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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可愛的圖畫以及趣味的故事，作者想要探討的其實是嚴肅的話題：我們每個人是否在某些狀況下，戴上了某種假面具，
甚至因為面具戴久了，不知不覺忘了自己是誰？當所有人都戴著面具並習以為常之後，沒戴面具的人反而被當成了怪物，就像故
事最後那隻揭穿假象的老鼠一樣，而那條綠色尾巴，不正是在提醒我們，很多時候，我們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或是做了什麼樣的
事，即使事過境遷，也無法全部抹滅，還是會留下某種印記的。--薛丞堯老師

本期圖片由道聲出版社授權使用 

【小繪本大世界】困頓歲月的親情追憶--《遠方的池塘》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譁眾取寵的光鮮與迷失--《印度豹大拍賣》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馬拉拉的魔法鉛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擺脫虛妄，回歸日常與真實 -《綠尾巴的老鼠》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英語版》 / 譯者：黃桂芳老師 凌麗棻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日語版》 / 譯者：陳奕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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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韓語版》2 / 譯者：許心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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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困頓歲月的親情追憶--《遠方的池塘》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五月號。

本文圖片由韋伯文化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遠方的池塘》

作者：文 / 丕寶，圖 / 裴氏

 

譯者：劉又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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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釣過魚嗎？或是有看過、聽 過親朋好友釣魚的經驗？很多時候釣魚被當做一種休閒活動，
喜歡釣魚的人可以說出許多釣魚的樂趣，但如果釣魚不是為了休閒，而是為了填飽家人的肚子，
那會是什麼感 覺？一位自小跟隨父母從越南移民美國的作家，透過當年一段跟父親晨起釣魚的
回憶，訴說移民家庭在美國社會生活的困頓，同時在看似簡單的生活描述與對話中，展露出父子
乃至於家人之間相互體諒、相互扶持的深厚情感，也看到這對父 母是如何教育孩子。

 故事就從爸爸在半夜叫醒小男孩開始，透過插圖可以看得出這個家庭並不富裕，從人物的長相
看得出描繪的是東方人，但是一開始也不是很清楚他們的生活狀況。故事從小男孩的視角出發，
以平鋪直敘的語調來慢慢訴說發生的一切，跟著故事發展，我們漸漸獲得更多的線索，小男孩提
到：「學校裡的一個小孩說，我爸爸說出來的英語，像是又稠又濁的河流。」但是對他而言，爸
爸的英語卻像「溫柔的細雨。」除了顯露出小男孩對自己父親的認同與情感，也暗示著他們生活
在一個說英語的社會，而他們顯然是外來者。另外，從爸爸跟釣具店老闆的對話，得知爸爸找到
第二份工作，並且在星期六這一天就得要去上班，小男孩好奇的問：「要是你得到了另一份工
作，為什麼我們還要釣魚當食物？」 爸爸則解釋：「美國的每樣東西都很貴。」至此，我們更
清楚了男孩的家庭狀況，也了解到他們週六一大早來釣魚，不是什麼休閒娛樂，而是關係到養家
糊口。

  作者花了許多篇幅來描述父子在池塘邊的互動，包含找樹枝生火把小魚掛上鐵鉤，一起吃三
明治，聽爸爸訴說遙遠故鄉越南也有一個像這樣的池塘，還有那裏的往事，最後一起開心地抓到
魚，營造出一個專屬於這對父子的親密時光，這當中有許多細節的描寫，顯示出小男孩極為珍視
這段與父親的相處，例如：三明治裡面夾了什麼、撒了什麼調味料都一一真實敘述，爸爸說故事
時望向遠方的憂鬱神情，還有釣起魚時的呼喊與笑容，也都深刻印在腦海，其中，生火這一段相
當耐人尋味，包括小男孩收集樹枝、數算樹枝、把樹枝交疊排列與點起火來的過程，都細細描
繪，爸爸只是提醒小男孩怎麼架樹枝，並沒有插手幫忙，而小男孩架好樹枝後只用一根火柴就點
燃火堆，爸爸則是點點頭表示肯定。作者顯然有意凸顯這位父親教育孩子的用心與智慧，或許是
因為家境困頓，也可能是為了鍛鍊孩子，希望從小讓孩子學著幫忙並能獨力完成工作，像這樣的
用心，其實還出現在書中許多地方。

  整個故事的發展中，讀者會感覺這個家庭就只有一個男孩，但是父子倆回家之後，我們才發
現原來小男孩有好幾個哥哥姊姊，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讓人不禁感慨，這們多孩子的移民家
庭，父母該是多麼辛苦啊！但是作者並沒有刻意去凸顯負面的思緒，反而讓我們看到一家人緊密
相連的情感。在忙了一整天之後，全家圍著餐桌，吃著自己釣來的魚還有簡單的食物，雖然不豐
盛，但一家人說說笑笑，倒也和樂溫馨。這當中有一句話看似輕鬆帶過，實際上非常重要，那就
是作者提到媽媽會關心孩子的課業。雖然家境不好，但做父母的卻不會因此忽略孩子的教育以及
責任感，這是相當可貴的。故事的最後一幕，小男孩提到：「等之後我們上床睡覺，我們會夢到
在那遠方的池塘中的魚兒。」雖然小男孩沒去過那遠方故鄉的池塘，但是透過與父親在他鄉的池
塘邊一起釣魚的經歷，除了深化與父親的情感，更連結起背後那來自家鄉的文化精神，即使人在
新世界成長，也能不忘自己的來處，這是饒富深意的結尾。

    就在筆者撰寫文章的這些日子，媒體不斷報導關於一名高中生在外國闖禍被捕的新聞，這孩子
的父母有沒有寵溺或是如何寵溺，筆者並不是很清楚，媒體過度報導也多少有濫情與渲染的成
份，但是相較於故事中的家庭，在困頓的生活條件下，父母依然能夠教育孩子獨立與責任，並且
做個不忘根本的人，當前台灣的家庭教育常看到的是過於寵溺、放任與輕重不分，才會有層出不
窮的荒腔走板事件，有人說，要在逆境下才能使人成長，但筆者認為重點還是取決於人的心態，
不管家庭環境如何，做父母的只要觀念適切，應該不難教養出獨立盡責的孩子，台灣並不缺乏這
樣的觀念，缺乏的是捍衛這個觀念的力量，這個力量多年來在民粹的風潮之下已然嚴重扭曲崩
解，或許這些年的諸多混亂可以激起大家的關注與警惕，讓更多人思考家庭教育應該是什麼模樣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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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譁眾取寵的光鮮與迷失--《印度豹大拍賣》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馬拉拉的魔法鉛筆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小繪本大世界】擺脫虛妄，回歸日常與真實 -《綠尾巴的老鼠》 /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英語版》 / 譯者：黃桂芳老師 凌麗棻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日語版》 / 譯者：陳奕志先生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韓語版》1 / 譯者：許心恬小姐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韓語版》2 / 譯者：許心恬小姐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1 / 譯者：黎庭君女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2 / 譯者：黎庭君女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3 / 譯者：黎庭君女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印尼語版》 / 譯者：吉田、富田媽媽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客語版》1 / 譯者：黃佳玉老師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客語版》2 / 譯者：黃佳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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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譁眾取寵的光鮮與迷失--《印度豹大拍賣》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七月號。

本文圖片由米奇巴克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印度豹大拍賣》

作者：文．圖 / 高昌那生

 

譯者：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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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一下，如果您是一間商店的 老闆，而這間商店的生意一直沒有起 色，您會用什麼方式來
改善現況？如 果為了改善現況必須付出某些代價， 您願意做到什麼程度？或是說您的底 線在
哪裡？換個角度來看，假如您是 一位消費者，讓您願意花錢的條件會 是什麼？這是一個簡單
的故事，關於 一隻印度豹當起老闆做生意的故事， 印度豹賣什麼？又是怎麼賣？在看似 有趣
的故事發展中，其實蘊藏著發人 深省的社會文化觀察，可說是一篇富 有哲理的現代寓言。

    印度豹的商店一直沒什麼生意，有一天來了一位客人，她要買的不是店裡的 商品，而是印度
豹身上的黑點，雖然嚇了一跳，但難得有生意上門，印度豹決定 賣了，接著牠拿彩色筆把身上
的圓圈塗上各種色彩，變成一隻超搶眼的印度豹。 這個舉動大大的改變了牠的生活，許多人都
專程從各地來看牠，店裡的生意也跟 著變得非常好。某天出現一位婦人，讚嘆著印度豹這身色
彩，在印度豹向她說明 賣掉黑點的經過後，婦人居然要求買牠身上的黃皮，這怎麼得了！如果
連這身黃 皮都賣了，那會變成什麼？但是印度豹在驚訝之餘，還是覺得機會難得而決定賣
了。剛賣掉黃皮的印度豹一度感到害羞，但馬上想到用各種貼紙貼得滿身都是， 又變身成另一
個奇特模樣。接下來會怎麼發展？作者刻意留下想像空間，讓讀者自行詮釋。

    在這個網路與媒體異常發達的後現代社會中，充斥著大量稀奇古怪的事物，為了更容易被關
注，許多人選擇運用某些創意手法來展現自己，如果能在保有真 實自我的狀態下，適度的創意
展現倒也未嘗不可，但總有人為了行銷自己，寧可偏離、甚至出賣真實的自我，以譁眾取寵甚
或扭曲的手法來吸引注意，印度豹的故事，正是這種社會現象的寫照。印度豹把黑點甚至黃皮
賣給別人，是一種逐步「出賣自我」的象徵，賣出黑點的時候，在原本的圓圈畫上色彩，至少
還保有印 度豹的基本形象，客人會說牠是「好閃的印度豹」，但是連黃皮都賣掉了，又貼 滿
奇形怪狀的貼紙之後，那還是印度豹嗎？或許這樣很光鮮，也或許有人會覺得 這是一種創意，
但我們都更該問的是：「是否值得以創意為名，以出賣自我為代 價，來換取光鮮的存在感？」
而故事中的消費者們其實也很有趣，試想，如果印 度豹賣的商品一直乏人問津，那同樣是賣這
些商品，為什麼在牠變裝之後卻突然 變得生意興隆？到底人們是依據什麼來做出消費決定的？
買下黑點和黃皮的客人 又在想什麼？這些問題都頗為耐人尋味。

