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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角色 

  珍平公主：天朝永隆皇帝的小女兒 

   小福子：苦命小太監 

   薩奇萊：他里霧族沙琪瑪社青年 

   泰依絲：他里霧族沙琪瑪社少女 

  瑪瑪繆以：他里霧族琪瑪社長老 

   游依否：深居山林裡的他里霧族巫女 

   賈必丹：海盜集團船老大 

   伊萬里：侯賽利國王子 

   人 眾：一群跟著「話休」的路人甲乙丙 

 

  

故事概要 

  天朝永隆年間，西洋侯賽利國王子伊萬里率領船艦，滿載聘禮到天京將珍平公主娶回，不料迎親

船隊卻在黑水溝遭颱風吹散。珍平公主與小福子被沖進大員灣，幸得他里霧族沙琪瑪社的青年薩奇萊

搭救上岸。 

  此時部落裡正舉行著三天三夜的祭典，祈求「飛舞的寶石」能夠大豐收。原來他里霧族遭受海盜

賈必丹的威脅，每年必須捕捉一萬隻「飛舞的寶石」給賈必丹，但是因為長期過度捕獵，今年連一隻

「飛舞的寶石」都沒看到。三天後交貨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交不出貨來，沙琪瑪社最擅長編織的少

女－泰依絲－就要嫁給賈必丹！泰依絲是薩奇萊的初戀情人，因此薩奇萊對這件事非常的難過。珍平

公主聽聞此事，決心幫助薩奇萊和泰依絲！ 

  部落裡的長老告訴薩奇萊，在他里霧族聖山的深處，有一個蝴蝶谷，所有的蝴蝶都是從那裡飛出

來的，到了蝴蝶谷，或許就可以找到一萬隻「飛舞的寶石」。於是，珍平公主與小福子陪著薩奇萊，

一同踏上尋找蝴蝶谷的冒險之旅。 

  幾經波哲，一行人終於來到蝴蝶谷，卻連一隻蝴蝶都沒看到，更別說是「飛舞的寶石」了！這時

蝶谷精靈拿著一顆閃爍著金光的蝶蛹，出現在眾人面前。薩奇萊懇求蝶谷精靈想想辦法，蝶谷精靈表

示，如果有人願意吞下金蝶蛹，就可以幻化成一萬隻「飛舞的寶石」……。但是，誰要犧牲呢？是薩

奇萊？或是珍平公主？還是小福子？ 

 

 

 

 

 

 

 

 



 

 

第一話 公主和親 海疆結良緣 

                                                    

珍 平：他愛我？他不愛我？ 

    他愛我？他不愛我……？ 

 

（御花園裡，珍平公主高興得跳了起來） 

珍 平：他愛我！！！ 

    啊，我就知道，他不會辜負我的一片真心！ 

 

（小福子來公主背後，輕咳了兩聲） 

小福子：咳咳……。 

 

（珍平以為是朝思暮想的伊萬里王子，興奮得轉過身來，卻發現只是小福子） 

珍 平：伊萬里，你終於來了！ 

小福子：哈哈哈，公主啊，是我小福子啦！ 

珍 平：小……小福子，怎麼又是你啊……？ 

小福子：公主啊，在想念王子了吼？ 

珍 平：誰？誰啊？你……你別亂說喔！ 

小福子：唉唷，公主，哩賣擱ㄍㄟ\啊啦！ 

    整座御花園裡的花，都知道妳在想念侯賽利國的伊萬里王子。 

珍 平：小福子！ 

小福子：啊我說的是實話啊。 

    算一算，我們回到天京也快一年了，這伊萬里王子，怎麼還沒來提親啊？ 

珍 平：他會不會不來了？還是已經在路上了？還是被什麼事情給耽擱了？ 

 

（小福子悠悠地唱起了《望春風》） 

小福子：獨夜無伴守燈下，清風對面吹、ㄝㄝㄝ～ 

珍 平：小福子！ 

 

（這時，前朝傳來丹墀大樂之聲） 

小福子：公主你聽，皇上正在召見大臣。 

珍 平：小福子！快！ 

小福子：是，公主！小的這就給您上金鑾殿探個信去！ 

 

