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潔教育是廉政工作非常重要的

一環，也是國際重要趨勢，本署近年

結合各政府機關教育資源，發展適合

不同年齡層的廉潔教材。

本次出版的「聖術師的覺醒」，

是由政風人員自行撰寫與繪製插圖的

繪本，故事描述銀之聖畫師賽薩瓦拉

違背誓言，私下接受不明人士贈禮與

繪圖委託，經其徒弟魚骨頭即時阻止

等情節，帶領讀者瞭解廉潔的意涵，

以及它可能被侵蝕的過程，一步步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

透過故事中的角色，年邁卻面臨天人交戰的賽薩瓦拉、景仰師長

且富具正義感的魚骨頭及抱持晦暗不明意圖的反派男子，讓讀者去理

解生活中可能遭遇的誘惑、欺騙及難題，思考面臨困境時應該如何處

理與抉擇，進而學習誠信、正直與勇氣等觀念。

最後，期望藉由本書，將廉潔、誠信及貪腐零容忍等意識，潛移

默化至每位讀者的心中，也使我國廉潔教育建設持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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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日子裡，我們的生活空間被限縮了，

人與人的關係，隔著一層口罩，也變得更加疏離。希望這個

故事和繪者精緻溫暖的畫作，可以讓成長在這個年代的孩子，

突破現實生活的限制，在腦海中創造各種想像。

愛因斯坦曾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知識是有限的，

想像力卻可以囊括整個世界。」願所有孩子都擁有一個充滿

美好想像的童年。

作者的話



很高興見證這部作品的誕生。

在長達一年多的旅程中，見證到魚骨頭的誕生、成長、

離別與新的冒險開始，如此跌跌撞撞，有掙扎也有淚水，卻

閃耀又美好。

希望繪本的文字與圖畫，也能像聖畫師筆下誕生的跳舞

精靈，在讀者心中廉潔的種子萌芽、茁壯。

我在角色設計、配色、構圖、光影表現下了很多心血，

並融入一些藝術風格、美術元素，儘管在技巧上有諸多不成

熟之處，還是希望能引發讀者對藝術的興趣。

最後，我想感謝親愛的母親，在辛

苦與艱難的時刻支持著我。感謝琬霖科

長作為我最堅強的後盾，總是鼓勵與

肯定我投入創作。感謝 Setsu學長給

予諸多建議與回饋，創作路途一路相

伴。

謝謝所有給予我幫助的人，

銘感五內。

繪者的話



在未來的世界中，宇宙有一顆聖地星球。在這個星球上有一個特

殊的職業—『聖畫師』。

聖畫師分成三種等級，分別為銅畫師、銀之聖畫師和金之聖術

師。銅畫師是最初級的聖畫師，通常擔任銀之聖畫師的助手；銀之聖

畫師能透過畫圖在紙上，將之變成真實的東西；而金之聖術師除了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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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銀之聖畫師的技能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強大能力，但目前還無法全

盤了解。

無論是哪一等級的聖畫師，都屬於國家的官員，擁有女王欽賜的

神聖能力，擔負守衛家園的重任。要成為一名聖畫師，必須接受漫長

精實的訓練，要擁有堅定的信念，才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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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知道聖地星球有一個古老傳說：夢之森林是聖

地星球的命脈，森林長青才能永保聖地星球平安。但人們

並不知道，夢之森林自古以來便由十二個跳舞精靈守護著，

他們透過不眠不休的在森林裡跳舞，產生神秘的力量守護

著夢之森林。

這些跳舞精靈是由國家的銀之聖畫師一筆一筆畫出來

的，每個被畫出來的精靈並非長生不死，他們存活的時間

長短取決於聖畫師下筆時的專注度及精密度。

跳舞精靈只在夜間才會出現，也只有聖畫師才看的到，

當精靈們守護森林的能力漸漸減弱，他們鮮豔多彩的身軀

也會漸漸褪色，直到變成透明的消失在星球上。因此聖畫

師必須在跳舞精靈消失前，完成新的創作，才能讓夢之森

林獲得守護。

離夢之森林最近的鳥語鎮上，有一間聖畫所，畫跳舞

精靈的工作就是在這裡進行的。這間聖畫所裡有一名銀之

聖畫師和一名銅畫師—賽薩瓦拉跟魚骨頭。

由於聖畫師的工作內容是高度機密，所以賽薩瓦拉和

魚骨頭總是特別的謹慎，絕不在外面隨意談論工作內容，

也嚴禁外人進入聖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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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由於聖畫師可以將畫的物品變成真實的神奇能力，鎮

