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泥子#29 

 

──────── 

(p.1 封面) 

大題：尋回幻彩琉璃 

 

──────── 

（p.2）小泥子話你知 

《小泥子》十歲啦！ 

●圖：第一至二十八期《小泥子》精彩畫面匯集 

小泥子：《小泥子》良好小公民親子雜誌出版十週年啦！多謝各位大小讀者一直

支持！讓我們繼續透過有趣的故事和遊戲，一起學習如何做個良好公民吧！ 

 

──────── 

（p3-6） 

（泥說故事） 

●王子舉起油燈，小泥子舉起小璃子，小璃子射出光芒，把影子小偷趕走。 

上期提要：紅火蟻阿火帶領小泥子、小璃子、王子和蚯蚓神探，到達幻彩琉璃小

偷曾經出現的山洞。正當大夥兒仔細尋找線索的時候，一個神秘黑影悄悄跟著他

們，卻被王子發現！巨大的黑影想攻擊偵探團，幸好隊員們同心合力，最終把它

趕走。到底影子為甚麼偷走幻彩琉璃？偵探團能否逮捕這個古怪竊賊？ 

●眾人在山洞內討論案情 

火：這黑影就是上次我見過哪一個！ 

璃：原來它一直跟踪著我們。 

泥：它為甚麼攻擊我們？ 

王：因為它知道我們要取回被偷走的寶物。 

蚯：根據種種線索，我敢肯定它就是幻彩琉璃竊賊！ 

●璃和火擔心。 

璃：可是我發出的光芒把它嚇跑了…… 

火：現在到哪裏找它？ 

●王子用眼偷瞄眾人身後，發現多了一個影子。 

●王子和蚯蚓眉來眼去，示意發現影子小偷。 

●蚯忽然捲起一堆泥狀東西，放進口中吃。 

蚯：相信很難找到呢！唉，我餓了，要吃點東西！ 

●王看到食物，流口水。 

王：朱古力餅？我也很餓，給我一點吧！ 

●蚯把食物遞給王子。 

●王子把泥拋進口，咀嚼幾下，即時吐出。 



王：很難吃！甚麼來的？ 

蚯：蚯蚓的美食──泥巴！ 

●王子發怒。 

王：哪有人吃泥巴？你沒有蛋糕嗎？ 

蚯：哪有蚯蚓吃蛋糕？況且，蛋糕是怎麼樣的？我從未見過。 

●王子拿起樹枝在地上亂畫。 

王：沒見識的神探，我畫給你看！ 

●眾人圍上來看王子畫甚麼，神色忽然變得凝重。 

●只見地上寫著字：「小偷就在身後！」 

王：這裏甚麼都沒有，我要回鑽地車拿些食物回來呢！ 

泥：我和你一起去，大家趁機休息一下吧！ 

●王子和小泥子走遠，影子一直監視著他們。 

 

────────── 

（p7） 

（王子記事簿） 

●王子吃三文治，蚯蚓吃泥，同樣津津有味。 

尊重喜好 

有些人喜歡吃蔬菜，有些人喜歡吃肉類，有些人甚麼都愛吃。我們應該尊重別人

的喜好，只要注意營養和衛生，大家應該有吃喜愛食物的自由啊！ 

 

─────────── 

（p8-9） 

（泥說故事） 

●眾人睡在山洞不同角落，鼻鼾聲此起彼落。 

●蚯蚓的影子忽然動起來，化成影子小偷。 

●影子小偷悄悄地逐一觀察眾人，然後偷笑。 

影：唏唏～ 

●影子小偷右邊忽然多了另一個影子（小泥子披著黑布扮的影），跟著一起笑。 

泥：唏唏～ 

●影子小偷左邊忽然又多了一個影子（王子披著黑布扮的影），跟著一起笑。 

王：唏唏～ 

●幾個影子從地上慢慢爬起，迫近影子小偷。 

眾：唏唏～ 

●影子小偷不知所措，被迫到牆角。 

王：好朋友，請停留！ 

蚯：壞小偷，沒處走！ 

●眾人一起揭開黑布，回復原貌。 



王：我老遠從鑽地車拿來的黑布很有用吧！ 

泥：扮成影子捉影子，王子你想的辦法真好！ 

●眾人包圍著影子小偷。 

蚯：嘿，影子小偷，你已經被拘捕了！ 

 

─────────── 

（p10-11） 

（泥玩玩） 

●眾人在山洞入口，影子小偷躲在出口。 

追捕影子（迷宮） 

偵察隊發現影子小偷的踪跡，卻被它逃到地洞裏！你能帶他們循著正確的路線，

到達小偷藏身的地方嗎？ 

 