（金鑾殿上，站著伊萬里王子，大太監正在宣讀聖旨，小福子躲在殿門外偷聽） 

大太監：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我朝開元，濟弱扶傾，友愛鄰邦。 

    今，西洋侯賽利國，來朝提親，特著珍平公主，出嫁侯賽利長王子。欽此！ 

伊萬里：感謝天朝與我邦互結同盟。我侯賽利，定不辜負皇帝與公主厚待！ 

 

（此時，一隻蟑螂在殿外飛舞） 



 

 

小福子：啊，有小強，救人喔……！ 

大太監：殿外是誰！如此大膽！ 

小福子：啟奏萬歲。小…小的是御花園灑掃太監……。 

皇 帝：你是小福子吧？ 

小福子：啟奏萬歲。小的正是小福子。 

皇 帝：小福子護主有功，你就跟著珍平去侯賽利吧！ 

小福子：謝主隆恩。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第二話 險遇颱風 吹散比翼鳥 

祭 司：願天妃娘娘保佑我天朝和親船隊，一路平安！ 

    開船！（只需要聲音） 

兵 眾：開船！（只需要聲音） 

 

（鳳儀號上，珍平與小幅子在甲板上散步……） 

小福子：公主妳看，這海上平靜無波，萬里無雲，真是出航的好日子啊！ 

珍 平：是啊……。（公主心不在焉的玩著手上的香墜） 

小福子：公主妳看，天上有一群野雁飛過！（阿…阿…阿…） 

珍 平：是啊……。（公主心不在焉的玩著手上的香墜） 

小福子：公主，還不能跟伊萬里王子見面，妳一定很難過吧？ 

珍 平：是啊……。 

小福子：猴～，我就知道！ 

珍 平：小…小福子，你在亂說什麼啦！ 

小福子：哈哈哈，好啦，看你這樣心不在焉的，跟妳開個玩笑囉！ 

    公主啊，你手上拿的是麼新鮮玩意兒啊？這～麼香！  

珍 平：這可是件稀世珍寶呢，是伊萬里王子給我的侯賽利香墜！ 

小福子：哇，這麼稀罕啊！ 

珍 平：要聽我就講給你知：這墜子，是真臘國的能工巧匠，用生金子一刀一刀鏤刻而成；裡面裝的 

    香料，則是暹羅國的宮廷術士，蒐集了西洋三十二國的一百零八種香草，經過七七四十九天 

    以大火、小火、文火、武火來回交替精心焙製而成。 

小福子：哇，這麼厲害啊！ 

珍 平：這香墜，不但可以趨吉避凶，還是我們的定情物呢……。 

小福子：噁，我快吐了……。 

 

（此時，一陣晴天霹靂……） 

兵 眾：啟秉公主，駙馬寶船來報，前方海面似有風雨，請公主即刻進艙，以策安全。 

    （只需要聲音） 

小福子：公主，快請進艙吧。 

珍 平：希望一切平安。 

小福子：公主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又一陣晴天霹靂，海面開始狂風大作，鳳儀號與駙馬寶船被沖散了……） 

兵 眾：不好啦！不好啦！ 

    啟秉公主，鳳儀號與駙馬寶船被狂風巨浪給沖散，已經嚴重偏離航道！ 

    隨時會觸礁擱淺！請公主抓穩了！（只需要聲音） 

小福子：公主請抓緊啊！ 

 

（又一陣晴天霹靂，鳳儀號被沖向無盡的汪洋……） 

 

（雨過天晴） 

（浪花輕拂海岸，珍平與小福子躺在沙灘上……） 

薩奇萊：歐以……歐以……。 

 

（小福子驚醒，跳起來保護公主……） 

小福子：你……你想要做什麼！ 

 

（薩奇萊後退，蹲下……） 

薩奇萊：薩奇萊，朋友。 

小福子：你……你想要做什麼！ 

 

（珍平漸漸清醒……） 

珍 平：小……小福子。 

小福子：公……公主，妳醒了！妳沒事吧！ 

薩奇萊：薩奇萊，朋友。 

珍 平：他……是誰？我們在哪裡？ 

小福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薩奇萊：薩奇萊，朋友，可以幫妳們。 

 

