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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封面 
小泥子 The Clay Family 良好小公民綜合親子雜誌第四十一期  
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  
出版機構：公民教育委員會  
承辦機構：明報周刊 
大標題：香港我的家 
●圖：維港海面上豎了一個電腦屏幕，畫面見「小小公民網台」開播字眼，小

泥子、小璃子、王子和泥老先生向觀眾打招呼。 
●封面爆花：讀者可到 CPCE 面書及 YouTube 觀看《主題故事》短片！ 
 
────────────── 
(P.2) 欄目：泥做好朋友 
(圖：小泥子、小璃子、王子和泥老先生在總部門前大合照) 
題：小小公民網台 
《網台小檔案》 
地址：學校美術室  
主持人及 KOL（網絡紅人）：王子 
導演及資料搜集：小泥子 
攝影師：小璃子 
網台高級顧問：泥老先生  
主題：介紹香港各區的景點、交通建設和歷史 
────────────── 
(P.3-7) 泥看故事：香港我的家 
●過去幾期攝製隊拍攝的畫面。 
上期提要：經過一段時間努力拍攝香港不同地區的特色，小小公民網台即將正

式開播！小泥子、王子和小璃子都十分期待節目播放後網民的反應….. 
────────────── 
小標題：網台正式開播！  
●網台門口張燈結綵，小璃子架好攝影機自拍，跟小泥子和王子一起在畫面內

跳起，宣傳小小公民網台正式開播。 
●三人撒了漫天紙碎，然後各自擺出有型姿勢。 
王：萬眾期待—— 
泥：人人要睇—— 
璃：良好公民長知識！ 
三人：小小公民網台，正式開播！Congratulations！ 
●三人動作靜止 



泥：這樣可以嗎？ 
璃：總是覺得欠了點東西…… 
●王子恍然大悟 
王：我知道了，欠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忽然泥老先生坐著玩具車遠遠衝過來。 
老：我來了！ 
泥：對啊，怎能缺了我們的網台顧問——攝影機啊！ 
●不幸地，泥老先生不小心把攝影機撞飛！ 
●剎那間，眾人由開心變成擔心。 
●攝影機在半空飛過，忽然被一手接住，原來是奇博士坐著「量子跳躍車」及

時出現挽救了危機。 
●剎那間，眾人由擔心變回開心。 
眾：YEAH 奇博士你也來了！ 
────────────── 
小標題：做個良好公民 
●見五人慶祝開台片段，畫面出現很多舞蹈員載歌載舞，漫天紙碎彩帶不絕，

氣氛熱鬧。 
●見眾人看螢幕，驚奇不已。 
王：嘩！很像電視台的台慶呢！ 
●奇博士拍一拍身邊的「3D 全息影像攝影機」。 
奇：由我發明的這個「3D 全息影像攝影機」，可以即時加上虛擬彩帶、煙花，

甚至動畫效果，既有氣氛又可以保護環境！ 
●泥老先生又跟著奇博士並稱讚他。 
老：不愧是我泥老先生唯一的偶像！ 
王：這攝影機可以幫我加上新造型嗎？ 
奇：當然可以！ 
●王子把頭伸在鏡頭前，畫面見王子頭上多了一雙貓耳朵。 
●眾人大笑。 
●小泥子忽然在頭上紥了頭巾，拿著掃把和垃圾鏟出現。 
璃：小泥子，你這身是甚麼造型？ 
泥：清潔工人呀！奇博士提到保護環境，我記得剛才拍攝時我們灑了很多紙碎

和彩帶在地上，我們應該要負責清理呢！ 
●泥老先生豎起大拇指讚小泥子。 
老：你真是個良好小公民！ 
王：我已把網台節目上載到互聯網，現在我們先到門外清潔，待會清潔後回來

看看，我相信點擊率一定會很高呢！ 
●眾出發到門外清潔。 



●眾在打掃地方時，王子介紹「香港固體垃圾量」，加一幅相關「垃圾」的相

片和一架雙層巴士的相片。 
王：據環境保護署統計，2018 年棄置於本港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重量達 587
萬公噸，平均每日 16,096 公噸！一架雙層巴士的空載重量約 15 公噸，即是我

們每天棄置於堆填區的垃圾較 1,000 架雙層巴士還要重呢！ 
────────────── 
小標題：觀眾都到哪兒去？ 
●眾人回來，緊張地打開平板電腦看。 
●王子滿有信心。 
王：其實不用心急，點擊率肯定令人出乎意料之外，我很快便會成為真正的

KOL（網絡紅人）！ 
●王子幻想很多影迷要他簽名。 
影迷：是 KOL 王子啊！你的網台節目真的很有趣呢！真人比上鏡還要英俊！ 
●王子陶醉期間，小璃子慘叫。 
璃：噢！ 怎會這樣的？ 
●王子連忙過去看。 
●見牆上有個「網台點擊率」的數字牌，只得可憐的 8 個點擊率。 
●王子不可置信。 
王：只有 8 個？觀眾都到哪兒去？ 
泥：是不是統計程式壞了？還是網站有問題？ 
奇：也有可能的，大家不用擔心，耐心等一下！ 
●奇博士開解眾人，泥老先生忽然站在高處。 
老：無論節目有多少人觀看，我們都已經盡力拍攝和製作。為了慶祝網台開播，

