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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国王

土一图，土一图

1. “ 土一图，土一图” (肯尼亚)

克服恐惧，学习慈爱

6. 岛上的国王 (印度尼西亚)
尊敬长辈，照顾别人

岛上的国王请来露丝和为知帮助选择皇室最好的继承人。他们
观察两位王子，看他们有没有当好国王的优秀品质。您的孩子

露丝和为知帮助一头狮子宝宝克服她的恐惧。
他们以行动证明主动了解别人的情况能增进友谊。您的孩子将学会面
对与克服自己的恐惧。

将学会作为好的领导者，必须懂得尊敬长辈，照顾别人，并无
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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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山去 (日本)
简化困难的事情，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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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去

最甜的怪物

7. 最甜的怪物 (苏格兰)

不要有偏见，交新朋友

露丝和为知学习怎么帮助比他们小的朋友登上富士山。
“登山去”是个启发性的故事，鼓励小朋友们一步一脚印地

露丝和为知遇到名叫尼斯的很高的女孩子，与他们自己的样
子差别很大。露丝能接受尼斯，但为知就得放下自己的成
见，明白尼斯其实跟自己很相似。您的孩子将学会接受身边

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并享受这美丽的过程。您的孩子将学会努
力不懈地以小步伐应对各种大挑战。

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们的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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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派对

船里的洞

3. 菠萝派对 (夏威夷)
用心听,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8. 船里的洞 (北极)

按时办好事情，别耽误

在这个故事里，一头年轻的北极熊不断推迟维修自己的船。
因为这样，他在比赛中落败了，错失了奖品。”船里的洞“这
个故事讲述了耽误这个概念。您的孩子将学会推迟眼前的享

露丝和为知发现在行动之前，用心听话是很宝贵的。这个有意义
的故事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的每个行动都是有后果的。您的孩子将学
会检视自己的错误：停下来，想一想，吸取这一次的教训，下一次做
得更好。

乐可能换来日后更大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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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边历险记 (太平洋)
慈爱，帮助朋友

海边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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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犹长为知 (美洲)

大犹长为知

责任感，勇气

露丝和为知乘坐游船时，露丝有机会把一只野生海豚带回
家。在“海边历险记”中，露丝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思
考，同情和关爱别人。您的孩子将学会慈爱能带来心安，还
可能得到报答。

为知想要当个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大犹长，以享受随之而来的
权力。在这过程中，他学会了有权力的人也必须有责任感和
勇气。“大犹长为知”的故事教孩子们不能只凭外表得到别
人尊重。您的孩子将学会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花时间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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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华的大象

5. 有才华的大象 (印度)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华, 多琢磨这些长处

露丝和为知遇到了一头壮强壮的大象，但他因为不能做其他动物所能
做的事情而感到自卑。露丝和为知帮助大象发现他可以做其他令人惊
奇的事情，他是独一无二的。您的孩子将学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
和短处，那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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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淇淋公主

10. 冰淇淋公主 (俄罗斯)
珍惜友谊, 赞扬他人

为知认识了一个富有的新朋友，就忽略了跟露丝的友情。为知
很快就发现他这个新朋友很贪心，而且利用为知满足自己的需
求。你的孩子将学会忠诚对友情是很重要的，这是金钱买不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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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李宏
还是李宏

11. 还是李宏 (中国)
小心说话，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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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城堡

露丝和为知正认识各地的文化。他们从旅程中学到了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独特之处，而且必须接受自己。您的孩子将学会尊重每个人之
间的分别。如果有人用言语伤害自己，孩子们得站出来为自己争取

12.沙滩城堡 (巴西)
尊重他人的功劳，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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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城堡

“与露丝和为知学价值观”能帮主孩子建立正确的态度，发展情绪智商，成为
一个优秀的人！这本使用手册就可以帮助你成就这些
Storybooks
The storybooks are grouped in three sets that are graded by level of difficulty, so it’s
首先看这里
best
to read them in order, at least the first time round. However, it’s ok for your
child to确保您收到封面列出的所有部件。
read any story at any time.
It’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parents (or
if the series is being used in a
让您的孩子尽量容易接触到这
15teachers
本故事书
school)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stories in order to have follow-up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ld. This can easily be achieved by reading the stories for
yourself
or by reading along with your child.
故事书系列
There is a ‘Foreword by Colin Ros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book, which tells you a
故事书系列一难度分组，每三册成一组。所以我们建议按顺序阅读，最少阅读一
little bit about the story and what your child will learn.
次。但当然，您可以让孩子随时阅读任何一册。