    透過譁眾取寵攫獲了光鮮的存在感，讓印度豹迷失了自我，甚至更大程度的 出賣了自我，從
一個較為同情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印度豹並非出於自發性的 想出賣自己，是因為有客人提
出了這樣的要求所致，而且牠在出賣自己之後，還 曾有一絲的羞愧感，但是印度豹也並非沒有
選擇的權利，客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是 一種誘惑，牠當然也可以選擇拒絕這個誘惑，雖然拒絕了
眼前的誘惑，印度豹可 能就得繼續承受生意不佳的窘境，但也沒人可以斷定牠的生意會因此永
遠沒起 色，就像故事最後，印度豹貼了滿身的貼紙，到底是會更加吸引大眾，還是反而 令人
生厭？這也沒人說得準，既然如此，何不保有真實的自己？不管外界怎麼變 化，堅持本色總還
是有機會，出賣了自己，即使換來短暫的華麗與光鮮，卻未必 長久，想要找回自己時恐怕也已
經無法回頭，那才是損失重大。

    美國的普普藝術家 Andy Warhol 曾說過：「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鐘。」以當前
的社會狀態來看，這的確是個頗為貼切的預測，甚至以現在的網 路媒體發達程度與人類行為文
化的演變來看，每個人不但可以成名十五分鐘，還 可以透過許多行動，「一次又一次」，不斷
的成名十五分鐘，以延續光鮮的存在， 這所謂的「行動」當然有可能包含「譁眾取寵」與「出
賣自我」，而且坦白說， 就像印度豹能吸引大批顧客那樣，這是有市場，而且可能被讚許甚至
仿效的，這 麼說起來，在這樣的年代「想要成名十五分鐘」其實並不難，反而是堅持本色，
「拒絕成名十五分鐘」比較困難吧。在印度豹的故事裡，我們是否看見了自己的 影子？是那些
簇擁的顧客？是買下黑點和黃皮的人？還是不小心成了那隻印度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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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繪本大世界】馬拉拉的魔法鉛筆

基隆市武崙國小 薛丞堯老師

本文摘要

感謝 基隆市文化局授權轉載。
文章轉載自基隆市文化局《文化開傳》月刊九月號。

本文圖片由愛米粒出版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書名：《馬拉拉的魔法鉛筆》

作者：文/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圖/KERASCOET

 

譯者：莊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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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有很多讀者聽過或看過一些關於馬拉拉的事蹟，不過大部分的人們可能是從她遭遇槍殺的新聞被大幅報導
後，才開始比較知道這個女孩子，而關於她來自什麼樣的家庭與環境，還有她的成長歷程或許不是很清楚。有一本
書名叫《我是馬拉拉》，在書中馬拉拉對自己的故事與心路歷程都有詳細的敘述，但這本書畢竟是比較沉重些，並
不適合小讀者，而這本由馬拉拉撰寫的繪本，正好可以做為一個入門的起點，讓大家初步認識她以及她所推動的理
念，這當中也包含一些值得思考的議題。 

    翻開繪本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相信魔法嗎？」馬拉拉提到小時候電視裡的魔法鉛筆，可以變出任何東西，她
也好想要一枝魔法鉛筆。如果有魔法鉛筆，她想要做什麼呢？透過她的願望，我們可以稍微了解她的家庭與生長環
境，例如：她的父親開辦學校，她的家境不算優渥，住家附近還有很臭的垃圾場……。馬拉拉每天都祈禱能有枝魔
法鉛筆，但是魔法鉛筆從來沒有出現過，直到她發現在她的國家有許多人，特別是女孩子過得比她辛苦，她才了解
到自己生在這個家庭是多麼的幸運和自由，之後她不再想魔法鉛筆的事，而是立志在學校認真學習，成為最頂尖的
學生。 

    「但很快的，那些擁有權力的危險男人宣布，禁止女孩去上學。」馬拉拉在書中這樣寫著，她所說的那些「擁
有權力的危險男人」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組織，她為此感到難過：「為什麼那幾個男人可以阻止我們全河谷的女
孩去上學？」基於一股想要為女孩們發聲的願望與勇氣，馬拉拉開始寫文章、到處演說，並接受媒體訪問，希望讓
全世界更多人了解她的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我的聲音變得非常有力量，那些危險的男人試圖要阻止我、要我安
靜。但他們失敗了。」馬拉拉只用一個跨頁與這段簡約的描述，處理她被塔利班組織血腥攻擊的遭遇，除了因為繪
本不適合血腥內容之外，筆者認為馬拉拉刻意淡化這一段媒體大肆渲染的事蹟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不希望讓繪本主
題失焦，另外，她並沒有利用這段遭遇來塑造自己受難英雄的形象，這是很不簡單的態度。 

    馬拉拉說：「你是否仍然相信魔法？我相信。」她發現了魔法就在她的文字和工作中。她嚮往可以創造一個更
和平的世界，並且每天努力工作讓夢想成真。繪本的最後是以馬拉拉在聯合國演說的最後一段話做結束：「一個小
孩、一個老師、一本書和一枝筆可以改變世界。」其實在聯合國演說時，最後的最後她還有說：「教育是唯一的答
案。教育為先。」可以知道馬拉拉非常看重教育的力量，她對世界和平的期望也建立在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基礎
上。這本繪本對我們最大的啟示，就如馬拉拉在導讀中說的，希望讀者去發現自己生命中的魔法，永遠為自己所相
信的去發聲。這樣的啟發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這一點，筆者認為還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思索。

    首先，在我們這個講人權的地方，平等受教育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受教育這件事，除了有或無，還要關注教育
的品質與看待教育的態度，例如台灣在教改風潮下廣設大學，看起來人人都能拿到大學文憑，似乎代表教育的進
步，但實質上進步了多少？而我們的社會在一片民粹與追求逸樂的氛圍中，許多人對於受教育這項權利並不抱著珍
惜的態度，經常是草率與敷衍，這些都是問題。另外，塔利班組織以真主的名義遂行暴力，在民主的社會裡其實也
有一些有權力的人會打著冠冕堂皇的名義，遂行自私或不義之事，赤裸裸的暴力人人都能輕易辨識，但遮掩包裝的
自私與不義卻難以被看穿，我們都要更小心才是。說到底，教育還真的是很重要啊！ 

    最後，回到「魔法」這個詞，馬拉拉在書中用了「魔法」的概念，主要是鼓勵大家，當我們為自己的信念而堅
持努力，就會產生如魔法般的神奇力量，甚至可以改變世界，所以重點其實不在魔法，而是在於對一個好的信念能
夠腳踏實地堅持到底，做出實質的貢獻。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因為這世界充斥了許多「看起來擁有魔法」的人事
物，其實內在是虛妄與空泛的，過於崇尚這種「擁有魔法」的神奇與光鮮感，是很容易偏誤的，不如回歸到最真誠
的信念，最踏實的努力與堅持，這應該也是馬拉拉最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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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洋人的社會裡存在著「狂歡節」這樣的活動，先不論狂歡節的歷史緣由，相信大家對這樣
的活動都有基本概念--狂歡節總是充滿著歡笑、奇異與享樂的氛圍，與日常生活形成極大的對
比，在漫長的日常生活裡，偶爾過點像狂歡節這樣特別的日子，還蠻有趣的，不過，如果天天都
過狂歡節，或是誤把狂歡節衍生的事物當成是日常，甚至忘了自己是誰，那會變成什麼樣子？繪
本作家李歐‧李奧尼就在《綠尾巴的老鼠》這本書中，說了一個關於狂歡節的故事。 

    在森林最安靜的角落，有一窩田鼠過著平靜的生活，在一個春天的早晨，有隻城市的老鼠路
過，跟這些田鼠分享了城市的種種，特別提到有關「狂歡節」的趣味與體驗，田鼠們聽了非常興
奮，決定也要來過狂歡節。他們不停的準備，並且做了兇猛的野獸面具，其中一隻老鼠還把尾巴
塗成了綠色。因為書名叫做「綠尾巴的老鼠」，所以讀者自然會對這隻尾巴塗成綠色的老鼠多點
關注，而作者這樣處理的用意何在？其實這是為故事後半段的敘述所安排的伏筆，這綠色的尾巴
會成為相當重要的思考支點。 

    一陣歡樂之後，老鼠們戴上野獸的面具，彼此恐嚇、威脅，漸漸的，他們忘了自己是誰，忘了
狂歡節的歡樂與趣味，甚至開始相信自己就是兇猛的野獸，一天一天過去，原本平靜的地方，變
得充滿仇恨和猜疑。直到某天出現了一隻沒戴面具的老鼠，戳破了大家的錯誤認知與假象，老鼠
們才從面對真正老鼠的驚訝，轉而卸下面具，發現自己也是真正的老鼠，並找回了原本平靜快樂
的生活。至於那隻綠尾巴老鼠，不管怎麼弄，就是無法把那綠色去除掉，當別的老鼠問起時，綠
尾巴老鼠只是訴說關於狂歡節好玩的部份，絕口不提那些可怕的野獸面具，對他們而言，這是深
藏內心，想要忘掉的噩夢。 

