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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隻哆啦 A 夢幫

忙寫作業、陪玩耍？

或是想和變形金剛柯

博文，一起捍衛地球和

平？世界上有好多人也

跟你一樣，對機器人充

滿興趣和期待。

傳說，早在兩千五百

年以前，中國的大發明

家魯班，已經造出能自

動飛翔的木鳥，可以飛

上三天三夜不落地；在

五百年前的西方，則有

天才中的天才達文西，設計了可以自

動攻打敵人的木頭戰士！到了現在，

機器人的發展更是超乎想像，而且早

已悄悄融入我們的生活。

你想不想知道，現在的機器人已經

變成什麼新模樣？它們又懷有哪些絕

技，能幫助我們完成什麼願望？而我

們人類又有多厲害，竟然能讓沒有生

命的機器人動起來！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你也能想到

奇妙的點子，設計出更新、更強、更

厲害的機器人！ 

撰文／胡純禎　繪圖／右耳　企編／林韻華　版面／趙璦

2014.12 未來兒童20 未來兒童  2014.12 21

主題放
大鏡

動起來！
機器人

P020-031兒童封面故事-機器人1121.indd   20-21 2014/11/21   下午11:50



歡樂與夢想之王

撰文／胡純禎

繪圖／陳威達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瑋迪士尼
你喜歡可愛的米奇和充滿歡笑的迪士

尼樂園嗎？那你一定要認識迪士尼王國

的大家長     ──華德．迪士尼。

沒有他，現在的卡通片長可能

不到十分鐘，沒有色彩，聽

不到聲音；你也看不到唐老

鴨、高飛狗，還有彷彿童話

世界的迪士尼樂園！

這些都是迪士尼先

生費好大力氣才建

立的成果，他讓大

家相信，生活也能

充滿童話和歡笑！

迪士尼小檔案

1901年12月5日

出生於美國

喜歡動物、畫畫與電影

超級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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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嗨！我是米娜，來自歐洲北部的芬蘭。十二

月耶誕節快到了，大家喜歡耶誕老人嗎？我們

國家北邊就住了許多耶誕老人，而且一年四季

都看得見他們。看！那裡有位耶誕老人正乘著

馴鹿雪橇，穿越白雪覆蓋的樺木林。

一切從森林開始 

芬蘭有數不盡的森林和湖泊，冬天又長

又寒冷，有些地方甚至一整天都看不見太

陽。在這樣環境中生活的我們，

看起來雖然安靜內向，個性卻很堅強，就像

靜靜在森林中生長的白樺木，總能挺過寒冷

的氣候。

森林不但供給我們食物，也提供了源源不

絕的學習機會。我們觀察樹木和昆蟲，從中

了解大自然，學會尊重生命，也懂得愛惜環

境，從不多拿，只要夠用就好。

我們還從森林獲得創作靈感，把對自然的

感動，設計成一件件玻璃和木雕。而且我們

特別喜歡自己動手做，像我最愛和爸

爸一起打造小木船！

撰文／徐意筑　繪圖／江長芳　企編／胡純禎　版面／羅若文

在北極圈

附近的羅瓦

涅米，任何

時候都可以

看見耶誕

老人和精

靈助手。

芬蘭人認為新

鮮空氣有益健

康，即使溫度

低達攝氏零下

十度，父母也

可能把寶寶放

在戶外午睡。

芬蘭人大多吃魚、

肉、莓果和菇類，

搭配營養的根莖類

蔬菜和黑裸麥麵包。

白樺樹是芬

蘭的國樹。

樹林裡常見

野生馴鹿。

許多芬蘭小朋

友都有自己的

遊戲木屋。

芬蘭人喜歡到

桑拿小屋把身

體蒸得熱燙，

再跳進冰水，

來強健身體。

滑雪是芬

蘭人喜愛

的運動。

你知道米娜

在哪裡嗎？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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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屁打嗝
空氣愛作怪

