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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在中國有一位名叫  萬戶的

人，他想搬到月亮上住，可是月亮又高

又遠，他沒有翅膀，怎麼上到天空呢？

萬戶想了一個辦法，他把威力十足的火

藥綁在椅子上，手裡拿著兩個大風箏坐

上去，然後請別人點燃火藥。他想靠著

火藥的威力「咻         －」飛上天  ……

可惜他沒能成功，一直要到幾百年後，

人類發明了火箭，有足夠的衝力飛到天

上，才真的飛上月亮！

到了現在，我們不僅上了月球，甚

至利用火箭發射太空船和各種探測器，

由太空船把人載到太空生活，並用探測器

到太空的各個地方拍攝影像、測量溫

度，或是搜尋新的事物。

萬戶沒有實現的夢想，現在成

真了！太空裡究竟有些什麼？

又是什麼樣子？到另一個星

球生活可能嗎？讓我們一

起到太空探險吧！ 

20 未來兒童  2014.08

主題放大鏡

大冒險太空大冒險太空大冒險太空
撰文／張凱希　

繪圖／吳孟芸、
吳健豐　企編／

林韻華　版面／
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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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人物

撰文／吳立萍　繪圖／南君　

企編／胡純禎　版面／愛達綠

荒野雄獅拿破崙

拿破崙小檔案

1769 年 8月15 日

出生於法國科西嘉島

喜歡科學研究、擁有

征服及統治的欲望

一生的功與過，

留給歷史評斷。

　如果有機會到法國的博

物館或美術館參觀，可以

看到許多拿破崙的畫像，畫面

中的拿破崙騎馬征戰，好

不威武。他誕生於大約兩

百五十年前，在那個時代，許多法國人視他

為英雄，但他也是一個到處挑起戰爭、讓周

圍國家非常懼怕的統治者，當時流傳著一句

話：「法國打噴嚏，全歐洲都害怕。」拿破崙是

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為什麼能帶來如此大的

影響力？

2014.08 未來兒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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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我是安娜，住在德國南部第一大城慕尼黑。

好高興，我們拿下了今年世界盃足球賽冠軍！

全德國都在熱烈慶祝呢！

我的國家有許多古老的城堡，在我住的慕尼

黑附近，曾經出了一位非常愛蓋城堡的「童話

國王」，他蓋的新天鵝堡十分美麗浪漫，走在

裡面，就好像走進了童話故事一樣！

新舊結合的國度

德國的首都是柏林。爸爸說，這裡曾經被一 

道圍牆隔成東西兩邊，很多人因此不能跟家人

相聚。還好這道柏林圍牆已經拆掉。 現在的柏

林有很多新穎的建築，但過去的遺 跡也被保留

下來，是一個新舊結合的城市。

藝文與科學

德國還有深厚的藝術、文學根基，以及先進

的科技。格林童話就是來自德國，音樂之父巴

哈和樂聖貝多芬，都是德國著名的音樂家。

我們還有賓士汽車和萊卡相機。得過諾貝爾

獎的德國人，目前累積到一百多位，最有名的

是愛因斯坦，還有 發現  X光的倫琴。

撰文／劉藍玉　繪圖／張瓊文　企編／徐意筑　版面／羅若文

 
  帶
你 遊 世 界

在 遇見

德國美食

麵包和香腸是德國人愛吃的食

物，種類很多，各有特色。除

了麵包和香腸，起司也是重要

的食物，有些跟麵包一起吃，

有些搭配水果或蔬菜享用。

德國 童話

P010-013帶你遊世界德國-0720.indd   10-11 2014/7/20   下午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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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慶祝父親節，我們特地舉辦最棒的動物

