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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各位同學，不知不覺間大家在疫情中生活了兩年多，相信大家都覺得

這段日子過得很不容易，但黃老師還是希望大家在面對逆境時，千萬莫失

方寸，怨天尤人。黃老師總是強調生活從來憂患與共，所以在順境時，我

們要感恩、要珍惜、要分享；逆境時，我們要學習、要正向、要自強。 

正因為這樣，今次黃老師為大家帶來一百多本繪本，旨在透過這批圖

書，與同學一起探討生命的意義，如何在有限的光陰中，為自己打造良好

堅強的品格。我們要懂得珍惜自己、珍惜身邊的一切，活出一個更美好的

人生。 

今期主題閱讀我以「成為更好的我」命名，引入《「有品 duck」幼

兒正向教育系列》、《幼兒情商啟蒙繪本遊戲書》、詹妮。路易絲的《玩

心繪本》，以及伊莉莎白。凡迪克的《教出好孩子成長系列》，藉以壯健

同學的心靈，也許生活雖苦，但我們絕不可以被眼前的劣勢嚇倒。有時人

生苦樂全在一念間，與其坐困愁城，倒不如樂觀面對。 

    另外，在探討生命教育以及生死教育這部份，我更找到了一批動人心

弦，感人肺腑的繪本，如《我的媽媽》、《媽媽變成了鬼了！》、《再見

了！變成鬼的媽媽》、《我離開之後》、《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爺爺的玩具王國》等，希望同學明白，世間的種種都是有期限的，沒有

任何事情可以恒久不變，當這份期限到臨，一切皆不可能回到從前，所以

我們要學會珍惜，在我們的生命中，好好為自己留下美好光輝的一天。 

另外，黃老師懇請大家好好細讀今期《悅讀》的老師推介，在他們的

深情介紹下，我相信同學能對每位作家的心意有更深切的體會。最後，這

篇序言所介紹的繪本，只是冰山一角，還請大家留意最後的書目名單，你

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呢！ 

 

 

本期編輯︰黃志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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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失落的一角 

作者：謝爾希爾弗斯坦 

出版社：水滴文化 

潘鈺雯老師推薦 

 

     這本書看來很簡單，字數也不多，卻很

有深意，我們不斷地追求自以為需要的事

物，但卻忽略了身邊重要的人或事，我們為

自己的目標奮力追求，但當我們得到的時

候，又是否如當初想像中那麼美好呢？ 

    這本書的主角是一個缺了角的圓圈，他努力地尋找欠缺的東西，卻無

暇欣賞及享受身邊的事物，最終，它找到了它認為重要的東西，原來並不

是它想像中所需的。 

    從中我明白到為目標而努力是應該的，但也要活在當下，好好珍惜現

有的人和事，不要到失去了，才覺得可惜和後悔，因為有些事情是不能再

回頭的，希望你們也能從此書體會當中的含意，為自己的目標而努力，也

珍惜現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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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我超級開心》、《我非常生氣》、 

《我有點擔心》、《我也會關心》 

作者：瑪麗‧帕魯特  

出版社：采實出版 

萬名雅老師推薦 

我們每天遇到不同的事情，都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你們了解自己的

情緒嗎？這套書讓我們了解在不同的情緒時會有不同的感受，並教導我們

應該如何消除我們的負面情緒。 

《我超級開心》這本書的

小主角分享他覺得開心的事

情，而他的開心也能感染身

邊的人開心。 

《我也會關心》這本書

的小主角分享他如何表現對

他人的關心，讓他人也可感

受到你對他的關心及體貼。 

《我非常生氣》這本書的

小主角分享他覺得生氣的事

情，生氣時的身體變化，並告

訴我們可以怎樣做，可以令自

己冷靜下來。 

《我有點擔心》這本書的

小主角分享他覺得擔心的事情，擔心時的感覺，以及當他遇到煩腦時可以

怎樣解決。 

當你們遇到開心、生氣、擔心的事情，也可與家人、老師說出你的感

受。開心時分享你的快樂、生氣時嘗試化解你的怒氣、擔心時嘗試克服你

的煩惱、多觀察身邊人主動送上你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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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作者：內田麟太郎 

出版社：日月文化 

司徒家盈主任推薦 

 

