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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喜愛的動物有趣歷險故事從《豬年的故事》延續下去。  故事的主角派娣是

一隻急著要探索世界的小豬。 成長是一種學習的歷程， 派娣從她的父母那裡學到

了經驗， 還從她的叔叔、阿姨和表兄那得到了很多的忠告。 想成為一隻有智慧的

豬是需要機會練習的，特別是當農夫老吳掉了他的玉戒指，且需要所有人的幫助的

時候， 更是她大展身手的好機會。 但大家都對派娣的能力心存懷疑， 她能證明自

己的能力嗎？  

 

派娣有趣的自我探索歷險故事能讓有同樣心路歷程的大人和小孩喜歡這個故事， 

尤其是初次接觸亞洲文化的家長們，和喜歡有趣的故事、精美美術插圖的讀者們。 



這本書是十二生肖故事系列的第二本書。 深受大家喜愛的十二生肖動物也出現在 

《豬年的故事》裡， 故事證明了即使是一個小人物， 還是可以立大功的。  

 

將近五千年的歷史， 中華文化以十二年當作一個週期來計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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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多人慶祝這個兩週長的節日， 並享受中國新年的來臨。  

 

第一頁  

 在天空微亮的早晨，農場裡傳出了一個高昂而興奮的叫聲。一天就要開始了,  

農夫老吳剛剛從床上爬起來,  便往農場的外頭走去。而在農場裡頭, 小豬剛剛出生,  

豬爸爸和豬媽媽正迎接小豬寶寶的到來。 

 

第二頁  

 豬寶寶雖然看起來小小、軟軟的,  但是她的樣子卻十分可愛。農夫老吳輕輕

地抱著她, 嘴角忍不住微笑。豬爸爸和豬媽媽給豬寶寶起了個名字,  他們叫她派翠

莎,  小名是派娣。 

 

第三頁  

 所有的鄰居都想要來看看豬寶寶,  他們一個挨著一個地圍繞在豬圈旁。 

對豬爸爸和豬媽媽道完恭喜以後,  就忙著逗弄豬寶寶。 



 

第四頁  

 豬媽媽在派娣耳邊輕輕地說: 「這些是妳的叔叔們、阿姨們和表哥。」 

 豬爸爸說: 「妳要聽長輩的話喔! 他們知道什麼才是對你最好的。」 

 派娣高興地拍拍手,  說: 「我知道了!」 

 

第五頁  

 很快的,  派娣就熟悉了農場的環境。豬媽媽帶她到農夫老吳家走了一趟, 還

去看了其他動物住的地方。 

 豬爸爸也告訴了她所有動物的名字和他們掌管的職務。 

 

第六頁  

 大家都對派娣的學習能力大大地贊賞, 說她總是學得又快又好。派娣迫不及

待地問 : 「接下來我要學什麼呀? 」 

 動物們想了想, 覺得是該時候教一教派娣規矩。 

 

第七頁  

 派娣的父母很喜歡在泥巴裡打滾,  尤其在是大熱天裡,  在泥巴裡打滾最能消

暑了。 

 隔壁的鄰居羊阿姨搖了搖頭,  說:  「你應該要保持你皮膚的清潔,   就像我保

持我身上的羊毛潔白那樣。」 

 



第八頁  

 「但是,  這樣髒兮兮的很有趣阿!  」派娣回答。 

 她喜歡在泥地上滾,  滑倒!  然後坐在軟軟的爛泥裡。沒有比洗一個泥巴浴更

棒的享受了!! 

 

第九頁  

 吃飯的時候,   豬爸爸和豬媽媽最喜歡農夫老吳把飼料槽填滿,  這樣吃起來最

開心。旁邊的牛叔叔輕輕地拍著他的尾巴,  告訴派娣: 「吃飯的時候你應該要慢慢

地嚼,   不要吃得亂七八糟。」  

 

第十頁  

 「但是食物的味道太香了。  」派娣解釋。 

 當她餓了的時候,  她便急忙地加入她的父母的行列, 把自己的臉埋到食物裡

頭。 

 每次吃完飯後,   派娣確實看起來都髒髒的、邋邋遢遢的。  

 

第十一頁  

 晚上的時候， 派娣的父母總是挨在一起睡覺， 睡覺的時候還會發出打呼的

聲音。 馬大媽用馬蹄輕輕地踩了踩地，告訴派娣 ：「你應該站著睡覺， 睡覺的時

候不要打呼。  」 

 

第十二頁  



 「但是躺著睡很舒服啊。  」派娣 嘆口氣說。  

 睡覺的時候，派娣總會擠在爸爸和媽媽的中間。 睡起來舒服又溫暖， 派娣

會發出像雷聲一樣的鼾聲。  

 

第十三頁  

 派娣喜愛她住的豬圈， 但是她也想要像其它的動物一樣在農場里四處亂

逛。  

 她用鼻子推了推豬圈的柵欄， 但是柵欄卻一動也不動。 

 