（小福子扶著珍平站了起來……） 

珍 平：你叫薩奇萊？  

薩奇萊：是，薩奇萊。 

珍 平：這是哪裡？ 

薩奇萊：大員灣，沙琪瑪社。妳們是？ 

小福子：你……你放尊重一點喔！她可是堂堂天朝永隆皇帝的小女兒珍平公主是也！還不快跪下！ 

珍 平：小福子，不得無理！ 

    我叫珍平。這位是小福子。 

薩奇萊：看來，你們需要幫忙。跟我回部落吧，那裡比較安全。 

珍 平：那就先謝謝你了，薩奇萊！ 

 

第三話 流落大員 聽聞蝴蝶劫 



 

 

（一行人回到沙琪瑪社，部落中正在舉行祈福儀式……） 

（泰依絲站在廣場中間，唱著神聖的歌謠……） 

 

小福子：哇賽，公主！這裡在辦趴踢耶！是誰生日呀？！ 

    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蛋糕？蛋糕在哪裡？ 

珍 平：小福子別胡鬧了！ 

    薩奇萊，部落的氣氛好凝重喔。 

薩奇萊：「隊蒐叟，幾，嘎就」。 

珍、福：蛤，哩攻下？ 

薩奇萊：我們正在祈求「隊蒐叟，幾，嘎就」的出現。 

珍、福：「隊蒐叟，幾，嘎就」？是什麼啊？ 

薩奇萊：……就是祂。 

 

（薩奇萊拿出一隻珠光閃爍的鳳蝶） 

珍、福：哇～好美的蝴蝶唷！ 

薩奇萊：祂就是「隊蒐叟，幾，嘎就」。意思是「飛舞的寶石」。 

珍、福：「飛舞的寶石」？！ 

 

（眾人來到廣場中央，與泰依絲見面） 

薩奇萊：泰依絲，妳的歌聲真是動人，希望能夠永遠聽著妳的歌聲入睡！ 

小福子：噁，我快吐了……。 

泰依絲：薩奇萊，有找到「隊蒐叟，幾，嘎就」了嗎？ 

薩奇萊：還是沒有……。 

泰依絲：這可怎麼辦才好？ 

珍 平：請……問一下，為什麼要找到「隊蒐叟，幾，嘎就」？ 

泰依絲：薩奇萊，她們是……？ 

薩奇萊：喔，他們是我在北灘遇見的朋友。 

珍 平：我叫珍平。這位是小福子。 

泰依絲：我叫泰依絲。 

薩奇萊：泰依絲是我們沙琪瑪社最優秀的織女， 

 

（眾人突然大叫……） 

人 眾：不好啦！不好啦！是賈必丹和他的海盜們！（只需要聲音） 

 

賈必丹：薩奇萊小子！說好的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都準備好了嗎？ 

薩奇萊：還……沒有。 

賈必丹：蝦密！還沒有！ 

泰依絲：賈必丹，你已經捉走了成千上萬隻的「隊蒐叟，幾，嘎就」。 

    看看你的四周，連一隻蝴蝶也沒有了！ 

賈必丹：泰依絲，喔，我美麗的織女，如果交不出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妳，就準備當我的 



 

 

    新娘吧！阿哈哈哈！ 

薩奇萊：賈必丹，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了！蝴蝶都因為你的貪婪而消失無蹤了！ 

泰依絲：我是不會嫁給你的，賈必丹！ 

賈必丹：嫁不嫁也由不得妳，泰依絲！ 

    薩奇萊小子你給我聽好了，我再給你們三天的時間！ 

    三天後，如果還交不出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就得把泰依絲嫁給我做壓船夫人！ 

    再不然，我就放火燒了整個沙琪瑪社！ 

珍 平：你這人怎麼這麼不講理啊？！ 

小福子：對啊對啊，都跟你說抓不到「隊蒐叟，幾，嘎就」了，還這樣逼人！ 

賈必丹：講理？要是能講理，我就不叫海盜頭子賈必丹！ 

眾海盜：賈必丹！賈必丹！賈必丹！ 

賈必丹：薩奇萊，三天！三天是我慈悲的極限！ 

    如果交不出「隊蒐叟，幾，嘎就」，那就把泰依絲交給我吧！ 

眾海盜：泰依絲！泰依絲！泰依絲！ 

賈必丹：大寶！二寶！ 

眾海盜：在！ 

賈必丹：我們走！ 

眾海盜：是！ 

 

