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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黨企圖奪取地球，對地球的人類、生態進行破壞，也奪取地球上的重要資源。

國際科學研究所的南宮博士，為了遏止惡魔黨的野心，培訓了五位青年鬥士，分

別是鐵雄、大明、珍珍、阿丁和阿龍，組成了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的任務，

就是調查惡魔黨的陰謀，打擊他們破壞地球和平的計畫。  

 

  科學小飛俠受過嚴格的訓練，體格強壯、堅忍能力超越一般人，能夠近身進

行肉搏戰，也能使用武器配備打擊敵人鐵獸，必要時會使出合技－科學龍捲風，

用於攻擊大量敵人和逃脫；身上穿著特殊設計的火鳥裝，能夠耐住高壓、高熱，

也能夠防彈、防寒，羽毛披風可以讓他們在天空飛翔。  

 

  主要交通工具是鳳凰號、新鳳凰號、旋風斯巴達，也各自有座機，能夠分頭

進行任務。鳳凰號和新鳳凰號配有的神鳥飛彈，也可使出科學秘招火鳥功；旋風

斯巴達則是能使出雷電閃光。  

 

《《《《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人物介紹》》》》 

Ｇ－１號鐵雄： 

  空中大鯊魚隊長的兒子，離別父親、母親去世後成為孤兒。平時職業是試飛

員。  

  武器為鳥形迴力標（科學小飛俠）、圓盤飛鏢（旋風小飛俠）、旋風無敵劍（旋

風斯巴達）；座機是Ｇ－１號戰鬥機（科學小飛俠）、Ｇ－１老鷹戰鬥機（旋風小

飛俠）、旋風Ｇ－１號（旋風斯巴達）。  

 

  出任務時，指揮全隊的行動，經常單槍匹馬擔任前鋒攻擊敵人。旋風斯巴達

時期，負責執行大絕招－雷電閃光。  

 

（鐵雄是個帥到不行的英雄人物喔！小時候就挺喜歡他的，長大後再來重新看這

部卡通，更是愛鐵雄愛到不可自拔。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標準俊男長相，

不但勇武過人，也頗有智慧，正好符合我的擇偶條件，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

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眾。）  

 

Ｇ－２號大明：  

  父母親均為惡魔黨隊員，因企圖逃亡而遭惡魔黨殺害。平時職業是賽車手。     

  武器為羽毛飛鏢（科學小飛俠、旋風小飛俠）、銀月槍（科學小飛俠）、金屬



羽毛標（旋風斯巴達）；座機是Ｇ－２號賽車（科學小飛俠），Ｇ－２號禿鷹飛車

（旋風小飛俠）、旋風Ｇ－２號（旋風斯巴達）。  

    

  射擊技術優秀，戰鬥時負責發射神鳥飛彈。旋風小飛俠時期，已經成為再造

人身（半肉身半機器身），必要時成為肉墊，也會進入有輻射、高熱等危險環境

中執行任務。  

 

（很多時候大明的表現實在很令我震撼和感動，大明真的很勇敢，也挺帥氣的，

亦正亦邪很吸引人，但是我太愛鐵雄的光明正向，所以就沒對大明動心了～說真

的，鐵雄跟珍珍如果是一對，大明一定是鐵雄最強的情敵！）  

 

Ｇ－３號珍珍：  

  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孤兒，故事中似乎沒怎麼交代她的身世。平時經營Ｊ餐

館。  

  武器為溜溜球（科學小飛俠）、曙光彩帶（旋風小飛俠）、光之波臂環（旋風

斯巴達）；座機是Ｇ－３號摩托車（科學小飛俠）、Ｇ－３號天鵝摩拖車（旋風小

飛俠）、旋風Ｇ－３號（旋風斯巴達）。    

 

  科學小飛俠中唯一的女成員，勇氣智慧不輸他人，多次獨鬥惡魔黨眾隊員；

專長是裝設炸彈與破壞敵人機械獸機能。  

 