露丝和为知学会了虽然他人成功了，但不代表自己的功劳就
被抹杀了。这个故事证明友谊和信任才是快乐的基本。您的
孩子将学会妒忌可能破坏美好的友谊，而且功名只是短暂

我们强烈建议家长（或老师，如果此系列用在课堂中）熟悉这些故事，一边在阅
Colin Rose is the consultant for this series. He is a specialist in

的。

读后跟孩子有读后互动和对话。您只需要自己阅读或跟孩子一起读一遍就可以熟
developing learning and thinking skills in young children. Colin

is also a fellow in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a founder member
悉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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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游戏

of the UK Campaign for Learning,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a senior
知识。
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每一册皆含柯林•罗斯的前言，简单介绍每一册的故事，并告诉您孩子将会学到的

13.寻宝游戏 (澳大利亚)
得体，懂礼貌

露丝和为知必须懂得赢得寻宝游戏的要领，就是要听小来仔细听
指示。这个故事启发孩子嗯要有礼貌，并且乐意助人，因为慈爱
的行动是会得到报答的。您的孩子将学会先听清楚指示才行动，
而且仁慈的心会得到回报

You can ask your child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to reinforce the values learned,
and apply柯林•罗斯是本系列的设计顾问。他是设计儿童学习及思
them to daily life. Some appropriate questions might be:
What did you like best about the story?
考能力课程的专家。柯林是皇家艺术学会的学者、英国
Where were Lucy and Wiz in this story?

学习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英国自然科学促进协会的成
14.狮身人面像的鼻子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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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身人面像的鼻
子

诚实，勇敢承认错误

露丝和为知遇上了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她可能需要换一个鼻
子了。在这一册里，他们学到了新的词汇，认识了一个新的
国度和世界七大奇观。您的孩子将学会勇于承认错误的重要
性，而且诚实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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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寻宝

15. 一起寻宝 (亚马逊雨林)
团队精神，分享回报

露丝和为知参加寻宝。他们学会了团队精神、合作、融洽、分享
的乐趣和回报。您的孩子将学会跟队员合作，为共同的目标做出
努力这个道理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Why?

员、和皇家医药学会的高级成员。
Who wa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How did you feel when…?
What will you do if…?
为加固孩子从股市中学到的道理，您可以问孩子关于故事的问题，并把道
There 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问题可能适用：
are activities at the end of each story. Feel free to make copies if you are
using the series for more
than one child, or if you would like your child to re-use the
你最喜欢故事里的什么？
activity sheets. You may also download printable sheets from the Learning Time
露丝和为知这次到哪里去了？
website.
你想不想去。。。？为什么？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人物？
。。。发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呢？
如果。。。，你会怎么做？
每一册的结尾都有活动本子，您可以复印这些活动本子跟孩子重复互动或
跟多疑一个孩子使用。您还可以从“学习时间”的网站下载这些互动本子。

有最少 10 大原因鼓励您花时间跟孩子一起使用这一系列
书本和工具。本系列：

用爱提笔 (Eltee Pen) 听故事
爱提笔是个语音学习工具，内含“学习时间 (Time to Learn)”，并且能
CHILD
HELPING

REN EXCEL

跟“与露丝和为知学价值观”系列共用。
请参考随爱提笔附上的说明书以便您全面利用爱提
笔的所有功能和特点。
开始这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建议您亲自跟孩子读
开端的几个故事。等孩子明白了阅读的乐趣，再让

1. 教授良好行为、建立品格、帮助孩子们成为优秀的人
2. 增强情绪智商，帮助孩子们理解自己的行为怎么影响他人
3. 给孩子们介绍不同的国家，让他们学会欣赏世界各地的文化
4. 从小启发孩子们对真正的书本和故事的爱戴

孩子利用爱提笔的科技继续阅读。

5. 用精彩的故事和美妙的叙述提高想象力

爱提比中的故事提供多种语言阅读，这些语言于每

6. 提高听力技巧，并帮助正确发音

本书的首页列出。用英语听故事可发展孩子的阅读

7. 介绍有用的词汇，并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

能力、纠正读音、并提高孩子的英语能力。
爱提笔与故事书共用时，请参考以下的指引，以便您教导孩子。如果 孩
子在您阅读这个之前已经懂得怎么使用爱提笔，那并不奇怪哦！

8. 鼓励家长和孩子之间的高质量互动时间，并加强亲子关系
9. 提供干净的娱乐，但突破传统的学习环境
10. 帮助父母让孩子更快乐，更健康，更聪明，更好地成长

激活爱提笔及选择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