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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師帶我們去看一場布袋戲演

出，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看布袋戲表

演。華麗的戲台上，上演著孫悟空大

鬧天宮的故事，布袋戲偶可以在半空

中翻滾，還有熱鬧的音樂和五彩燈光

襯托，真是太精采了！

撰文／吳立萍　

繪圖／徐至宏　

圖像提供／

雲林布袋戲館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當藝師們正在賣力的操縱戲偶時，我

注意到戲台後方有人敲鑼、打鼓，也有

人在拉胡琴。他們雖然不是戲台上的主

角，可是每一個人都很認真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原來一場完美的演出，需要這

麼多人分工合作。

老師告    我們，布袋戲曾被網友票選

為台灣意象第一名，為什麼布袋戲可以

代表台灣？它的背後一定有很多有趣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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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意筑　繪圖／何怡萱　

企編／胡純禎　版面／愛達綠

超級大人物

　用棉花塞住你的雙耳，再用毛

巾矇住你的雙眼，你的世界會變

得很黑、很安靜     ──這就是海倫．凱勒的世

界。可是，這個看不見、聽不到、不會說話

的女子，卻學會五種語言、考進美國哈佛大

學，最後成為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為世界

各地的盲人福利四處奔走。究竟海倫．凱勒

是怎麼做到的？快睜大眼睛看下去吧！

海倫．凱勒小檔案

1880 年 6月27日生

出生於美國

喜歡英國文學、大自然

發光的生命鬥士

海倫。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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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我叫卡洛斯，住在巴西第一大城聖保羅。大

家期待已久的六月終於到了，因為四年一度的

世界盃足球賽，今年要在我們國家舉辦！

快樂足球、熱情嘉年華

提到足球大國，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巴 

西。這裡人人都是足球迷，有句話說：「不懂足 

球的人，當不上巴西總統。」不論是街頭、公 園

或海灘，處處是我們的足球場，即使沒 有球，

把襪子塞滿紙也能踢得不亦樂乎。

練球技之外，大家也很熱中觀賞足球賽事。

如 果碰到國家足球隊出賽，學校還會在當天

提前下課，讓大家一起為球隊加油。

巴西人不僅對足球充滿熱情，對嘉年華會也

很熱 中。每到二、三月，各地會舉辦大大小小

的狂 歡慶典，其中以里約熱內盧的森巴嘉年華

最盛 大、最有名。為了在遊行隊伍裡爭奇鬥

豔，許 多女生會事先接受一整年的森巴訓練。

隨著她 們踩著節奏明快的舞步、盡情擺動身

體，全場 氣氛熱到了最高點！

撰文／胡純禎　繪圖／陳虹伃　企編／徐意筑　版面／羅若文

 
  帶
你 遊 世 界

肢體會說話

巴西人聊天喜歡搭配手勢，而且同一

個手勢在不同狀況下，意思會跟著改

變。譬如伸出大拇指可以用來打招呼，

也能表示事情一言為定。

歡樂活力瘋巴西



小 虎魚剛從大

海進入河口時，身

體是半透明的；進

入河流後，隨著身

體漸漸成長，慢慢

出現花紋與顏色。

牠們不斷的扭動身

體，朝著河水沖下

的方向游去，水流

愈大，牠們愈是要

逆流前進。

我們要回家！

許多人知道鮭魚

逆流而上的生態奇

觀，但台灣的小

虎魚更厲害！因為逆流而上的鮭

魚已經長大，身強體壯；但從海洋

游入河口的小 虎魚，身長卻不到五公分，

還只是小孩子，就得要歷經辛苦的旅程。

原來，小 虎魚出生在河流的中上游，剛

孵化的小魚苗出生不久，就被河水沖到大海

去。大海裡的營養物質很適合小魚苗成長，

但大海裡也有很多天敵，所以小 虎魚必須

返回出生的河流，才能安心長大。

嘩啦！嘩啦！河流裡的河水一路由遠方的

山上，朝大海流去。一群小魚兒卻逆著河水

的方向，想趁著海水漲潮時游進河口，展開

一趟危險的返鄉旅程。

這群小魚兒是一群魚苗，其中包括好幾種

虎魚，尤其以  日本禿頭鯊和 大吻 虎魚的

魚苗數量最多，甚至可能超過數十萬隻！

撰文、攝影／楊維晟　繪圖／吳健豐　

企編／林韻華　版面／愛達綠鰕虎魚
逆流而上的小勇士

虎魚是一種喜歡平貼在石

頭上生活的淡水魚類，有著圓

圓的頭，長得和泥灘上的彈塗

魚有點像。但 虎魚平常生活

在河流中，在較平緩的水域，

就可以見到牠們平貼在石頭上

的身影。

Thinkstock

這是日本禿頭鯊的成魚，這種鰕虎魚在台灣各

地乾淨的河川裡都看得見。

什麼是 虎魚？

半透明的小鰕虎

魚苗。

2014.06 未來兒童44 未來兒童  2014.06 45



2014.06 未來兒童 93

古老的藝術

媽媽說吹玻璃是一 

種很古老的技術。首

先，要用很高的溫度

把玻璃熔化，變成像

麥芽糖一樣軟稠， 

這叫做   玻璃膏。

接著用一根長長 

的吹管，把玻璃膏沾

在末端，再透過吹管

把空氣吹進玻璃膏裡， 

玻璃膏就會像氣球一樣

被吹大，裡面出現一個

空洞。

之後再多加上幾道手

續，幫玻璃膏做一個平

底，然後從吹管上切下

來，拉出開口，冷卻之

後就能變成可用容器。

在古時候，這是製作

玻璃的重要技術，到了

現在，這項技術變成了藝

術。許多美麗的玻璃藝術

品，都是透過這種古老的

方法，加上許多改善才創

作出來。

撰文／陳雅茜　繪圖／查理宛豬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沒有人知道答案。大自然

裡本來就有天然玻璃，那

就是黑曜石。黑曜石來自

冷卻的火山熔岩，

也就是天然的玻

璃膏。

在四、五千年

以前，埃及和

中東一帶出現

最早的人工玻

璃。那時玻璃

很珍貴，被當

作一種珠寶。

吹玻璃的技

術是巴比倫

人發明的，

至今已有

兩千多年

的歷史。

窗邊的

特別報告

媽媽喜歡玻璃。家裡陽台邊有座玻璃櫃，裡

面擺著各種顏色的玻璃瓶和玻璃杯。當下午的

陽光斜斜照進屋裡，我最喜歡看它們透出七彩

的光芒，照得地面一片炫麗。

這些美麗的作品，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媽

媽說有的是用吹的慢慢吹出來，

有的是用機器壓製而成。

我聽了半信半疑，玻璃是

硬的，怎麼可能像吹氣球一

樣吹出來？而且玻璃容易摔

破，機器一壓不就碎了？

玻璃課

是砂子，你相信嗎？更

正確的說，應該是砂子的主

要成分：二氧化矽（SiO2）。美

麗的水晶也是由二氧化矽組成，

只是玻璃和水晶裡的二氧化矽有

不同的組成方式，所以看起

　　　來不一樣。

是誰發明了玻璃？

玻璃的成分

Think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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