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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二本介紹中國生肖動物的系列叢書是最受小朋友喜愛的中國新年書籍 。作者

陳曜豪使用豐富的文字來描述這些生動的故事, 把各個生肖主角介紹給年輕的讀

者。 
-China Sprout 

 

大家喜愛的有趣動物故事從《馬年的故事》延續下去! 漢娜仰慕她的家人,也享受她

和小男孩湯姆之間的友誼, 然而她想要多多探索自己, 瞭解自己的專長是什麼。湯

姆必須把老師的畫作送到一個很遠的城市,  漢娜能不能由此證實馬兒能夠幫助人們

指引最佳的道路? 

 

 



各個年紀的小朋友們都會喜愛漢娜探索自我能力的故事。馬的故事是十二生肖系列

的第九本書, 它呈現出十二生肖各個吸引人的角色, 也寫出個性自由自在的馬兒, 如

何走出自己的路。 

 

中華文化以十二年當作一個週期來計算時間已經有將近五千年的歷史了。 東方的

曆法是以月亮的運行為基準（西方的曆法是以太陽的運行為基準），以十二生肖來

代表一個週期。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動物來代表當年，而每一個動物都有他們獨特的

特徵。所以，在同一年出生的人會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生肖而有類似的個性和特質。

現在，越來越多人會慶祝這個長達十五天的節日， 並享受另一個中國新年的開

始。  

 

第一頁  

     經過好幾個月的等待, 馬媽媽和馬爸爸終於能迎接他們的寶寶的到來。小馬搖

搖晃晃地試著站起來, 慢慢地站穩了腳步。她的父母對於她的到來感到欣慰,給她取

名為漢娜。   

 

第二頁  

     親戚們都來祝賀他們。 “你得到了一匹活潑的小母馬” 福叔叔說。 

     怡阿姨寵溺著她的外甥女,說: “  她喜歡大家都注意她。” 

 

第三頁  

     一位老師和她的學生正巧在附近作畫,他們往馬廄裡瞧了瞧。小男孩說: “老師, 

這匹馬長得跟我一樣大。” 



     她笑了,回答:   “  哈! 湯姆,你們兩個都還小,都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呢。” 

第四頁  

     湯姆常常拜訪漢娜, 沒過多久,他們就成為好朋友了。他們喜歡一起玩遊戲, 像是

在酒桶裡翻滾、玩抓球遊戲和玩音樂馬廄。 

 

第五頁  

     漢娜盯著牧場做著白日夢,想著: “  我長大以後會是什麼樣呢? ” 

     羊爸爸回答: “ 親愛的, 跟著我來吧! 看看我們會做些什麼。” 

於是他們跟著成年的馬匹們到了市集廣場。 

 

第六頁  

     他們到了競賽場, 馬媽媽向漢娜解釋:  “ 親愛的,我是一匹展示馬。我受了訓練,  

能跳躍障礙和優雅地小跑步。” 

     馬爸爸在馬場上跑,並且自豪地說 :  “ 我是一匹賽馬, 我能在跑道上快速地奔

跑。” 

 

第七頁  

     他們到了城裡看著福叔叔工作。福叔叔因為用力而從喉嚨裡發出低沉的聲音, 

說:  “我是一匹馱馬, 我的工作是每天拉著很重的東西。” 

     他們和怡阿姨一起在公園裡玩。怡阿姨說:  “我是一匹灰色的老母馬, 我喜歡和

孩子們在一起。” 

第八頁  



     漢娜很仰慕她的家人, “ 他們都有不一樣的技能和職責。” 

     湯姆正整理著漢娜的毛皮,梳著她滑順的鬃毛,他回答:  “ 希望我們也能找到我們

的專長。” 

 

第九頁  

     第二天,皇家派了使者送來一封很重要的信給老師。 

     她驚呼:  “ 州長想請我畫一幅畫,但是首都離這裡太遠了,我沒有辦法自己把畫送

過去。” 

第十頁  

    “老師, 我可以幫你阿!＂  湯姆自願幫忙。 

    “這趟旅途太偏僻且太遙遠了, 你自己走路過去不安全。” 老師說著。 

    “必須有人和你一起去。” 

     於是, 他們便出發找尋可以一起去首都的人。 

 

第十一頁  

     他們找到了一些可能可以一起成行的動物。 

     綿羊能夠長途行走。 

    “但我得提供這個城鎮所有的羊毛線。” 

     狗是忠實的同伴。 

    “但我得看顧這個城鎮的閘門。” 

     公牛強壯, 工作起來很有力。 

    “但我必須耕作這個城鎮的田地。” 



 

第十二頁  

     當湯姆和他的老師因為一無所獲而感到煩惱時, 漢娜提議: “ 不如我們找一匹

馬?＂湯姆和老師喜歡她的主意,於是他們一起去找漢娜的家人尋求協助。 

 

第十三頁  

     漢娜的父母聽到這個消息後覺得十分興奮, 耳朵都豎了起來。然而, 馬爸爸想起

了他們緊湊的時間表, 搖了搖頭。馬媽媽發出一聲嘶鳴, 說: “ 很不幸的, 我們的時間

表都被重要的比賽給塞滿了。” 

 

