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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邱凡芸      繪圖 / 賴采秀



序

各位小朋友好：

小朋友你有沒有想過每天生活所需要的東西，

如吃的東西、用的東西，都需要許多人的付

出？想想看，因為果農們辛苦種水果，人們

才有好吃的水果；因為清潔隊叔叔、伯伯、

阿姨幫忙打掃，並載運垃圾到垃圾場，街道

才會變乾淨。所以每一種工作都很重要。無

論是幫忙清掃馬路的叔叔、阿姨，或是麵包

師傅、醫生、工程師，大家要對每一位工作

者心懷感謝。

每一位勞工叔叔、阿姨如同大社會的一塊小

拼圖，每一塊小拼圖都需要互相配合。若是

少了任何一塊小拼圖，就無法完成整幅大畫

面；若是每一塊小拼圖都堅守崗位，整幅大

畫面就會呈現出最美的色彩。

透過《原來，我很重要》，小朋友可以隨著

主角黑熊水電工一起尋找自己的價值，並體

驗食、衣、住、行、育、樂六類型職業的工

作內容。了解工作不分尊貴卑賤，每個人都

是社會中重要的一份子。爸媽可以說故事給

孩子聽，閱讀過程中也可以讓孩子知道爸媽

的工作內容，藉此增進親子的感情。



一早，修理水管的黑熊從

洞裡探出頭：「什麼？都

中午了？休息一下吧！」

黑熊看看四周：「哇！

他們好好喔！可以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地工作。只有我，

要進入黑黑、濕濕的地洞修水管。」



黑熊沮喪地在街上到處閒逛。

前面出現一間「神祕的店」吸引了他

的目光，門口一雙眼睛盯著黑熊說：

「先生，您工作不順心嗎？需不需要

我的幫忙？」

這位店員好厲害，一眼

就看出我的煩惱。



黑熊踏進店裡，發現一隻華麗的鳳蝶在眼前，

接著看了看四周琳琅滿目的衣服。

他喃喃自語：「這些衣服好漂亮啊！」

鳳蝶：「你要不要換衣服看看，

可以嘗試新的工作喔！」

「新工作啊！感覺當廚師很不錯，永遠有吃不

完的東西。」於是黑熊毫不猶豫地脫掉身上的

工作服和鳳蝶交換。



穿著廚師服的黑熊威風凜凜地在街上走著。

突然，有人叫住了黑熊：「你是今天新來的廚師吧！

我們的老顧客野豬先生，就是那位有名的建築設計

師，剛剛點了『寶島果雕』，趕快來幫忙。」

黑熊看著這些水果心想：「還不簡單，就跟剪水管

一樣而已嘛！」於是拿起刀具展現一番。

不一會兒，

「寶島果雕」完成了。

野豬說：「看起來好好吃。」

他吃完後，肚子突然疼得不

得了。

黑熊發現自己搞砸了，連忙

離開餐廳。



黑熊：「原來當廚師真不容易。」

他改換穿建築師的衣服走到一個空地，心想：「建

房子就像堆積木一樣簡單。」於是轟隆轟隆，沒幾

下，堆出了一間屋子。

正當黑熊對自己的傑作洋洋得意時，長頸鹿一家人

與野豬小弟建築設計師從遠方走來。

長頸鹿先生一看到房子，非常氣憤地說：「我們全

家都很高，怎麼……怎麼蓋了矮房子給我們呢？」

野豬小弟一臉委屈地說：「我也不知道是誰蓋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開巴士這麼多年，

沒看過這種房子。

黑熊知道自己又搞砸

了，匆忙逃離現場。



原來建築設計師也不好當，黑熊

決定再換其他衣服。

穿上司機服裝的黑熊在路上悠閒

地走著。

這時，路旁的巴士上有人呼喊：

「司機先生，我們趕緊出發吧！」

黑熊心想：「平常看雲豹司機開車輕

鬆自在，我一定開得更好。」於是啓開

動巴士走了。
雲豹看見自己的車被開走，奮力地在

後面追趕：「我的車，我的車啊！」突然，黑熊開的車子衝了出去。



我看巴士衝過去，

接著啓啓啓「砰」一聲，

嚇死我了。

今天晚上七點二十分，有一

輛巴士撞到了摩天輪，司機

已經不知去向。我們現在來

採訪幾位目擊者。

雲豹平常開車非常

穩健細心，今天不

知道怎麼了。

我 繞 著 噴 水 池 散 步， 正 在

奇怪為什麼水池都沒水了，

就看到這起意外了。



梅花鹿說：「不只噴水池沒水而已。今天下午，

餐廳的水也一滴不剩，我都不能煮湯了。」

野豬小弟說：「我也是，都沒水泡咖啡，找不到

設計的靈感。」

「咦？噴水池  沒水了？」

獼猴抓抓頭：「難道水管壞了嗎？」

小鴨子：「沒水的話，我要怎麼洗澡呢？」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討論停水的原因時，突然間…



