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追逐夢想的男孩─ 

查爾斯·狄更斯 
 

作者 黛博拉·霍金森 

出版社 維京國際 

ISBN 9789865811341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查爾斯．狄更斯 12 歲時，他的父親因為債務問題，

和其他家人都被送入監獄裡，家裡的狀況陷入困境。原本

應該和其他孩子一樣在學校唸書的狄更斯，被迫花上很長

的時間在鞋油工廠工作，賺錢養活自己。後來，他的父親

和家人被釋放，狄更斯的生活因此有了轉機──他終於可

以去上學了！他最終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成為小説家，創

作不同的小説影響世人。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查爾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紀偉大的小説家，被譽為「永

遠的英國大文豪」。他的經典作品《雙城記》、《塊肉餘生

錄》、《孤雛淚》等在全世界盛行，膾炙人口。然而，他的

成就並非必然，他在艱苦的環境下，運用想像力和創造

力，努力追尋夢想。  

 

各位同學，無論你身處逆境還是順境，只要有夢想，

生活就從來都不黯淡。堅持夢想，就會活出屬於自己的精

彩，勇敢追夢吧！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老人與海  

作者 海明威 

出版社 讀書共和國 

ISBN 9789578423954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老漁夫一連八十四天都沒有釣到一條魚，於是他冒險

出海釣魚。在途中，大魚不停掙紮，不願意上釣。然而，

老漁夫沒有因此放棄，不斷努力及嘗試，大魚終於上釣了。 

可是，在回程時，許多鯊魚都前來搶奪他的戰利品，最終

大魚被啃光了。老漁夫筋疲力盡地拖回魚骨頭回到村子

裏，他垂頭喪氣的，但村民和男孩都讚賞他的勇氣。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是一個關於人和大自然對抗，而且絕不放棄的故

事。啟示我們就算再疲累、再飢餓、覺得支撐不下去的時

候，我們還是要對自己有信心。一個人有多大的意志力，

就決定他是怎樣的人，擺定他的人生。 

 

各位同學，人生的意義和目標，就是在追求「意志力

和滿足自己的自尊」。所謂「自棄者扶不起，自強者擊不

倒」，凡事講求方法，瞭解自己的優勢，用對的方式來處

理事情，終將可以戰勝一切外在的不如意。而方法可以向

別人請教，但態度是自己雕塑，你的態度決定一切。請你

用積極真誠的態度面對人生，給自己信心、勇敢，用心地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追逐夢想的哈比 
 

作者 關麗珊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870026 

對象 P.3-5學生 

內容 

 

克克比同齡的人長得矮小，但是他有一個高大的夢

想，就是想成為籃球明星。不過，校隊教練告訴他，每個

人的基因裏都有身高限制，不是後天努力可以輕易改變

的。有一天，克克更聽到他的好朋友説他是侏儒，喊他「哈

比」！克克十分傷心，於是寫信給作家傾訴。 
 

儘管教練和同學都説他在體操方面有天賦，應該專注

練習體操，克克還是決定退出體操隊，加入籃球隊。但克

克最終發現自己不適合當籃球員，於是決定退出籃球隊，

改入體操隊，最後還在體操比賽獲得好成績。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你們有自己的夢想嗎？如果你的夢想是成

為可以展翅高飛的小鳥，那就是妄想，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如果你把飛上天空化成夢想，你就可以努力想辦法解決

問題，追逐你的夢想，就如科學家萊特兄弟般發現飛機，

他們的成功都是源於有夢想。 
 

故事中的克克最初只想成為籃球員，但當夢想與實踐

有距離的時候，調整自己的目標是可以的。即使克克最後

只能成為體操隊隊員，但他發揮了自己所長，發光發亮。

希望各位同學相信自己的能力，勇敢挑戰，追尋夢想！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超越！25個天才小學生的 

信心法寶 

 