（珍珍是個很夢幻的角色，文武雙全就如同寶貝王爺貴千金中的楊貴如，但是她

又不像楊貴如那麼剛強，她是溫柔體貼的，像她這樣的奇女子，不管走到哪裡，

肯定都是人見人愛的！我想也只有她才配得上鐵雄。）  

 

Ｇ－４號阿丁：  

  疑似朱比特山依賀忍者頭目的兒子，成為孤兒後與珍珍相依為命，一同經營

Ｊ餐館，擔任服務生兼廚師。  

  武器為敲敲球（科學小飛俠）、迴力球（旋風小飛俠）、陀螺（旋風斯巴達）；

座機是Ｇ－４號坦克車（科學小飛俠）、Ｇ－４號飛燕直升機（旋風小飛俠）、旋

風Ｇ－４號（旋風斯巴達）。  

 

  科學小飛俠成員中年紀最小的，但是時常有突出表現。  

（是個重感情的可愛小孩子，有時候他和珍珍鬥嘴像是姐弟，有時候依賴珍珍卻

又像是母子，感情這麼好，令人很羨慕呀！）  

 

Ｇ－５號阿龍：  

  漁夫之子，從小接觸海洋，擅長海戰。  



  武器為銀月槍（科學小飛俠），但很少用到、黏膠棒（旋風小飛俠）、流星槌

（旋風斯巴達）；座機是Ｇ－５號鳳凰號主體（科學小飛俠）、Ｇ－５號貓頭鷹坦

克（旋風小飛俠）、旋風Ｇ－５號（旋風斯巴達）。  

 

  擔任正駕駛員，常執行待命任務。  

（科學小飛俠成員中，唯一還有家人的人，卻也因為如此，有時會家人與任務無

法顧及周全，但是一切的為難都自己默默承受，阿龍也是個不錯的好人呦～有時

候和小弟弟阿丁互鬧笑話，增添趣味，是整個故事不可或缺的角色喔。） 

 

 

《劇情介紹》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一集第一集第一集第一集    科學小飛俠對惡魔黨科學小飛俠對惡魔黨科學小飛俠對惡魔黨科學小飛俠對惡魔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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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甲怪獸出現，攻擊鈾元素工廠，偷取鈾元素。（鐵甲怪獸是一隻像是鱉的機械

獸）  

國際科學研究所會議上，南宮博士提出鈾元素是被惡魔黨偷取的，引起眾人議

論。（南宮博士是科學小飛俠之父，科學小飛俠由他組成及訓練，他也是個非常

傑出的科學家）  

 

南宮博士命令鐵雄，集合科學小飛俠出動！  

 

任務中，珍珍開鐵雄的玩笑。（一開場就打情罵俏，曖昧指數６０％）  

大明想要攻擊鐵甲怪獸，因此和鐵雄意見不和，起了爭執。  

 

鐵甲怪獸飛到城市裡，即將攻擊無辜的市民。  

 

珍珍爭取和鐵雄一起出任務，被阿丁取笑。（也許正如阿丁所說，珍珍是想要盯

緊鐵雄吧！）  

 

鐵雄和珍珍潛入鐵甲怪獸中，鐵雄說要與珍珍生死與共。（曖昧指數９０％！！）  

珍珍成功破壞鐵甲怪獸殺人光線的線路。  

 

鐵雄和珍珍接應鳳凰號進入鐵甲怪獸中，並使用五人龍捲風打退惡魔黨。  

鐵甲怪獸將要爆炸，鳳凰號的機翼卻被夾住了。危急中，鐵雄提議要發動火鳥功。  

 

鳳凰號使出火鳥功，順利逃生。鐵甲怪獸炸毀，墜落海底。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第二集    航空母艦怪物出現了航空母艦怪物出現了航空母艦怪物出現了航空母艦怪物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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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飛行員不明失蹤，袖珍探測器被強奪，南宮博士命令科學小飛俠去尋找。  

惡魔黨偷取袖珍探測裝置，是為了想要佔有世界上所有的能源。  

 

鳳凰號在海中探查時，被旋窩困住，鐵雄想出逃脫的方法。  

科學小飛俠發現惡魔黨的海底航空母艦。  

 

