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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開始嘍！

今年暑假才開始，爸爸就

迫不及待帶著我們往海邊去，

因為他的好朋友在小漁村裡新

開了一家民宿。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漁村，感覺很奇特，

連空氣聞起來都不太一樣，有種溼溼鹹鹹

的味道。天上大朵大朵的白雲隨著海風緩

緩飄移，還有海鳥搧著翅膀慢慢

飛過。路上行人三三兩兩，小

狗趴在柏油路上的樹蔭下，

直接打起盹來。

我頭上戴著草帽，汗水直

留。來小漁村度假真的是個

好主意嗎？會不會每天都

在民宿裡睡大頭覺呢？

結果，我是白擔心一場了。

看似安靜的小漁村其實

生猛有力，就好像平靜

的海面下有躍動的魚。

這幾天的假期過得精采

極了。我不僅認識了會

潛水的姊姊、會釣魚

的叔叔、會養魚

的伯伯，還認識了

好幾位新的「魚」朋友。

他們告     我許多有關大海的

故事，也讓我的舌頭重新認

識鮮魚的

美味！ 

撰文／陳雅茜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愛達綠

主題放大鏡



撰文／胡純禎　繪圖／何怡萱　

企編／徐意筑　版面／愛達綠

超級大人物

　你能想像有人來到你家，卻反而變成你的

主人，把你當僕人使喚，並且任意欺負你的

家人嗎？在南非的黑人，就曾經遭受白人這

樣的對待，即使不斷反抗，卻敵不過白人的

機關槍。直到「非洲之父」曼德拉出現，黑

人才終於贏得白人的尊重，讓所有人和睦相

處。這次，讓我們來認識這位不放棄、不妥

協的非洲子弟！

曼德拉小檔案

1918 年 7月18 日生

出生於南非

喜歡閱讀、一生追求

自由與平等

自由平等的戰士

曼德拉

曼德拉小檔案

1918 年 7月18 日生

出生於南非

喜歡閱讀、一生追求

自由與平等

曼德拉小檔案

1918 年 7月18 日生

出生於南非

喜歡閱讀、一生追求

自由與平等

曼德拉小檔案

1918 年 7月18 日生

出生於南非

喜歡閱讀、一生追求

自由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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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我是奧立佛，住在澳洲雪梨。澳洲位於南半

球，季節正好和台灣所在的北半球相反。當台

灣暑氣逼人，澳洲卻天寒地凍。所以我們在七

月滑雪，夏天過聖誕節！澳洲是世界上最大的

島嶼，居住人數跟台灣差不多，土地卻是台灣

的兩百倍大！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充滿豐富

的自然景觀、奇特的動物；畜

牧和農業都很發達，礦產

更是豐富。 

無與倫比的自然王國

長久以來，澳洲一直是獨立的海島，因此住

著許多特別的野生動物朋友。像袋鼠、無尾熊

和袋獾這些身上長有袋子的哺乳類動物，只在

澳洲才看得到！尤其袋鼠已經在澳洲蹦跳了幾

千萬年，數量比人還多。牠們最愛在傍晚「串

門子」，所以公路上處處有「小心袋鼠」的標

誌，提醒大家注意這些動物居民。東北海域

的大堡礁裡，有熱帶魚、海龜和海豚

悠遊在色彩繽紛的珊瑚中，就像在海

底花園開派對！

撰文／徐意筑　繪圖／南君　企編／胡純禎　版面／羅若文

 
  帶
你 遊 世 界

澳洲

有袋動物

澳洲有 170種以上的

有袋動物，無尾熊也是其中

一員。無尾熊只分布在澳洲

東部，專吃尤加利葉，每

天要睡上十八個小

時左右。

尤加利樹袋鼠永遠只會往前跳，不往後退，

代表澳洲的精神，也是澳洲的國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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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吃冰淇淋？是下面哪一種？

還是你有更特別的吃法？試著自己畫出來。

細細品嚐 迫不及待 大口進攻 謹慎小心

好吃的小祕密

天呀！冰淇淋怎麼會這麼好吃？主廚阿姨

看我這麼迷戀冰淇淋，忍不住笑了。她告訴

我，冰淇淋的主要成分除了牛奶、糖、香料

之外，還使用大量的奶油，最重要的

是，在製作過程中必須不斷攪拌，

讓奶油充滿小氣泡，變得鬆軟綿

密，然後再拿去冰凍，吃起來就會

這麼滑溜順口！

這種超美味的甜點，是誰想出來的呢？

主廚阿姨很專業，她說，從很古老的時代，

人們就懂得去挖天然的冰雪，加入蜂蜜、水

果等，做成類似今天的刨冰。不過

根據歷史記載，發明現代冰淇淋

的人，應該是三百多年前的義大

利人。他們原本就喜歡把水果製作

今天真是太過癮了！

媽媽帶我到一家新開

的餐廳吃飯，這裡

的主廚是媽媽的

好朋友。吃飽飯

後，主廚阿姨

特別招待我們

吃冰淇淋。我最喜

歡冰淇淋了，又香又甜、

又冰又滑，只要吃上一

口，心情立刻飛揚起

來，有一種開心又

幸福的感覺。就連

媽媽也抵抗不了冰淇

淋的魅力，一口接

一口，停不下來！

冰淇淋
撰文／唐炘炘　繪圖／黃祈嘉　

企編／林韻華　版面／黃淑雅

涼在嘴裡甜在心



看圖想一想

No way! Of course!

閱讀：read　

游泳：swim
睡覺：sleep
旅行：travel

Plan ahead!
事先好好

規劃喔 !

I will go to 
basketball camp.
我要參加

籃球營。

I plan to read comic 
books all summer! 
我計劃整個暑假

都要看漫畫！

試著把你想做的事

填進去：

I plan to ______ all day long. 

( 我計劃整天 ______ 。) 

So what are you guys
up to this summer?
你們這個暑假要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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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嘍！同學們都充滿期待。Ms. Catherine  問

大家暑假有什麼計畫？不會游泳的 Casper充滿雄

心壯志，計劃要學會游泳，心裡卻還是有點害

怕，希望能找朋友和他一起去。但大家好像各

有計畫了，Casper  能找到伴一起去學游泳嗎？ 

Casper 跑去問了每個朋

友⋯⋯

吳敏蘭   台大外文系、美
國哈佛大學雙語教育碩士。

受過六國文化洗禮，學過七

種語言，現任凱斯教育機構

教務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

Catherin
e

老師！

小字庫

Hey, your 
basketball camp 
sounds really
cool!
喂！你的籃球

營聽起來滿酷

的！

Hi Betty, do you want 
to go swimming
with me?
嗨 Betty，你要不

要和我一起去游

泳？

No way! I don’t 
like water.
才不要呢！

我不喜歡水。

I will learn how 
to swim!
我要學游泳！

Do you want to
sign up for it too?
你要不要也報

名？

Sigh. No one will
go swimming
with me. Should I
go?
唉，沒人

和我去游

泳，我該

去嗎？

Of course! This is 
my happy summer 
plan ——eat, drink 
and sleep.
沒問題！這是我

的快樂暑假計畫   

  ──吃、喝、睡。

There you are Doris! 
Can I join you? 
Doris 你在這啊？我

可以加入你嗎？

Making 
Summer Plans暑假到嘍！

ABCD小學堂

撰文／吳敏蘭　繪圖／賴馬　企編／徐意筑　版面／吳慧妮


	201407_00
	201407_01
	201407_02
	201407_03
	201407_04
	201407_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