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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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喜愛的中國新年書籍 。作

者陳曜豪筆下豐富的文字、栩栩如生的故事，把各個生肖角色介紹給年輕的讀者。 
-China Sprout 

 

大家喜愛的有趣動物故事從《羊年的故事》延續下去！! 欣妮是一隻充滿好奇心的

小羔羊，而芝芝是看顧羊群的小牧羊女。欣妮總有和其他綿羊不同的想法， 而且

常常因此惹禍上身。但她是否能展現她的足智多謀, 為大家解決問題呢?    

 

 



各個年紀的小朋友都會喜愛欣妮的故事， 她費盡力氣找尋自我，發掘自己獨特且

與眾不同的個性。羊的故事是十二生肖系列的第十本書。故事裡描述各個生肖動物

角色的迷人之處， 也敘述小羊怎么勇於走出自己的路， 昂首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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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代表， 而每一個動物都有他們

獨特的性格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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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世界各地有越來越多人會一起慶祝這個十五天長的節日， 並

開心地迎接新的一年的來臨。  

 

第一頁  

 綿羊一家在慶祝新年的同時， 也在羊圈裡迎接羊寶寶的到來。羊爸爸和羊

媽媽既興奮又喜悅， 決定叫羊寶寶為欣妮。   

 小綿羊肚子餓得咩咩叫，  想快一點吃到她出生後的第一餐。  

 

第二頁  

 欣妮緊緊地依偎在她父母的身旁， 舒舒服服地睡了個午覺。羊群中的其他

綿羊，還有其他親密的朋友們也都來拜訪。 接著，牧羊人的女兒芝芝和她養的小

狗小道也來了。 

 

第三頁  



芝芝開心地跟欣妮打招呼， “  你好阿！” 她們很快地就喜歡上對方。 

羊媽媽說:   “ 牧羊人總是看顧著我們，所以我們也對他們特別照顧。” 

“ 怎么說呢? ” 欣妮問。 

 

第四頁  

羊爸爸回答: “ 我們身上的羊毛特別好，讓我們感到冬暖夏涼，所以他們每

年都會把我們身上的羊毛剪下來，然後做成衣服。” 

羊媽媽還說: “ 我們還會提供羊奶給他們，他們會拿來喝，或是做成芝

士。” 

 

第五頁  

 隔天，芝芝帶領著羊群走出羊圈。 “ 我們要去哪裡阿? ”  欣妮問。 

 “ 我們要去吃午餐阿。” 芝芝回答。 

 “ 我的工作是確認你們每天都能吃得飽飽的。”  !   

 

第六頁  

 綿羊們總是成群結隊，就是怕落單以後會有安全上的顧慮。羊爸爸提醒欣妮: 

“妳要跟緊隊伍，並且要隨時保持警覺。”   

 他們走在彎彎的小徑，穿過了一大片草地，那小徑就像家附近那彎彎曲曲的

河流。 

 

第七頁  



 芝芝和小道帶領著羊群到青草肥美的地方。春天已來到，而地上也因天氣漸

暖而冒出了嫩草。欣妮和他的同伴們吃得津津有味， 吃飽了以後，芝芝才帶他們

回家。 

 

第八頁  

 小羊們喜歡玩“ 跟隨領袖” 和“ 山丘上的國王” 遊戲。 

 欣妮總是喜歡爬到成年的綿羊身上來鍛鍊腳力，經過練習以後， 她漸漸地

成為一個爬山好手。所以她想: “   我想要挑戰我沒有去過的小徑。”   

 

第九頁  

 隔天，羊群們依照往常到外頭散步。欣妮聞到了一股香甜的氣味，她循著味

道走去， 沒想到卻在山丘的另一頭迷路了。   

  盡忠職守的牧羊人芝芝大聲喊叫: “ 欣妮，你在哪裡?  ” 但是她沒有聽到

任何的回應。 

 

第十頁  

 欣妮被新鮮的蘋果所吸引，爬上了蘋果樹。但是她爬離樹的主幹太遠了， 

結果卡在樹上，動彈不得。“   咩咩！ ” 她尖聲地叫。 

 好在芝芝聽到了她的叫聲，馬上趕來救她。 

 

第十一頁  



 在家的時候，欣妮非常喜愛牧羊人花園裡的花朵。她忍不住想: “這些花朵

嘗起來的味道會不會像它們看起來那要美味呢?  ”   

 有一天，她發現花園的門沒關，便悄悄地溜進去，走近瞧瞧那些花朵。 

 

第十二頁  

 於是欣妮開始吃了起來。 很快地，她各色各樣的花朵都品嘗過了。 

 這時候小道發現了欣妮， 並對著她叫了起來: “  喂！ 妳不應該在這裡

的。”  !  