鐵雄獨自潛入航空母艦中，探查兩名飛行員的下落。  

鐵雄被惡魔黨發現。  

 

鐵雄獨自應付惡魔黨的攻擊，將惡魔黨一一打倒。（真的超帥的！！不愧是我最

崇拜的鐵雄～）  

 

為了兩名飛行員，鐵雄成為惡魔黨的人質。  

阿丁隨後跟上，救了鐵雄。  

 

鐵雄和阿丁成功取回袖珍探測器，並且破壞了航空母艦的電腦系統。  

鐵雄和阿丁逃出來後，航空母艦就爆炸了。  

 

鳳凰號發動火鳥功，熔毀將攻擊鳳凰號的鐵甲獸王（鐵甲獸王就是第一集那隻鐵

甲怪獸的頭部）。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第三集    呼風喚雨的木乃伊巨人呼風喚雨的木乃伊巨人呼風喚雨的木乃伊巨人呼風喚雨的木乃伊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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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在空中被烏雲困住，遇見了白色物體，然後便失去聯絡。  

南宮博士派鐵雄去調查不明的白色物體。  

 

鐵雄在機場認識了失事飛機機長的弟弟和兒子，崔漢生博士和小強。  

鐵雄在空中遭到巨大木乃伊的攻擊，靠著高超的飛行技術逃脫。  

 

南宮博士告訴鐵雄，巨大木乃伊是利用炳元素三號驅動的，要用鉀七十六來對抗。  

因為飛機失事而失蹤的機長，又再出現，引起鐵雄和崔漢生博士的懷疑。  

 

冒充機長的大頭目，偷取鉀七十六時，被崔漢生博士發現。  

大頭目利用小強威脅崔漢生博士，鐵雄出面阻止，小強因此誤會，讓大頭目有機



會逃走。  

 

崔漢生博士把鉀七十六交給了鐵雄。  

 

巨大木乃伊出現在機場，南宮博士命令鐵雄出動鳳凰號。  

 

鐵雄把鉀七十六裝進迴旋標，擊中巨怪木乃伊，讓它崩落分解。  

偽 

裝機長的大頭目逃走，小強傷心又憤怒。鐵雄卻十分同情小強，因為兩人有一樣

的遭遇。（我一直不喜歡小強這個孩子，因為他每次看到鐵雄都對鐵雄很不友善，

又打又罵的...）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四集第四集第四集第四集    對鐵獸蜈蚣的復仇對鐵獸蜈蚣的復仇對鐵獸蜈蚣的復仇對鐵獸蜈蚣的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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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獸大蜈蚣出現，偷取地下資源、破壞建設。  

南宮博士派鐵雄去調查地下資源被偷，還有不明地震的原因。  

 

鐵雄前往拜訪地震研究所的所長，所長說地震或許是因為不明物體引起的。  

 

突然發生地震，所長掉落地縫中，鐵雄無法將他救起，感到深深的自責。  

鐵雄拜託珍珍照顧所長的女兒阿美。（這算是鐵雄第一個桃花嗎？）  

 

鐵雄發現鐵獸大蜈蚣在地底下出沒。  

惡魔黨發射火箭攻擊鐵雄，讓鐵雄的飛機受到損害。  

 

鐵雄在危急時變身，對抗鐵獸大蜈蚣，卻讓它鑽地逃走。  

鐵獸大蜈蚣再度出現，進行破壞。  

 

鳳凰號出動，鐵雄讓阿美也跟來。（阿美可是第一個不是以科學小飛俠身分登上

鳳凰號的人耶，好羨慕她！）  

 

鐵雄不顧南宮博士反對，讓阿美按下神鳥飛彈發射鈕，炸毀了鐵獸大蜈蚣。（阿

美還發射了由史以來第一發神鳥飛彈！！）  

 

南宮博士原諒了違抗命令的鐵雄，讓他繼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五集第五集第五集第五集    地獄的幽靈艦隊地獄的幽靈艦隊地獄的幽靈艦隊地獄的幽靈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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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艦隊在海底墓場攻擊海上船隻，讓五艘船隻不明失蹤。  