    書中透過簡單卻又值得深思的語

句，以「逝去的爺爺」的身分，向小

孫子述說一句句真摯的安慰話語。 

爺爺了解小孫子每天的生活仍是如常的度過，可心裏微妙的變化卻又是那

麼的欲蓋彌彰：形單隻影的車站、雨中搖曳的小白花、同遊過的湖邊森

林、仍存有爺爺氣味的舊坐墊⋯⋯每事每物都無聲地反覆提示着殘忍的事實

——爺爺已永遠離開了。 

可是，生命就是如此不息地循環，書中道「時間會讓人慢慢的遺忘，

生命就是用這麼貼心的方式在運轉」。每一天，我們都需要面對「失

去」，錯失與好友道別的機會、萬般努力卻與成功擦肩而過，甚至經歷摯

親好友的離世⋯⋯不過，隨著時間流逝，我們的傷感會被慢慢撫平，然後生

命會繼續帶給我們一點一滴的快樂與盼望。 

各位同學，生命中總有起跌，喜與悲本來就是雙生兒，但只要我們

相信，每一次悲傷，也是成就更好的自己的機

會，讓我們一同在成長路上勇於跨越每次磨

練，以笑容迎接未來，帶着祝福，活好每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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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蜜糖與細雨食譜（25 種奇思妙想的魔法情緒配方）  

作者：夏娃·曼蕯諾 

繪者：莫妮卡·古鐵雷斯·瑟爾納 

出版社：步步出版 

許少苗老師推薦 

這本書透過作者天馬行空卻

令人愛不釋手的描述、點子，以

及繪者誇張卻充滿藝術性的圖像

表達，邀請讀者也敢於天馬行

空，去積極地卻不沉重地或悶蛋地看待情緒，當你願意在情緒課題上激活

自己的想像力面對時，相信你能成為情緒的好管家。  

 

讓我分享書中使我最有共鳴的一章：自由。 自由就是可接受自己總

有不能成熟地處理情緒的時候 (即抓狂時)，不用擔心，這是正常的 ; 同

樣地，切身處地去想，我們身邊的人也總有抓狂的時候，只要多一份包容

加一點創意。我建議可合上眼睛，想像自己走進一塊軟軟的冰粒中，替自

己或他人寫一封信給上帝，向上帝傾訴，甚至哭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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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的媽媽 

作者：姜景琇 

出版社：青林國際 

歐陽秀雯主任推薦 

 

同學們，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每當你

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你最常呼喚的人會

是誰？我相信，大部份同學的答案也會是

媽媽 – 因她賜於我們生命，帶我們來到這

個世界。 

 

這次主題閱讀圖書中，我挑選了一本名為《我的媽媽》的繪本與同學

們分享。這本繪本內容非常簡單，全文只用了「媽媽」二字，配上簡單的

插圖，帶出媽媽在我們成長每一個階段所付出的愛。從我們誕生的一刻，

到我們學習說話和走路，繼而升讀幼稚園、小學、中學⋯⋯媽媽總會在我們

身旁無條件地付出，分擔我們的憂慮，為我們的成就感到驕傲。 

從這本繪本中，讓我們深深感受到「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這大

道理。 作為子女們的，我們必須孝順父母，多聽從爸媽的話，以報答他

們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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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說一聲謝謝 

作者：凌葉麉嬋 

出版社：小樂思   

尤珮怡老師推薦 

 

    今天尤老師想與大家分享一本有關感恩

的品格繪本《説一聲謝謝》。這故事講 

述一班鴨子們在外逛街時，在港鐵遇上三個地盤工人。「那些味很臭!」

迪迪埋怨着。之後，鴨媽媽帶他們去了許多地方，在這些地方讓小鴨明白

到建設整個社會，實有賴許多默默耕耘的人，所以我們要懂得感恩。 

   《説一聲謝謝》是「有品 Duck」系列的其中一本品格繪本。繪本以

香港為背景，透過「有品 Duck」一家溫馨有趣貼近生活的故事，讓同學

們在閱讀中培養各種美好的品格特質。 

    大家快來借閱「有品 Duck」系列的品格繪本，成為一個擁有美好品

格的兆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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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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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1 酒釀 聯經 

2 慌張先生 親子天下 

3 我們吵架了 親子天下 

4 吼!壞脾氣走開 閣林文創 

5 被欺負的小獅子 閣林文創 

6 小朋友的情緒之書 遠流 

7 手不是用來打人的 遠流 

8 聲音不是用來吼叫的 遠流 

9 莎莉,離水遠一點 遠流 

10 說話不應該傷人 遠流 

11 風是什麼顏色？ 遠流 

12 世界上最棒的葬禮 遠見天下 

13 媽媽,你還愛我嗎? 遠見天下 

14 怎樣問才對?學會問問題,或是不問問題! 遠見天下 

15 我的新鄰居 遠見天下 

16 燈塔你好 遠見天下 

17 凶巴巴的貝太太,為什麼變和氣了? 維京國際 

18 因為我好想念你 維京國際 

19 心裡的音符 維京國際 

20 小傢伙 道聲 

21 艾拉與大海 道聲 

22 爺爺，你會忘記我嗎？ 新雅文化 

23 死亡是什麼？ 新雅 

24 生命之旅_認識人生的各種經歷 新雅 

25 一句讚美的温暖效應 奧林文化 

26 你的煩惱其實別人也有 奧林文化 

27 我喜歡這樣的我 奧林文化 

28 「沒有東西」送給你 格林文化 

29 完美小孩 格林文化 

30 心的房子 格林文化 

31 我如果沒有你… 格林文化 

32 爺爺的玩具王國 格林文化 

33 路邊的小花 格林文化 

34 我們的情緒 1:傷心的努兒 城邦文化 

35 電梯來了，請上樓 青林國際 

36 安東醫生的動物診所 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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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37 安東醫生迎接小寶寶 青林 

