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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3)愛的空間
(圖：擬人化的中國地圖外型和香港地圖外型卡通公仔，手牽著手，小泥子高舉
寫著 20 的心，四周有心形汽球及彩色紙碎飛揚，開心氣氛。)
(字)
小河匯聚成大海．萬眾同心盈滿愛
回歸祖國二十載．安居樂業每一代
祝賀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
──────────────
(P.4-8)主題故事：奇博士的責任
●圖：小泥子和小璃子在打理園圃，兩個巨大陰影出現在頭頂。
王：小泥子、小璃子！
泥：王子？
●圖：王子揮一揮權杖，兩人縮小。
王：我帶了新朋友給你們認識！
●圖：王子和科學家變成小泥人。
●圖：博士驚奇地看著自己的手和身體。
奇：奇！果然很奇！我真的變成了泥人！
●圖：王子向大家介紹奇想博士
王：各位，這位是天才科學家「奇想」博士 Dr. Think。
泥：奇博士你好，很高興認識你！
●圖：博士驚奇地圍在泥和璃身邊研究。
奇：奇！果然很奇！我從未見過你們這種生物！
王：我沒騙你吧！現在相信我的話了嗎？
璃：奇博士？一定有很多神奇的發明吧！
●圖：聽到發明兩字，奇博士忽然很沮喪。
奇：唉，不要說了，我是一個不及格的博士，我的發明沒可能成功……

●圖：王子悄悄向二人解釋。
王：奇博士做實驗時犯了錯，把研究院的實驗室炸毀了……現在他完全失去信心
呢！
璃：難怪他這樣沮喪……
泥：我們的任務是要助他重建信心，對嗎？
●圖：王子拍拍小泥子膊頭。
王：小泥子真的最了解我呢！
●圖：泥和璃靈機一觸！
泥：有辦法！只要博士的發明能夠幫我們解決問題——
璃：他自然便會恢復信心呢！
●圖：泥和璃拿著澆水壺，裝成皺眉頭樣子，走到奇博士前。
泥：奇博士，我們遇到一個難題，你可以幫忙嗎？
奇：甚麼難題？
●圖：泥指著花圃。
泥：我們兩個負責打理這個大花園，單是替所有植物澆水已夠忙幾天！
璃：你是天才科學家，可否發明一部機器，替我們每天自動澆水呢？
奇：這個不難！
●圖：奇打開喼，背著二人忙碌工作起來。
●圖：泥和璃擊掌。
泥：成功了！
●圖：奇展示一個澆水機械人。
澆水機械人！
●圖：眾人圍著機械人好奇地看。
泥：奇博士果然厲害，那麼快便製成一個機械人！
璃：有了它幫忙，以後我們可以常常去圖書館看書了！
王：我都說他和我一樣是天才呢！
●圖：奇博士在機械人身上輸入指令。
奇：每天定時替小泥子和小璃子澆水。
●圖：機械人發動。
機：嘟嘟嘟——每天定時替小泥子和小璃子澆水，收到命令，立即執行！
●圖：機械人竟然追著小泥子和小璃子淋水！泥和璃立刻走避。
泥：哇！不是為我們澆水呢！救命啊！
●圖：博士苦笑，王子滴汗。
奇：（沮喪）唉，我真沒用——
●圖：渾身濕透的泥和璃躲在盆栽裏，躲避機械人。
泥：躲在這裏，機械人找不到我們了！
●圖：這時王子的聲音傳來。

王：小泥子？小璃子？你們在哪裏？
●圖：一條籐蔓把王子捲起，拖進盆栽裏。
●圖：小泥子替王子解開籐。
泥：那個瘋狂機械人沒跟來吧？
王：放心，我沒見到它呢！
璃：奇博士會把它修好吧？
王：他正準備把機械人回收後便離開，著我向你們說句「對不起」。
●圖：泥和璃忽然堅決地說。
泥/璃：他不可以走！
王：難道……你要他賠償？
泥：當然不是！做朋友的責任，就是互相幫助，解決困難！
璃：我們已想到另一個好辦法，令奇博士回復信心！
●圖：三人站起氣勢強勁，大聲道。
王：多謝你們，我也來幫忙吧！
●圖：一條水管在頭頂出現，機械人發現他們！
眾：危險，速逃！
●圖：眾人逃避機械人。
──────────────
(P.9)寫意空間 1
(圖：王子寫電郵給爸爸)
王子給爸爸的信
親愛的爸爸：
我的好朋友奇想博士，因為一次小意外，失去了做實驗的信心。其實博士的研究
和發明都很厲害的呢！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助他回復自信，繼續創造更多超級
發明？
王子上
──────────────
(P.10-11)
遊戲空間
VR 尋人大件事
(圖：小泥子和小璃子闖進虛擬空間，迷失在百多個王子的分身中)
小泥子和小璃子闖進了電腦中的虛擬空間，竟發現無數的王子分身！你能細心找
出小圖中三個特別的分身，與及真正的王子在哪裏嗎？
(提示：假王子神情呆滯)
──────────────
(P.12)寫意空間 2
(圖：王爸爸寫電郵給王子)
爸爸給王子的回信