 欣妮被小道趕了出來，急急忙忙地跑回了羊群。 

 

第十三頁  

 接下來欣妮發現了牧羊人的屋頂上有片漂亮的草皮。 

 趁著沒人注意，欣妮爬上了屋頂上的草皮並開始吃草。屋頂上有個奇怪的磚

柱， 她心想: “  這是做什么用的呀?  ”   

 

第十四頁  

欣妮從煙囪往下看。哎呀！ 她腳下一滑，就跌進煙囪裡了。“  咩咩！” 

她驚聲尖叫著。 

芝芝從充滿灰塵的壁爐裡將她拉了出來。羊爸爸皺著眉頭說: “親愛的，你

能不能不要再惹麻煩了?  ”   

 

第十五頁  



但是沒過多久，烏雲就佈滿了天空。狂風吹過了森林，雷聲震地轟隆轟隆地

響。 

芝芝大聲地叫:  “  快躲到穀倉裡！”  狂風暴雨的天氣持續了好幾天，他

們一直在穀倉裡躲著。 

 

第十六頁  

 天氣終於放晴了，但是土地卻已經被摧殘得傷痕累累的了。 

 他們擔心地四處察看。不好了! 他們發現大家最愛的一片牧地上頭的牧草都

已經枯萎了。 

 欣妮抱怨道: “ 這些草太粗了，吃下去根本沒辦法消化。”   

 

第十七頁  

 突然，一隻老虎出現了。 “ 大家快跑！”  芝芝大吼。 

除了欣妮以外，所有的羊都逃走了。她會在哪裡呢? 小女孩讓小道帶著羊群

回家，而自己留下來找走丟的小羊。 

 

第十八頁  

 這時候，欣妮正在彎路旁和小老鼠說話。她跟著小老鼠到了河邊，發現了河

裡的水都干了。 

 她驚訝地問:    “  發生了什么事? ” 但是沒人知道答案。 

 

第十九頁  



 他們好奇地沿著上游的涓涓細流往上走。終於，他們看到了一堆石頭和一大

捆的樹枝阻塞了河道。欣妮猜想: “嗯！一定是那場暴風雨造成了河流的阻塞。” 

  

第二十頁  

 芝芝終於找到了欣妮，她把欣妮臭罵了一頓: “ 妳到底在這裡做什么? ”  

  欣妮告訴了芝芝她發現的事。 

 但是天已經漸漸黑了,  所以她們匆匆地向新朋友們道別,  然後加快腳步趕回

家。 

 

第二十一頁  

 欣妮的父母見到欣妮很高興，但他們也對欣妮的行為感到不開心。羊媽媽抱

怨地說: “我們擔心死了！” 

 羊爸爸警告欣妮: “ 親愛的,  別再自己亂跑了！ ” 這時候，他們的女兒真

的為自己做的錯事感到難為情。 

 

第二十二頁  

然而，欣妮和芝芝卻都不由自主地想著那條被堵塞的河流。植物、動物和人

們都需要用水，如果河流的水干了，那么大家都會因為沒水喝而口渴。“  我們應

該怎么做呢?  ” 欣妮嘆氣道。   

 

第二十三頁  



經過欣妮和芝芝的腦力激盪之後，欣妮開始把她的構想畫了下來。在試了很

多個版本以後，她畫下了一個她們兩個都喜歡的方案。 

芝芝提議: “ 我們需要更多的人手。”  她們一起說服了鄰居們來幫忙。 

   

第二十四頁  

 接下來的幾天，她們一同跑到了野外，將計畫與其他的動物們分享。當然， 

大家一開始都不知道要如何合作完成這件事，但是大大小小的動物，都同意要幫

忙。  

 

第二十五頁  

 隔天早上，他們約在阻塞河道的水壩前碰面。在勘查過附近幾根掉落的圓木

之後，他們最後把其中的一根圓木搬回河床。芝芝用她的牧杖戳一戳阻塞河道的石

塊和樹枝。 

 “ 把圓木從這個洞口穿過去。”  芝芝提議。 

 

第二十六頁  

 他們把圓木架好，把它當成控制桿，然後小動物們一個接著一個地爬了過

去，在圓木上上上下下地搖動。當他們同時從圓木上跳了起來的時候，一些小石頭

蹦了出來，接著一些大石頭也跟著蹦了出來。   

 

 

第二十七頁 

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跳著。但有些動物漸漸地覺得疲憊了，也有些動物開始覺

得他們沒有希望了。  “ 我們不能現在放棄。”  芝芝激勵著大家。  



 “  別這樣，只要再一次就好了。”  欣妮哀求著。 

“ 三、 二、  一，咩咩！” 

 

第二十八頁 

 霹啪！水壩上的一塊大石頭和一道噴泉往空中噴了出來。 

 嘩啦嘩啦！一股急流從阻塞高起的水壩通過，動物們費力地爬上了岸。河裡

的水又開始流動了！ 

 

第二十九頁 

 這些平常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夥伴們， 終於能夠享受一起達成任務的喜悅，

也能好好地休息了。 

 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也衷心祝賀他們、為他們感到開心。 

 

第三十頁 

 在河流下游的地方，青草漸漸地長成原本的青色，而花兒也從草地上長出來

了。羊爸爸和羊媽媽這才明白，他們的女兒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成長。 他們對她的

表現感到滿意。 

 

第三十一頁 

欣妮和芝芝依舊維持到各地漫遊的習慣，但她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些棘手的情

況。 



欣妮總是對人既熱情又慷慨，她喜歡用不同的方法，盡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別

人。 

 

第三十二頁 

 欣妮和芝芝是兩個會互相看顧的好朋友，她們勇於嘗試而且不怕困難。而大

家都同意， 今年羊年是精采的一年。 

 

生肖羊 

1919, 1931, 1943, 1955, 1967, 1979, 1991, 2003, 2015, 2027 

 

羊年出生的人個性容易親近、隨和且合群。他們的心地善良、實事求事並且富有創

作力。但有些時候，他們可能會顯得害羞、容易隨波逐流，而需要別人提供一些指

引。他們喜歡享受家庭的溫暖，但他們也不吝於付出關心、照顧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