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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你畫一棟房子，你會怎麼畫？你會

畫一棟有斜斜屋頂的小木屋？四四方方的整

排公寓？或者你心裡想的是高高的台北  101 大

樓，還是王子、公主住的城堡？

沒錯，在我們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房子，

不但外觀不一樣、建築材料不一樣，內部結

構也不太一樣。不過，它們都有一個相同的

功能和目的，就是提供人類可以保護自己，

又能養育子女、繁衍後代的安全住家。

可是，你想過嗎？我們人類住的房子，是

不是一開始就長得這個樣子？當然不是。這

些房子都是經過漫長的時間，人類用智慧慢

慢變、變、變出來的。

那麼，人類最早的房子長得什麼樣子？人

類是怎麼蓋出這些房子來的？

現在，就聽我們慢慢跟你說人類蓋房子的

故事吧！ 

撰文／方琪　繪圖／陳沛珛　企編／林韻華　版面／愛達綠

變！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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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純禎　繪圖／許書寧　

企編／徐意筑　版面／愛達綠提燈的天使

南丁格爾超級大人物

南丁格爾小檔案

1820年5月12日生

英國人

喜歡語文、數學、

服務人群

　「護士阿姨，我肚子痛！」、「護士阿姨，

我流血了！」當身體有問題，找護士就對了，

他們就像天使般，親切又萬能。可是你知道

嗎？一百多年前，護士在大家心目中，可是

一群粗魯又酗酒的老婦人呢！直到南丁格爾

出現，護士才變成白衣天使，醫院環境也變

得整潔有條理。南丁格爾怎麼這麼厲害？一

起回到十九世紀的歐洲一探究竟吧！

終有一天

大家會明白，

愛心能比野心

征服更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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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威廉，住在英國倫敦。英國就跟台灣

一樣，是海島國家，只是英國在世界的另一

頭，當你吃晚飯時，我們還在吃中飯呢！

英國已經幾千歲了，有最古老的王室，還

有許多有名的古蹟。倫敦是英國的首都，童

話故事中的女王就住在倫敦，還有穿紅衣戴

黑帽、外表威武的禁衛軍，負責保衛王室的

安全。國會大廈旁的大笨鐘，從一百多年

前就準點報時，這個倫敦的聲音已經傳

遍全世界，台灣的下課鐘聲，就來自大

笨鐘喔！

聊天氣、講禮貌

聽說台灣的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英國氣

候也一日數變，所以我們出門習慣帶雨傘，

也最常聊天氣。曾經有位作家散步時，遇到

老先生跟他打招呼：「天氣真好！」這位作家回

答他：「是啊，但過去的兩小時裡，已經有二

十個人跟我這麼說了。」

除了聊天氣之外，我們也注重禮貌，時時

會說「請、謝謝、對不起」。走路時，習慣

讓女士先行；搭車子也會讓女士先上車。大

家都喜歡叫我「小紳士威廉」。　

撰文／徐意筑　繪圖、版面／羅若文　企編／胡純禎

下午茶喝杯

叫我第一名

英國創下好多第一！第一個工業國，

第一個建鐵路和國家博物館，也是第

一個舉辦足球賽的國家⋯⋯倫敦還是

世界上第一個有地鐵的城市！

來

 
  帶
你 遊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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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的、三角的、蜂巢狀的，郵票的

形狀各式各樣；還有蝴蝶形狀的邊緣，

以及上面打了蝴蝶洞的郵票。

	 重要的事件和名人也常

出現在郵票上。例如中國

北京舉辦的奧運、蘇聯的

太空梭升空，或是丹麥的

安徒生。

	 這張情人

節郵票帶有

香氣，可惜

你聞不到。

	 好餓好餓的毛

毛蟲和其他故事

裡的主角也跑上

了郵票。郵票上

還有兩個被毛毛

蟲啃出來的洞！

	 一張郵票叫單枚，兩

張連在一起叫雙連，如

果是四張郵票上下左右

連在一起收藏，則叫做

四方連。

Thinkstock

各式各樣的郵票

販售的第一天才能寄出去，所以很珍貴。他

還告    我許多有關郵票的事，讓我參觀他的

收藏。我這才知道表哥是個集郵人士！

今天到阿姨家幫表哥慶生，郵差剛好送來

一封信，是表哥的爺爺寄來了生日賀卡。賀

卡很漂亮，寫了滿滿的祝福，表哥讀了真開

心。但更令他開心的，卻是賀卡外的信封。

我仔細看，發現那個信封真是特別。除了

有一組可愛的小郵票，還蓋了特別的戳章，

戳章上印著「發行首日」的字樣和日期。

表哥告    我，這種信封很特別，只在郵票

撰文／陳雅茜　圖像提供／中華郵政公司、陳雅茜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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