作者 燕翠翠 

出版社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ISBN 9789622387713 

對象 P.4-6學生 

內容 

 
這本書為大家分享了讓人生豐富多彩的技巧和秘訣。 
 
兩個小孩跟老師學下棋，其中一個全神貫注，另一個

心不在焉，總想着天空中的大雁。 結果，第一個小孩學

得非常出色，第二個小孩卻甚麼也沒學到。 
 
肯德基的創辦人桑德斯，六十五歲時還曾到酒店推銷

自己，遭到拒絕後才開始創業。最初他遭到家人的反對，

但是擁有積極樂觀心態的他毫不氣餒，最後創辦了深受世

界歡迎的速食店一肯德基。 
 
翩翩起舞的蝴蝶成為美麗的蝴蝶之前，卻只是一個不

起眼的蛹。一位叫查爾斯·考恩的生物學家，曾經為了幫

助蝴蝶從繭中順利爬出，故意扣繭上的洞口剪大。結果，

蝴蝶輕而易舉的從洞裡爬出，卻變得不會飛了。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所謂意志決定成敗！目的明確，意志堅

定，能堅持到底的人，一定能走向成功；意志力薄弱，不

能控制自己的人，則只會半途而廢。而蝴蝶也需要靠自己

的力量改變，才能開始自由飛翔。如果想要改變自己的命

運，獲得成功，也需要不斷改變自己，更要像肯德基的創

辦人桑德斯般，堅毅、積極的心態，努力創造成功！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寫給孩子的目標達成術  

作者 鄭喆熙 

出版社 晨星出版 

ISBN 9789861777368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書中所指的「目標達成術」非常簡單：第一階段是把

我想要實現的挑戰、目標寫在紙上；第二階段是要擬定達

成目標需要的具體實踐計劃；第三階段就是立即放手去

做。「決定」、「計畫」、「實踐」，就能夠輕易達成目標。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有目標的人是成功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要往哪邊

走。正如一艘船若是沒有目的地，該如何在大海航行呢？

然而，在航行之前，我們也得要知道航道。「目標」就如

同在現實生活中為了實現夢想而存在的指南針一樣。 

 

各位同學，我們縱有夢想，也得要有實現夢想的方

法。「只要把日期和夢想寫在一起，就會變成目標；將目

標適當的分成階段，就會變成計畫；接着，只要確實實踐，

夢想就會變成現實。」希望你們閱讀這本書後，對達成目

標有一定方向，讓你可努力實踐，完成夢想。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自我勉勵同學會  

作者 黃擎天 

出版社 非凡出版 

ISBN 9789628931163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這本書是描述人的一生很長，要互相勉勵，才可以得

到快樂。作者希望把一些生活的小事、格言分享他人，以

勉勵大家向目標進發。因為他認為世間上並沒有難事，只

要我們我相信自己，就可以突破一切。 

 

感想及 

推介原因 

 

世上沒有垂手可得的夢想，這本書有幾句説話正好勉

勵正在追夢的我們：「沒有優越條件，不代表沒有資格擁

有夢想；夢想是一點燭光，黑暗的盡頭必是黎明。」「夢

想實現不了，失望難免；然而曾經付出的自豪，足以抵消

失落。」 

 

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失敗並不恐怖，只要勇敢

地面對它，勇敢面對挑戰，沖破逆境，才有機會獲得成功。

我希望藉此書勉勵各同學，當訂立有意義的理想，就要堅

持下去，即使遇到困難，也以愉快心情邁步人生路，你的

未來將會更精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300 秒的生命故事  

作者 徐玉瓊 

出版社 突破出版社 

ISBN 9789888392414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本書記載了不同人的生命故事，當中有給人溫暖的、

有教人驚喜的、有使人有盼望的。 

 

1. 給人溫暖的人們：這些人並非有傑出成就，但總會説好

話、做好事、存好心，令身邊人滿載溫暖，生命充滿意

義。 

 

2. 教人驚喜的人們：這些人都有身分，往往形象刻板，但

總給人驚喜。例如老闆會冒雨為員工送早餐等，每個人

都有意想不到的一面，讓人感受到生命中的驚喜。 

 

3. 使人有盼望的人：這些人背景淒楚，遭遇令人扼腕，卻

心中充滿喜樂，生命常存盼望。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雖然上述的人背景不同，遭遇各異，但仍然滿心喜

樂，常存盼望。各位同學，無論生命多艱難，你們也要有

自信，覺得自己獨一無二，不普通，不平凡，去走一條屬

於自己的路，發掘生活中的美善。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Could an octopus climb  

a skyscraper 
 

作者 Aleksei Bitskoff 

出版社 Scholastic Inc. 

