵的

黃色，充滿了追逐龍捲風、在森林間嬉戲，還有和

爺爺一塊兒釣魚的回憶。

現在，她與丈夫及四個孩子一同住在德州的聖安

東尼奧，創造更多快樂記憶。你可以拜訪她的網站

jessieoliveros.com。

作者簡介



達娜．沃非科提 (Dana Wulfekotte)

是一位動畫師，也創作童書。她生於南韓，在美

國新澤西州長大，目前與和丈夫及兩隻寵物兔一起

住在紐約皇后區。

繪者簡介



黃筱茵

曾任編輯，翻譯過繪本與青少年小說等超過三百

冊；擔任過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評審、九

歌少兒文學獎評審、國家電影視聽中心繪本案審查

委員等，並為報章書籍撰寫導讀。

近年來也撰寫專欄、擔任講師，推廣繪本文學與青

少年小說。從故事中試著了解生命裡的歡喜悲傷，

認識可以一起喝故事茶的好朋友。

譯者簡介



●假借測試同性戀名義 男子竟對女友胞妹上下其手

https://reurl.cc/4pezp3

●10月13日起入境0+7 國境解封自主防疫缺配套

https://reurl.cc/5pWWA6

●全國競賽高一挑戰大三 員農4學生獲保送大學資格

https://reurl.cc/YXNaDO

●金典獎入圍名單30部公布 評審:詩集讓人刮目相看
https://reurl.cc/nO39xn

●「主播」正確讀音怎麼唸？ 他查教育部國語辭典
後傻眼了
https://reurl.cc/LMO8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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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建立數位安全與

性別教育教學平台

製作「衝破迷惘」劇情片（2002）「糖玻璃」劇情片（2004）、「鞋子不見

了」（2006）、「看不見的時候」（2007）、「薔薇騎士」 （2008）、「星

空獵人」（2009）、「如果天空不下兩」（2009）、「小米的部落格」

（2011）、「藍球隊長」(2012)、「戰文」（2013）、「室友」（2014）、

「青春網事」 （2014）、「琪琪出任務」 （2015）、「六吋全世界」

（2015）、「一年之後」（2016）、「看不見的城市」（2017）、「直播不

NG」（2017）、「虛擬/實境」（2018）、「網美照過來」（2018）、「內

幕」（2019）、「迷因x網紅」（2020）。此外，白絲帶關懷協會也推出學

齡前教案，包含「如果天空不下雨」 （2014）、「玲玲的哥哥」 （2015）、

「那一年夏天」 （2016）、「出線」（2017）、「躲貓貓」（2018）、

「旅程」（2019），「中庭」 （2020），透過手繪本，教導兒童懂得保護自

身安全。

正如「白絲帶關懷協會」的英文名稱：Cyber Angel’s Pick, 我們期許協助社區家庭與青少兒，對

於唾手可得的資訊、另類的人際交往、以及五光十色、生動逼真的娛樂功效，做那最好的選擇！

白絲帶關懷協會集合了各界具相同使命的專業人士，結合政府及國內外第三部門，深入社區、

學校，與家長、老師一起來關懷e世代青少兒的數位文化知能及身心發展。

面對資訊高速公路上
琳瑯滿目的入口站，e世代如何選擇？

督促關懷e世代身
心健康立法與
企業倫理

每年結合產官學代表定期舉行

「網絡一夜情。誰讓我通行」立

法公聽會（2004年）、「繫上

白絲帶、關懷e世代」記者會

（2005年）「向網絡成癮說

No！」（2006年）、「網絡

陷阱多，預防要趁早」記者會

（2007年）、「數位要安全，

國家總動員」 （2008年）、

「我要網絡，不要霸凌」記者會

（2008年）、「 313華人網安

行動：看中網安、全球平安」兩

岸三地記者會（2010年）、

「結合兒少婦女團體推動網路分

級制度立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修法、督促網站業者建

立自律公約，與雅虎奇摩及漢聲

電台合作推動青少兒網路安全校

園宣導等」 。

形成社區
親職溝通管道

2002年起舉辦青少年與兩性圓桌座談「要 fun 不要黃」第一屆校園宣導大

使研習營，2000年定期巡迴全台社區及校園舉辦多場「網路安全教育」種

子師資工作坊。2003年開始定期舉行「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2011

年起每年4月下旬定期舉辦「網路贏家高峰會」，每年5月及10月定期巡迴

北中南東舉行「媒體天空領航員種子師資」培訓課程。2015年起深入國中

小學校園宣導「校園網安小尖兵」服務課程。2017年起動「白絲帶家庭網

安熱線 02-8931-1785 (幫救成癮。e起幫我).

我們的努力



2012年3月發表「2012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與自我形象調查報告」，2011年3月發表「台灣社區家庭親子網路社群調

查報告」，2010年3月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9年3月發表「兒童網路安全趨勢報告」，2008年

8月間先後發表台灣青少兒數位安全白皮書、台灣青少兒上網行為與價値觀變遷報告,2007年8月舉辦「網路陷阱多,預

防要趁早」記者會,發表台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調查報告,2006年結合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舉辦「網路安全婦幼 e起 go」記

者會,發表全台家庭上網安全調查報告；2005年6月起每年暑假結合立法委員定期公布全國青少兒網路安全調查報告。

報主的話

關懷白絲帶。心懷e世代
CAP , CYBER ANGEL’S PICK

獎勵數位
內容創作

定期發表全國青少兒
數位安全調查報告

2003年起定期舉辦大專校園「青春記事」劇本甄選，鼓勵青少年創作發聲。

至今2020年已邁入第十六屆。每年並將獲選之故事，改編成劇本並拍攝影

片，作為網路安全教材，提供各校及家長等非營利組織使用。

如果您也願意支持關心青少兒數位學習、
網路兩性教育的工作，歡迎加入白絲帶家
族；或贊助我們的服務。華南銀行（銀行
代號008）/和平分行
帳號：121100100524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
任何問題請聯絡 02-8931-1785.

祝福每一個家庭親情升級，讓愛飛揚。
希望您選擇那上好的祝福。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 黃葳威

Copyright © 2022 Cyber Angel’s Pick,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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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 Action Research for Kids & Kinship
電話（02）8931-1785   
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 140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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