上的人還是時常來敲門，他們的請求總是五花八門，唯一的共同點就

是希望聖畫師幫他們畫東西：農夫拿著新鮮青菜，希望畫師幫他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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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耕牛；小酒館老闆捧著鈔票，希望畫師幫他畫一間古色古香的酒館，

而應門的魚骨頭總是堅定的拒絕他們，因為聖畫師的神聖能力只能拿

來守護星球安全與和平，嚴禁幫特定人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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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畫師魚骨頭從有記憶以來就跟著賽薩瓦拉學習繪製聖圖，他很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銀之聖畫師，做個有能力守護星球的人，經

過多年的學習，他也漸漸能夠畫出跳舞精靈了，但跟賽薩瓦拉比起來

卻還是望塵莫及，魚骨頭畫的精靈沒過幾日就消失了，而賽薩瓦拉的

精靈卻至少能夠守護森林 50天以上。

但近來，魚骨頭注意到賽薩瓦拉畫圖的速度似乎變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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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森林裡有一個跳舞精靈變成半透明的，再過幾天就會消

失了。」魚骨頭在送午餐進去畫室時提醒賽薩瓦拉。

「我知道。」賽薩瓦拉接過午餐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

「師傅，先解放我之前畫的跳舞精靈吧，這樣還能撐一陣子。」

「好吧！孩子！」賽薩瓦拉揉揉自己疲憊的雙眼，嘆了口氣：

「唉！我的眼睛已經大不如前了，這樣怎麼畫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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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魚骨頭帶著聖圖來到森林裡。

他閉上雙眼默唸：「十二精靈，代代接續，護

吾之林，生生不息。」

一個半透明的精靈，踩著美麗的步伐，翩翩的

來到魚骨頭身邊。

在魚骨頭不間斷的默唸聲中，他手上的畫紙緩

緩的漂浮到半空中，接著快速旋轉、分裂成七彩的

粉末，落在這個精靈的身上，精靈原本半透明的身

軀瞬間閃耀著如彩色水晶般絢麗的光芒。

完成了解放聖圖的儀式，精靈踩著比來時輕快

的舞步，往森林深處跳去，一眨眼就消失在魚骨頭

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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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魚骨頭走去鎮上的藥店。

「這不是聖畫所的畫師嗎？您需要什麼呢？」藥店老闆一眼就認

出魚骨頭。

「我師傅最近視線很模糊，還有⋯」魚骨頭說明賽薩瓦拉的狀

況。

「這樣啊，你師傅老啦，這些都是老化的現象。我開些補品給他

吃吧！」老闆用珍貴的藥材調配了一帖補藥給魚骨頭。

「老闆，這樣多少錢呢？」魚骨頭問。

「不用錢！」老闆揮揮手說：「你們每天辛苦的畫圖、守護家園，

這算我送你們的。」

「不行！老闆，這

東西太貴重了，我身為

聖畫所的畫師，不能接

受你的餽贈。」魚骨頭

堅定的拒絕。

無論老闆怎麼說，

魚骨頭都不願意接受，

老闆只好收下藥帖的費

用。他看著魚骨頭離開

的背影說：「真是個老

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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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後，魚骨頭將補