第十四頁  

     福叔叔仔細地考慮再考慮, 還是嘆了口氣說:  “我很抱歉, 我現在的工作量實在是

太大了。” 

     怡阿姨也很有禮貌地拒絕了。但她暗示他們: “我想你們應該要找比我年輕一點

的馬。” 

 

第十五頁  

     漢娜能感受到她的朋友們的失落,她想為他們帶來希望, 所以她尖聲地說: “ 我能

一起去! ＂ 

   “ 妳的年紀不會太小了嗎? ＂馬爸爸哼著鼻子說。 

   “ 路途不會太危險了嗎? ＂馬媽媽按耐不住地說。 

 



第十六頁  

    “但是漢娜已經漸漸長大了, 而且阿, 她是很有潛力的呢。” 老師提出了相反的意

見。他們知道老師是對的, 所以最後只好同意了。 

     湯姆和漢娜兩人興奮到心跳加速。“   謝謝” 他們高興地尖叫。 

 

第十七頁  

     小馬和騎士在一起練習, 他們練習使用馬具, 也練習如何配合對方開始行走, 他

們耐心地傾聽對方,學習要怎樣才能結合為一體。  

     他們先是直直地站立著, 然後直線前衝, 最後留下身後一陣塵土飛揚。   

 

第十八頁  

     在這同時, 老師因為他們這樣的合作無間而啟發了靈感。她大筆揮了幾筆, 然後

再用小筆細細地雕琢。最後, 再加上了多筆描繪, 她終於完成了作品, 露出滿意的微

笑。 

 

第十九頁  

     漢娜和湯姆準備好要上路了。 

     大家聚集在一起要跟這兩位小小旅行家道別。老師把包好的作品交給他們, 提

醒道: “你們要互相信任, 並且要一起行動。”  

 

第二十頁  

     漢娜的父母抱抱她,  



    “親愛的, 要走在小徑上, 而且要隨時提高警覺。” 

     她向他們擔保:  “我會盡全力去做的, 就像你們教我的那樣。”  湯姆拉起韁繩, 他

們就出發了。 

 

第二十一頁  

     他們奔馳過連綿的山丘和色彩鮮明的草地。 

     當他們經過高聳的山峰時, 湯姆坐在馬鞍上注視著四周驚奇的景觀。 

 

第二十二頁  

     漢娜載著湯姆跨越彎曲的河流。他們快速地前進! 

 

第二十三頁  

     接著他們進入了一片竹林, 在陰暗的竹林裡, 他們得小心翼翼地走過陰影。 

     突然間, 漢娜聽到傳來的一陣嘶嘶聲, 她停下了腳步, 站直身體。  “ 哇!”     湯姆

大叫。有一條蛇盤在小徑上。 

 

第二十四頁  

     但這時並沒有空間可以讓他們迴轉了。於是, 湯姆策馬向前, 他們往前衝去, 然

後漢娜往上一跳, 跳躍了障礙。 

    “  你做得真好!”湯姆讚美道。 

 

第二十五頁  



     接下來的幾天, 他們機伶地、躡手躡腳地從一些熟睡的陌生人身邊走過。 

     在寒冷的夜晚, 他們會在霧氣環繞的山林雲層下取暖。 

 

第二十六頁  

     不論是晴天還是雨天, 漢娜載著湯姆前進, 不曾停下來。終於, 他們視線停在遠

處的首都。終於到達了終點, 他們大叫: “  我們做到了! ” 

 

第二十七頁 

     他們把老師的畫卷交給了州長, 州長的內心充滿感激。“   做得太好了!＂他驚喜

地說, 然後邀請湯姆和漢娜一起共進晚餐。 

     他們休息補充了體力, 也到處看了這個城市的景觀, 而他們最想做的卻是趕快回

家。 

 

第二十八頁 

     州長向他們道了謝並且和他們道別。 

     回家的路途是比較輕鬆愉快的, 他們停下來欣賞路邊的景色, 聞聞花香。最後, 

他們終於到達家鄉的閘門了。 

 

第二十九頁 

     他們兩個受到熱烈的歡迎。  “大家為漢娜歡呼吧!” 群眾叫喊著。當老師知道州

長對漢娜的表現感到印象深刻, 她感到十分高興。她給了他們一個禮物。 

 



第三十頁 

    “這是一幅我作的畫,”老師宣布。  “這個馬字正代表漢娜勇敢的精神。” 

     漢娜的家人很驕傲, 上上下下地跳躍, 接著把這個字放在城鎮廣場上大家都看得

到的地方。 

   

第三十一頁 

     在這之後, 漢娜和湯姆還是會在一起胡鬧。他們喜歡一起算一算他們幸運的事

蹟, 也喜歡隨意揮彈他們的尾巴。而他們真誠地了解彼此, 就像真正的伙伴那樣。 

 

第三十二頁 

     這兩個朋友的感情深厚, 他們共同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大家都會一起慶祝這

個收穫滿滿的馬年。 

 

生肖馬 

1918, 1930, 1942, 1954, 1966, 1978, 1990, 2002, 2014, 2026 

 

在馬年出生的人是充滿活力且活躍的。他們很自傲, 也喜歡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

但在有些時候, 他們可能會缺乏耐心、過於魯莽而且固執。即使他們總是一副自由

自在的樣子, 但馬兒是最忠實不變的伴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