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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封面) 

小泥子 ── 良好小公民綜合親子雜誌 

主題故事：琉璃國 尋寶大賽 

隨書附送：品德承諾卡 

 

───────────── 

(P.2) 

小泥子話你知 

(圖：泥土裏藏有很多寶石) 

泥土裏的礦物 

泥土裏含有大量礦物，這些天然形成的結晶體，是組成岩石的基本物質。鑽石、

玉和水晶等，便是較珍貴的礦物。 

───────────── 

(P.3-6) 

泥說故事(part 1) 

 

（圖：「王子號」在泥土裏鑽，四周愈來愈多水晶和寶石出現） 

（上期提要）小泥子、小璃子和王子組成遠征隊，乘坐「王子號」鑽土車到琉璃

國，協助尋找被偷去的幻彩琉璃。鑽進泥土後，他們遇到很多住在地底的生物，

大開眼界。途中「王子號」發生故障，險些撞向鑽石，幸得動物們合力阻止才脫

險。遠征隊繼續進發，終於到達目的地。 

（圖：小泥子等三人在駕駛室裏） 

（圖：王子問小璃子） 

王：我們已鑽得很深了，還有多久才到琉璃國呢？ 

璃：應該快到了！ 

（圖：小泥子看雷達） 

泥：咦？小心，前面有很多不明物體出現！ 

（圖：車前忽然強光射來） 

眾：哇！ 

（圖：鑽土車駛進一片布滿琉璃水晶礦石的洞穴裏） 

（圖：三人下車，發覺到處都是寶石，看得小泥子和王子兩眼發光） 

王：哇！很多寶石啊！ 

（圖：小璃子身上也發出光芒） 

璃：歡迎來到琉璃國！ 

（圖：小璃子帶領二人到達一個大山洞，洞頂有天窗透入陽光，到處都是水晶寶



石，閃閃生光） 

（圖：小泥子和王子忘情抱着一顆大水晶，怎知水晶忽然動起來） 

王：這次總可以拿點紀念品回家吧！ 

（圖：大水晶忽然動起來，原來是琉璃國王的國民，嚇了二人一跳） 

琉：（國王聲音傳來）要拿紀念品當然沒問題。 

（圖：山洞內不少琉璃都動起來，小璃子大喜。） 

璃：大家好，小璃子回來了！ 

（圖：巨大的琉璃國王出現。） 

琉：小勇士們終於來到了！ 

（小泥子和王子抬頭，嚇了一跳） 

泥：噢，原來國王陛下真的那麼巨大…… 

（圖：三人攀到國王面前。） 

琉：多謝你們來到幫忙尋找幻彩琉璃，這是酬勞！ 

（圖：國王巨手板攤開，見有一塊寶石和一塊普通石頭。） 

泥：國王陛下，我們只是幫助朋友，不收酬勞的….. 

琉：是朋友便不要客氣，請選一塊寶石！ 

（圖：王子正想選寶石，小泥子阻止他，立刻取起石頭。） 

泥：那麼就這塊石頭吧。 

（圖：國王大笑。） 

琉：好！果然是不貪心的人兒，寶石是你們的了！ 

（圖：小璃子用手一點小泥子手上的石頭，石頭裂開，原來內裏藏著一塊更漂亮

的寶石。） 

王：（兩眼放光，滴汗）嘩！幸好不是由我選…… 

 

───────────── 

(P.7) 

王子記事簿 

（圖：王子坐在一塊石頭上） 

不貪心 

幫助朋友好應該，不要計較有沒有酬勞。 

───────────── 

(P.8-9) 

泥說故事(part 2) 