    透過可愛的圖畫以及趣味的故事，作者想要探討的其實是嚴肅的話題：我們每個人是否在某些
狀況下，戴上了某種假面具，甚至因為面具戴久了，不知不覺忘了自己是誰？當所有人都戴著面
具並習以為常之後，沒戴面具的人反而被當成了怪物，就像故事最後那隻揭穿假象的老鼠一樣，
而那條綠色尾巴，不正是在提醒我們，很多時候，我們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或是做了什麼樣的
事，即使事過境遷，也無法全部抹滅，還是會留下某種印記的。在故事中的老鼠們都是溫和、善
良，而面具都是兇猛的野獸，當老鼠們發現自己的問題之後，都能快速卸下面具，找回自我，這
算是一種比較單純的狀態，如果以真實社會的複雜性來看，有沒有可能有些假面具是溫柔、善良
的，底下卻隱藏者意圖不軌與虛矯詐騙，而且明知自己戴著面具，卻不肯認錯，更不肯拿掉？這
種狀況當然也是存在的。 

    另外，來談談「狂歡節」這個概念。我們的社會這些年來一直瀰漫著追求新奇、講究熱鬧的風
氣，崇尚物質享受且不安於平靜的氛圍也日益滋長，產生了某種像是渴望狂歡節的心態，當狂歡
節變成家常便飯，口味越來越重之後，對於真實的日常便失去了敏銳度，更失去了感動的能力，
令人憂心的是，就連教育工作也不知不覺被這種心態滲透，例如在寶可夢遊戲大為流行之際，有
教育部官員曾說：「鼓勵教師將寶可夢融入課程，以翻轉無聊的教學。」短短的一句話，卻透露
出嚴重的謬誤，原來我們的日常教育是無聊的，得要依靠寶可夢的融入才能翻轉成好的？無怪乎
這些年教育現場普遍存著追逐花俏與熱鬧的氛圍，當教育變成了一場狂歡節，並且整個社會也都
相信這一套，真正腳踏實地、耕耘日常的人，會不會因為不夠光鮮而被忽視，或是可能像那隻沒
戴面具的老鼠一樣被當成了怪物？ 

    但是這個世界的確需要更多沒戴面具的老鼠，來提醒、甚至揭穿那一幕幕的謬誤與假象。只有
卸下面具，擺脫那追逐狂歡的虛妄，回歸日常與真實，才能逐漸重拾感動的能力，並且深刻的了
解到日常與真實的美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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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桂芳老師 

 
凌麗棻老師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小的濕地，

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I am a Spot Tortoise. I live in Neiliao Wetland in Keelung. Don’t look down on this small man-
made wetland, which is especially home to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s. 

    現在，請大家將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所以被稱為斑
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遍的本土澤龜，野生族群龐

大。但近年來遭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漸減少中。

Now, let’s turn your eyes to our heads and tails. As our heads fill with spotted stripes, we are called
Spot Tortoises. And as we have long tails, we are also named Long-tailed Tortoises. We are the most
common native swampland tortoises in Taiwan. We have a huge wild population in particular.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s of Spot Tortoises have been on the decrease because of the menace of Red-
Eared Slider. (學名: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都是我的好朋

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I haved lived in Neiliao Wetlan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which makes me an old resident here. I have a
lot of neighbors. They are all my good friends. Now, let’s go to my place and visit them!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翩翩起舞，她

們就是美麗的斑蝶。

Let’s visit our first friends, Flower Fairies, in Neiliao Wetland. We can often see them flying and
dancing elegantly among flowers. They are pretty Spot Butterflies.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內寮濕地，真
幸福!

    We, Spot Butterflies, are the most colorful and elegant fairies. How blissful we are to live in Neiliao
Wetland! 

     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動作就會變
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菊是斑蝶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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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are our favorite plants, Water Snowball and Blood-flower Milkweed. After we suck the nectar
from Water Snowball, our action will slow down. So people usually joke that Water Snowball is just like
drugs to Spot Butterflies. 

因為我們色彩鮮豔，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吃有毒的蘿

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以練得一身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中毒痛苦的記憶

留在基因裡，所以有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走。

   We are easily spotted by predators because of our bright colors. However, well goes the old saying,
“Hell hath no fury like a woman scorned.” We have eaten poisonous Lodico or Apocynaceae since we
were little and have remained deadly ever since. Once predators intend to prey on us, they would keep in
mind how painful they could be. So when seeing us, some of them would slip away as if we were devils.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門前像極了

火雞。

    Now, we are going to visit a VIP in Neiliao Wetland. He often appears slovenly, kneeling on the
ground or at the door and looks very much like a turkey.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 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多少粉絲為我
尖叫，追著我拍照。

  Humph! Brother Spot Tortoise, are you nearsighted more heavily, even saying that I am like a turkey? I
fly vigorously in the sky. Can you realize how many fans scream for me and chase me just to take a
picture of mine? 

    我是大冠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禽中，重量及
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利飛上天空。我常

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翔找尋食物。

   I am Uncle Crested, a.k.a. Serpent Eagle. (學名:Spilornis cheela) As implied by the name, I live on
serpents. Of all the native raptors in Taiwan, our weights and sizes are second to Forest Carving only.
Because we are too heavy, we need the help of hot air flows to fly into the sky. On a beautiful and clear
day, we always hover over Neiliao Wetland to look for food.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對強而有力的透
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高飛；修長的腹部，在天空中飛翔，有如翩翩起舞的君子，吸引眾

人的目光。

  Now, let’s visit Dragonfly, which likes pole fly. Brother Dragonfly has a pair of glamorous big eyes and
two pairs of powerful and crystal wings to help him fly high. He flies like a graceful gentleman and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because of his slender abdomen.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情人出現。雌
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牠們的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成長。

    Elder Brother Dragonfly loves to stay on upright stalks like a pole-vaulter, waiting quietly for his
lover. Female Dragonflies, however, spawn in the water grasses in the wetland. Their nymphs will thus
grow up happily in the water of wetland.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

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被張冠李戴但是牠們同是蜻蛉目的昆蟲，

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小。

Next, let’s visit Younger Brother Damselfly, which is often mistaken for Elder Brother Dragonfly;
however, both of them belong to the same species called odonata. They both look alike but damselflies
are slimmer and smaller than dragonflies.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昆蟲，擅長捕
食空中的小飛蟲。

   Although we look slender, we are the tough guy among insects. We are insects feeding on flesh. We are
also good at preying on flying insects. 

    有時還會看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被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分血腥，這是
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Sometimes we will see weak damselflies eaten by stronger dragonflies or damselflies. The kind of scene
could be very bloody, but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do. After all,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the basic rule in
the nature.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



Now Uncle Spot Tortoise will teach everyone how to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The nymphs of dragonflies breathe with their rectal gills, while those of damselflies breathes with their
caudal gills.

一雙複眼的間距：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

The distances between a pair of compound eyes:

The compound eyes of dragonflies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ose of damselflies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

The shapes of wings when perching:

The wings of dragonflies are open flat and stretched out on the side,

While those of damselflies are folded upright on their back

腹部的形狀：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

The shapes of abdomens:

The abdomens of dragonflies are rather flat and thick,

While those of damselflies are quite thin like round sticks.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
    什麼吃我? 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
    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草仔粿。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天叫？而且還會挖洞？

    沒錯，我們就是台北樹蛙，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Is everyone tired yet? Let’s have some grass cake then.

Excuse me? Uncle Spot Tortoise, you are kidding me!

That’s because you look so much like the grass cake when sleeping on the leaves!

I’m a frog of endemic species in Taiwan, the so-called endangered and protected species!

Have you ever heard that frogs croak in winter and that they can even dig holes?

That’s right! We are Taipei tree frogs. Our specialty is doing things different from others.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1.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2.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3.我們居住的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化成小蝌

蚪，下雨的時候，就可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

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Don’t look down on us. We are also the holders of numerous records that will definitely surprise you if
let you know the details.



First, we can especially bear the cold because we breed in winter.

Second, we are also the only kind that knows how to nest.

Third, Keelung City, where we live,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Taiwan by Taipei tree frogs. Female
frogs usually produce a lot of bubbles by continual kicking right before they try to spawn in this “bubble
nest,” where the frog eggs are hatched into tadpoles. As it’s mostly rainy in Keelung, the little tadpoles
will flow with the rain into ponds or wetlands, which makes our breeding much easier. That’s why
Keelung City is the most populated one by Taipei tree frogs.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雙棲唷!如果
要看仔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Now it’s time to pay a visit to these tiny neighbors. Take a closer look! It’s about one-centimeter long
and both water and land are suited for it. In order to get a clearer look, let’s use a macro scope to make it
appear bigger.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椿象。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部的中間，
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荔枝)一樣，可愛吧!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慢多了。早
年的稻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Ha ha! Can you see us? We can live both on land and in water as turtles, but we are insects. We are
pantatomidae, the so-called stinkbugs living both on land and in water.

Our heads are thin and long as matchsticks. What’s the most special is our compound eyes, in the middle
of our head, looking as cute as litchi.

We like to live in the waters with algae like gerridaes, sliding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but in a slow
motion. In the early times, we can be seen in the rice fields, but due to the overuse of pesticides, we are
becoming extremely rare.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請尊重我們生存的環境，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After visiting these neighbors, Uncle Spot Tortoise has some words to say,

  Welcome to play and visit us at Neiliao Wetland.

  Please respect our living environment.

Please don’t catch us only because you like it.

Please don’t release any exotic species with us.