我想……到海邊玩！ 
奇：贊成！出發吧！ 
●眾人一臉失望。 
────────────── 
(P.8) 欄目：公民小字典：愛護環境 
(圖：小泥子開心地步行回家) 
（題）愛護環境 
愛護環境是每個良好公民的責任，我們應同心協力保持環境清潔，不應亂拋垃

圾，並應一起盡力減少廢物及進行回收，使大家都可以在清潔的環境生活，並

擁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將來。 
例句 1：為了保護環境，廢物要做好分類和乾淨回收，放進不同顏色的廢物分

類回收桶裏。 
例句 2：愛護環境應由減少製造廢物開始，我們平日也應注意日常生活細節，

實行源頭減廢，例如外出購買飲品時可自備環保杯和飲管，以減少製造塑膠廢

物。 



────────────── 
(P.9) 欄目：泥問你答 
(圖：小璃子主持網台頻道) 
問題 1：選擇購買外賣回家吃，可以如何更環保？吃完外賣，你會怎樣處理？ 
問題 2：購物付款時，當收銀員問你要不要膠袋，你會怎樣回答？ 
璃：想一想以上兩個問題，大家會如何回答？ 
────────────── 
(P.10-11) 欄目：泥考你智慧 
(圖：小小公民網台平面圖) 
題：網台遊蹤（迷宮） 
小小公民網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就由小泥子帶領大家參觀吧！ 
你能按以下位置順序完成參觀路線嗎？ 
入口＞網台徽號＞點擊率顯示牌＞錄影室＞播放室＞洗手間＞花園 
────────────── 
(P.12) 欄目：泥問你答 
(圖：泥老先生回答) 
建議 1：首先要避免及減少製造廢物，其次是再用及回收廢物。落單前，先想

一想自己是否吃得完所叫的食物，避免過度點菜。購買食物時，可自備容器，

避免使用用完即棄飯盒和餐具，便可以減少產生廢物 。吃完食物後，我們應妥

善處理剩食，然後把可回收物料作簡單清潔，再作分類回收。 
建議 2：我們應養成自備購物袋的習慣，那麽便可以跟收銀員說「不需要膠袋」

啦！因為被棄置的膠袋很難在堆填區中分解，會造成環境污染。我們應盡量少

用和善用膠袋，地球便會健康一點呢！ 
老：你們還有其他建議的答案嗎？ 
────────────── 
(P.13-17) 泥看故事 
小標題：被污染的海岸 
●眾人乘坐「量子跳躍車」到達海邊。 
●奇博士和泥老先生深呼吸一口氣，面露開心的表情。 
老：噢，藍藍的天、綠綠的海、白白的雲，真是高興！ 
奇：好詩！好詩！大家說是嗎—— 
●奇博士回頭，見眾人悶悶不樂地托頭坐著。 
●泥老先生嘆氣 
奇：他們—— 
老：小朋友就是這樣，往往以為能一步登天。其實點擊率只是幾個數字而已，

又何須這樣在意呢？ 
●奇博士有點憂心。 
老：來海邊呼吸新鮮空氣，欣賞一下藍天白雲，一會兒他們便會沒事的。 



●泥老先生忽然吸進一陣異味，咳嗽起來。 
●小泥子、王子和小璃子也聞到味道，站起來向異味傳來的方向望去。 
璃：很難聞的氣味呢！ 
泥：好像是從那邊傳來的，去看看吧！ 
●眾人沿著沙灘走，拐個彎發現一處石灘，堆滿了垃圾。 
●眾人大驚。 
璃：這兒很骯髒呢！ 
王：太可惡了！是哪些沒公德心的人？人們遊玩時，應保持公德心，不可棄置

垃圾，破壞這樣美麗的風景。 
●三人對望，並見遠處正好有義工隊前來進行清潔活動： 
眾：那邊有義工在清理垃圾，我們一起加入幫忙吧！ 
●奇博士和泥老先生在後看得安慰 
老：看，他們已經忘記了那些網台點擊率數字了！ 
奇：這麼多垃圾不容易清理，讓我們也來幫手吧！ 
●王子介紹「減廢回收 2.0」。 
王：「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這個口號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原來還有其

他物料可以回收的！環境保護署正在擴展社區回收網絡和增設新的回收點，更

把可回收物品增至 8 種。除了常見的金屬、塑膠和廢紙外，還有玻璃樽、四電

一腦、充電池、小型電器及慳電膽/光管，以鼓勵市民實踐惜物減廢的綠色生活，

大家一定要支持啊！ 
────────────── 
小標題：氣泡太空人 
●三人一邊把垃圾分類，一邊望著垃圾正苦惱。 
璃：垃圾太多了，只是單單分類回收也需要很多時間，不是說好「自己垃圾自