藥熬成湯，每天給賽薩瓦

拉喝下，但他的眼疾卻都

未見起色。

這一日，魚骨頭照樣

端著藥湯進去畫室，沒想

到卻見到滿地的顏料和畫

紙。

「師傅！這是怎麼回事？」魚骨頭

把湯放在桌上，賽薩瓦拉卻一把將湯碗

推倒。

「我的眼睛⋯已經沒有用了⋯我

什麼都畫不好了⋯我曾經是聖城裡最好

的聖畫師，現在不能畫畫了，我還算什

麼？」賽薩瓦拉哭著走出畫室。

魚骨頭不知道要怎麼安慰他，只能

低頭收拾著畫室裡的滿地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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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到一半，突然聽到敲門聲，魚骨頭前去應門，原來是送聖

顏料和畫紙的補給人員，他們固定每個月來一次，這次來的是個生面

孔，她的名字叫荔妲兒。

「請把補給品放這裡。」魚骨頭帶荔妲兒到存放材料的倉庫。

荔妲兒驚訝的說：「哇！我這個月已經送了幾處聖畫所，就你們

剩的聖顏料和畫紙最多。」她把架上的空顏料瓶收走並換上新的。

「是⋯是的，我師傅最近身體欠佳，畫圖速度變慢了，所以才會

剩這麼多⋯你放好了就出來吧。」魚骨頭轉身要離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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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荔妲兒叫住魚骨頭，低聲的說：「我聽說很多有錢

人都想出高價買聖顏料呢！不妨⋯」

魚骨頭聽出了她的話中有話，氣的面色鐵青，他說：「妳別想動

這種歪腦筋！以後也不要再提這種事！若有哪間聖畫所膽敢盜賣聖顏

料或畫紙，妳就告訴我，我會馬上告訴女王，她一定會嚴懲這些人！」

魚骨頭嚴詞厲色的模樣，嚇得荔妲兒趕緊離開。

荔妲兒離開後，魚骨頭在聖畫所裡裡外外找了一輪，卻都沒見到

賽薩瓦拉的身影，只好回畫室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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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魚骨頭一直等不到師傅回來，此時，聖畫所外傳來哄

鬧的聲音，他趕緊開門查看發生什麼事。潔白的月光落在賽薩瓦拉通

紅的臉上，他在兩名男子的攙扶下搖搖晃晃的走回聖畫所。

「師傅！你怎麼連站都站不穩？」「師傅！你怎麼連站都站不穩？」魚骨頭魚骨頭趕緊上前攙扶。趕緊上前攙扶。

「欸∼我沒事∼」「欸∼我沒事∼」賽薩瓦拉賽薩瓦拉揮揮手。揮揮手。

「可真是榮幸啊！聖畫師來我的館子吃飯，我看他心情不好，就「可真是榮幸啊！聖畫師來我的館子吃飯，我看他心情不好，就

找了幾個朋友陪他吃吃喝喝。」說話的是鎮上小酒館的老闆，他也是找了幾個朋友陪他吃吃喝喝。」說話的是鎮上小酒館的老闆，他也是

滿面通紅。滿面通紅。魚骨頭魚骨頭若有所思，他安頓師傅去睡覺後，自己徹夜未眠。若有所思，他安頓師傅去睡覺後，自己徹夜未眠。

一早，一早，魚骨頭魚骨頭端了碗魚湯給剛睡醒的端了碗魚湯給剛睡醒的賽薩瓦拉賽薩瓦拉，他接過湯喝了，他接過湯喝了

一口，一口，魚骨頭魚骨頭說：「師傅，我聽說所有銀之聖畫師在就任當天都要宣說：「師傅，我聽說所有銀之聖畫師在就任當天都要宣

誓。」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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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是啊！」賽薩瓦拉坐正了身子說：「我們發誓會忠心努力、誠坐正了身子說：「我們發誓會忠心努力、誠