是惡魔黨企圖征服海洋，才派出幽靈艦隊。  

 

在島上待命的科學小飛俠，發現海底油田漏油了。  

海底油田遭到惡魔黨的攻擊。  

 

南宮博士緊急命令科學小飛俠立刻出動。  

科學小飛俠發現海底墓場，大明察覺其中可疑之處，鐵雄決定詳細調查。  

 

鳳凰號闖進一片會轉動的濃霧中，發現了幽靈戰艦。  

鳳凰號受到幽靈戰艦的攻擊。  

 

大明在南宮博士的允許下，發射神鳥飛彈，攻擊濃霧散發機器和幽靈艦隊。  

幽靈艦隊全數炸毀後，海上飛出大量幽浮，大明繼續用神鳥飛彈攻擊，卻把飛彈

用盡。（大明真的有這麼想要發射飛彈嗎？狂按發射鈕...）  

 

危急時，空中大鯊魚出現，炸毀所有的幽浮。（空中大鯊魚是一個三人組織，有

三架紅色鯊魚造型的飛機，飛行技術一流，發射飛彈是毫無虛發。）  

 

空中大鯊魚擊敗敵人，保全了美麗的海洋，卻讓鐵雄有所疑慮，到底是敵是友？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六集第六集第六集第六集    迷你機器人大作戰迷你機器人大作戰迷你機器人大作戰迷你機器人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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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黨利用機械小金剛，偷走了世界銀行中的金塊。  

南宮博士命令科學小飛俠，到克蘭斯島調查，把被偷的金塊奪回來。  

 

鐵雄、珍珍和阿丁到島上搜查，按照計畫被惡魔黨抓走，做進一步調查。  

大明請求攻擊，卻被南宮博士拒絕，氣憤時對阿龍發脾氣。（大明真的好兇喔...

脾氣火爆！！）  

 

惡魔黨發現鳳凰號，決定要發射飛彈。  

大明獨自到島上查探，發現惡魔黨飛彈對準了鳳凰號，呼叫阿龍快點逃走。  

 

惡魔黨想用瓦斯毒死鐵雄、珍珍和阿丁，三人變身逃走，引起惡魔黨基地警戒追



擊。  

大明趁著惡魔黨基地混亂，找到了被偷走的金塊，用假金塊來掉包。  

 

在與惡魔黨周旋時，珍珍不小心被擊中跌倒，鐵雄立刻保護關心。（曖昧指數８

０％，鐵雄只顧著珍珍，毫不在乎阿丁耶...阿丁總是當電燈泡！？）  

 

大明通知鐵雄，任務已經完成。鐵雄、珍珍、阿丁使出三人龍捲風逃走。  

發現惡魔黨的潛水艇，大明不顧鐵雄阻止，發射了神鳥飛彈。  

 

大頭目命令小金鋼按下爆炸鈕，處死任務失敗的隊長，隨後基地也爆炸了。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七集第七集第七集第七集    惡魔黨的航空秀惡魔黨的航空秀惡魔黨的航空秀惡魔黨的航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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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雄擔任新飛機的試飛員，半途遭到鋼鐵怪人擊落。  

鋼鐵怪人破壞機場和飛機，所有人倉皇而逃。  

 

鐵雄請求立刻出動鳳凰號，前往調查鋼鐵怪人的行蹤。  

不但神鳥飛彈對付不了鋼鐵怪人，鳳凰號機尾也被鋼鐵怪人的鋼鞭打傷。  

南宮博士研究證實鋼鞭是用威士鋼製作，命令科學小飛俠前往破壞惡魔黨威士鋼

工廠。  

 

科學小飛俠發現惡魔黨工廠，鳳凰號假裝被擊落，鐵雄、大明、珍珍和阿丁趁機

混入工廠中。  

 

鐵雄和珍珍同一組，去找電腦系統；大明和阿丁一組，去破壞原子爐。  

大明和阿丁正要破壞原子爐的時候，被大頭目發現了。  

 

