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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放
大鏡

道遠方是什麼樣子，與其坐在家想破腦

袋，不如背起行李，親自去看一看。但

是他們也在冒險旅程中，發現了原來世

界這麼大，而且每個地方的地形、氣

候、生物和人種都不一樣！ 

 從古到今，有哪些勇敢的探險家，

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長途旅行呢？

他們又為我們的生

活帶來什麼變

化？我們也

一起來探

險吧！ 

撰文／唐炘炘　繪圖／Rickie Wu 　企編／林韻華　版面／愛達綠

你喜歡看探險故事嗎？像《西遊

記》、《金銀島》、《航海王》，這些

故事生動又精采，主角經常得前往

從未去過的地方，想盡辦法克服困

難，真可說是大探險家！

大探險家不只出現在書中，真實世界的探險

家其實更多、更厲害，有的走過炎熱的沙漠、

有的航海尋找新大陸、

有的在冰天雪地挨

餓受凍、有的喘

不過氣也要登上

最高的山頂  ……

探險好辛苦喔！

為什麼要這樣

虐待自己？

因為他們對

這個世界很

好奇，不知

大探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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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人物

　畢卡索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畫家。他的

畫很多人都看不懂，卻能提供豐富的想像空

間，讓人一邊看、一邊思索當中的奧妙。這

位繪畫大師還是個藝術頑童，他畫版畫，也

作雕塑，還曾經設計芭蕾舞台，作品變化多

端，而且創意源源不絕。畢卡索究竟是怎樣

的一個人？怎麼能有這麼多奇思妙想呢？

畢
卡
索

畢卡索小檔案

1881 年 10月25 日

出生於西班牙

喜歡藝術與鬥牛

撰文／胡純禎　繪圖／右耳　

企編／徐意筑　版面／愛達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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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規則的幾何圖形。而

且，正面的臉孔有時搭配

一個側面的鼻子，臉孔的

下方可能是背面的身體，

就好像把不同角度看到的各個部位湊在一起，

但又形成一種奇特的協調感。大家開始熱烈討

論與欣賞起來，並且取名為「立體派」，推崇

畢卡索開啟的繪畫新風格。

從畫家到陶藝家

六十六歲時，功成名就的畢卡索再次發現創

作的新天地：陶藝！他揉捏黏土，讓陶器不再

只是鍋碗瓢盆，而是一件件特別的雕塑作品；

他觀察並善用瓶罐的弧度與色澤，讓畫在上頭

的動物與人物更加生機蓬勃。古老的陶藝在畢

卡索手上，重新獲得活力與生命。

畢卡索曾說，藝術並不是被創造出來，而是

要找到它。他一次次挑戰自己，不拘畫風，樣

樣涉獵，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

是個永不疲憊的藝術頑童！ 

畢卡索從小就展現了繪畫天

賦；十三歲時，已讓他的畫家

爸爸自歎不如。畢卡索勤跑美

術館欣賞作品，並決定前往當

時藝術家最嚮往的法國巴黎，

吸取更多靈感。在這個藝術之

都，畢卡索開闊了眼界，他為

雜誌作畫、結交藝

術界人士，不到

十九歲，就在巴

黎舉行畫展。

打破繪畫的框架

某天逛博物館時，畢卡索第一次看到非洲雕

刻，深深被它大膽、原始的風格吸引。他將這

分感動化成創作，花了好幾個月、畫了八百多

張草稿，終於創造出個人獨特的多視角畫法。

不過當時畫壇卻被嚇壞了，因

為他的作品根本不像畫！畢卡索

筆下的人物，就像被拆解成一個

所有你想像的東西，

都是真的。

1949年，畢卡索

以鴿子為主題，

為國際和平會議

製作海報。從此

之後，鴿子成了

和平的象徵。

 達志影像

勤奮的藝術家

 達志影像

畢卡索的創作風格一

直在轉變，從藍色、

粉紅色時期，到立體

派，又再回到古典時

期，不拘一格。左圖

是藍色時期的作品。

 達志影像

畢卡索的雕塑也

很厲害，在他的

巧手下，看看這

個瓶子變成了什麼？

細看這幅《朵拉的肖像》，為什麼

畫中的人好像對我們微笑，又像斜

眼看我們呢？原來，畢卡索在這張

畫紙上，畫出了不同角度的朵拉。

 