實清廉，不做不名譽的事、不去不該去的地方，盡心盡力守護星球及實清廉，不做不名譽的事、不去不該去的地方，盡心盡力守護星球及

人民。」人民。」

魚骨頭說：「但師傅您昨晚不但去了小酒館，還與酒館老闆和說：「但師傅您昨晚不但去了小酒館，還與酒館老闆和

商會會長共飲，這顯然跟你的誓言有所違背。」商會會長共飲，這顯然跟你的誓言有所違背。」賽薩瓦拉放下湯匙，放下湯匙，

默默不語。默默不語。魚骨頭說：「師傅，您多喝一些熱湯吧！我先去畫室工作說：「師傅，您多喝一些熱湯吧！我先去畫室工作

了。」了。」

聽了聽了魚骨頭魚骨頭的這番話，的這番話，賽薩瓦拉賽薩瓦拉這才驚覺，自己不知不覺間已違這才驚覺，自己不知不覺間已違

背了當初的誓言。他幾經反省，決定再也不去那些不適當的場合了。背了當初的誓言。他幾經反省，決定再也不去那些不適當的場合了。

賽薩瓦拉賽薩瓦拉的眼睛每況愈下，儘管的眼睛每況愈下，儘管魚骨頭魚骨頭每天都熬補藥給他喝，卻每天都熬補藥給他喝，卻

都是藥石罔效，他一天比一天消沉，最後索性把自己關在寢室裡，足都是藥石罔效，他一天比一天消沉，最後索性把自己關在寢室裡，足

不出戶。不出戶。魚骨頭魚骨頭很擔心，卻也束手無策。很擔心，卻也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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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魚骨頭發現森林裡的精靈只剩下十一

個。他焦急的跑回畫室，準備熬夜趕工，沒想到畫室裡

燈火通明，原來是賽薩瓦拉正在畫圖。

魚骨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師傅，您怎麼還沒睡？

森林裡的精靈⋯」。

賽薩瓦拉打斷他的話，笑著說：「這個是我之前快

要畫好的精靈，現在補了幾筆，把他完成了，你快拿去

吧！」他將畫紙遞給魚骨頭。

魚骨頭鬆了一口氣，拿了聖圖就往森林跑。說也奇

怪，魚骨頭解放的這個精靈，竟然不如賽薩瓦拉之前畫

的精靈繽紛、有活力，正當陷入疑惑時，他突然想到：

師傅的眼睛好了？

魚骨頭一回到聖畫所，馬上跑進畫室找賽薩瓦拉。

「師傅，您的眼睛好轉了嗎？」魚骨頭關心的問，他走

到賽薩瓦拉的背後，赫然發現師傅正聚精會神的畫著圖，

但畫的並不是精靈！

「師傅，您畫的是什麼呢？」魚骨頭驚訝的問。賽

薩瓦拉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他太專注了，沒有發現

魚骨頭走進房間。

賽薩瓦拉心虛的將畫紙收進抽屜，但魚骨頭並不妥

協，他鍥而不捨的詢問師傅畫紙上的圖案，賽薩瓦拉逼

不得已，只好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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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當魚骨頭去森林查看精靈數量時，有

人來聖畫所敲門。賽薩瓦拉把自己關在寢室裡，

並不想去應門，但對方不停的敲，絲毫沒有放棄

的意思，他只好靠著僅存的一點視力走去開門。

敲門的是一名男子，他向賽薩瓦拉表示一年

多前兒子因病過世，妻子思念成疾，男子希望賽

薩瓦拉替他畫一張兒子的聖圖，讓兒子能真實的

重現。

「我只能塑造的出一樣的形體，塑造不出一

樣的靈魂，出現的不會是你們的兒子。更何況⋯

我的眼睛⋯」賽薩瓦拉欲言又止，揮揮手拒絕並

準備關上門，男子用腳擋住。

「如您願意幫忙，我有個珍貴的東西要給

您。」男子從袋中掏出一瓶藍黑色的藥水。「聽

說您最近眼睛不好，這個藥水能讓你視力恢復。」

賽薩瓦拉陷入天人交戰。

他很清楚這與銀之聖畫師的神聖誓言有所違

背，女王賜予繪製聖圖的能力，是用來守護星球

的，他不該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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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失去健康雙眼的他，如何盡其職責？