鐵雄和珍珍也被發現，遭到攻擊，使出雙人龍捲風，破壞電腦並且順利逃走。  

大頭目發現電腦被破壞，亂了陣腳，大明和阿丁趁機攻擊，卻讓大頭目逃走了。  

 

大明和阿丁破壞了原子爐，讓對付鐵雄和珍珍的大頭目倉皇而逃。  

 

滾燙的鐵汁流出來，工廠也即將爆炸，鐵雄牽著珍珍的手，順利乘上鳳凰號逃走。

（曖昧指數６０％，鐵雄很喜歡牽珍珍的手耶～）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八集第八集第八集第八集    彎月珊瑚礁的秘密彎月珊瑚礁的秘密彎月珊瑚礁的秘密彎月珊瑚礁的秘密 

可可女王寫於 2010 年 2 月 28 日 14:05 

 

南宮博士計畫在海底建設秘密基地，工作潛艇遭到大海葵攻擊。  

大眾最崇拜科學小飛俠領隊鐵雄，阿丁因為被排到最後，非常不服氣。（鐵雄被

誇獎長得很帥，珍珍被稱讚很漂亮呢！）  

 

南宮博士集合科學小飛俠，去探查祕密基地工作潛艇失蹤的事情。  

鳳凰號在海裡被大海葵追蹤攻擊，放出煙幕逃走。  

 

夜裡，科學小飛俠們在小島上過夜，阿丁立功心切，偷偷離隊。  

經過好幾日，都沒有阿丁的消息，所有人都很擔心他。  

 

阿丁誤打誤撞帶領惡魔黨大頭目到秘密基地地點，自己也被俘虜了。  

大海葵攻擊秘密基地，科學小飛俠來不及阻止。  

 

鐵雄眼看秘密基地被炸毀，發射飛彈攻擊大海葵。（這次鐵雄比大明激動，直接

用拳頭把神鳥飛彈發射鈕的玻璃罩敲破！！其實我覺得那個玻璃罩可以不用

裝，省得麻煩...）  

 

科學小飛俠闖入大海葵中，打倒惡魔黨，卻讓大頭目逃走了。  

 

南宮博士告訴大家，被毀的是偽裝的假基地。  

 

真正的基地已經建設完成，就在彎月珊瑚礁底下。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九集第九集第九集第九集    來自月球的惡魔來自月球的惡魔來自月球的惡魔來自月球的惡魔 

可可女王寫於 2010 年 3 月 1 日 19:02 

 

惡魔黨在月球上挖鑿，造成隕石飛回地球，城市受到嚴重破壞。  

從地球派去調查隕石的宇宙火箭，也都莫名失去通訊。  

 

南宮博士答應鐵雄，出動鳳凰號調查月球隕石和宇宙火箭。  

科學小飛俠在月球發現不明隕石，也看到機器大蠍子變成的大隕石，大明發射飛

彈攻擊。  

 

神鳥飛彈阻止不了機器大蠍子，讓它在地球爆炸，進行破壞。  

鐵雄設法探查出惡魔黨的基地所在。  



科學小飛俠發現了惡魔黨的海底母艦。  

 

鐵雄、大明、珍珍和阿丁潛入海底母艦。  

大明用銀月槍攻擊電腦系統，讓機器大蠍子停止運作。  

 

月球的隕石正往海底母艦掉落，但是卻被困在電腦操控室裡。  

鐵雄讓珍珍在門上裝炸彈，在使出四人龍捲風，順利逃脫。  

 

惡魔黨基地被隕石炸毀，機器大蠍子也被警備隊給擊敗。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十集第十集第十集第十集    地底怪獸大戰爭地底怪獸大戰爭地底怪獸大戰爭地底怪獸大戰爭 

可可女王寫於 2010 年 3 月 2 日 12:30 

 

城市裡發生大停電，交通陷入大混亂。  

發電廠被螞蟻入侵，南宮博士派科學小飛俠出動阻止。  

大明提議水攻，於是發射神鳥飛彈打破堤防，用洪水沖走螞蟻。  

 