（賈必丹帶著眾海盜離開） 

珍 平：薩奇萊，你真的要讓泰依絲嫁給那個賈必丹？ 

薩奇萊：我……。就算用盡我最後的一口力氣，也要保護泰依絲和沙琪瑪社！ 

 

（沙琪瑪社長老馬馬謬以來到眾人面前……） 

瑪瑪謬以：游依否……，游依否……。 

小福子：啊～！裡洗向？！ 

泰依絲：他叫瑪瑪謬以，是我們沙琪瑪社的長老。 

瑪瑪謬以：他里霧族古老的傳說中，「游依否」是蝴蝶的守護巫女。 

眾 人：巫女？！ 

瑪瑪謬以：找到她，或許就可以找到「隊蒐叟，幾，嘎就」！ 

薩奇萊：瑪瑪謬以，「游依否」在哪裡？！ 

瑪瑪謬以：在深邃的幽谷裡，野百合盛開，那裡是蝴蝶的故鄉。 

珍 平：事不宜遲！薩奇萊，我們這就出發吧！ 

小福子：公主啊，妳會不會太熱血了啊？ 

珍 平：我最討厭像賈必丹這樣的惡霸！ 

 

（瑪瑪謬以聞到珍平身上的奇香……） 

瑪瑪謬以：這是什麼香氣？ 

（大家一起聞……） 

眾 人：嗯～，好香喔！ 



 

 

珍 平：這是侯賽利香墜。 

瑪瑪謬以：這個香氣，「游依否」會喜歡。 

珍 平：薩奇萊，我們快出發吧！ 

薩奇萊：好！眾人聽好了！ 

眾 人：是！（只需要聲音）  

薩奇萊：泰依絲留在部落裡帶著大家繼續祈福！ 

眾 人：是！（只需要聲音） 

薩奇萊：珍平，就拜託妳跟我一起去幽谷找「游依否」。 

 

（小福子慢慢退出人群，想要開溜……） 

珍 平：那有什麼問題！小福子！ 

小福子：什…什…什麼？！小的在！ 

珍 平：咱們走！ 

小福子：遵命，公主……。 

 

 

第四話 深入幽谷 尋找游依否 

（薩奇萊、珍平、小福子一行人經過森林） 

珍 平：泰依絲的手真巧，我這身他里霧族的服裝，都是她親手縫製的！ 

小福子：這衣服穿起來真舒服，不只透氣，還很寬鬆呢！ 

薩奇萊：真高興你們穿得習慣。 

 

（一行人渡過野溪，一條櫻花鉤吻鮭一躍而起） 

珍 平：好清澈的溪水啊！你們看，有魚耶！ 

薩奇萊：大員灣是個好地方，可惜單靠我們的力量，趕不走賈必丹。 

小福子：大員灣確實是個好地方，看到你們的族人能歌善舞，如果沒有賈必丹的欺壓，大家一定可以 

    過得很幸福！ 

珍 平：小福子很羨慕吼～ 

小福子：如果能留下來，那該多好…… 

 

（一行人來到崖邊） 

 

薩奇萊：就是這裡了。 

    瑪瑪謬以說的蝴蝶幽谷應該就在這個山崖下。 

珍 平：那我們快點下去吧！ 

小福子：公主啊，妳真的都沒在怕的耶！ 

珍 平：現在不是婆婆媽媽的時候！下去吧！ 

（一行人爬下山谷，見到一個洞穴） 

薩奇萊：游依否，他里霧偉大的蝴蝶神女！ 

珍 平：游依否，請幫助他里霧的族人！ 



 

 

 

  

（游依否緩緩走出洞穴……） 

小福子：哎唷喂呀！這個老太婆是誰啊！ 

薩奇萊：游依否，偉大的游依否！ 

    我們想要請您幫我們找到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 

游依否：「隊蒐叟，幾，嘎就」。 

珍小薩：對，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 

 

（游依否靈敏地嗅著空氣中的香味，來到珍平身邊……） 

游依否：「隊蒐叟，幾，嘎就」。 

珍 平：我不是「隊蒐叟，幾，嘎就」。 

小福子：公主啊，她到底懂不懂我們的意思啊？ 

薩奇萊：游依否，我們是來請您…… 

 