親愛的兒子：
飛機、汽車、電燈、電腦、電話……聰明科學家的發明品，大大改善人類的生活。
沒有他們的精心傑作，我們可能還活在黑暗之中。發生意外是不幸的事情，博士
失去自信心和覺得沮喪，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每個人都會犯錯，最重要是不
逃避，勇於承擔責任，繼續努力前進。
作為他的朋友，你可以提醒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身為科學家的責任是甚
麼？讓他好好想一想，然後擺脫煩惱，重新振作吧！
爸爸
──────────────
(P.13-17)主題故事
●圖：花圃中，博士到處尋人。
奇：有人在嗎？小泥子？小璃子？王子？你們在哪裏？我想回到人類世界呢！唉，
可能是我的機械人嚇怕了他們吧！我真的沒用，連一個小小的機械人也搞不
好……
●圖：博士拿著探測器，探測機械人位置。
奇：還是快快把機械人回收，離開這裏吧……
●圖：博士拿著探測器到處尋找，走到盆栽後一處空地。
●圖：一個紙箱舞台忽然出現，台上上演小泥子和小璃子的故事。花園裏，小泥
子和小璃子努力做不同的工作，漂亮的花兒們向他道謝，蝴蝶蜜蜂來採蜜，花園
裏一遍生氣勃勃。
●圖：台上吊著字牌：每天準時為植物澆水施肥、用心修剪枝葉、努力翻泥播種，
令花草樹木茁壯成長。
●圖：輪到王子出場。王子幫媽媽做家務，上學扶老人家過馬路，在課室裏努力
讀書，取得好成績獲爸爸讚賞。台上吊著字牌：在家孝順父母，幫忙做家務；在
路上遇到有需要的人，應伸出援手；在學校用心聽老師講課、考試測驗要盡力取
得好成績！
●圖：王子、小璃子、小泥子出現在博士面前，指著他問：
三人：奇博士，你的責任是甚麼？
●圖：博士沉思。三人來到他身邊，小泥子指著地上一條小草。
泥：小草你有甚麼責任？
草：我和朋友們生長在一起，抓緊山坡的泥土，製造新鮮的氧氣，組成草地讓小
孩子奔跑嬉戲。
●圖：博士思考。
奇：小草也有大責任，我的責任又是甚麼？
●阿 PHONE 身上的屏幕播出博士研究和得獎片段。
奇：對了，我要用心研究，努力發明更多實用的工具和機器，令人類生活得更舒
適方便，這就身為科學家的我的最大責任！
●圖：博士霍地站起來。

奇：我明白了！以後做實驗時我要加倍小心，避免犯錯，才可繼續盡自己的責任！
●圖：三人拉著博士的手開心歡呼。
眾：YEAH!
●圖：澆水機械人忽然出現，準備向小泥子和小璃子射水！眾人驚叫！
眾：哇！
●圖：博士攔在眾人前。
奇：不用怕，有我奇博士在此，奇難雜症都可解決！
●圖：博士立即打開工具箱，拿出工具，把澆水機械人改裝成一台虛擬幻境機器。
王：咦？這是部甚麼機器？
奇：這是我回復信心後的第一件作品——虛擬幻境機！為了答謝你們三個小傢伙，
就邀請大家去一次旅行！
眾：旅行？
奇：是從沒人試過的奇幻虛擬旅程！
●三人戴上眼罩，博士開動機器。
●眾人立刻進入了一個色彩繽紛的幻景中。
奇：(向讀者)想知道他們有甚麼有趣經歷，留意下期《小泥子》！
────────────────
(P.18)公民空間
(圖：小璃子拖著責任的卡通公仔，在公園裏晒太陽)
人人有責
生活在群體社會裡，每個人都有權利，更加有責任。我們可以到公園玩耍、在馬
路橋樑隧道裏來往、到學校讀書、到醫院治病，有權利享用這些社區的設施，同
時也有責任正確使用和保持它們的整潔，令到人人受惠。
一起盡公民責任，社會自然更美好。
────────────────
(P.19)故事空間
(主題故事中英文字版本)
奇博士的責任
王子到園圃探望小泥子和小璃子，還帶來了好朋友「奇想」博士。奇博士因實驗
失敗，意外把研究室炸毀，變得十分沮喪，王子希望小泥子幫忙想辦法，令他回
復信心。怎知奇博士錯誤製造出一部失靈的澆水機械人，把小泥子和小璃子嚇跑
了。
後來，王子、小泥子和小璃子合力建起一座紙箱舞台，在奇博士面前上演一幕「我
們的責任」，終令博士明白每個人都要盡自己責任做好工作，不應逃避。奇博士
恢復了研究信心，為了答謝三人，造出一部虛擬幻境機，帶眾人來一次奇幻虛擬
旅程！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r Think
Prince Wong goes to the garden to visit Little Plaster and Glassy. He also
brings along his good friend Dr Think. Dr Think is very frustrated as he has
accidentally blown up his laboratory due to an experiment failure. Prince
Wong hopes that Little Plaster can find ways to help Dr Think regain his
confidence. However, Dr Think makes a faulty watering robot by mistake,
scaring Little Plaster and Glassy away.
Later, Prince Wong, Little Plaster and Glassy build a stage and give a
performance called “Our Responsibilities” for Dr Think. At last, Dr Think
realise that everyone has the duty to get his/her job done properly and should
not evade from their responsibilities. Dr Think restores his confidence in
doing research. To thank the three of them, he invents a virtual reality
machine to give them a magical virtual journey.──────────────
──
(P.20)詩人空間
賀特區生辰
特區轉眼二十歲
城市建設受稱許
鄉郊美景令人醉
路路暢通十八區
大橋貫通到處去
七百萬人獻愛心
全港力量同凝聚
────
通訊空間
(公民教育委員會網址、facebook、QR code)
────────
公民承諾卡
(圖:奇博士認真做實驗)
努力學習
用心工作
人人有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