爸爸選拔賽，請你看看這些動物的優良事蹟，

並且投下神聖的一票，選出你心目中最佳的模

範爸爸！

達爾文蛙媽媽會把卵產在潮溼的地方，當卵

快要孵化成小蝌蚪的時候，蛙爸爸會把牠們含

進嘴裡，存放在咽喉附近的鳴囊中。鳴囊原本

是蛙爸爸用來鳴叫的構造，現在成了最安全的

「育嬰房」。青蛙的卵在裡面孵化

成蝌蚪，長

成小青蛙之

後，蛙爸爸

就會把牠們

吐出來。

蓋斑鬥魚爸爸會

吐氣泡，在水面築一

個「泡泡巢」，讓鬥魚媽

媽在巢裡產卵。然後鬥魚

爸爸會獨自保護卵，並且

不時補充氣泡、把掉落的

卵銜回去，還會驅趕靠近

的敵人。等卵孵化成小魚

後，鬥魚爸爸還會在一旁

照顧，直到寶寶能自己游

泳為止！

特別報告

最棒的動物爸爸

蓋斑鬥魚的鰓蓋上有一個圓斑，身

上有一條條的花紋。魚的顏色很鮮

豔，尾鰭長長的，像一把剪刀。

達爾文蛙是小型的

蛙類，身體長度大

約只有 3公分，頭

部呈三角形，生活

在南美洲的智利和

阿根廷。

撰文／張凱希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

海馬爸爸的腹部有一個  育

兒袋，海馬媽媽會把卵產在

育兒袋裡，由海馬爸爸挺著

大肚子負責孵化卵。大約過

一個月後，育兒袋裡的卵孵

化成小海馬了，海馬爸爸就

用力收縮肚子，把寶寶「生」

出來，數量可能多達好幾百

隻呢！

海馬是魚類，但不太會游泳，牠們會把長長的

「尾巴」勾在海藻或珊瑚上，以免被海流沖走。

達爾文蛙

micro 攝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海馬

蓋班鬥魚

吳健豐 繪

     Think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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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哪裡來？

在大自然裡，岩石被風的力

量侵蝕成岩屑。岩屑受到水

的搬運時，粗顆粒會掉落在

河床上，愈細的粉末則被帶

到愈遠處堆積，成為黏結力

較強的黏土。

製陶用的黏土和一般

的泥土不一樣，顆粒很

細、也比較黏。將黏土加

水，塑造成想要的形狀，

乾燥之後就會變硬，但還非

常脆弱，一碰就碎，也不能拿來裝水，必須

再經過高溫燒製，才能成為陶器，而且即使

摔成碎片也不會腐壞，所以遠古時代的陶器

能夠一直保存到現在。

每個時代或不同地方的人，製作出來的陶

器都不同，也成為我們勾勒過去老祖先生活

面貌的重要線索！舉

例來說，有的陶罐

底下有三支腳，考

古學家推測，這是

以前用來煮食物的鍋

子，三支腳可以把鍋

子架高，方便底下放

柴火。雙耳罐則

有兩個耳朵，

是用來繫繩

子、方便提

水的設計。

我們在平常生活中會用到的物品，有一些是

用黏土做的。這些物品在碰撞時會發出清脆聲

響，一不小心還會被摔破，它們不是玻璃喔！

你知道是什麼嗎？

答案是  陶瓷器 ！家裡的杯子和盤子、陽

台上的花瓶和花盆，通常都是陶瓷器；還

有，浴室裡每天都會使用的洗臉槽和馬

桶，也都是陶瓷器。

陶瓷器指的是陶器和瓷器，都是

用柔軟的黏土做的，而且在過去很

長的一段時間裡，陶器一直都是人

類最重要的生活器皿。

燒陶的歷史

早在上萬年前的遠古時

代，人類就會製陶了。

以前沒有塑膠，黏土

是容易取得的材料，

古人用它來製作裝水

或裝物品的容器。

黏土
撰文／吳立萍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吳慧妮

陶瓷變

          Thinkstock

雙耳罐

三腳陶罐
透過出土的陶器，想

像史前人類用三腳陶罐煮

食、用雙耳罐裝水的生活情形。

達志

影
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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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想一想

一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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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大家都開心的在家玩耍。Casper 在房

間裡做游泳練習； Betty    心滿意足的看故事書；

   Doris   則忙著玩她最愛的電玩遊戲；只有      Alex   不

知道該做什麼好。他很想念學校的玩伴，於是

拿起話筒打電話給同學們 ⋯⋯    

     Alex     只好打電話給其

他同學，沒想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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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  正在打電

話給   Doris  ，想

一想，她們可

能在說些什麼

呢？

我是

Catherin
e

老師！

Hi, may I speak 
to Betty please?
嗨，請問 Betty
在嗎？

Doris, I can’t believe 
Betty hung up on me!
Doris  ，我不敢相信

Betty 掛我電話！

Can I call you back? 
I’m busy too!
我再打回去給

你好嗎？我也

正在忙！

Speaking! What’s up? 
我就是！怎麼啦？

Sorry, she is 
not home. Bye.
抱歉，她現

在不在家，

再見。

Casper, Can you
talk now?
Casper，你現在可

以講話了嗎？

Hello, this is Alex. May I 
speak to Casper please? 
喂，我是 Alex，請問

Casper 在不在？

May I speak to Casper please? 
請問 Casper 在不在？

Speaking!  我就是！

She is not home. 
她現在不在家。

The line is busy.   忙線中。

Not now. Talk 
to you later. 
現在不行，

晚點再聊！

Casper's line is still
busy. I am so bored.
Casper 還在忙線中，

我好無聊啊。

句子便利貼

What are you up
to? I am so bored
at home!
你在做什麼？

我在家好無聊

啊！

I’m busy! Why don’t 
you call Betty up?
我好忙啊！你要

不要打給 Betty ？

She’s not 
available right 
now!
她現在不方

便接電話喔！

Making 
Telephone Calls打電話

ABCD小學堂

撰文／吳敏蘭　繪圖／賴馬　企編／徐意筑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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