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編輯室報告 

 世界有許多窗口
 陳雅茜

20  聰明的頭腦   

 撰文╱陳雅茜   繪圖╱九子

  本期閱聽內容，歡迎上網收聽   junior.gkids.com.tw/explain.html

22 頭殼下的世界 

26    帶電的小奇兵 

30   愈練愈聰明 

主 題 放
大
鏡

特別報告
42 昆蟲過冬記 
 撰文╱張凱希  繪圖╱楊宛靜

88 超級服務員
 ──自動販賣機  
 撰文╱徐意筑  繪圖╱鮪魚蛋餅

趣味百寶箱
18   歡樂迷宮  貓咪家的下午茶  
 繪圖╱ Mia

46   安全小偵探  忙碌的捷運車廂  

 繪圖╱陳沛珛

65   腦袋轉一轉  

 編撰╱林韻華

65    笑哈哈  
 編撰╱徐意筑

86   黑白找  小熊的餅乾工廠
 繪圖╱陳佩幸

87   猜一猜  
 編撰╱徐意筑

98   哪裡不一樣？  

 魔鏡啊，魔鏡！  
 繪圖╱放藝術

名家來上課
66   科學好好玩  鉛筆站起來  
 顧問╱許良榮  文字整理╱徐仕美  
 繪圖╱楊麗玲  攝影╱陳柏叡

68   數學，原來如此！  誰跑得比較遠？  
 顧問╱鍾靜  撰文╱黃琡懿  繪圖╱ SANA

72   在想像中遇見詩  月亮的聯想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目錄  1月號 2015年1月1日出版 封面繪圖╱九子
封面設計╱黃淑雅  

說故事時間
76    魔王魔王出難題   
 撰文╱周姚萍  繪圖╱王孟婷

精采探索
8 地球新鮮事   
 編撰╱徐意筑

10   帶你遊世界  北方巨熊──俄羅斯 
 撰文╱胡純禎  繪圖╱許珮淨

14   台灣一月天  第一道曙光
 撰文╱陳雅茜  繪圖╱王書曼

48   自然不簡單  企鵝的燕尾服 
 撰文╱張凱希  繪圖╱九子

93   超級大人物  

 莫札特──音樂奇才  

 撰文╱吳立萍  繪圖╱南君

96   請問鬍子爸爸  考試考壞了怎麼辦？  

 撰文╱張英熙  繪圖╱陳完玲

100 ＡＢＣＤ小學堂  新年新希望  

 撰文╱吳敏蘭  繪圖╱賴馬

102 動手玩藝術  窗花迎新春　
 設計、繪圖╱官月淑   

106 快樂寫 ‧ 快樂畫

108 活動看板  
 編撰╱胡純禎

好漫畫
34 青蛙巫婆的動物魔法書  

 奇妙的斑紋  

 作者╱張東君  漫畫╱咖哩東

49 台灣原住民故事0  

 排灣族
 ──孔雀王子 
 故事改編、漫畫╱尤福君

未來兒童一月目錄04.indd   所有頁面 2014/12/21   下午9:16



公園裡的小朋友

都好厲害，也很

特別，想不想認

識他們？請你找

出這些新朋友： 最會跳芭蕾舞的小琪 數學很強的尼克 最了解美食的大胖

嗨！你在看我嗎？

「不！我在看書，媽媽說多

看書才會變聰明。」

說得真好！不過，要不要先

和我到聰明公園逛一逛？

撰文／陳雅茜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你看，有好多好多人在活動。有人伸展

四肢，有人下棋、玩遊戲。 ，這股美妙

的花香是從哪裡來的？還有優美的琴聲與

詩詞的朗誦聲。

這真是個美好的世界！每個人有各自喜

歡做的事，也有各自擅長的地方。

但你知道嗎？所有的這些事，全都要聽

我的，才能夠完成喔！請你

猜猜看，我究竟

是誰呢？ 

聰明   頭腦
只要5秒鐘，

我就能彈完

88 個音階。

哎呀！

好痛！

我會芭蕾！

我昨天把 12345

乘了三遍。 Tim 好厲害

喔！會用雙

手走路！

天空為什麼是藍的？

金孫，我們

回家吧！

桂花好香！

大胖，你怎麼偷吃

人家的雞腿！

嗯……好好吃喔！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Bright moonlight 
in front of the bed...