ISBN 9789810979522 

對象 P.3-5學生 

內容 

 

如果八爪魚去參加化裝舞，你覺得牠會怎麼辦？牠根

本不需要購買服裝，因為在海底，章魚可以改變身上的顏

色，偽裝成蛇、岩石甚至魚！那麼，八爪魚能爬上摩天大

樓嗎？這本書有趣地介紹八爪魚的生活特性。 

 

感想及 

推介原因 

 

這本書看似科學小品書，但各位同學，你們有否想過

八爪魚在遇到不同的事物身上，同樣能展現牠的能力。正

好比我們都各有特質，只要發揮得其所，也能盡展所長。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How High in the Sky?  

作者 
Anna Milbourne  

Serena Riglietti 

出版社 Usborne Publishing Ltd. 

ISBN 9780746095843 

對象 P.1-4學生 

內容 

 

小企鵝喜歡發問，瞭解身邊各種事物。牠想知道天空

有多高，但沒辦法知道。於是牠開展旅程，尋找答案。牠

騎着海鷗飛上半空，坐上熱氣球飛上高空，再搭上太空船

上太空。可是，牠仍沒法得知天空有多高，但牠心裏已明

白天空是多麽的高。得到答案後，牠滿足地回到地面，再

向牠的其他問題出發。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你們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時，會怎樣做?由

他人告知你答案，還是自己發現?雖然請教他人答案會來

得快，但自己親自尋找答案，明白的事情可更多，更有趣。

故事最後提及：「there's plenty more to explore」，藉

此希望同學努力發現，尋求你想知的事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Petra  

作者 Marianna Coppo 

出版社 Penguin Random House 

ISBN 9780735262676 

對象 P.2-4學生 

內容 

 

小石頭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座小山，但後來發現自己只

是顆小石頭。雖然曾被一隻小狗叼回去給主人，又隨即被

扔進了鳥巢裏。之後小石頭又以為自己是一顆「蛋」，一

顆充滿無限可能的「蛋」。這顆「蛋」又被拋進了池塘，

卻在池塘中變成一座驚人的島嶼。 

 

感想及 

推介原因 

 

接下來小石頭會怎麼樣呢？誰知道！但它就是一顆

擁有無限可能的石頭，享受着她它無比精采的人生！ 

 

各位同學，一顆小的石頭，經歷多次環境變遷；曾誤

會自己是座大山，能屹立不倒；或是一隻特別的蛋，藴含

無限可能和驚喜；當他最終發現自己只是一顆不起眼的小

石頭，依然能保持樂觀心境，懂得自重自愛，在自己的崗

位上活出價值。希望你們也能像小石頭般，抱有積極、樂

觀、勇於面對改變的態度，面對逆境也能努力面對。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The bravest mouse  

作者 Maria Barbero 

出版社 North-South Books Inc. 

ISBN 9780735817098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小老鼠(Sasha)面上總是掛着大大的黑眼圈，牠對自

己的外貌並不滿意，鼠媽媽卻認為牠是最英俊的。但小老

鼠還是覺得自己的黑眼圈好醜怪，每每想辦法遮掩。 

 

有一天，大貓(Barnabas)回來了，所有老鼠都很害怕

牠，於是鼠爺爺想為大貓在頸上加上鈴鐺，希望大貓來時

早有防範。小老鼠(Sasha)鼓起勇氣，去完成那不可能的

任務。牠最後成功為大貓套上鈴鐺，所有老鼠都以牠為榮。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為自己的一些不完美而感到羞