達
志
影
像

畢卡索為了重新詮釋

名畫《仕女圖》， 不斷的

一畫再畫。 持續畫了五十

八幅風格不同的油畫

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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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嗨！我是小梅，住在中國的首都北京。我的

國家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這裡有許許多

多的古蹟，看也看不完！就以北京為例，有大

約三千年歷史，是一個既古老又繁華的城市。

最有名的北京故宮、天安門廣場，還有舉辦過

奧運的國家體育場，都在這裡！

除了歷史悠久，中國現在也是世界強國！有

世界最長的高速鐵路，使用手機的人口世界第

一，還成功登陸月球，受到世界各國的注意。

豐富的文化

悠久的歷史孕育出豐富的中華文化，包括書

法、文學、國畫、陶瓷藝術等，每一項都很精

采；中國菜和飲茶更是世界有名。我們的許多

傳統文化，影響到周圍的其他國家。

另外在比較偏遠的地區，像是雲南、西北方

的內蒙和新疆，許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的文化

特色，具有獨特的語言、

穿著和飲食。

撰文／吳立萍　繪圖／何怡萱　企編／徐意筑　版面／羅若文

東方巨龍中國

漢字之美

中國文字也稱為漢字，是

從圖案演變過來的，也是

世界上唯一仍然廣泛使用

的圖像化文字。台灣所使

用的文字，就是漢字。現

在中國普遍使用的是簡化

後的漢字，叫做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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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是
因為冷到嗎？