（游依否對著珍平大叫一聲……） 

游依否：「隊蒐叟，幾，嘎就」！我需要這個香墜，給我！ 

小福子：這個香墜是公主的定情物，怎麼能隨便給妳？ 

游依否：香墜，給我！ 

小福子：公主，這該怎麼辦才好？ 

珍 平：如果妳要，就拿去吧。可是，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 

 

（珍平將香墜給了游依否，游依否緩緩走入洞穴……） 

薩奇萊：珍平，這香墜對妳非常重要，我們真的還不起！ 

珍 平：我都說要幫你們了，那就好人做到底吧！ 

薩奇萊：希望真的能換來一萬隻「隊蒐叟，幾，嘎就」！ 

 

（游依否緩緩走出洞穴） 

珍小薩：游依否！「隊蒐叟，幾，嘎就」呢？ 

 

（游依否手裡拿出一隻金蝶蛹……） 

珍小薩：金蝶蛹？！ 

小福子：老太婆你在開玩笑吧？！ 

薩奇萊：還沒羽化的蝶蛹……。 

珍 平：還要等蛹化成蝴蝶，這怎麼來得及！ 

薩奇萊：游依否，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游依否拿著金蝶蛹） 

游依否：吞下去，吞下去……。 

珍小薩：什麼？！吞下去？！ 



 

 

游依否：真誠的心，願望就會實現。 

珍小薩：什麼？！  

 

（游依否緩緩回到洞穴中） 

小福子：這老太婆是不是有病啊，竟然叫我們吃蝶蛹？ 

    還只給一個？我們有三個人耶，根本不夠吃！ 

珍 平：薩奇萊，你懂這句話的意思嗎？「真誠的心，願望就會實現。」 

薩奇萊：在他里霧族的神話裡，「隊蒐叟，幾，嘎就」就是一名癡情少女，吃下了閃爍的黑曜石所幻 

    化而成的。 

珍 平：所以，真的要把金蝶蛹吞下去……？ 

薩奇萊：看來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吞！ 

珍 平：可是泰依絲怎麼辦？她還在部落裡等你回去耶！ 

薩奇萊：我這麼做，泰依絲就不用嫁給賈必丹了……。 

珍 平：可是，她也會失去她最愛的人！ 

薩奇萊：那還有什麼辦法，希望她能找到更愛她的人……。 

珍 平：你願意為她犧牲生命，還有誰會比你更愛她？！ 

 

（一直沉默的小福子大叫一聲） 

小福子：我吃！ 

珍、薩：你說什麼？！ 

小福子：把金蝶蛹給我，我吃！ 

珍 平：小福子……。 

薩奇萊：你們幫我找到游依否，已經夠義氣了，剩下的事就讓我自己來承擔吧！ 

小福子：你們先聽我說。 

    公主金枝玉葉，自然不能這樣犧牲，況且，伊萬里王子一定在到處找妳，等著跟妳團員！ 

    薩奇萊，你和泰依絲兩情相悅，在我們天朝有句話說「有情人終成眷屬」，所以，你也要活 

    著回去部落！ 

珍 平：小福子，你到底想說什麼？ 

小福子：公主、薩奇萊，在這世界上，都有一個愛你們的人，在等著你們，只有我，從小無父無母無 

    依無靠，才會被送進宮當太監……。 

珍 平：小福子…… 

小福子：只有我，無牽無掛！就讓我吞下金蝶蛹吧！ 

珍、薩：小福子……！ 

小福子：你們都不必說了，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小福子轉身進到洞穴裡……） 

小福子：把蝶蛹給我！ 

 

（洞中忽然閃現金光，成千上外隻蝴蝶自洞口飛出……） 

珍 平：薩奇萊，你看！ 



 

 

薩奇萊：「隊蒐叟，幾，嘎就」，「隊蒐叟，幾，嘎就」！ 

珍 平：小福子！我會向父王稟告你的義行的！ 

薩奇萊：他里霧族會永遠感謝你的！ 

 

 

第五話 彩蝶飛舞 送走賈必丹 

（數千隻蝴蝶聚集成一隻超大的彩蝶，飛過沙琪瑪社的上空） 

眾 人：大家快看啊！好大的一隻「隊蒐叟，幾，嘎就」啊！（只有聲音） 

泰依絲：薩奇萊，你們成功了！ 

眾 人：真是太好了！沙琪瑪社得救了！（只有聲音） 

眾 人：你們看！彩蝶往海邊飛去了！（只有聲音） 

泰依絲：這是怎麼一回事？！ 

 