恥？小老鼠當初都對自己的外表不完美而氣餒，但所謂的

「英俊」，並非指外貌，而是內心的善良，擁有的勇氣。 

 

如果當初小老鼠沒有鼓起勇氣挑戰任務，可想想最終

的結果？可能所有老鼠都被大貓吃掉了。所以，踏出第一

部是最重要的，即使過程艱難，問題也會有解決的方法。

方法總比問題多，所以不用害怕，只要不畏懼，勇往直前，

你也可成為其他人的「英雄」。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Barack Obama of THEE I SING 

A Letter to My Daughters 

 

作者 Loren Long 

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ISBN 9780375835278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書中講述了作者對 13 位優秀人物的禮讚，包括美國

前總統華盛頓、職業棒球大聯盟第一位黑人球員羅賓森，

以及被認為是最成功的近代女性畫家之一的歐姬芙等人

的故事。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書中讚頌孩子

的美麗特質，就像一位位出色的名人：愛因斯坦、海倫凱

勒、阿姆斯壯、林肯等。這些名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

們聰明、勇敢、善良、有夢想……而這些特質，並非只有

那些名人才會擁有。這些特質都是孩子自己的一部分，是

所有人都有的。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雖然書中提及的成功名人都是美國人，那

麼，不是美國人，就沒有書中提及的名人特質嗎？不是

的，只是你還沒發現自己吧！無論是甚麼國藉，種族，性

別的人，都是勇敢、善良、有夢想，希望你們看完這本書

後，勇敢夢想未來，相信自己，定能創造明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點亮孩子一生的一句話  

(成長篇) 
 

作者 小樹苗 

出版社 小樹苗 

ISBN 9789888418299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説過：「只有當你放棄嘗試，你才

是失敗的。」  

 

1. 哲學家桑塔亞那曾説過：「哥倫布發現了一個世界，卻

沒有用海圖，他用的是釋疑解惑的「信心」。」 

 

2. 政治家邱吉爾曾説過：「風箏逆着風飛得最高，不是順

着風。」  

 

3. 運動家約翰·伍登曾説過：「別放棄你的夢想，否則你的

夢想也會放棄你。」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當你遇到挫折，感到恐懼、憤怒、後悔、

沮喪，甚至懶惰、驕傲、嫉妒他人或貪婪的時候，只要你

打開這本書，看看一些世界名人的心得，定可為你當頭棒

喝。希望這些説話，能為你們成為座右銘，幫助你繼續為

夢想努力，實現所想。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小步小步走  

作者 路易士·薩奇爾 

出版社 小魯文化 

ISBN 9789862113837 

對象 P.5-6學生 

內容 

 

從管訓營出來的少年希爾多，學到「人生有如急流中

逆行，祕訣在於小步小步走。」他明白自己無法做到一切，

無法取悅每一個人，但仍然繼續不斷往前挺進。 

 

希爾多的鄰居金妮生來就是腦性麻痺。但她給了他生

活意義，令他受到尊敬與關愛。他們一起學着小步小步

走。及後希爾多邂逅名歌手凱拉，凱拉是個寂寞、悲傷的

女孩，但她唱出「你的不完美才是你最出色的特質」之意，

令他們試着振作起來，慢慢地向前邁進。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故事中的希爾多在人生中遇上不如意的

事，試過放棄，想過入歧途。他總是遇到困難，於是他調

整自己的目標，重新出發。我們在旅途中，會遇上石頭，

釋放低落的情緒後，會發現我們遇到的石頭並不大。在旅

途中仍會找到方法，堅定目標，無論是小步小步走，或是

邁開一大步，總比停下腳步，守株待兔的好。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什麼都不會的鳥  

作者 刀根裡衣 

出版社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2744000 

對象 P.1-6學生 

內容 

 