更何況幫助男子重獲天倫之樂，也是好事一件

吧？經過一番掙扎，他答應了男子的請求，把

神聖的誓言拋諸腦後。

說也神奇，賽薩瓦拉才剛喝下藥水，眼

睛就不再模糊，甚至比原先的視力更清晰。他

開心的答應對方，將在十日內畫好他兒子的畫

像，並約好屆時於森林碰面進行聖圖解放。

開心的賽薩瓦拉終於又在工作桌前坐下，

一鼓作氣的把尚未完成的精靈聖圖畫好，並交

給魚骨頭帶去森林解放。

趁著魚骨頭不在畫室的空檔，他偷偷畫男

子之子的畫像，沒想到還是被魚骨頭發現了。

魚骨頭聽完賽薩瓦拉這番話，焦急哽咽

的說道：「師傅，您眼睛看不到的問題，我們

不能一起找尋解決方法嗎？您怎麼能收下那種

東西？您這麼做難道不是違背了聖畫師的誓言

嗎？」魚骨頭說完，傷心的跑進森林裡睡了一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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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魚骨頭回到聖畫

所，賽薩瓦拉在他的面前，

將畫筆折成兩半，丟在地

上，速度快到魚骨頭來不及

阻止。

「師傅！這是您師傅送

的畫筆，您不是一直都珍視

著嗎？」魚骨頭大喊。

賽薩瓦拉慚愧的說：「我想了一夜，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很懊

悔，我不能給自己任何藉口，我應該要堅持做正確的事，卻犯下大錯。

不僅愧對女王、愧對聖畫師職責，也愧對國家、人民。」

賽薩瓦拉將昨天那張畫到一半的畫紙遞給魚骨頭，他有氣無力的

說：「你寫封信去聖城，告訴女王事情始末，以及我已經不適合擔任

這個職務了！」說完，賽薩瓦拉沮喪的走回房間。

十天後，魚骨頭獨自到森林裡，等待賽薩瓦拉口中的那名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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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傳來馬蹄聲，一名穿著連帽斗篷的男子在魚骨頭前勒馬停

下。男子拉低帽沿，四下張望，他懷有戒心的問：「賽薩瓦拉呢？」

「我師傅沒有來，我是他的學徒。」魚骨頭回答。

男子緊拉韁繩，警覺的問：「為什麼派學徒來？我跟他說好的東

西呢？」

「我帶來了。」魚骨頭從長袍內拉出圖畫的一角。

「那就快依我跟他的約定，解放畫像吧！」

魚骨頭將畫紙收回長袍內，他說：「那是你跟師傅的約定，不是

跟我的約定，如果你想要我幫忙，你就得幫我一個忙。」

「哈哈哈！講得這麼拗口，不就是利益交換嘛。」男子說：「說

吧！你要我幫什麼忙？」

魚骨頭小聲的說：「這件事必須絕對的保密，你附耳過來。」

「哎！」男子不耐煩的跳下馬走向魚骨頭，他的腰間掛著一把黑

色長劍，在陽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汗珠從魚骨頭額頭滑落。「喝！」說時遲，那時快，魚骨頭衝向

馬匹，重重的踹上一腳，馬兒發出嘶叫聲，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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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幹嘛？」男子怒不可遏的抽出長劍。炙熱的空氣

中瀰漫著緊張的氛圍，森林裡安靜的只剩風聲。

男子邁開大步往魚骨頭奔去，這時一支箭從空中飛過

來，將男子手中的劍打落。一眨眼的時間，森林裡出現數

十個聖城兵，將魚骨頭和男子牢牢包圍。

一個輕巧的身影從樹上跳下，俐落的將男子制伏在

地，男子斗篷的帽子滑落，露出後頸的黑蛇印記。

「你設計我？」男子憤怒的向

魚骨頭嘶吼。

「帶走！」一個威嚴的聲

音說。

聖城兵回答：「是的，女

王！」

魚骨頭回頭看，女王竟親自

來到這裡！

事態會有這樣的發展，要追溯到十天前，魚骨頭依賽

薩瓦拉指示寫信至聖城，坦承賽薩瓦拉所犯的錯誤，並附

上賽薩瓦拉未完成的男子圖像。魚骨頭在信中為賽薩瓦拉

求情，希望女王可以從輕發落賽薩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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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才剛寄出，馬上就有人來敲門，魚骨頭開門一看，