（彩蝶飛向賈必丹的船隊，猛烈的鼓動翅膀） 

海 盜：報告老大，大員灣上空出現了一隻超大的蝴蝶，正朝著我們飛過來啦！（只有聲音） 

賈必丹：蝦密，天底下的怪事還真不少啊！（只有聲音） 

 

（攪動的空氣形成颶風，向賈必丹的船隊吹來） 

海 盜：不好啦不好啦！報告老大，大員灣吹來一陣無名颶風！（只有聲音） 

賈必丹：真的還假的啊！眾海盜聽令！快把船帆都收起來！（只有聲音） 

眾 人：是！（只有聲音） 

海 盜：來不及了啊！已經吹到船邊了啊！（只有聲音） 

眾 人：大家抓緊了！啊～～～！（只有聲音） 

 

（賈必丹的船隊被吹向海面，最後消失在地平線） 

 

（颶風平息） 

眾 人：太好了太好了！賈必丹的船隊被吹向海面，消失無蹤了！（只有聲音） 

 

（薩奇萊與珍平正好回到部落中） 

薩奇萊：泰依絲！ 

泰依絲：薩奇萊，我們真的成功了！ 

薩奇萊：是的，一切都要感謝小福子…… 

泰依絲：小福子怎麼不見了？ 

珍 平：他為大家而犧牲了…… 

薩奇萊：他吞下金蝶蛹。那隻蝴蝶，就是小福子的化身…… 

 

（彩蝶飛向沙琪瑪社） 

眾 人：你們看，彩蝶飛回來了！（只有聲音） 

珍薩泰：蝦密！ 



 

 

 

（彩蝶飛到廣場，化為一團煙霧） 

（煙霧漸漸散去，小福子躺在煙霧中，眾人圍過來） 

珍薩泰：小福子，你沒事吧！ 

珍 平：小福子你還活著，真是太好了！ 

小福子：公主啊，你怎麼哭了？ 

薩奇萊：小福子，你真勇敢！你是沙琪瑪社的大恩人！ 

小福子：賈必丹離開了？ 

泰依絲：是的，他走得很遠很遠，再也不會回來了！ 

小福子：那真是太好了！ 

珍 平：小福子，能有你這樣講義氣的朋友，真是我的福氣！ 

小福子：公主，妳怎麼變得那麼溫柔啊。 

珍 平：在我身邊，你永遠只能是個太監。所以，如果你願意，你就留在大員灣吧，自由自在地過生 

    活，不用再對人鞠躬哈腰了！ 

小福子：公主，妳是認真的？ 

珍 平：你覺得我像在開玩笑嗎？ 

小福子：嗯，看不出來，因為妳是皮影戲偶。 

珍 平：小福子！ 

泰依絲：小福子，你就留在我們沙琪瑪社吧，讓我們好好的報答你！ 

小福子：公主、泰依絲，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妳說謝謝！ 

珍薩泰：小福子，該謝你的人是我們！ 

眾 人：謝謝小福子的救命之恩！謝謝！ 

 

 

第六話 破鏡重圓 再續連理情 

（大員灣北灘） 

伊萬里：感謝薩奇萊、泰依絲，及他里霧族的各位朋友！ 

泰依絲：我們才要好好謝謝珍平公主與小福子！ 

薩奇萊：這是樟腦二百斤、小米酒二百罈，做為給王子與公主的謝禮！ 

伊萬里：薩奇萊你太客氣了！ 

小福子：公主，小福子不在妳身邊了，妳可要好好照顧自己喔。 

珍 平：小福子，你放心留在這裡吧，不用為我擔心啦～ 

小福子：伊萬里王子，要是我們公主受了委屈，我一定會帶著他里霧族的勇士衝到侯賽利找你！ 

伊萬里：呵呵，這個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照顧珍平的！ 

薩奇萊：趁著天氣清朗，請王子與公主趕緊啟程吧。 

伊萬里：各位保重了！開船！ 

兵 眾：開船！（只需要聲音） 

 

（艦隊駛向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