（圖：山洞頂端，見幻彩琉璃鑲在石壁上。） 

守衛：（旁述）幻彩琉璃是守護土壤的寶物，它為礦物質提供能量，令泥土充滿

動植物都需要的養分，得以健康地成長。 

（圖：幻彩琉璃原來的位置只剩一個空洞，旁邊有一些枯樹根，守衛正在講解。） 

守衛：幻彩琉璃原來鑲在這裏，現在不見了，洞內的礦石已漸漸失去光芒，植物



的根也開始枯萎。 

（圖：泥問守衛。） 

泥：守衛先生，請問案發情形是怎樣的呢？ 

（圖：想像案發情形：見一黑影出現在洞頂，把幻彩琉璃取走。） 

守衛：幾天前的一個黃昏，就在日和夜交替的時刻，太陽光線漸漸消失，洞內開

始暗下來，我看到一個黑影闖進來，眨眼間幻彩琉璃便不見了！ 

璃：只是看到黑影？  

（圖：王子扮福爾摩斯查案，到處用放大鏡看和摸索。） 

王：真奇怪，經我王子神探細心觀察，發現竊賊一點線索也沒有留下！ 

（圖：這時洞頂忽然破開一個洞，一條蚯蚓鑽出來，嚇了大家一跳。） 

蚯：沒有線索，便是最大的線索！ 

 

───────────── 

(P.10-11) 

泥玩玩 

寶石迷宮 

琉璃國的寶石五光十色，照得人睜不開眼睛！請帶領小泥子走出迷宮吧！ 

───────────── 

(P.12-14) 

泥說故事(part 3) 

（圖：蚯蚓從洞中鑽出來，王子保護著大家。） 

王：（大喝）罪犯常常會回到案發現場查探，你定是偷走幻彩琉璃的竊賊，可惡！ 

（圖：守衛和小璃子解釋。） 

守衛：王子神探你誤會了，牠是蚯先生！ 

璃：是泥土中最聞名的神探啊！ 

王、蚯：你是神探？ 

（圖：王子和蚯先生面對面，眼神電光交擊。） 

 

（圖：眾人回到琉璃國王跟前。） 

（圖：見蚯蚓介紹） 

旁述：蚯先生，蚯蚓，泥土裏常見生物，身體成長圓筒形，約六至十二厘米長，

專門吃泥土裏的廢棄物，轉化成植物需要的養份，曾被生物學家達爾文譽為「地

球上最有價值的動物」。 

（圖：見王子介紹） 

旁述：王子，人類，陸地上常見的物種，身體成不規則形，約一至兩米高，專門

吃美味的食物，轉化成自己需要的營養，曾被老師評為「地球上最難教的學生」。 

（圖：蚯先生對國王說） 

蚯：國王陛下，這案件既然已有人負責，也沒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還有很多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5%B0%94%E6%96%AF%C2%B7%E8%BE%BE%E5%B0%94%E6%96%87


件要查，失陪了！ 

王：說得對，國王陛下，這案件既然已有一條蚯蚓負責，也沒有用得著我的地方，

我還有很多功課要做，失陪了！ 

琉：兩位神探請等等！ 

（圖：小璃子調停。） 

璃：為了泥土的安危，大家應該同心合力啊！ 

泥：對啊，假如一個神探用一天時間可以找到竊賊，兩個神探便只須用半天便破

案呢！  

王：但調查隊總要有一個隊長帶領！ 

蚯：正確，隊員要聽隊長的話！ 

琉：一個智勇雙全，一個熟悉環境，一個也不能缺少……不如進行一場比賽決定

誰當隊長吧！ 

蚯、王：贊成！ 

────── 

（圖：王子站在鑽土車旁，蚯先生在旁。） 

璃：誰在限定時間內在泥裏找到最多寶石，便可以成為隊長！ 

（圖：赫見王子用眼罩蒙著眼睛躺在地上，一臉不認真。） 

王：呵呵，蚯蚓沒眼睛沒有腳，我這樣便公平一點！ 

（圖：蚯先生有點惱火。） 

（圖：小泥子和小璃子用力在王子的頭上敲了一下。） 

泥、璃：王子，請尊重你的對手，不可看輕別人！ 

（圖：王子頭頂腫起一個瘤，雪雪呼痛。） 

（圖：小璃子把沙漏倒轉，比賽開始。王子駕著鑽土車、蚯先生同時鑽入泥裏。） 

璃：比賽開始！ 

 (P.15) 

小璃提醒你 

（圖：小璃子站在沙漏前，舉起旗） 

尊重對手 

遵守規則，不要取笑和攻擊對手，才是公平的比賽。 

───────────── 

(P.16-17) 