竟是補給隊的荔妲兒。「妳不是前陣子才來過嗎？都還

沒一個月，怎麼又來了？妳該不會又要講一些⋯」

「噓！」荔妲兒摀住魚骨頭的嘴巴，她伸出另一隻

手，念了幾句咒語，手上瞬間浮出聖城兵的徽章圖案，

魚骨頭頓時看傻了眼。

她說：「我奉命臥底在鳥語鎮，那天我故意說那些

話是要測試你是否可信。我們單位早在數個月前就收到

線報，說有黑暗勢力計畫利用聖畫所畫出宇宙惡徒。」

「你們早就察覺有異了？那為什麼不阻止我師傅

呢？如果他畫好惡徒還解放出來怎麼辦？」魚骨頭驚慌

的說。

「你放心，那天我來補給時，早就把原本的聖顏料

都掉包了，你師傅後來用的都是普通的顏料。」

魚骨頭恍然大悟的說：「所以昨晚我解放的那個精

靈才會那麼虛弱，因為師傅最後下筆的部分都是用普通

的顏料。」

荔妲兒低聲說：「是的，接下來我們有個計劃，需

要你的配合。」她把十天後的計畫詳細的告訴魚骨頭，

雖然實施的過程驚險了點，但最終他們還是順利的逮到

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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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徒被逮後，女王在聖城兵的護衛下來到聖畫所。賽薩瓦拉早

已守在聖畫所大廳，他脫去聖畫師的袍子，只穿著一般的布衣。

「女王，我身為銀之聖畫師，肩負保護星球的重大使命，卻拒

絕不了誘惑，收受不正利益，做出違背職務的行為，我認罪。」賽薩

瓦拉面色憔悴，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幾歲。

「賽薩瓦拉，你為治療眼疾而違背聖畫師的誓言，實屬不該。

你應即時向國家反映，讓我們一同解決問題。」女王嘆息說道。

女王隨後拿出那張賽薩瓦拉沒畫完的圖，語氣趨於嚴厲：「而

且，你可知道，你畫的這個人，不是哪對傷心夫妻的兒子，他是宇宙

惡徒！一旦解放成功，將對聖地星球造成莫大的傷害！」

聽到女王這番話，賽薩瓦拉踉蹌跌倒在地。

「師傅！」魚骨頭趕緊上

前攙扶。

「幸好你有這麼一個正

直、勇敢的學徒，阻止你鑄下

大錯！」女王下令：「送往

聖城等候判決。」。

「可以讓我跟魚骨

頭說幾句話嗎？」賽薩

瓦拉懇求。

女王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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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薩瓦拉摸摸魚骨頭的頭，哽咽的說：「你是個好孩子⋯很抱

歉師傅沒有做好模範，我相信你不會像我這樣老糊塗的⋯師傅走了之

後，今後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見面⋯」

魚骨頭低聲啜泣，賽薩瓦拉用衣袖拭去他臉頰上的淚滴。

「別哭，孩子⋯我在你身上看到這世上最強大的力量，你要永遠

保持著正直、誠實與勇敢！」

「我會的，師傅！你也要好好保重！」魚骨頭忍不住嚎啕大哭。

賽薩瓦拉被聖城兵帶走了，夕陽下他的背影，看起來如此的憔

悴，魚骨頭心中五味雜陳。

「你做的事是對的！」荔妲兒安慰他：「司法會公正審判你師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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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離去前，指示魚骨頭要繼續努力工作，直到她指