Under everyone’s protection, our next generation can grow up happily at Neiliao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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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日語版》

譯者：陳奕志先生

作者簡介：日本大阪大學經濟學部四年級學生

譯者：陳奕志先生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
片小小的濕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僕はハナガメ（斑龜）、家は基隆市の内寮湿地にある。小さな人工湿地だからってなめないでね、こ
こはたくさんの生き物の家でもあるんだ。 

 現在，請大家將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
所以被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
遍的本土澤龜，野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遭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
漸減少中。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
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さて、僕の頭としっぽに注目してください。僕らは、頭部に縦縞（斑）に覆われるので、ハナガメ
（斑龜）と呼ばれる。さらに、長いしっぽを持っているので、長尾龜という別名もある。僕らは、台湾で一
番よく見られる、群れが膨大なヌマガメなんだ。しかし、近年は外来種であるアカミミガメに脅威されるせ
いで数が減る一方だ。

僕は内寮湿地に十数年でも暮らした住人で、隣人がいっぱい持っている。彼らみんな僕の親友だか
ら、皆さんを僕の家に案内して、彼らに会いましょう。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
梭，翩翩起舞，她們就是美麗的斑蝶。

 

まずは内寮湿地の花の子だ。湿地の花の間に舞い踊る姿をよく見せてくれる彼女たちは、美しいマダ
ラ蝶だ！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
在內寮濕地，真幸福!

 

     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
後，動作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菊是斑蝶的毒品。

    

因為我們色彩鮮豔，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
小就吃有毒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以練得一身毒，掠食者吃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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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會將這些中毒痛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有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
就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走。

 

私たちマダラ蝶はチョウの中で艶やかで美しく、最も上品なフェアリーだよ。内寮湿地に住めてい
て、とても幸せ！

ここには私たちの大好物の植物——ミズヒマワリとトウワタがある。その花みつを食べたら、動きが
鈍くなるため、ミズヒマワリはマダラ蝶のドラッグとよくからかわれる。

私たちは色が艶やかだから、捕食者に狙われやすい。しかし、ずる賢い私たちは、有毒なカガイモ科
やキョウチクトウ科の植物を食べて体中が毒まみれのため、捕食者たちが私たちを食べたら、中毒した苦痛
の記憶がジーンにまで残るから、私たちを見たらそっと逃げるわけだ。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
住戶門前像極了火雞。

 

今から内寮湿地の大物に訪れる。彼はなりふり構わず、枝の上や家の前にしゃがんだりするときはま
さに七面鳥のようだ！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 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
多少粉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照。

    我是大冠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
禽中，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
助，才能順利飛上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
翔找尋食物。

 

こら、ハナガメくん！近眼がひどくでもなったのかい？おれのことをシチメンチョウなんていうか！空
を飛び回るおれの姿がどんだけ颯爽で、どんぐらいのファンがおれのために歓声をあげたり写真を撮ったり
したのかを！

おれは大冠鷲（カンムリワシ）、別名ヘビクイワシ。名の通り蛇を食う。台湾原産の猛禽類の中に、
林鵰（カザノワシ）に次ぐ体重と体型を持っている。おれはデブだから、上昇気流に乗せかけないとうまく
空を飛べないのだ。晴れるうちに内寮湿地の上空を飛び回って食べ物を探す。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
對強而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高飛；修長的腹部，在天空中飛
翔，有如翩翩起舞的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さあ、今は棒高跳び好きの達人、トンボに会いましょう。トンボさんには人を魅了できる色っぽい目
があって、力強く透明な２対の翅で、彼ははばたける。細長い腹部は、空を飛んでいる彼を舞い踊る紳士の
ように見せて、みんなの注目が集まる。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
情人出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牠們的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
成長。

 

トンボさんは、棒高跳びの棒のような直立茎によく留まって、そっと彼の恋人を待つ。メストンボは
湿地の水草に産卵する。彼らの幼虫、ヤゴは湿地の水に楽しく成長していく。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

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被張冠李戴但是牠們同是
蜻蛉目的昆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小。



 

次は間違えられやすいイトトンボくんだ。

イトトンボくんは、よくトンボさんと間違えられる。同じ蜻蛉目で似ているけど、見た目はより小柄
だ。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
昆蟲，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有時還會看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被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
分血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我らの体型は繊細だが、昆虫類の中でも類のないすごいやつだぞ！肉食性の昆虫である我らは、空中
の飛翔昆虫を捕食することが得意だ。

 

たまにも、弱いイトトンボが大きいトンボやイトトンボに食われることがある。とても残忍だけど、
仕方ないことさ。自然界では、適者生存で不適者は淘汰される。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
蟲以尾鰓呼吸。

 

今から、ハナガメおっちゃんはその見分け方を教えてあげる。

トンボの幼虫は直腸鰓で、イトトンボの幼虫は尾鰓で呼吸する。

一雙複眼的間距：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

 

複眼の間隔：

トンボの複眼は互いに繋いでいる

イトトンボの複眼は分けている。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

 

留まるときの翅：

トンボは平らに左右に広げる

イトトンボは背中合わせに立てる

 

 

 腹部的形狀：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

腹部の形：

トンボは腹部が扁平で太い

イトトンボは細い棒状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

    什麼吃我? 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
    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草仔粿。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天叫？而且還會挖洞？

    沒錯，我們就是台北樹蛙，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みんな疲れたんだろう！草仔粿（草餅）を食べよう！

私を食べるんだって？ハナガメおっちゃん、冗談でしょう！

だって葉っぱの上に寝る時は、まるで草仔粿のように見えるんだろう。

 

私は、かの有名な台湾固有種で、保護種のカエルでもあるんだ。

カエルって冬で鳴ったり、穴を掘ったりするのを聞いたことないだろう？

そう、私たちは台北樹蛙（台北カジカガエル）！いつも風変わりなことばかりをする。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
喔!

 

1.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2.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3.我們居住的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
窩中孵化成小蝌蚪，下雨的時候，就可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
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
市。

私たちをなめないでね、私たちは台湾産蛙の中での記録保持者ことにびっくりするなよ！

 

1.            私たちは寒がらない（冬で繁殖するんだから）
2.            私たちは、唯一巣を作るカエルだ
3.            私たちが住んでいる基隆市は台北樹蛙の密度が最も高い県市だ！

 

メスガエルが産卵する前に、水を蹴って泡を作って、その中に卵を産む。泡の中に卵はオタマジャク
シに孵化して、さらに雨のときは雨によって池や湿地に流されていく。基隆は冬に雨が多くて、私たちの繁
殖に適しているから、台北樹蛙の密度が高い県市になった。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
可是水陸雙棲唷!如果要看仔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今から、とてもちっちゃい隣人を訪ねる。ちゃんと見てくれよ！身長１センチぐらいの彼は、水陸両
生なんだよ！よく見たいなら、彼をマクロレンズで拡大してみよう！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
椿，是兩棲椿象。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
在棒形頭部的中間，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荔枝)一樣，可愛吧!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但動作就慢多了。早年的稻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
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ハッハ！見えたか？カメと同じ両生類だが、私たちは昆虫だぞ！私たちは尺椿、両生カメムシなん
だ。

私たちの頭部は一本のマッチのように細長くて、一番目立つのは私たちの複眼、棒状の頭部の間にあ
ってライチのように見えて、可愛いだろう。

私たちは藻類のある水域での暮らしが好きで、アメンボのように水面に歩けるけど、やっぱり動きが
遅い。昔の田んぼに私たちをよく見えたけど、農薬濫用のせいで、とても希少になった。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請尊重我們生存的環境，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内寮湿地の隣人に訪れた後に、ハナガメおっちゃんからみんなに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

内寮湿地に遊びや私たちに会いにおいでね。

私たちの生息地を尊重してください。

任意に捕まえず、外来種の放流もやめてください。

みんなの愛護で、私たちの子供が内寮湿地に楽しく成長できる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

點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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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韓語版》1

譯者：許心恬小姐

作者簡介：韓國延世大學政治外交系二年級學生
本文摘要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

잠자리 & 실잠자리 구분하는 법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잠자리는 직장기관아가미로 호흡하고 실잠자리는 항문아가미로 호흡한다. 

譯者：許心恬小姐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小的濕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안녕 나는 보석거북이야. 나는 인공습지인 基隆市內寮濕地 라는 곳에 살고 있어. 우리집은 작아보이지만 사
실 많은 동물들이 살고 있는 데야. 

    現在，請大家將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所以被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
尾巴，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遍的本土澤龜，野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遭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
漸減少中。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
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우선, 내 자기소개부터 해 볼까 하는데, 다들 내 머리에 있는 줄 무늬가 보여? 그게 우리 보석거북이의특징 중의 하
나야. 뿐만 아니라 우리 보석거북이들은 꼬리가 아주 아주 길어서 長尾龜라고도 불리곤해. 우리는 대만에서 가
장 흔하고 보편적인 늪거북과이며 개체수도 엄청 많아. 그런데 요 몇 년 사이에외래종인 붉은거북이의 위협으로 우
리 가족 크기가 작아지고 있단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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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는 네이랴오 습지에 산 지 십 몇 년이 되었는데 여기서 많은 이웃들과 사이 좋게 지내고 있지. 이제우리가 사는 곳
을 구경시켜 주면서 내 친구들도 같이 소개해 보려고 한다.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翩翩起舞，她們就是美麗的斑蝶。我們斑
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內寮濕地，真幸福! 

제일 처음으로 소개해 줄 친구의 이름이 왕나비야. 이 친구가 우리 습지에서 날아다니는 것을 종종 볼수 있어.

왕나비는 다양한 날개의 색깔, 그리고 우아한 날갯짓으로 우리 습지를 아름답게 해주는 친구이지.

     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動作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
冠水菊是斑蝶的毒品。

因為我們色彩鮮豔，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吃有毒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
物，所以練得一身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中毒痛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有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
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走。

저기에 있는 김노코로니스 스필란토이데하고 아스클레피아스는 우리가 가장 좋아하는 음식인데 독성이 있어서 먹
으면 이동 속도가 느려져서 사람들이 이를 왕나비의 마약이라고 부르기도 해.