泥說故事(part 4) 

（圖：沙差不多漏完，王子號鑽出泥土，放下多顆寶石） 

王：呵呵，一共是十二枚寶石，嬴定了！ 

（圖：最後一刻，蚯先生鑽出泥土，肚子漲漲的，只放下一顆寶石） 

王：呵呵，原來你去了吃下午茶，只找得一枚寶石，蚯神探，你輸了！ 

璃：等等！看看！ 

（圖：小璃子拿著琉璃，射出畫面。見蚯先生不找寶石，反而不斷吃枯葉。） 



泥：蚯先生身旁很多寶石呢？為甚麼只吃枯葉？ 

王：一定很餓呢？ 

璃：不是，蚯蚓體內有一種「防禦素」，可分解毒素。蚯先生在比賽中途發現了

一堆有毒的枯葉，若被動物吃進肚便會中毒，所以牠趕緊先把葉清理掉！ 

（圖：眾人恍然大悟） 

（圖：王子行近蚯先生） 

王：雖然我勝了，但隊長的職位還是更有責任心的你較適合做！我們聽你的指揮

吧！ 

（圖：眾人歡呼） 

───────────── 

(P.18) 

泥傾傾 

（圖：小泥子抱著一塊寶石） 

藏在石頭裏的玉石叫「璞玉」，經發掘和琢磨後，才會發出耀眼光芒。我們也需

經過磨練和考驗，才會成為有力量和有用的人。 

───────────────  

(P.19) 

泥聽聽(中英對照故事) 

 

最佳隊長 

小泥子、小璃子和王子駕著鑽土車，終於到達琉璃國。那裏到處是七彩繽紛的寶

石，看得他們眼花繚亂。琉璃國王掏出一塊寶石和一塊石頭，打算送給他們作禮

物。小泥子覺得不好意思，選了平平無奇的石頭，原來裏面藏著一枚更漂亮的寶

石呢！ 

調查幻彩琉璃失蹤事件時，泥土神探蚯蚓先生來到，與王子爭奪調查隊長的崗

位。他們比賽尋找寶石，王子在限時內取得十二枚，蚯蚓先生卻只得一枚。原來

牠中途發現了一堆有毒的枯葉，為免其他動物誤吃，便趕緊清理，結果輸掉比賽。

王子知道後，決定把隊長職位讓給更有責任心的蚯蚓先生。 

 

 

The Best Team Leader 

Little Plaster, Glassy and Prince Wong all on the earth driller finally arrive at the 

Kingdom of Glass.  They are dazzled by the colourful gemstones all over the place.  

The King of the Kingdom of Glass takes out a gem and a stone as gifts to them.  

Feeling a bit awkward, Little Plaster chooses the ordinary stone.  Surprisingly, a 

more beautiful gem is hidden insid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ssing Sparkling Glass, Mr Earthworm, the great 

detective, comes to challenge Prince Wong for the post of investigation team leader.  

They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gemstone hunt.  Prince Wong finds 12 gems 

while Mr Earthworm gets one only in the competition.  Actually, during the 

competition, Mr Earthworm came across a pile of poisonous dried leaves.  He then 

cleared them away as he was afraid that other animals might swallow them 

inadvertently.  As a result, he loses the game.  After knowing the truth, Prince 

Wong decides to give way to him for the post of team leader as Mr Earthworm is a 

more responsible person. 

 

────────────── 

(P.20) 

泥寫詩 

（圖：小泥子和王子在雕一塊玉） 

琢玉 

玉經琢 可成器 

人好學 便知理 

 

----------- 

泥通訊 

如果你對《小泥子》有任何意見，歡迎把意見電郵至 enquiry@cpce.gov.hk。如果

你想知道多一點公民教育資訊，可瀏覽公民教育委員會網頁 www.cpce.gov.hk。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 

(附送) 

品德承諾卡 

（正面圖：王子和蚯蚓扮成神探模樣） 

（背面字）比賽認真 公平競爭 

mailto:歡迎把意見郵至enquiry@cpce.gov.hk
http://www.cpce.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