派新的銀之聖畫師到任。

三天後，新任的銀之聖畫師抵達聖畫所，荔妲兒也一

起來了。「女王指示我帶你回聖城，我們趕緊上路吧！」

「可以等到晚上才出發嗎？我得去一趟森林。」魚骨

頭難為情的說：「我⋯我想要跟跳舞精靈們道別。」

荔妲兒瞪大眼睛說：「跳舞精靈？我也想去！我從沒

看過跳舞精靈呢！」

於是，魚骨頭帶著荔妲兒一起去夢之森林，但因為精

靈在晚上才會出現，所以他們兩個人躺在草皮上聊天，等

待太陽下山。

「荔妲兒，女王為什麼要我回聖城呢？我還是可以繼

續在這裡，協助新的銀之聖畫師。」魚骨頭說。

「我原本是打算在回程再告訴你的。」荔妲兒說：「雖

然惡徒順利被逮捕，他的計謀也沒有得逞，但女王對聖畫

所發生的事仍然感到十分生氣。經過這個事件，女王決定

成立專責打擊貪腐的廉潔守護隊，從根本解決貪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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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守護隊？要做些什麼工作呢？」

「就是擬訂、推動聖地星球的廉潔政策，還要預防像聖畫所這次

的貪腐案件發生，或是調查貪腐案、向人們宣導反貪的概念。」荔妲

兒說：「這裡有一本手冊，你拿去看吧！裡面寫的很詳細。」

魚骨頭接過來，封面上寫著大大的【廉潔工作手冊】。「那這跟

我有什麼關係呢？」

「透過這次的事件，女王十分欣賞你的想法，希望你能參加廉潔

守護隊的隊員徵選，所以才命你回聖城。」

魚骨頭翻開手冊，夾在手冊裡的一張紙掉了出來，上面寫著【廉

潔守護隊甄選公告】。魚骨頭疑惑的說：「這上面寫的甄選對象是『銀

之聖畫師及銅畫師』，我怎麼可能贏的過銀之聖畫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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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妲兒說：「別擔心，甄選項目除了能力外，還很看重品格呢。」

魚骨頭問：「那評審有誰呢？」

荔妲兒回答：「這我不知道，在甄選開始前評審名單是不能公布

的，這樣才能維持甄選的公平性。我只知道，評審都是德高望重的社

會賢達。」

魚骨頭興奮的說：「那評審裡一定有很多金之聖術師！我好期待

看到他們！我這輩子還沒遇過任何一個金之聖術師。」

荔妲兒笑著說：「你早就遇過了，女王就是金之聖術師啊！但是

這次評審裡是不會有金之聖術師的。」

魚骨頭疑惑的問：「為什麼？」

荔妲兒說：「因為所有的銅畫師都是金之聖術師畫出來的，他們

之間都有著如同父母子女般的感情，為了利益迴避，所有的金之聖術

師都不能參與評審。」說完她看向魚骨頭，發現他一臉震驚的模樣。

荔妲兒詫異的問：「你還不知道自己是金之聖術師畫出來的

嗎？」

魚骨頭既震驚又難為情，他抓抓頭說：「從來沒有人告訴我⋯」

荔妲兒從長袍中拿出一封信，她說：「這是女王寫給你的，也許

你可以從裡面知道些什麼。」

魚骨頭收下信件，他決定晚點再打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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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暗了，該跟精靈們道別

了！」魚骨頭閉上雙眼默唸：「十二

精靈，代代接續，護吾之林，生生不

息。」

閃耀著水晶般光芒的精靈，一

個個跳著舞來到他們身邊。

「哇！」荔妲兒被眼前美麗的

景象震懾住了。

「十二個精靈都出現了！」魚

骨頭驚訝的說。

精靈們彷彿知道這是別離的時

刻，他們依依不捨似的，圍著魚骨頭

和荔妲兒跳著悲傷的舞步。

「我得走了，你們要盡心盡力

的守護這座森林喔！我也會在聖城努

力成長、守護星球的！」魚骨頭說。

精靈們跳著舞護送他們走出森林，魚骨頭忍住回頭看的衝動，

邁開大步往前走，他怕一回頭他就會決定永遠待在這裡。

鳥語鎮和夢之森林是他的童年及年少回憶，而聖城，是他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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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骨頭在回聖城的馬車上，拆開女王寫給他的信。