小鳥從小就覺得自己甚麼都不會，牠不會自己破殼而

出，不會摘果實，不會游泳，不會唱歌，不會順着蔓藤往

上爬，不會釣到魚，不會在天空中飛翔。即使牠用盡方法

嘗試，也做不來，牠覺得自己甚麼也不行。後來，牠試着

用自己的身體來保護小花，無論日曬雨淋，風吹雨打，牠

都默默守護，以使小花茁壯成長。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或許大家認為自

己不比別人優勝，只是大家長處不同而已，就像小鳥一

樣，只要長處發揮出來，就能令自己發光發亮。飛行的方

法有很多，重要的是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堅持夢想的

路，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孩子，要相信自己  

先別急着當傻瓜【兒童版】 

 

作者 喬辛·迪·波沙達 

出版社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9861753454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維特從小開始就被同學孤立排擠、愚弄欺負，甚至被

集體霸淩。老師也會誤會他説謊，懷疑他抄襲。大家總覺

得他是個「傻瓜」。於是，他就相信自己是一個傻瓜了。

15歲時，因爲家貧，他只好休學成為修車學徒。但是，他

記住了老師的話：永遠都要認真學習，永遠都不要放棄自

己！ 

 

維特在閑暇中自己閱讀一套 24 本的大英百科全書，

無意間解開了一則廣告看板上的數學難題，於是進入了一

間科技公司的職員，之後更成爲該公司的董事。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在維特成爲被肯定的天才之前，他是一個

傻瓜嗎？你想像維特一樣認定自己是傻瓜嗎？ 

 

這是一個改編的眞實故事，其實你也可以像維特一樣

成為天才。只要你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無論誰都可以

成為優秀的人。就算別人再怎麼忽視你、嘲弄你，你也不

要害怕，試着放手一搏，相信自己。如果你選擇聽信別人

的話，而放棄夢想，你永遠不會成功。你應該要相信自己，

愛自己。加油！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天下無敵勇氣人  

作者 金京姬 

出版社 螢火蟲出版社 

ISBN 9789864522583 

對象 P.1-3學生 

內容 

 

男孩子想要成為一位「勇氣人」，在每天都遇到不同

的事情，要鼓起勇氣才可完成。由早上起來開始，第一項

的挑戰就是睜開睏倦的眼皮。之後他犯了錯要試着勇於承

認，又要學習欣賞他人，遇到不喜歡的事要勇敢説出來，

自信地回答問題，接受失敗等，這一切都需要無比的勇

氣。這些事情，男孩子辦得到嗎？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會遇到不會做的

事情，不成功的事情，不喜歡的事情等，你們會怎樣處理？

逃避？這可不是一個好方法。 

 

想想你還是嬰兒學行的階段，如果你怕失敗，怕跌，

怕痛，沒有踏出第一部，你會像這樣懂得走路嗎？又想想

如果你沒有向家人提出請求買玩具，你有玩具玩嗎？做事

和表達都需要勇氣及自信，即使結果不完美也不打緊，當

中的過程你已經有所成長。這本書以遊戲的形式表達，希

望各位同學能像書中的男孩子般，勇敢地越過每一關的挑

戰，成為「勇氣人」。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好消息 壞消息  

作者 傑夫·麥可 

出版社 三之三文化 

ISBN 9789867295934 

對象 P.1-6學生 

內容 

 

兔子與老鼠結伴到郊外野餐，但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

情，並不順利。當暴雨來臨時，兔子「變」出了一把雨傘，

老鼠卻拿着傘被捲到一棵樹上。幸好那是棵蘋果樹！不幸

地，蘋果大顆大顆地掉在老鼠身上。之後……不論是甚麼

狀況，老鼠總是説「壞消息」，但積極樂觀的兔子卻想成

一切是「好消息」。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我們在學習或處事的過程中，並不一定是

完美順利的，有時會不如意。我們應該正面思考，積極樂

觀，凡事往好處想，事情便可以找出辦法，迎刃而解。 

 

面對困難時，我們往往會有不好的心情，喜怒哀樂乃

是人之常情。若遇上困難，情緒沒法釋懷，我們也可以想

哭就哭，想笑就笑，害怕就發抖，這也是一種宣洩情緒的

方法。當整頓好心情後，我們可以請教別人，想想其他法

子，把問題慢慢解決。只要往好的一方面想，「問題」就

不是問題了。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愈想越愈困難，愈做愈簡單  

作者 鄭真永 

出版社 大穎文化 

ISBN 9789579125222 

對象 P.1-4學生 

內容 

 