　　不！引起感冒

的並不是秋天的冷風，

而是  病毒。病毒超級小，

小到用放大鏡看不見，連

用平常的顯微鏡也看不到。當感冒病毒侵入我

們的鼻子、喉     和氣管，也就是  上呼吸道，在

裡面繁殖變多，刺激我們的器官，就會引起流

鼻水、咳嗽、喉     痛，甚至是發燒，我們就覺

得自己生病了。

病毒是從哪裡來的呢？

病毒原本就存在大自然中，感冒

病毒在秋冬比較活躍，加上天氣冷，大家喜歡

關上門窗窩在一起，病毒就更容易傳染開來。

把病毒趕出去就好了嗎？

沒有這麼簡單！人會生

病，表示病毒已經在我們

體內大量繁殖。但人體的

設計很巧妙，會自動產生

抗體，消滅病毒，所以給

身體幾天的時間，大概就

能打敗感冒了！

新聞裡常出現流感， 
這也是感冒嗎？
有點不一樣！會引起感冒的病毒有好

幾種。有些引起的病情較為輕微，就

是普通感冒；如果特別是由流行性感

冒病毒引起的，才叫做普通感冒，病

情較為嚴重。每年秋冬常上新聞 

的流感，指的就是流行性感冒。

特別報告

只有人會感冒嗎？
那可不！貓、狗、

雞、豬等許多動物也

會感冒，不過不同動物

罹患的病毒不同，大都不

會互相傳染，但是也有不

少例外，像是鳥類的流行

性感冒：禽流感，就可

能會感染很多種動物。

十月秋風掃過，天氣 

變冷了，班上許多人都在打噴嚏、流鼻水，還

有人咳嗽、發燒請假，連平常可以吃下三大碗

白飯的大胖同學，都變得食不下嚥。

但為什麼會感冒呢？是因為秋天變冷，所以

「冷到」著涼嗎？我和同學愈討論問題愈

多。今天剛好有醫生伯伯來班上演講，

我們趁機問個夠！

撰文／陳雅茜　

審稿／馬偕醫院  邱南昌醫師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哈啾！哈啾！

哈啾～～

咳！咳！

臉好燙，

身體好冷！

唉，吃不

下飯……

他們是被

冷到嗎？

吃到鼻涕

了……

為什
麼會 冒

？
感



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

別再以為隱

形是哈利波特的

專利！美國已經研

發出「隱形斗篷」的

技術，讓你在特殊光

線之下能夠隱形不見！

其中有什麼祕密？原來，

是「光」的魔法！

眼睛之所以能看見東

西，是因為物體受到光

線照射，把光線反射

到眼睛。因此，為了

「騙」過眼睛，科學

家研發了一種叫做 超

穎材料的特殊材質，

可以讓光「轉彎」！

只要把這種材質包

在物體表面，例如斗

篷上，光線就能沿著

斗篷的表面繞過，

所以站在斗篷前的

人，能看見斗篷後

的景象，彷彿斗篷

是透明的一樣！我們

只要躲進這種斗篷

裡，就能隱形啦！

「我也要隱形斗篷！」如果你看過《哈利波

特》，是不是也希望能隨時隱形，來無影、

去無蹤？要是能到魔法世界裡，該有多好！

先別急著羨慕，現在科技無所不能，很多

魔法般的夢幻道具，不再只出現在故事、卡

通和電影裡，在現實世界也成真了！而且，

還可以買得到！不相信嗎？一起來看看！

David Schurig
/ U

niversi
ty of U

t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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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超穎材料製作成圓柱，放在圓

柱中間的物體就會隱形不見。

人會看見物體，是因為照在物體

上的光線反射到眼睛；如果光線

被擋住，就會看不見。

隱形斗篷

光線遇到隱形斗篷時會扭曲，所

以能繞過物體到達眼睛，就能看

見斗篷後面的景象。

邱意惠  繪圖

阿栗博士 ,
你在做什麼 ?

我隱形了 ,
你怎麼還

看得見我？

撰文／徐意筑　繪圖／陳沛珛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神奇的魔法道具

我是阿栗波特，
買東西有打折喲！



張英熙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專長為幼兒輔導、親職教育。

請問鬍子爸爸 每次爸媽吵架，他們就互相不講話，還要我

選邊站，家裡的空氣感覺都快結冰了……請

問我該怎麼辦？

              夾心餅乾　敬上

怎麼辦？
爸媽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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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請你了解一

件事，爸媽爭吵並不

是你的錯。把爸媽的

問題扛在肩上，讓人

感到沉重無力。其實

解鈴還需繫鈴人，爸

媽之間的衝突，需要

靠爸媽自己解決。

　當低氣壓

出現時，最

好趕快離開

戰場，以免

掃到了颱風

尾。如果爸

媽要你選邊

站，你可以

不說話，或

試著說： 「我

愛爸爸，

但也愛媽

媽，你們

都是我最

愛的人。」表示你不想

加入他們的戰爭。

　彼此相愛的家人，

偶爾也會有衝突。但

有時衝突過後，感情

反而會更加親密。爸

媽吵架，表示他們還

在努力學習處理衝突

的方法。

　別擔心，下次如果

再遇到這樣的情形，

就讓爸媽學著完成他

們自己的功課吧！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3巷1號「未來兒童∕請問
鬍子爸爸」，或電子信箱：junior@c wgv.com.t w。

撰文／張英熙　繪圖／陳完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杜皮皮

親愛的夾心餅乾： 

　　

　爸媽吵架時，家裡總是瀰漫著強

烈的低氣壓，尤其當爸媽要求你選

邊站時，一定讓你更難受。選了爸

爸，會覺得對不起媽媽；選了媽

媽，又覺得對不起爸爸。夾在

爸媽中間左右為難，感到擔

心又害怕，變成了夾心餅

乾，真是辛苦你了！這時

候，應該怎麼做呢？

遇到煩惱的事，不知道該跟誰說嗎？
歡迎你寫信給鬍子爸爸！來信請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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