是床前明月光的

英文！

她把唐詩三百首

全都背起來了！

文章裡的「我」，

到底是誰呀？

是手啦！

嗯……我快

想破頭啦！

答案就在文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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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

莫札特小檔案

1756 年 1月27 日

出生於奧地利

喜歡音樂、算術

撰文／吳立萍　繪圖／南君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瑋

音樂奇才

你喜歡聽音樂嗎？音樂可以讓人的心情開

朗，也會讓人感到悲傷。從古到今，許多偉

大的音樂家為世人創作出無數傑出的音樂作

品，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其中，大家對於莫

札特一定不陌生。他從小就是個音樂神童，

在三十五年的歲月中，創作出許多優美的音

樂，一直到兩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受到世

界各地人們的喜愛。這位音樂奇才的一生充

滿了挫折，卻從來不曾放棄最愛的音樂。他

的毅力和他的作品一樣，令人感動。

超級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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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巨熊俄羅斯

嗨！

10 未來兒童  2015.01

 
  帶
你 遊 世 界

嗨，我是李奧，住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我

的國家又大又寬，形狀像隻北極熊，橫臥在歐

亞大陸北方。從東部搭火車到西部，得花上整

整一個星期。這片廣大的國土，將近一半是森

林，過去替我們擋下無數敵人的攻擊，現在成

為重要的經濟來源。我們的

地底還埋藏了豐富的礦產，

如煤、石油、金屬，樣樣不缺；歐洲過冬取暖

用的天然氣，也是我們提供的。

俄羅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我們能接觸

並學習到歐、亞兩洲的特長；就算其他國家發

生戰爭，我們也不易受打擾，能發展出自己的

特點。就像我們信仰的東正教，最早是從東歐

傳來，但發展到現在，卻成了我們的特色，

像洋蔥造型的教堂圓頂、金碧輝煌的裝飾和

鮮豔的復活節彩蛋，都是大家認識俄羅斯的

標幟。

撰文／胡純禎　繪圖／許珮淨　企編／徐意筑　版面／羅若文

毛帽是俄羅

斯人的重要

用品，不僅

保暖，還能

擋雪 。

俄羅斯的耶誕

節在一月，有

長達兩週的假

期。

東正教教堂頂端

通常圓鼓鼓的，

像顆洋蔥。在白

雪紛飛的季節，

像是灑滿了白色

糖霜，充滿童話

氣息。

俄羅斯人相當守禮，

買東西會耐心排隊，

車子也會禮讓行人。

一個套一個的

俄羅斯娃 ，

是俄羅斯常見

的手工藝品。

向最小的娃娃

許願，據說能

達成願望。

莫斯科著名地標

紅場，在俄語中

意思是「美麗的

廣場」，周圍環

繞許多古典華美

的建築。

你知道李奧

在哪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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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生在冬季