己帶走」嗎？ 
泥：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奇博士拿出一支噴泡泡槍。 
奇：工具在這裏——超級飄移氣泡！ 
王：奇博士，我們正在很認真清理垃圾，不是要玩吹泡泡—— 
●王子未說完，被奇博士用泡泡槍射中，全身被一個個泡泡包裹著，像一個太

空人般飄浮起來。 
●小泥子和小璃子都變成了太空人。 
泥：我們這樣被氣泡包圍著，怎樣把垃圾搬走？ 
●小璃子用手碰觸一件垃圾，立刻生成了一個新氣泡把垃圾包裹著，再用力一

推，垃圾飄移起來！ 
璃：噢！只要利用這些氣泡，便可輕易移動物件呢！ 
●小泥子和王子照樣做，很快便熟手起來。 
王：把已分類好的垃圾全移到那邊的垃圾收集處和廢物分類回收桶吧！ 



●三人努力操作起來，像三個太空人在太空工作般。 
●泥老先生用手機悄悄拍下來。 
—————————————─ 
小標題：我們是環保公民 KOL 
●眾人坐「量子跳躍車」回到總部。 
●小璃子拿著一張相片在看，眾人開心。 
●原來是石灘回復原貌的照片。 
璃：這才是大自然原來的樣貌呢！ 
泥：不如我們在網台召集大家參加義工活動，幫忙清理其他受污染的地方好嗎？ 
王：可是……我們的網台點擊率很少呢，可能召集不到很多人參與…… 
●王子指一指牆上的「網台點擊率」數字牌。 
●忽然，數字牌神奇地跳起來，點擊率暴升！ 
●王子望望自己手指。 
璃：王子你使了甚麼魔法？ 
泥：點擊率過百……不，過千了！ 
●三人驚奇，小璃子檢查電腦。 
璃：很多網民在看我們製作的視頻呢！不過最多人看的，是這條「太空人愛地

球」！ 
王：咦？但我記得我們沒有拍過這條短片…… 
●三人驚奇，小璃子 CLICK 短片看，原來是他們清理石灘的片段！ 
泥：噢！是我們穿著泡泡衣在清理石灘！誰拍的？ 
●見兩老微微笑，泥老先生拿著手機。 
老：不要看我是老人家。作為網台顧問，拍片這樣簡單的事情難不到我呢！ 
奇：你們現在不單是良好小公民，還是熱爆網絡的 KOL 呢！ 
●三人歡呼！ 
泥：我們的網台已拍攝了很多介紹香港各區的景點、交通建設等的影片，下一

條影片不如就以「保護環境」為主題吧！ 
王：因為香港是我家—— 
璃：齊齊愛護她！ 
眾：YEAH！ 
●眾人開心在點擊率過萬的數字牌前留影。 
END 
───────────── 
(P.18) 欄目：王子 LIKE & SHARE  
(圖：眾人在小小公民網台前開 2021 派對） 
題：2021 新年願望：做個良好小公民 
2021 年來到了！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新一年繼續做個愛護環境、守法

盡責的良好小公民！ 



─────────── 
(P.19) 欄目：泥聽故事 
（題）香港我的家 
小小公民網台即將開播，王子、小泥子和小璃子忙於拍攝宣傳片段，調皮的泥

老先生險些損毁攝影機，幸好奇博士及時出現化解危機，還帶來了一部「3D 全

息影像攝影機」，製作了一段精彩的宣傳片段。 
網台開播，點擊率卻少得可憐，眾人十分失望。泥老先生建議到海邊慶祝網台

開播。眾人到達一個充滿垃圾的石灘，因不忍環境受到污染，便借用奇博士所

發明的工具協助清理，過程被泥老先生拍下並上載到網台播放，竟出乎意料之

外地令點擊率暴升！王子、小泥子和小璃子成為網絡紅人的心願終於達成，泥

老先生和奇博士更稱讚他們是良好小公民呢！ 
 
(Title) Hong Kong Is My Home 
Little Citizen TV is about to go on the air.  While Prince Wong, Little Plaster and 
Glassy are busy shooting a promo, the mischievous Old Muddy almost breaks the 
camera.  Fortunately, Dr. Think shows up just in time to resolve the crisis.  He also 
brings along a “3D Holographic Camera” to produce a superb promo. 
The online broadcast goes live but the hit rate is woefully low.  How disappointing!  
Old Muddy suggests celebrating the launch of online broadcast at the seashore.  They 
arrive at a rocky beach strewn with rubbish.  Disturbed to see the polluted 
environment, they borrow from Dr. Think a tool he invented to help clean up the 
beach.  Old Muddy films the clean-up process and does an online broadcast of the 
uploaded video.  Surprisingly, this gives them a surge in hit rate.  For Prince Wong, 
Little Plaster and Glassy, their wish to become a key opinion leader finally comes true.  
Old Muddy and Dr. Think even praise them as good little citizens. 
──────────────── 
(P.20) 欄目：泥看好風光 
（圖：維港兩岸風光） 
（題）香港我的家 
──── 
通訊空間(公民教育委員會網址、facebook、QR code) 
──────────────── 
主題美景卡 
（正面圖：維港風光） 
（背面圖：公民網台所有成員） 
香港是我家 
齊齊愛護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