우리 왕나비는 눈의 잘 띄는 색깔 때문에 사냥자에게 잡히기 쉬운데 어렸을 때부터 독성이 있는 박주가리아과나 협
죽도와 같은 식물들을 먹고 몸을 독에 익숙하게 해 줌으로써 우리를 잡아먹으려는 동물들로부터 공격받지 않도
록 자기방어를 하지.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門前像極了火雞。

그 다음에, 소개해 줄 친구는 여기 네이랴오 습지의 아주 유명한 인물인데 그는 남의 시선을 아랑곳하지 않고 칠면
조처럼 나무 위나 사람의 집 앞에 쭈그려 앉는 것을 좋아한단다.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 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多少粉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照。

관수리: 뭐라고 보석거북이야? 내가 칠면조같다니? 내가 날기만 하면 얼마나 많은 사람들이 나를 위해 박수쳐 주
고 사진을 찍느라 정신 없는지......?

    我是大冠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禽中，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
為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利飛上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
翔找尋食物。

내 이름은 관수리이고 蛇鷹라는 이름 하나 더 있는데 이름 그대로 뱀이 내 주식물이야. 나는 台灣原生猛禽으로 꼽
히고 몸무개와 몸집이 제일 큰 검은수리 뒤에 이어 2위를 차지하고 있는 만큼 뚱뚱한 몸을가지고 있어서 날려
고 할 때마다 열기류를 이용해야 하늘을 날 수 있어. 날씨가 좋으면 나는 네이랴오습지에서 하늘을 날며 먹잇감
을 찾아다니곤 해.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對強而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
振翅高飛；修長的腹部，在天空中飛翔，有如翩翩起舞的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이제 내 세 번째 친구--- 긴 꼬리로 날아다니는 잠자리를 만나러 가 볼까?

잠자리는 엄청 큰 두 눈, 얇고 투명하지만 힘이 쎈 날개 두 쌍, 그리고 긴 복부로 이루어진 신체로 신사처럼 젠틀하
게 날며 사람들의 시선을 사로잡는다.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情人出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
草，牠們的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成長。

잠자리는 곧은줄기에 멈춰 쉬는 것을 좋아하고 짝짓기도 거기서 주로 이루어진다. 짝짓기에 성공하면잠자리 암컷
은 새끼들이 나중에 습지의 물 안에서 자랄 수 있도록 습지 안의 수초에 알을 낳는다.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

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被張冠李戴但是牠們同是蜻蛉目的昆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
就比較苗條嬌小。



이어서 만날 친구는 실잠자리라고 해. 이 친구는 잠자리와 같은 잠자리목의 곤충이고 잠자리로 헷갈리기 쉽지만 비
교적으로 몸집이 작은 것으로 잠자리와 구분지어져 있어.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昆蟲，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우리가 좀 아담해 보일지 몰라도 사실상 곤충계의 호랑이라고 할 정도로 강하고 공중에서 날며 벌레를 잡아먹는 육
식 곤충이거든. 

    有時還會看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被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分血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
界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가끔씩은 몸이 약한 실잠자리들이 더 큰 잠자리와 실잠자리에게 잡아먹히는 장면을 종종 볼 수 있는데 잔인하지
만 어쩔 수 없는 일이지. 이게 적자생존이란 것이지.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잠자리 & 실잠자리 구분하는 법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잠자리는 직장기관아가미로 호흡하고 실잠자리는 항문아
가미로 호흡한다. 

一雙複眼的間距：두 눈 사이의 거리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잠자리 :두 눈이 서로 연결돼 있음.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  실잠자리 :두 눈이 서로 붙어 있지 않고 떨어져 있음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날지 않고 가만히 있을 때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 잠자리 :날개가 몸의 양쪽으로 뻗어 나감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실잠자리 : 날개가 등 위로 접혀 있음

腹部的形狀：복부 모양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 잠자리 :비교적 평평하고 두꺼움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실잠자리 : 몽둥이처럼 돼 있으며 비교적 얇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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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韓語版》2

譯者：許心恬小姐

作者簡介：韓國延世大學政治外交系二年級學生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

거북이:다들여기까지따라오느라많이지쳤을텐데잠깐草仔粿나먹고갈까?

    什麼吃我? 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

개구리:저기보석거북이아저씨!저를먹겠다고요?장난치지마세요......

    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草仔粿。

거북이:하도니가나뭇잎에자는모습이草仔粿랑 똑같아서 그렇지.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天叫？而且還會挖洞？

    沒錯，我們就是台北樹蛙，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개구리: 저는 대만 특유종인 데다가 멸종위기동물로 지정된 개구리인데! 여러분들이 저말고 겨울철에 울
고 구멍도 아주 잘 파는 개구리를 본 적 없으시잖아요? 그래요. 그게 저희 台灣樹蛙만 할 수 있는 일이니
깐요.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그리고 우리  台灣樹蛙는 그런 것말고도 많은 것을 할 수 있어요!

1.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우리는 추위를 타지 않아요. (겨울철에 번식해야 하기 때문)

2.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다른 개구리들과 달리 자기의 집을 지을 줄 알아요

3.我們居住的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제가 지금 살고 있는 곳--- 基隆市: 台灣樹蛙의 개체수 밀도가 제일 높은 지역이에요.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化成小蝌蚪，下雨的
時候，就可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
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암컷 개구리는 알을 낳기 전에 거품집을 짓고 거기에 알을 낳는데 개구리 알들이 거기서 올챙이로성장하
고 비가 오면 빗물따라 연못이나 습지로 흘러가게 된다. 때문에 비가 많이 오는 基隆는 개구리들의 최고
번식지가 되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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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雙棲唷!如果要看仔
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마지막으로 보고 갈 친구는 덩치가 좀 작으니까 잘 봐야 돼! 그의 크기는 약 1cm정도 되고 양서류에 속해
있단다. 그를 더 자세히 보려면 현미경을 사용해야 돼!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椿象。

허허~ 이젠 좀 잘 보이니? 우리는 거북이와 같은 양서류이지만 곤충인 리치 노린재라고 해.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部的中間，一雙複
眼長得像奶雞(荔枝)一樣，可愛吧!

우리의 더듬이는 성냥개비처럼 얇고 길게 생겼고 막대기같이 생긴 두부 사이에 있는 눈 한 쌍이 리치처
럼 생겨서 이 이름을 얻게 되었지.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慢多了。早年的稻
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우리는 녹조가 많이 자란 환경에 사는 것을 좋아하고 왕소금쟁이처럼 물 위를 걷는 것도 좋아하지. 옛날
엔 밭 주위에 가면 우리를 쉽게 볼 수 있었지만 농약 남용으로 인해 개체수가 급격히 줄어들었지.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請尊重我們生存的環境，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이제 습지에 사는 이웃들을 다 소개해 주고 나서 마지막으로 보석거북이아저씨가 여러분들에게 할 말이
있다네요!

"귀여운 습지 친구들을 만나러 네이랴오 습지에 오시는 것은 당연히 진심으로 환영이지만 여기의 동식물
들을 정말로 사랑해 주시고 아껴 주신다면 그들의 자손들이 계속 이 아름다운 곳에 살 수 있게, 야생둥물
들을 함부로 잡지 마시고 외래종 생물을 반입해 방생하는 일도 없도록 협조해 주셨으면 한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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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1

譯者：黎庭君女士

作者簡介：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家長

譯者：黎庭君女士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小的濕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Tôi là rùa bông, nhà tôi ở TP cơ Long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nó là một loài vật đất ướt, nhưng đừng xem thường miếng
nhỏ bé đất ướt này, nó có rất nhiều động vật ổ nhà. 

現在，請大家把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所以被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也稱為長尾龜。
我們是台灣最普通的本土澤龜，野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漸減少中。

Bây giờ, mời mọi người mở sáng đưa vào đầu và đuôi của tôi, tại gì đầu của tôi có nhiều sợi  bông rằng, cho nên
gọi là rùa bông :Tôi có được cái đuôi dài dài ,cũng được gọi là cái đuôi rùa dài, chúng tôi cũng là rùa bình
thường của đất Đài Loan, trong nhóm to của thiên nhiên •Nhưng nhiều năm gần đây tìm được rùa của wa xi được
giảm đi dần dần ít lại •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
順便拜訪牠們吧！

Tôi ở trong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mười mấy năm rồi, thuộc về người ở lâu năm ở đây, tôi có rất nhiều hàng xóm,
chúng đều là bạn tốt của tôi, tôi đang dẫn mọi người đi xem xem chỗ ở của tôi sẵn đó hỏi thăm mọi người luôn à
!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翩翩起舞，她們就是美麗的班蝶。

Trước nhất đi thăm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của hàng bông sáu, thường thường được xem chúng ở trong đất ướt của tổ bướm
rằng, nhảy nhảy múa lên, chúng nó là bướm rằng đẹp lắm .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艷，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內寮濕地，真幸福！

Bướm rằng chúng tôi là trung màu sắc rực rỡ hơn mọi nơi, hoạt động dễ thương, cũng là màu sắc đẹp trong hàng sáo,
hàng xóm chúng tôi ở trong đất ướt ,rất hạnh phú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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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動作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菊是斑蝶的毒
品。

Chúng tôi rất thích sở thú ở đây ,nước sáng chiếu với sợi rong, chúng tôi thưởng thức ánh sáng chiếu của sau
vườn hoa, cử động chậm rãi lợi, cho nên người ánh sáng trong nước là bướm rằng của tự mẫu •

因為我們色彩鮮艷，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吃有毒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以練得一身是
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中毒痛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走。

Tại gì chúng tôi màu sắc rực rỡ, rất dễ bị phát hiện, nhưng mà chất độc tâm phụ mẫu, chúng tôi từnhỏ ăn đồ độc của
trứng rồng hay kẹp nhảy của nhân vật, cho nên tập từng một thân của độc ,người hung ăn hết chúng tôi, thì là vào
nhóm nay chất độc đau khổ của chí nhớ ở đây bên trong, cho nên người hung thấy chúng tôi như là gặp quỷ là khối
cho nhảy chạy mất.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門前像極了火雞。

Bây giờ hỏi thăm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của độ nặng của người cổ, nó thường thường không thay đổi, ngồi trên cây hay
là cửa trước chủ hộ như gà lôi.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多少粉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照。

Hư! Rùa bông em trai già em bị cận và tăng độ phải không? nói tôi giống gà lôi, tôi o giữ lừng tựdo sảng khoái,
ít nhiều có nghe tiếng hót thảnh thoát ,chạy theo tôi chụp hình. 