與

撰文／張凱希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現場一陣沉默。「哈哈！沒關

係，」只有小艾的媽媽笑著說：「這是

身體裡有空氣在作怪！」

喔！這是什麼意思呢？小艾的媽

媽是護士，當場就幫我們上了一堂

健康課。

為什麼吃飽了常會打嗝或放屁？

打嗝和放屁都是身體在「排氣」。打嗝是

胃裡的空氣從嘴巴排出來；放屁是腸道裡的

氣體從屁股的肛門排出去。身體裡為什麼會

有氣體呢？因為我們吃東西或喝水時，會

吞進空氣，食物消化的過程也會產生氣

體。飽餐一頓後，胃和腸道開始

蠕動，連帶把身體裡過多的

氣體往外趕，藉由打嗝或

放屁排出體外。

打嗝為什麼會有汽水味？

打嗝的氣體是從胃跑出來，

自然帶有胃裡頭食物的氣

味，例如吃披薩會有披薩

味，喝汽水會有汽水味。

喝過汽水尤其容易打

嗝，因為汽水是含有

氣體的飲料，喝多了

往往一肚子「氣」。

今天是小艾的生日，我們到她家慶祝。她媽

媽為我們訂了披薩、炸雞，還有汽水！再加上

水果布丁蛋糕，好像美食天堂！不一會兒，桌

上的食物一掃而空，大家都好滿足。

「嗝─」糟糕，我打了一個嗝，好大聲，

每個人都在看我。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正想道

歉，沒想到傳來「噗─」的一聲，而且 ……

好臭！有人放屁！

打嗝打不停？

除了打飽嗝，還有一種特別的打

嗝，往往會持續一段時間，沒辦

法停下來。這種打嗝並不是在排

氣，而是肺部下方的橫膈膜急速

收縮，像抽筋一樣，使我們突然

吸入空氣而發出「呃」的聲音。

嗯⋯⋯臭豆腐

口味的披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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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大片洞穴壁畫是從哪裡來的？

原來，這是一萬七千年前的畫家畫

的，這支尋寶隊發現了大寶藏！而且

不只法國，世界各地

的遠古人都在山洞裡

留下繪畫作品，從簡單

的線條到眾多動物的複

雜場面，創作內容非常

豐富！

遠古人畫什麼？

和現代人不同，古代

畫家不愛畫山川美景和人物，他們最常畫的

是野牛、野馬、野鹿等野獸。而且他們非常

厲害，會利用岩壁的起伏來描繪動物，凸起

的地方畫上雄壯的胸膛，凹陷的地方就當作

細瘦的腰部。

他們還把動物畫得有大有小，層層疊疊，

看起來就像一大群動物正在奔跑。仔細瞧，

每隻動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慢慢走的，快快

跑的，還有正在擺頭搖尾或忍受傷痛的，好

不生動。

怎麼畫上去的？

這群古代畫家沒有水彩、畫筆，是怎麼作

畫的呢？考古學家推測，動物的肩胛骨就是

「你們看，有人在山洞裡畫畫！」

七十四年前，在法國多爾多涅地區，有四

個男孩帶著狗兒出發尋寶，途中不小心跌進

一個洞穴。他們點燈一看，發現四周的岩壁

上畫滿了巨大的野獸，有的在奔跑，有的在

打架，圖畫綿延了好幾百公尺！
達
志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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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洞窟由一

系列的洞室和通道

組成，壁畫內容以動物為主。

是哪個畫

家畫的？

哇，有好多沒看

過的動物喔！

嘿，快看

上面！

哎喲！

法國多爾多涅地區

拉斯科洞窟壁畫。

達志影像

撰文／胡純禎　繪圖／陳佳蕙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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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琪琪：

　　

　重視朋友的你想準備一份禮物，表達對朋

友的關心與祝福。在漸漸寒冷的天氣裡，禮

物不僅能溫暖人心，還能豐富朋友之間的情

誼。然而，要準備一份好禮物，可是有學問

的喔！

　首先，投其所好。了解朋友喜歡什麼，是

選擇禮物時最重要的事。當你送的禮物正

是朋友喜愛或需要的東西，就能讓他感

受到你對他的了解和關心。

　第二，禮輕情意重。意思就是說，

讓人喜愛的禮物，不一定要價錢昂貴。

只要用心準備，比方

說自己動手做一張卡

片，就能讓朋友感受

到你暖暖的心意。其

實，過度昂貴的禮物

反而會讓朋友

感到壓力，

覺得該回送

同等貴重

的禮物，

這樣就失

去送禮的

意義了。

　第三，製造驚喜。

安排令人驚喜的送禮

時機、設計特別的送

禮方式，

或在禮物

上加張卡

片，寫下

你真誠的感

謝與祝福，

這些方法都會

添增驚喜，讓人留下

愉快且難忘的印象。

　禮物代表了你的用

心、關心與祝福，相

信琪琪動動腦，仔細

想一想，一定能預備

一份讓朋友印象深

刻的好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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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送禮物給朋友，
卻又擔心自己的錢太

少，買的禮物不夠貴
重，朋友不喜歡……

我該怎麼做？

琪琪　敬上

最貴重的禮物

是你滿滿的心意

撰文／張英熙　繪圖／陳完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瑋

大學問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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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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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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094-095請問鬍子爸爸12月1119.indd   所有頁面 2014/11/20   下午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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