唉唷！

誰踩到我的腳？

黑熊跑去哪裡了？

只有他會修理水電，

我中午還看到他啊！

哦？停電了！

我要怎麼報導？   

好黑啊！

哇！

天啊！

？？？？

沒水已經夠糟了，

現在又沒電，

餐廳怎麼辦呢？

好暗啊！

啊！

好可怕喔！

我只會表演，

不知道怎麼讓

電恢復 。

我 只 會 畫 設

計 圖， 不 會

修水管。

哎呀 ！



過了幾小時之後，大家此起彼落喊著：

「哇！有水、有電，真好。」

黑熊在地洞中，笑咪咪地想：

「我終於知道，每一種工作，

都很重要，沒有其他人能取代。」





小小知識家

　　親愛的小朋友，我是黑熊水電工，你們喜歡

這個繪本故事嗎？每位勞心或勞力的人（也稱作

勞動者），無論職位高低，都是社會中很重要的

一份子。

　　在臺灣，為了慶祝這些辛苦的勞動者對社會

和經濟所做的貢獻，政府特別訂定五月一日為勞

動節，讓勞動者可以在這天放鬆休息。

　　我有一些關於勞動者權益的問題要考考你們，

準備好了嗎？

問題 1：

　　勞動者每天正常上班時間是幾小時呢 ?

問題 2：

　　小學生可以去打工嗎 ?

問題 3：

　　小朋友如果生病很嚴重沒有人可以照顧的話，

家長可以請假照顧小朋友嗎？

　　　　　　　　　　　　　       

 （解答在右頁）

　　公布解答囉！小朋友們答對幾題呢？

　　這些可都是重要的勞動者權益，你們要牢牢記

住喔！

參考答案 1：

　　每天正常上班時間是 8 小時。

參考答案 2：

　　不可以。要滿 15 歲才可以去打工。

參考答案 3：

　　若小朋友因重病須家長親自照顧的話，家長可

以請「家庭照顧假」照顧小朋友。



學習單 A：旋轉吧！摩天輪

　　故事中的黑熊水電工，遇到了許多朋友：

甲、獼猴（遊樂園小丑）。

乙、藍鵲（教育新聞記者）。

丙、雲豹（巴士司機）。

丁、野豬（建築設計師）。

戊、梅花鹿（餐廳廚師）。  

己、鳳蝶（服飾店店員）。

　　請將他們的職業代號，填入適當的摩天輪車廂

中，讓摩天輪旋轉吧 !

解答：

食：戊、

衣：己、

住：丁、

行：丙、

育：乙、

樂：甲。

食

行

衣

住育

樂

學習單 B：各行各業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遇到許多幫助我們的人，

因為這些人的付出，我們有美味的午餐可以吃、有

漂亮的衣服可以穿、有人載我們去上學等等。請問

下面這些人的職業是什麼呢？請寫在圖片下面空白

處。

我做午餐

給小朋友吃

我開巴士

載人去旅行

我做衣服

給小朋友穿

我教小朋友

彈鋼琴

我蓋房子

讓人住

我設計積木

讓小朋友玩

解答：A: 廚師、B: 服裝師、C: 建築師、

　　　D: 司機、E: 教師、F: 設計師。



我的夢想職業

　　每個人都有夢想，有些人夢想成為作家、運動

員，也有人夢想成為建築木工、計程車司機，更有

人夢想成為農夫、服裝設計師，這世界上有各式各

樣的工作，大家都在盡心盡力地為社會付出心力，

幫助社會變得更美好。小朋友，你的夢想工作是什

麼呢？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想？你又會怎麼實現

它呢？

　　夢想是人們生活的動力泉源，在追求夢想的過

程中，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因此變得更充足，更

有意義。 

　　雖然現在夢想還有點遙遠，但只要大家持續努

力不懈，未來的某一天，相信一定能嚐到豐美的果

實。

　　現在一起來畫出自己夢想中未來的樣子吧！ 也

祝福各位小朋友未來都能一步一步的接近自己的夢

想，加油！

小朋友，請畫出自己未來的夢想職業吧！



職業志向書

我的名 是 _____________，我夢想長大後

可以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為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以

我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          年        月         日

原來，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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