我是大冠熟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禽中，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我們太胖了，常
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利飛上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翔找尋食物。

Tôi là to lớn kêu là bác bác được gọi là chim két, tên hộ y ý tôi được gọi là két chính thức, ở đài loan sanh
bình trung, độ nặng với vóc dáng, tại gì chúng tôi quá mập rồi, thường xuyên phải tập cho nóng lên mới có lợi
ích, mới nhẹ Xuống sẽ bay lên giữa lừng ,tôi thường thường lợi dụng lúc thời tiết tốt ở trong đất ướt của trên
không trung để tìm kiếm thức ăn.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對強而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高飛 ; 修長的腹
部，在天空飛翔，有如翩翩起舞的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Bây giờ rất thích bay cao như đọc thủ --chuồng chuồng, chuồng chuồng anh cả có một đôi rất xinh có đôi mắt to,
hai đôi có đôi cánh trong vắt, được bay rất Cao vuốt, eo dài thon, ở trên lửng chừng bay, Có như bay bay nhảy
nhảy như công chúa, chỉ như người của mẫu sáng .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情人出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他們稚蟲水蠆在
濕地的水中快樂的成長。

Anh chuồng chuồng rất thích đậu trên những bông hoa, có như người bay nhảy trên cây, im im chờ đợi các tình yêu
bay ra, chuồng chuồng cái ở trong đất ướt đẻ trứng, con của chúng nó ở trong đất ướt vui vẻ lớn l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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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2

譯者：黎庭君女士

作者簡介：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家長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常被張冠李戴但是他們同
是蜻蛉目的昆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小。

Tiếp tới hỏi thăm thường thường bị trương cung li chu của đậu mẹ li ti, đậu mẹ li ti thường
thường bị quan tại là anh chuồng chuồng, tự nhiên thường thường bị trương cung li chu thì là
chúng nó đồng bọn chuồng chuồng bậc của sâu quăng, lớn giống nhau, nhưng mà vóc dáng thoang
nhỏ ốm.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昆蟲，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Tựnhiên chúng tôi là sức lực yếu đuối, nhưng mà chúng tôi là sâu quăng của thới giới sâu sặc
sỡ, chúng tôi là thịt săn của sâu quăng, mạnh mẽ của thức ăn trên không trung của sâu nhỏ. 

有時還會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分血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
生存，不適者淘汰

Có lúc cũng nhìn thấy, sức lực yếu đuối của đậu mẹ được bị sức lực nhỏ bé của chuồng chuồng
với đậu mẹ ăn mất, trên sân 10 phần máu men, cái này hết cách của sự việc, của tự nhiên trên
thới giới Trung sự của bảo quản, không được đầu Thai.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Bây giờ rùa bông chú ta lợi dạy mọi người chia ra chúng nó :chuồng chuồng của chuồng con thở hóp
hóp bằng cái đuôi, ừ đậu mẹ của chuồng con thở bằng đuôi. 

一雙複眼的間距:                        Một con mắt không gian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                Chuồng chuồng có đôi mắt ngang đối diện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                  Đậu mẹ có đôi mắt là là hí mở,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                      Dậu lợi lúc đôi cánh mẫu mã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              Chuồng chuồng là thân mình bằng bằng của hai bên,.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              Đậu mẹ là có đôi cánh dính lợi trên lưng. 

腹部的形狀:                           Mẫu mã của cái bụng :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            chuồng chuồng có cái bụng dẹp, cũng là to.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        Đậu mẹ có cái bụng thon nhỏ bé, tròn trịa cộng chắc chắn.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什麼吃我?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
草仔粿。

Mọi người đều đi lạc rồi hả! Lợi ăn bánh nắng nè. Cái gì cũng ăn của tôi? Rùa bông chú ta, anh
nói chơi quá chớn rồi à! Ai biểu anh nằm ngủ trên nhánh cây, nhìn sau giống bánh nắng qu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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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Nhưng mà hay hay tên lạ của đài loan rất khác biệt, nhưng rất muốn người chú ý chú ếch này. 

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 天叫?而且還會挖洞?沒錯，我們就是台北樹蛙，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Mọi người có nghe ếch kêu vào mùa đông không? Nhưng mà cũng biết khuet lỗ nữa đó? Chính xác,
chúng tôi là ếch trên cây của Đài Loan,giả vờ không biết nhảy.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1.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2.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3.我們居住的基隆市也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Nhưng đừng khi dễ tôi, chúng tôi là ếch của Đài Loan có nhiều cách sống khác nhau, nói ra làm
Cho mọi người hết hồn ờ!

1.chúng tôi không sợ người là số một nè (tại gì chúng tôi mùa đông Đẻ trứng).

2.chúng tôi là làm được tổ ở bằng rơm.

3.chúng tôi ở chỗ thành phố cơ Long cũng được gọi là ếch của thành phố đài bắc cũng có ở rất
nhiều chỗ khác.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化成小蝌蚪，下雨的時候，就可
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
市。
Tại gì ếch mẹ gần đẻ trứng ,có ói nước bọt ,biết phung nước bọt tụ một chỗ,
trứng ếch ở trong ởnước bọt mới nở ra con nhỏ ,lúc trời mưa, mới có nước chảy vào ao hay
là đường nước nhỏ. Tại gì cơLong mùa đông có mưa nhiều, mới tốt cho mùa 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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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寶貝內寮濕地繪本-越語版》3

譯者：黎庭君女士

作者簡介：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家長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兩棲唷！如果要看仔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Bây giờ chúng tôi lợi hỏi thăm bà con xóm nhỏ, xem cho kỹ à!khoảng chừng một thước trở lại, nó được sống theo hai chiều! Nếu
như xem phải xem kỹ, chúng tôi làm kiến phát to ra!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椿象。

Ha ha! Thấy chưa vậy? Chúng tôi giống rùa trên khô dưới nước đều được, nhưng chúng tôi là vật ởdưới nước, chúng tôi giống thước đo,
hai bên đều nhảy được.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部的中間，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荔枝)一樣，可愛吧！

Cái đầu chúng tôi giống như một cộng hột quẹt cây, giống dài nhỏ, rất khác biệt chúng có nhiều Con mắt phụ, mắt mọc ở giữa đầu,
một đôi mắt phụ giống như hột nhãn (hột nhãn) y hệt, dễ thương lắm à!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慢多了。早年的稻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們
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Chúng tôi thích sống ở chỗ có ao nước ,giống như hồ bơi lội, được bơi lội trên mặt nước, nhưng lội rất chậm chạp.năm rồi ở trong đất
ruộng thấy được chúng tôi, nhưng mà ở đó xịt thuốc tùm lum, cho nên chúng tôi giống như hiếm gặp được!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請尊重我們生存環境，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Hỏi thăm xong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mấy người hàng xóm xong, chú rùa bông có lời muốn nói với mọi người :

Chúc mừng mọi người đến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chơi với lại hỏi thăm chúng tôi.

Làm ơn giữ tôn trọng chỗ sạch sẽ này,

Cũng đừng bắt chúng tôi,

Không được bắt nhân vật khác lợi đây.

Hy vọng mọi người đều thích chỗ này,

Kiếp sau chúng tôi được ở nội liêu đất ướt này sống vui v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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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印尼語版》

譯者：吉田、富田媽媽

作者簡介：基隆市暖暖高中國中部家長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小的濕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Saya adalah penyu berbintik, tempat tinggal keluarga saya di Nei Liau Wetland di Keelung, milik
lahan basah yang dibangun. Jangan meremehkan lahan sawah kecil ini, ini adalah rumah bagi banyak
hewan.

現在，請大家把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所以被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
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通的本土澤龜，野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漸減少
中。

Sekarang, mari kita perhatikan kepala dan ekor saya. Karena kepala kita ditutupi garis-garis,
mereka disebut penyu berbintik,kita memiliki ekor yang panjang, juga disebut turtle. Kami adalah
penyu asli Taiwan yang paling populer, dengan kelompok etnis yang sangat besar. Dalam beberapa
tahun terakhir, bagaimanapun, telah secara bertahap dikurangi oleh ancaman spesies eksotis penyu
Brasil.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

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Saya tinggal di lahan basah Nei Liao selama lebih dari 10 tahun, yang disebut sebagai penduduk
tua di sini Saya memiliki banyak tetangga dan mereka semua adalah teman baik saya Sekarang saya
akan membawa Anda untuk melihat di mana saya tinggal dan mengunjungi mereka!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翩翩起舞，她們就是美麗的班蝶。

Pertama kunjungi peri bunga di lahan basah Nei Liau, kita dapat sering melihat mereka di antara
lahan basah ,dimana kupu kupu menari di antara bunga-bunga itu dengan indahnya .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艷，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內寮濕地，真幸福！

Kupu-kupu kami adalah gerakan yang penuh warna dan elegan di dunia kupu-kupu, peri yang paling
temperamen. Kami tinggal di lahan basah Neiliao, sungguh bahagia !

這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動作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
菊是斑蝶的毒品。

Berikut adalah tanaman favorit kami - lili air mahkota ringan dan milkweed. Setelah kami makan
nektar lily air beraroma ringan, gerakan akan lebih lambat, sehingga orang-orang menjuluki bunga
lili air yang melengkung seperti kupu-kupu. 