小蜘蛛想蓋房子，但不懂如何做。牠四處外出請教鄰

居，鄰居都説是件簡單事，但小蜘蛛光憑猜測想像就感到

害怕及徬徨，牠一直不敢嘗試，那麼蓋房子的願望就不會

實現了。等到小蜘蛛決定勇敢一試，房子就在一條條絲之

中，慢慢曼成形了，原來蓋房子並不可怕，並不是想像般

困難重重。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面對眼前的挑戰，大家都會感到害怕，甚

至放棄，但只要付出行動，勇於一試，腦海中的藍圖オ能

動工，目標才能實踐。別讓想像的困難成為起步的阻礙，

即使結果並不完美，我們也可以在錯誤中學習，讓自己成

長。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鏡中的露露真可怕  

作者 安妮·馬勒 

出版社 文林出版 

ISBN 9789888472529 

對象 P.1-3學生 

內容 

 

露露覺得鏡中的自己滿是瑕疵，像怪物般可怕，十分

難看。可是，別人眼中的她並非這樣：弟弟覺得她是超級

大英雄；貓咪把她當作最舒服的墊子；阿姨認為她是熱情

的畫家。媽媽愛叫她「善良的小仙子」，爸爸則叫她「快

樂的小丑」。她是阿迪最美的太陽、是嫲嫲的小天使、是

安娜眼中勇敢的冒險家，更是爺爺甜美的搖籃曲。原來真

正的露露是這樣的美好，甚至比這更好更好!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及長處，不要看低

自己，要擁有自信，接納自己。我們往往會對他人作出評

價，這些評價都讓對方記在心裏。積極正面的評價，會為

他人產生強大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互相欣賞，並學習他

的優點，發展出良好的品格。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路邊的小花  

作者 強阿諾羅心 

出版社 格林文化 

ISBN 9789861896755 

對象 P.3-6學生 

內容 

 

小女孩在路上看見鴿子在天空中飛翔，又不時飛到地

上，但路上的人卻沒有為意。小女孩走着走着，看見路邊

的不同小花，她每每摘下來，握在手裏，十分珍視。之後，

小女孩為死去的鴿子、路宿街頭的男子、門前的小狗、家

人、鄰舍等獻上她珍視的花，為他們添上色彩。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全書並沒有任何一個字，卻能從筆者繪圖

及上色中瞭解故事的含意。你們有沒有想過路邊小花的生

命意義？你們除了走路時看一眼外，會留意到路邊的小花

嗎？ 

 

路邊的小花好比各位同學，不要想着自己是細小，不

起眼，就覺得自己渺小沒用，不被注意或賞識。即使是路

邊的小花，只要用得其所，都能為世界添上色彩，充滿意

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只要你相信自己，就不是沒

用處，只要發揮自己的長處，你也可發光發亮，令世界充

滿色彩。 

 

 

 



教師好書推介 

推介老師 劉家怡老師 

推介主題 「夢與想飛行」 

書目 龍阿蠻  

作者 唐娜森 

出版社 格林文化 

ISBN 9789861894331 

對象 P.1-4學生 

內容 

 

小火龍龍阿蠻想成為班中最優秀的龍，牠在學習飛

行、吼叫、噴火的技能中，都會拼命地不停練習，希望做

出好成績。雖然在練習過程中，牠遇到不同的困難、挫折、

失敗，但牠沒有灰心，在公主的鼓勵及幫助下，令牠更成

長，最終成為班上第一名。 

 

而一直為自己的目標進發的公主理想成為醫生，但苦

無機會，不被認同，她卻沒有放棄，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不斷嘗試及挑戰，最後實現自己的夢想。 

 

感想及 

推介原因 

 

各位同學，你們有甚麼理想及目標？在實現的過程

中，可能會遇上重重的困難，但只要堅持，努力不懈，定

能像龍阿蠻及公主般實現，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