魚骨頭：

或許我不該叫你魚骨頭，而該叫你斯恩納達。

我即將要告訴你的事，一定會讓你很驚訝，所以請站

穩了。

世上所有的銀之聖畫師和銅畫師，都是出自金之聖術

師之手，就像荔妲兒是我畫出來的一樣。

你也不例外，畫出你的是偉大的元老金之聖術師艾坎

塔夫。

原則上每個銅畫師都會知道畫出自己的金之聖術師是

誰，唯獨你例外，背後的原因是，艾坎塔夫在畫出你之前，

也畫了另一名銅畫師。那名銅畫師知道自己的身世後，認

定自己擁有高超的潛能，但他並沒有選擇往正道發展，甚

至還在星球作亂，成為了大惡人，這個人後來成為了邪惡

帝國的領導人－盧爾桑比，即惡名昭彰的黑蛇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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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艾坎塔夫將你畫出來時，我們一致決定先不告訴你你的身世，要等到你足夠成熟，性格穩定時，再進一步觀察你的品格。

現在你已經展現出你高尚的品格了，我知道你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想邀請你來參加宇宙廉潔守護隊的徵選，若你能順利通過甄選，將可以自由選擇加入防貪小隊、肅貪小隊或是其他推動廉潔小隊。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見到艾坎塔夫，他現在正帶領著大家在星際間守護和平與廉潔，相信他一定也很希望你能順利通過甄選，在不遠的未來和他並肩作戰，一起共同打擊邪惡與貪腐！

最後，說點輕鬆的事吧！你之所以被稱為魚骨頭，是因為艾坎塔夫僅用一根魚骨頭就把你畫出來了，可以想見他的功力有多麼的高超！

最後，祝福你成功通過廉潔守護隊甄選。

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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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骨頭將信緊貼胸口，抬頭看向窗外的無垠蒼穹。

「我要加入宇宙廉潔守護的隊伍，和偉大的金之聖術師

艾坎塔夫並肩作戰！」

微風吹起魚骨頭的髮絲，在未來的某一天，當他成為廉

潔守護隊指揮官的時候，他會想起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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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賽薩瓦拉為了要治療眼疾、繼續繪畫工作，接受不明男子的私

人委託並收下他所贈送之藥水，你覺得對嗎？除此之外，他還可以

怎麼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中的不明男子假裝成失去兒子的傷心父親，妻子因太想念兒子

而生病了，希望賽薩瓦拉可以幫忙畫一張兒子的聖圖，以重獲天倫

之樂；賽薩瓦拉未能察覺男子的真實身分，也認為這是在幫助男子

而答應，差點犯下大錯。請問如果你是賽薩瓦拉，你會答應不明男

子的請求嗎？假設不明男子真的是一位失去兒子的傷心父親，又或

是一位相交多年的至親好友，你又會怎麼做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



 故事中魚骨頭依賽薩瓦拉指示寫信至聖城，坦承賽薩瓦拉所犯的錯

誤，並為賽薩瓦拉求情，希望女王可以從輕發落。你們是否聽過我

國刑法有「自首得減輕其刑」之規定？

● 自首得減輕其刑，係出自於刑法第 62 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

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依

立法理由其用意是兼具獎勵行為人知過悔改，並及早釐清事實真

相、減輕搜查成本，賦予裁判者得視得具體情況決定，減輕犯罪

人之刑期等。

● 自首：係犯罪人在偵查機關還不知道本案犯罪之前，向檢察官、

警察等具偵查權之人說出自己的犯罪事實，且願意接受法院的裁

判。例如車禍發生時，第一時間打電話向警察報告，且在現場等

候警察及接受法院審判。( 資料來源：司法院判決書用語辭典

https://terms.judicial.gov.tw/TermContent.aspx?TRMTERM=%e8%87%aa%e9%a

6%96&SYS=M)

● 減輕其刑：規定於刑法第 66、67 條：「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

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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