因為我們色彩鮮艷，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吃有毒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
以練得一身是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中毒痛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像見鬼
一樣一溜煙就逃走。

Karena kita berwarna-warni, mudah ditemukan oleh predator, tapi jantung yang paling beracun kita
tumbuh dengan memakan tanaman. Rhododendron beracun atau Apocynaceae, jadi praktikkan racun,
predator makan kita, apakah ini Memori keracunan yang menyakitkan tetap ada dalam gen, jadi
beberapa predator melihat kita seperti neraka dan melarikan diri.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門前像極了火雞。

Kami sekarang ingin mengunjungi tempat  di Nei Liau  Wetland, di mana kami  sering mengumpulkan
pohon atau kalkun di depan penyewa.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多少粉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
照。""

Hey! Adik penyu apakah rabun matamu bertambah ? Katamu aku seperti kalkun,

Ketika saya diundang untuk terbang di udara, saya merasa senang dan banyak penggemar yang berteriak
untuk saya dan mengejar saya untuk foto bersama 

我是大冠熟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在台灣原生猛禽中，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
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利飛上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翔
找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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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a adalah paman burung mahkota besar yang juga disebut elang ular, seperti namanya saya
adalah ular sebagai makanan pokok, saya adalah penduduk asli burung pemangsa Taiwan, berat dan
volume kedua hanya untuk ukiran hutan, karena kita terlalu gemuk, sering membutuhkan bantuan dengan
udara panas, Untuk terbang dengan mulus ke langit, saya sering memanfaatkan cuaca dengan baik, di
lahan basah  Nei Liau  melambung mencari makanan.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對強而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
高飛 ; 修長的腹部，在天空飛翔，有如翩翩起舞的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Sekarang kita  berkunjung melihat   capung terbang , master capung, kakak capung memiliki sepasang
mata besar yang menawan, dua pasang sayap yang kuat dan transparan, Anda bisa membuatnya terbang
tinggi, perut ramping, terbang di langit, seolah menari nari dengan gentlemannya  untuk menarik
perhatian semua orang.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情人出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
他們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的成長Kakak capung suka beristirahat di batang yang tegak, diam-diam
menunggu kekasihnya muncul. Capung betina bertelur di lahan basah tanaman air, setelah  remaja
mereka hidup  di lahan basah tumbuh bahagia dgn bermain air.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雖然常常被張冠李戴但是他們同是
蜻蛉目的昆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小Kunjungan berikutnya ke tempat  ibu, kemudian ke 
saudara Damniang, kami  sering keliru menyebutnya  capung jantan  , meski sering dipakai, tapi sama
seperti serangga capung, terlihat sangat banyak, namun badan mungilnya agak mungil.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昆蟲，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有時還會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分血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生
存，不適者淘汰

Meskipun tubuh kita relatif kecil , tapi kita  adalah karakter kejam dari komunitas serangga. Kita
adalah serangga karnivora. Kita hebat  dalam berburu serangga kecil di udara.

 Anda harus terbiasa melihat ukuran  yang lebih lemah akan dimakan oleh capung yang lebih besar dan
yang paling kuat, pemandangan yang menyeramkan  , ini adalah cara kami  bertahan dalam keadaan
alami.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Sekarang paman  penyu mengajari Anda cara memberi tahu ciri ciri mereka:

Larva capung bernapas melalui insang ,  Sepasang mata majemuk . 

一雙複眼的間距Sepasang mata majemuk：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Mata majemuk capung saling terhubung satu sama lain.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 mata majemuk saling  terpisah.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Bila sayap habitatnya terbentuk：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Capung  kedua sisi tubuh biasanya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 tegak di belakang

腹部的形狀Bentuk perut：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Perut Dragonfly relatif datar, juga kental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 Perut.lebih kurus, bulat tongkat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什麼吃我?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誰叫你睡在葉子上時，看起來像極了草
仔粿。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

Semua orang lelah. Ayo kita makan rumput Aberdeen, apa yang harus kita  makan Paman penyu? lelucon
Anda bisa membukanya! Siapa yang menyuruh Anda tidur di daun, terlihat aneh.

    Saya adalah spesies Taiwan yang terkenal, tapi juga semacam katak konservasi, pernahkah Anda
mendengar katak di musim dingin sering memanggil  juga menggali lubang? Itu benar, dan kami sedang
melakukan sesuatu yang istimewa.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1.我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們在冬天繁殖)。

2.我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3.我們居住的基隆市也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Tapi jangan remehkan kita,  kita adalah pemegang rekor katak Taiwan,yang  mengatakan itu akan
membuatmu takut Oh!

 1. Saya tidak takut dengan tempat pertama yang dingin (karena saya ingin berkembang biak di musim
dingin).



2.Saya juga satu-satunya katak yang bersarang.

3. Keelung City, tempat tinggal saya, juga merupakan daerah berpenduduk padat .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化成小蝌蚪，下雨的時候，就可以
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濕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Karena katak betina sebelum ber telur, pertama-tama akan mengeluarkan busa, lalu telur di mana
telur katak disimpan di sarang gelembung ini,kemudian  menetas menjadi berudu kecil, saat hujan
turun, Anda bisa melihat air mengalir ke kolam  atau tanah menjadi basah. Tanah basah karena
Keelung  musim dingin sering  hujan, kondusif bagi pembibitan kita, maka Keelung adalah komunitas
terbanyak untuk  katak pohon tertinggi di Kabupaten Taipei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兩棲唷！如果要看仔細，我就把他
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Kita akan mengunjungi tetangga yang sangat kecil sekarang. Panjangnya sekitar satu sentimeter, tapi
dia termasuk amfibi air ! Jika Anda melihat dengan saksama, saya menaruhnya dengan lensa pembesar
untuk memperbesar!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椿象。

Haha! Sudahkah kamu melihatnya? Kami amfibi seperti penyu, tapi kami serangga, kami menyebutnya
angstrom. 

我們的頭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部的中間，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荔
枝)一樣，可愛吧!，Kepala kita terlihat seperti  stik korek api yang lurus , yang paling istimewa
adalah kulit kita, tumbuh di tengah kepala tongkat, sepasang mata majemuk terlihat seperti ayam,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慢多了。早年的稻田可以看見我
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 們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Kami suka hidup di perairan dengan alga, seperti berang-berang besar, kami bisa berjalan di atas
air, tetapi aksinya jauh lebih lambat. Sawah awal bisa melihat kita, tetapi karena penyalahgunaan
pestisida, kita menjadi sangat langka!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要告訴大家:

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我們。

請尊重我們生存環境，

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

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

希望在大家的愛護下，

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Setelah mengunjungi beberapa tetangga lahan basah Nei Liau , ada beberapa tempat penyu penyu untuk
memberitahu Anda: Selamat datang di lahan basah Nei Liau untuk bermain dan mengunjungi kami, mohon
hormati lingkungan hidup kami, tolong jangan sampai sakiti kami, apalagi Spesies eksotik biologis
dilepaskan. Kami berharap di bawah perawatan semua orang, generasi penerus kami akan tumbuh dengan
bahagia di Nei Liu Wetland.

點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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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客語版》1

譯者：黃佳玉老師

作者簡介：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教師

譯者：黃佳玉老師

我是斑龜，我家住在基隆市內寮濕地，它屬於人工濕地，可別小看這片小小的
濕地，它是很多動物的家。

厓係斑龜，吾屋下戴在基隆市內寮濕地，佢屬於人工濕地，你毋好小看
這細細垤个濕地，佢係當多動物个屋。 

    現在，請大家將目光轉移到我的頭和尾巴，因為我們頭部佈滿條狀斑紋，所以被
稱為斑龜；我們有著長長的尾巴，也稱為長尾龜。我們是台灣最普遍的本土澤龜，
野生族群龐大。但近年來遭受到外來種巴西龜的威脅而逐漸減少中。

    這下，請大自家將目光徙到厓个頭那摎尾這位，因為厓兜个頭那生著淰淰
个條狀斑紋，所以分人安到「斑龜」；厓兜有長長个尾，也安到「長尾
龜」。厓兜係臺灣最普遍个本土澤龜，野生族群盡大棚，但係這幾年遭受到
外來種巴西龜个威脅，嗄漸漸減少。 

    我在內寮濕地居住了十幾年，堪稱是這裡的老住戶，我有很多鄰居，他們都是我
的好朋友，我現在帶著大家去看看我居住的地方順便拜訪牠們吧!

     厓在內寮濕地居住十過年，堪得講係這位个老住戶，厓有當多鄰舍，佢
兜都係厓个好朋友，厓這下帶等大家來去看厓居住个所在，順續拜訪佢
兜。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的花仙子，常常可以看到她們在濕地的花叢間穿梭，偏偏起
舞，她們就是美麗的斑蝶。

首先拜訪內寮濕地个花仙子。常常做得看到佢兜在濕地个花叢肚穿梭，
翩翩起舞，佢兜就係靚靚个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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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斑蝶是蝶界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是最有氣質的仙子。我們居住在內寮濕
地，真幸福!

    厓兜斑蝶係蝶仔界當中色彩鮮豔，動作優雅，最有氣質个仙子。厓兜居住
在內寮濕地，真幸福! 