第十四頁  

 狗表哥慢慢地走近，搖搖頭、露齒而笑。  

 他警告派娣：「你還是好好地待在你的豬圈吧！ 不要像其他動物一樣四處

亂逛。 」 

派娣不服氣地哼了一聲， 捲起她的尾巴。  

 

第十五頁  

有一天早上， 農夫老吳大叫：「哎呀！ 放到哪去了呢？ 」他弄丟了他的玉

戒指。  

很快地， 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農場，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幫老吳找他的玉戒

指。  

 

第十六頁  



派娣挖遍了整個豬圈， 還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狗表哥大笑說：「別擔心， 這是我的強項。 坐下來看我怎麼找到戒指

吧！」

 

第十七頁  

於是狗表哥去嗅了嗅農夫老吳的手， 然後開始尋找弄丟的玉戒指。  

派娣大聲叫：「我也要幫忙！」但是她只能緊張地待在豬圈里看。  

 

第十八頁  

農夫老吳和狗表哥一整天都在農場里四處找玉戒指。 派娣想， 他們一定很

快就會找到戒指了。 

但是， 唉！ 找了一整天， 他們依舊什麼也沒有找到。  

 

第十九頁  

隔天， 派娣看見農夫老吳騎在馬阿姨的背上， 在牧場上來回地找。 

而他的太太則騎著牛叔叔， 在小河里頭搜尋。  

 甚至他們的兒子也在幫忙找， 他梳了梳羊阿姨的毛， 想看看戒指是不是掉

在羊毛里。  

第二十頁  

 但是他們還是找不到戒指。 最後， 豬媽媽建議派娣：「派娣， 你應該幫幫

他們。」 

 豬爸爸也鼓勵派娣：「對！， 我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 

 於是， 派娣想到了一個辦法！  



 

第二十一頁  

 那天晚上， 她看到馬阿姨站在旁邊看她， 便假裝呼呼大睡， 發出很大聲的

鼾聲。  

 「為什麼妳不能好好地睡覺呢？ 」馬阿姨嘀咕着說。  

 但是派娣還是不停地打呼。 

 

第二十二頁  

 看到派娣這樣舒服地睡覺，疲倦的狗表哥也決定好好地休息一下。 

狗表哥離開了以後， 派娣張開了它的眼睛， 躡手躡腳地走到柵欄邊。  

 

第二十三頁  

然後， 派娣在泥漿里滾了一身泥。 「為什麼你把自己弄得那麼髒呢？ 」羊

阿姨說。  

接著， 派娣想辦法在柵欄旁蹲得最低。 

 

第二十四頁  

她擠啊擠，勉強通過了柵欄， 最後才滑了出去！ 

馬阿姨和羊阿姨都驚訝地發出叫聲。  

牛叔叔一路跟著派娣，因為他想知道派娣到底想做什麼。 

 

第二十五頁  



 匆忙之下，農夫老吳在豬圈外頭留下了一只手套。聞了聞手套以後， 派娣

發現空氣中有一股不一樣的味道， 說：  「這是什麼奇怪的味道？ 」 

 於是派娣一路尋着這個味道去。 

 

第二十六頁  

 她在穀倉的角落發現了一個堆肥堆，上面堆滿了剩下的植物和其它各種的蔬

菜。 「你怎麼還餓呢？ 」 牛叔叔咕噥者說。  

 

第二十七頁 

「就在這裡！ 」派娣興奮地大叫， 接著開始從堆肥堆一路挖下去。 

它發現了蘋果、杏子和朝鮮薊。  

然後翻出了豆子、青花菜和苦瓜。  

 

第二十八頁 

派娣挖出胡蘿蔔、高麗菜和黃瓜。  

這些味道讓派娣的肚子咕嚕咕嚕叫，但它並沒有停下來享受這些美味的食

物。  

她繼續低著鼻子在這堆堆肥中尋找。 

 

第二十九頁 

最後派娣終於找到了不屬於堆肥堆的東西。 她尖叫道：「我找到了！ 」 

大家聽到了派娣的叫聲以後， 都匆匆地趕到了穀倉。  

 



 

第三十頁 

大家都為派娣的優異表現感到驚奇， 派娣真是個好幫手。「我一定是在掉

了手套的時候弄丟我的戒指的。 」農夫老吳驚訝地說。 

  

「你真的很聰明。」狗表哥表示認可地說。

 

第三十一頁 

在這之後， 農夫老吳讓派娣自由進出豬圈，他還答應派娣可以去他家， 只

是得記得去之前要先洗澡。  

 

第三十二頁 

豬爸爸和豬媽媽都為它們的小豬感到驕傲。再也沒有人說小豬沒有規矩， 

大家都說這個豬年是很棒的一年。  

 

生肖豬 

1911, 1923, 1935, 1947, 1959, 1971, 1983, 1995, 2007, 2019 

 

在豬年出生的人個性溫暖、社交能力強、待人真誠。 他們做事有彈性、對事物充

滿好奇、頭腦聰明。但是有時會比較衝動、敏感而且固執。 雖然他們看起來慢吞

吞的， 也喜歡享受人生， 但他們慷慨和勇敢的性格特質是值得讚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