────────── 

（p12-14） 

（泥說故事） 

●小璃子講述影子的故事。見一個風光如畫的山谷。 

旁述：從前有一個風景優美的世外桃源，那裏有高高低低的山丘、蒼翠高聳的樹

木、廣闊而柔軟的草地、長流不息的河流，吸引了很多動物聚居。 

●見一座山丘下有一個開心的影子。 

旁述：影子小偷本來是其中一座小山丘的影，每天隨著太陽升起和下降移動，看

著變化萬千的美景，陪伴著動物朋友們，十分快樂。 

●山谷被極端氣候變化摧毁，變成灰色。 

旁述：可是有一年，天氣忽然變得惡劣，有時炎熱得像沙漠，有時寒冷得像北極，

有時刮起狂風暴雨，有時乾旱得沒有一滴雨水。漸漸地，原本七彩繽紛的山谷，

變成灰暗一片，影子也失去了所有朋友。 

●變得灰暗的影子十分傷心。 

旁述：影子十分難過，它聽說「幻彩琉璃」擁有神奇力量，所以決定把這件寶物

帶回來，讓山谷回復生氣。 

●見小璃子透過幻彩琉璃轉述影子的故事。 

●眾人聽得感動。 

泥：原來是個善良的影子呢！ 

蚯：其實你也不用偷，只要問琉璃國王，他一定肯借寶物給你用。 

火：那麼，你的家鄉現在是不是已經回復原狀？ 

●影子搖頭。 

璃：它找不到回家的路，又被我們追趕，情急之下，才會現身想把我們嚇走。 

●眾人爭相幫忙。 

蚯：哈，有我蚯蚓神探，怎會有「迷路」的事情發生？ 



火：我有成千上萬的蟻朋友，憑觸角互通消息，一定可以找到影子的山谷。 

王：不要忘記我的「王子號」，它裝置了全球定位系統，也可以幫忙呢！ 

●眾人開心，影子也含淚感激。 

 

─────────── 

（p15） 

（小璃子提醒你） 

● 小璃子撐著雨傘，抵擋著大雨狂風和曝曬。 

愛護地球 

璃：地球愈來愈熱，天氣愈來愈壞，我們必須愛護環境，珍惜資源，減少排放溫

室氣體，盡力保護我們的家。 

 

─────────── 

（p16-17） 

（泥說故事） 

●影子山谷的山上，小璃子高高舉起幻彩琉璃，琉璃射出光芒萬丈，照遍山谷，

花草樹木回復生氣，影子回到原來位置，開心笑。 

●琉璃國王看著幻彩琉璃內顯示山谷的情況，滿意地笑。 

國：你們不但找回幻彩琉璃，還幫助影子把山谷回復原貌，做得非常好。 

●小泥子和王子站在一旁開心笑。 

國：任務完成，應該獎勵。 

●國王把一枚巨型鑽石送到王子面前，王子雙眼發光。 

王：噢，比地底那一顆鑽石還要大！ 

泥：國王陛下，幫助別人是好品德，我們不能收這份禮物。 

●王子抱著鑽石。 

王：小泥子不要，我要！ 

璃：王子你死性不改，真貪心呢！ 

●怎知王子拿出手機，跟巨鑽自拍。 

王：我只是要跟鑽石拍一張合照留念吧！ 

●小泥子和王子搭著小璃子的膊頭。 

泥：而且說到寶石，沒有一顆比小璃子更珍貴呢！ 

●眾人坐上鑽地車，向琉璃國王揮手。 

王：是時候回家了！再見了琉璃國！ 

 

────────── 

（p18） 

（泥傾傾） 

●地球上出現不同的氣候變化。 



天氣常變 

地球自轉和繞著太陽轉，產生四季，讓我們體驗冷暖不同的天氣。可是，由於全

球暖化現象愈來愈嚴重，近年愈來愈多極端天氣情況出現，例如長期乾旱、特大

暴雨、高溫熱浪、極冷寒潮等，不但破壞家園，更奪去生命。不想這樣，我們必

須愛護環境，珍惜資源，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盡力保護我們的家──地球。 

 

─────────── 

（p19） 

（泥聽聽） 

完成任務 

偵探團在紅火蟻阿火的帶領下，終於找到偷去幻彩琉璃的竊賊，發現它原來是一

個影子。王子施計，眾人扮成黑影，終把影子小偷擒獲。原來影子來自一個美麗

的山谷，因為家鄉被惡劣天氣破壞，惟有偷走幻彩琉璃，希望藉寶物的力量令山

谷回復舊觀。 

眾人知道原因後，都十分同情影子，並協助它達成心願。偵探團完成任務，把幻

彩琉璃交回琉璃國王手上，國王想以巨型鑽石作賞賜，眾人卻認為幫助別人是好

品德，不需要獎賞。小泥子、小璃子和王子最後坐上鑽地車，踏上歸途。 

 

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investigation team, led by red fire ant Fire, finally finds the thief who has 

stolen the Sparkling Glass.  They discover that the thief is in fact a shadow.  

Prince Wong comes up with an idea and everyone disguises themselves as a 

shadow.  Eventually, they catch the thief Shadow.  Shadow comes from a 

beautiful valley which was, however, ruined by adverse weather.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steal the Sparkling Glass, hoping that the power of the treasure 

can help restore the beauty of his village. 

 

The team, having learnt about the truth, shows much sympathy for Shadow and 

helps him fulfil his wish.  The investigation team has accomplished the 

mission and returned the Sparkling Glass to the King of the Kingdom of Glass.  

When the King intends to reward them a large diamond, the team declines as 

they consider helping others a virtue.  At last, Little Plaster, Glassy and Prince 

Wong get on the earth driller and make their journey home. 

 

 

 



──────── 

（p20） 

（泥寫詩） 

●不同天氣相片，小泥子、王子和小璃子享受不同的體驗。 

天氣 

烏雲共聚下大雨， 

萬里無雲易中暑， 

陰雨晴風常變幻， 

天氣變化誰作主？ 

 

────── 

品德承諾卡 

（正面圖：王子和蚯蚓） 

（背面字：各人喜好有不同 互相尊重與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