38 我的媽媽 青林 

39 我的爸爸 青林 

40 歡迎光臨吃飽飽餐廳 青林 

41 奶奶家的小鳥 阿布拉 

42 壞習慣,走開! 采實文化 

43 我也會關心 采實文化 

44 我再也不敢搞破壞了 采實文化 

45 我有點擔心 采實文化 

46 我超級開心 采實文化 

47 我非常生氣 采實文化 

48 氣噗噗:生氣的你,常常看不見我們愛你 采實文化 

49 不管怎樣你都會愛我嗎? 采實 

50 不聽警告的鱷魚 東雨文化 

51 什麼都要管的鴨霸王:你們都要聽我的! 東雨文化 

52 啍!只有我能嬴 東雨文化 

53 我要去跟老師說! 東雨文化 

54 蟲山沒!熊小心! 東雨文化 

55 叩叩叩!我可以進來嗎? 東方 

56 河馬媽媽分鬆餅 東方 

57 豬奶奶說再見 東方 

58 好棒！誠實我可以做到 和平國際 

59 好讚！堅持我可以做到 和平國際 

60 布的搖籃曲 步步出版 

61 活著 步步出版 

62 蜜糖與細雨食譜 步步出版 

63 大樹,你給我記住 步步 

64 還記得 米奇巴克 

65 兔子的婚禮 字畝文化 

66 期待你未來的美好模樣 玉山社 

67 失落的一角 水滴文化 

68 愛心樹 水滴文化 

69 我好想妳，媽媽 水滴文化 

70 阿茲海默先生 日月文化 

71 爸爸,我不要踢足球隊! 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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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72 噠噠噠!爹地超人 小魯文化 

73 小小跟屁蟲 小魯文化 

74 就是有討厭上廁所的孩子 小魯文化 

75 師氣小黑來報到 小魯文化 

76 怎麼會這樣??! 小魯文化 

77 慢小黃出任務 小魯文化 

78 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 小熊出版 

79 媽媽變成鬼了！ 小熊出版 

80 我們的情緖 2:生氣的莉莉 小光點 

81 親愛的姊姊 小光點 

82 如果收到不喜歡的禮物… 大穎文化 

83 孩子，我第一眼就愛上了你 大穎文化 

84 我學得慢,不一定學不好 大穎文化 

85 某一天，聽說爺爺走了 大穎文化 

86 當鴨子遇見死神 大穎文化 

87 貓咪小茶 大穎文化 

88 難過時,學會安慰自己 大穎文化 

89 沒有名字的老人 大塊文化 

90 和你在一起 也是文創 

91 老厝阿嬤 也是文創 

92 我和家人:善用心智圖概念,認識身體,情緒與家人 三采文化 

93 我離開之後 三采文化 

94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三采文化 

95 小報亭 三民 

96 艾瑪畫畫 三之三文化 

97 不要命的死神１ 三之三文化 

98 不要命的死神２ 三之三文化 

 驚喜 1: Youtuber的

有趣演繹 

99 可以哭，但不要太傷心 日月文化 

 驚喜 2:  Youtube視

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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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出版社 

100 你還會喜歡我嗎? 小樂思 

101 像稻穗一樣的人 小樂思 

102 力力學養龜 小樂思 

103 可以不唱歌嗎? 小樂思 

104 因為我,比賽輸了! 小樂思 

105 彩色屁屁 小樂思 

106 我們的遊樂場 小樂思 

107 放風箏的一天 小樂思 

108 沙灘上的大壞蛋 小樂思 

109 紅色陀螺 小樂思 

110 茶餐廰的神祕客人 小樂思 

111 說一聲謝謝! 小樂思 

112 這是我的 小樂思 

113 達達的餅乾 小樂思 

114 鴨媽媽愛心週記 小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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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禪繞畫? 

各位同學禪繞畫是藉由創造圖樣進入冥想的一種繪畫方式。大家可以堆疊多種簡單的圖

樣,隨心所欲朝任何方向延伸。當你專心畫畫時,身體自然會放鬆,焦慮和壓力也會隨之減輕消

失。會禪繞畫的人，心境會

更清澈。 

今期主題閱讀讓我們稍

稍嘗試，學習畫一些禪繞圖

案，令內心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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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嘗試跟着以下的步驟學畫禪繞畫 

印度風：查格（ＣＨＵＧＨ） 

印度風:潔姬（ＪＡＣＫＩ） 

印度風:蕾迪（Ｌａｙｄ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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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在空白的地方，仿畫圖中的禪陀羅 

紙風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