科學小飛俠進行事後搜索，珍珍被螞蟻嚇到，抱住了大明。（不知道鐵雄心中有

何感想？會吃醋嗎？）  

 

南宮博士修理好一隻機器螞蟻，科學小飛俠跟蹤它找到惡魔黨基地。  

鐵雄、大明、珍珍、阿丁被抓住，阿丁利用炸藥助大家逃生。  

 

空中大鯊魚用火焰飛彈攻擊入侵城市的大螞蟻。  

阿龍看見鐵獸大螞蟻，救出其他人回到鳳凰號上。  

城市遭到鐵獸大螞蟻破壞。  

 

科學小飛俠用鳳凰號上的太陽能裝置對付鐵獸大螞蟻。  

太陽卻被烏雲遮住，讓鐵獸大螞蟻生出翅膀反攻鳳凰號。  

 

空中大鯊魚出手幫忙，科學小飛俠順利擊敗鐵獸大螞蟻。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十一集第十一集第十一集第十一集    謎樣的紅色衝擊機謎樣的紅色衝擊機謎樣的紅色衝擊機謎樣的紅色衝擊機 

可可女王寫於 2010 年 4 月 3 日 0:05 

 

鐵雄駕駛著飛機在天空飛翔，遇見了空中大鯊魚，自嘆飛行技術不如他。  

南宮博士和鐵雄提起父親的事情，鐵雄好奇空中大鯊魚的身分。  

 



科學小飛俠受命為怪鳥萊鷹號護航。  

南宮博士接到通知，派空中大鯊魚攻擊被惡魔黨劫持的萊鷹號。  

 

鐵雄誤會空中大鯊魚是敵人，駕駛著Ｇ－１號去追擊。  

鳳凰號不知道萊鷹號被劫持，被引到惡魔黨基地。  

空中大鯊魚帶著鐵雄前往救援。  

 

空中大鯊魚和鐵雄在火山中的惡魔黨基地救出了其他隊友，並且及時逃脫。  

強力炸彈發生了大爆炸，萊鷹號和惡魔黨基地都被炸毀了。  

南宮博士告訴科學小飛俠，空中大鯊魚並不是敵人。  

 

珍珍擔心南宮博士怪罪鐵雄為抗命令，替他求情。（珍珍真是太體貼了，處處為

鐵雄著想！）  

 

鐵雄與空中大鯊魚一同在天空飛翔，感情十分融洽。 

 

【【【【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科學小飛俠】】】】第十二集第十二集第十二集第十二集    愛吃的蟑螂怪獸愛吃的蟑螂怪獸愛吃的蟑螂怪獸愛吃的蟑螂怪獸 

可可女王寫於 2010 年 4 月 24 日 16:19 

 

鐵獸大蟑螂出現，吃掉甘蔗作物，全世界已無糖的存量。  

科學小飛俠集合，追蹤鐵獸大蟑螂、找出基地。  

 

鳳凰號受到鐵獸磁力吸引，鐵雄、大明、阿龍趁勢跳入鐵獸中。  

珍珍和阿丁持續放出電波干擾，追蹤著鐵獸。  

 

阿丁取笑珍珍欣賞鐵雄，珍珍認真思考要救出在鐵獸中的三個隊友。  

鐵雄、大明、阿龍在鐵獸中遭到惡魔黨攻擊，境況十分危急。  

 

珍珍和阿丁也闖入鐵獸中，到了控制室，破壞動力電源，救了鐵雄等三人。  

鐵獸也受電源破壞影響，惡魔黨陷入混亂。  

 

鐵雄、大明和阿龍跌入大糖堆中，三人使出龍捲風合技打倒惡魔黨。  

珍珍和阿丁卻在這時候被惡魔黨抓住了，鐵雄、大明很快又救了他們。  

珍珍破壞原子爐裝置，鐵獸就發生爆炸。  

 

鳳凰號險些因爆炸風暴而墜落，幸好及時使出火鳥功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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