    那裡有我們最愛的植物－光冠水菊和馬利筋。我們吸食光冠水菊的花蜜後，動作
就會變慢，所以人們戲稱光冠水菊是斑蝶的毒品。

   該位有厓兜最愛个植物－光冠水菊摎馬利筋。厓兜吮光冠水菊个花蜜以
後，動作就會變慢，所以人類就戲稱光冠水菊係斑蝶个毒品。 

因為我們色彩鮮豔，很容易被獵食者發現，但是最毒婦人心，我們從小就吃有
毒的蘿藦科或夾竹桃科的植物，所以練得一身毒，掠食者吃了我們，就會將這些中
毒痛苦的記憶留在基因裡，所以有一些掠食者看到我們就像見鬼一樣一溜煙就逃
走。

    因為厓兜色彩鮮豔，盡容易分獵食者發現，但係最毒婦人心，厓兜從細就
食有毒个蘿藦科也係夾竹桃科个植物，所以練著一身毒，獵食者食了厓兜，
就會摎這兜中毒痛苦个記憶留在基因裡肚，所以有兜獵食者看到厓兜就像見
著鬼共樣，一下仔就洩走了。 

現在要拜訪內寮濕地的重量級人物，他常常不修邊幅，蹲在樹上或是住戶門前
像極了火雞。

    這下愛來拜訪內寮濕地个重量級人物，佢時常不修邊幅，跍在樹頂也係住
戶門前，盡像火雞。
 
    哼!斑龜老弟你近視又增加了嗎? 說我像火雞，我在空中遨翔時英姿颯爽，多少粉
絲為我尖叫，追著我拍照。

    哼!斑龜老弟，你个近視又添加了係無？講厓像火雞，厓在空中飛行个時
節，英姿颯爽，幾多粉絲為著厓大聲喊，追等厓翕相。
 
    我是大冠鷲伯伯又叫做蛇鷹，顧名思義我就是以蛇為主食，我是台灣原生猛禽
中，重量及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我們太胖了，常需要借助熱氣流的協助，才能順
利飛上天空，我常常利用好天氣的時候，在內寮濕地的上空翱翔找尋食物。

    厓係大冠鷲阿伯，又安到蛇鷹，顧名思義厓就係用蛇做主食。厓係台灣原
生猛禽當中，重量摎體積僅次於林鵰，因為厓兜忒肥了，輒輒需要借助熱氣
流个協助，正做得順利飛上天頂。厓輒常利用好天氣个時節，在內寮濕地个
天頂飛翔尋食。 

    現在來拜訪喜歡撐竿飛的高手─蜻蜓，蜻蜓大哥有一對迷人的大電眼，兩對強而
有力的透明翅膀，可以使他振翅高飛，修長的腹部，在天空中飛翔，有如翩翩起舞
的君子，吸引眾人的目光。

    這下來拜訪好撐篙飛个高手─囊蜺仔。囊蜺仔大哥有一對迷人个大電眼，
兩對強而有力个透明翼胛，做得分佢振翼高飛；修長个腹，在天頂飛翔，就
像翩翩起舞个君子，吸引眾人个目光。 

    蜻蜓大哥喜歡停棲在直立莖上，有如人類撐竿跳的竿子，靜靜的等待他的情人出
現。雌蜻蜓產卵在濕地的水草，牠們的稚蟲水蠆在濕地的水中快樂成長。

    囊蜺仔大哥好停棲在竳竳个莖頂高，斯像人類撐篙跳个竹篙，恬恬等待佢
个情人出現。雌囊蜺仔在濕地个水草肚生卵，佢兜个稚蟲水蟥蟣在濕地个水
竇肚快樂成長。 

接下來拜訪常常被張冠李戴的豆娘弟弟，豆娘弟弟常常被誤認為是蜻蜓大哥，
雖然常被張冠李戴但是牠們同是蜻蛉目的昆蟲，長得很像，但是身材就比較苗條嬌
小。



接等愛拜訪輒輒分人張冠李戴个水囊蜺老弟。水囊蜺老弟時常分人誤認
係囊蜺仔大哥，雖然輒常分人張冠李戴，但係佢兜共樣係蜻蛉目个昆蟲，生
得盡像，但係身材就較苗條細隻。

     雖然我們的體型較為纖弱，但是我們也是昆蟲界的狠角色，我們是肉食性昆
蟲，我們擅長捕食空中的小飛蟲。

    雖然厓兜个體型較細弱，但係厓兜乜係昆蟲界个狠角色，厓兜係肉食性昆
蟲，厓兜擅長捕食空中个細飛蟲。 

    有時還會看見，體型較弱的豆娘會被體型較大的蜻蜓和豆娘吃掉，場面十分血
腥，這是沒辦法的事，在自然界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有時還會看到，體型較弱个水囊蜺會分體型較大个囊蜺仔摎水囊蜺食忒，
場面十分血腥，這係無辦法个事情，在自然界當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
汰。 

現在斑龜叔叔就來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他們：

這下斑龜阿叔就來教大家仰般分辨佢兜：
蜻蜓的稚蟲以直腸鰓呼吸，而豆娘的稚蟲以尾鰓呼吸

囊蜺仔个稚蟲用直腸鰓敨氣，水囊蜺个稚蟲用尾鰓敨氣。 

一雙複眼眼睛的距離：一雙複眼目珠个距離：

蜻蜓的複眼是彼此相連。囊蜺仔个複眼係相連个。

豆娘的複眼是分開的。水囊蜺个複眼係分開个。

 

停棲時翅膀的形狀：停棲時翼胛个形狀：

蜻蜓是平展在身體的兩側。囊蜺仔係平平展開在身體兩側。

豆娘是合起來直立於背上。水囊蜺係合起來竳竳在背囊頂。 

 腹部的形狀：腹个形狀。

蜻蜓的腹部較扁平，也較粗。囊蜺仔个腹較扁平，乜較粗。

豆娘的腹部較細瘦，呈圓棍棒狀。水囊蜺个腹較幼較瘦，圓棍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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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內寮濕地繪本-客語版》2

譯者：黃佳玉老師

作者簡介：基隆市八堵國民小學教師

大家都走累了吧!來吃草仔粿，什麼吃我? 斑龜叔叔，您的玩笑可開大了吧! 誰叫你睡在葉子上
時，看起來像極了草仔粿。

　　大家都行悿了吧!來吃草仔粄。麼个吃厓? 斑龜阿叔，你个玩笑開忒大了吧! 麼人喊
你睡在葉仔頂背个時節，看起來盡像草仔粄。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台灣特有種，而且是保育類的青蛙，你們有聽過青蛙會在冬天叫？而且還會
挖洞？沒錯，這就是台北樹蛙，我們專挑與眾不同的事做。

　　厓就係鼎鼎大名个台灣特有種，還係保育類个叧仔。你兜有聽過叧仔會在冷天喊个
無？還過會挖空仔？無毋著，這就係金目青叧，厓兜專門擇摎人無相同个事情來做。

    可別小看我們，我們可是台灣青蛙多項紀錄的保持者，說出來會嚇死你們喔!

　　 毋好小看厓兜，厓兜係台灣叧仔多項紀錄个保持者，講出來會嚇死你兜喔!　

1. 我是不怕冷的第一名(因為我要在冬天繁殖)。

2.我也是唯一會築巢的青蛙。

3.我居住的基隆市也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1.厓係不驚冷个第一名(因為厓愛在冷天繁殖)。   

2.厓乜係唯一會做竇个叧仔。

3.厓居住个基隆市乜係金目青叧密度最高个縣市。

    因為雌蛙在產卵前，會先踢出泡沫，再將卵產在其中，蛙卵就在這泡泡窩中孵化成小蝌蚪，下
雨的時候，就可以隨著雨水流到池塘或溼地裡。因為基隆冬天多雨，有利於我們繁殖，所以基隆市
是台北樹蛙密度最高的縣市。

   因為雌叧在生卵以前，會先踢出波，再過在其中生卵，叧仔个卵就在這波竇裡肚孵做
細叧蠕仔，落水个時節，就做得跈等雨水流到陂塘也係溼地裡肚。因為基隆冬下時多水，
對厓兜繁殖有利，所以基隆市係金目青叧密度最高个縣市。 

     我們現在要來拜訪極微小鄰居，要仔細看唷！他長約一公分左右，他可是水陸雙棲唷!如果要看
仔細，我就把他用微距鏡變放大一點!

　　恩俚這下愛來拜訪極細隻个鄰舍，愛詳細看唷！佢大約長一公分左右，佢係水陸雙棲
唷!若係愛看詳細，厓就摎佢用微距鏡放大兜仔! 

哈哈!看見了嗎？我們跟烏龜一樣是兩棲，但我們是昆蟲，我們叫尺椿。是兩棲椿象，我們的頭
部長得跟一支火柴棒一樣細長，最特別的是我們的複睛，長在棒形頭部的中間，一雙複眼長得像奶雞
(荔枝)一樣，可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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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有看到無？厓兜摎烏龜共樣係兩棲，但係厓兜係昆蟲，厓兜安到尺椿，係兩棲
椿象。厓兜个頭那摎一支番火心骨同樣幼幼長長，最特別个係厓兜个複眼，生在棍仔形个
頭那中央，一雙複眼生著像荔枝共樣，有得人惜吧! 

我們喜歡生活在有藻類的水域，像大水黽一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動作就慢多了。早年的稻
田可以看見我們，但是由於濫用農藥的緣故，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稀有了!

　　厓兜好生活在有藻類个水域，像大水蟥蟣共樣，做得在水面頂行路，但係動作就慢多
了。早年个田肚做得看著厓兜，但係因為亂用農藥个緣故，所以厓兜就變非常稀罕了! 

    拜訪完內寮濕地幾位鄰居後，斑龜叔叔有些話會要告訴大家：歡迎大家來內寮濕地玩耍和拜訪
我們，請尊重我們生存的環境，請不要隨意捕抓我們，更不要拿外來種的生物來放生。希望在大家
的愛護下，我們的下一代能在內寮濕地快樂的成長。 

　　拜訪煞內寮濕地幾個鄰舍以後，斑龜阿叔有兜話愛摎大家講：歡迎大自家來內寮濕地
尞摎拜訪厓兜，請尊重厓兜生存个環境，請不好儘採捉厓兜，還較不好拿外來種个生物來
放生。希望在大自家个愛護之下，厓兜个下一代做得在內寮濕地快樂成長。

備註：

因字型關係，勘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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