昆蟲的一生或

長或短，會經歷各

種形態變化，例如蝴蝶從

出生到死亡有卵、幼蟲、

蛹和成蟲四個階段，這樣

的成長過程稱為變態。

有些昆蟲在秋天快結束

的時候產卵，卵不會馬上

孵化，而是停止發育，以

卵的狀態度過冬天，等到

春天才孵化。昆蟲媽媽會

把卵產在土裡、枯木中或植

物的莖內，讓卵安全又溫暖的過

冬，有些則是把卵產在植物的芽苞旁邊，春天

植物發芽時，孵化出來的幼蟲正好有食物吃！

蟲蟲來過冬

有些昆蟲以幼蟲的狀態度過

冬季。幼蟲在過冬期間不吃不

喝、也不蛻皮，會找避風且隱

密的地方躲藏，有些會吐絲黏

合葉子做成巢，躲藏在裡面，

有些甚至會改變身體顏色，融

入環境中，避免被捕食。

冬天到了，冷風呼呼吹，氣溫直直降，有些

地方還下雪、結冰，冷得不得了。許多植物也

凋零、乾枯了，蝴蝶、蜜蜂不再四處飛舞，蟋

蟀、螽斯也不唱歌了，就連惱人的蚊子都少了

很多，難道昆蟲到了冬天就凍死或餓死了嗎？

當然不會！否則，隔年春天的蟲飛蝶舞從哪

裡來？那麼，昆蟲怎樣度過天寒地凍、食物缺

乏的冬天呢？

特別報告

昆蟲過冬記
撰文／張凱希　繪圖／楊宛靜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台灣大蝗是台灣體型最大的

蝗蟲，雌蟲會把腹部末端插

入土中產卵；卵在土裡度過

冬天，春天才孵化出來。

獨角仙的幼蟲生活在地底下，需

要經過三次蛻皮才能變成成蟲。

過冬時，幼蟲會鑽到更深的土裡

躲藏。

徐瑞仙攝

蝴蝶的成長階段

卵

幼蟲

成蟲

蛹

徐瑞仙
  攝

徐瑞
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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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米送貨員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鮮米販

賣機，你一定不相信，米也能裝進

販賣機裡吧！我就像一座碾

米廠，讓你把鮮米帶著走！

只要投入一枚五十元銅板，

在短短三十秒內，我就能把

當季採收的稻穀直接脫殼，

現場碾成一粒粒新鮮溫熱的白米！這樣的分量

可以煮成六碗飯，剛好足夠一個家庭吃一餐，

是小家庭的最愛！

玩具銷售員

可別以為販賣機只賣吃的！我

們日本的販賣機五花八門，賣書

本、領帶，也賣鮮花。可是我最

特別，因為我是為了喜歡玩具的

小朋友而誕生的！為了避免玩具

店關門時，看到小朋友失望的臉

龐，我準備了布偶、積木和點

心，二十四小時

為你守候！

太陽公公下班了，許多商店都關門休息，街

角卻矗立著一處明亮溫暖的「小小商店」。這

間商店沒有店員，可是二十四小時等著你。它

就是我們生活中的好朋友：自動販賣機！別以

為裡面只裝零食和飲料，只要聽聽世界各地的

販賣機自我介紹，你就知道它們有多新奇！

自動販賣機
撰文／徐意筑　繪圖／鮪魚蛋餅

企編／林韻華　版面／ ben

Tom Magliery

纖米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超級
服務員

ThisParticularGreg

販賣機雖然是

24小時營業，但需

要用電，如果停電了怎

麼辦？別擔心，日本發明

了手搖販賣機，只要用力

轉動把手大約70圈，就

能產生足夠的電力，

讓販賣機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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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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張英熙　繪圖／陳完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瑋

怎麼辦？
考試考  　 了壞

親愛的圓圓：

　　

　從信中看得出來，你自我要求很高，希

望自己每次都有好表現，甚至不容許自己

稍有失敗。這次月考的成績不如理想，讓

你的心情一路盪到谷底。其實考試沒考

好，並不代表你不好，你這樣自責真是令

人心疼。希望這封回信能讓你好過一些。

　為了成績不佳而難受，表示你是個有責

任感的孩子，但自責不等於負責。而且

過度自責，變得一心只想放棄，反而成

了阻力，也會讓人不想繼續努力，其實

並不健康。比較好的辦法，是停止自

責，別讓它一直在心

裡蔓延。

　考試，是為了讓老

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以便進一步提供

協助。如果能從每個

答錯的題目中，找出

該注意的重點，然後

多加練習，實力就能

有效提

升，讓錯誤成

為下一次成功

的助力。從這

個角度看，在

錯誤中發現問

題，就成了值

得慶祝的事！

　豐富的收成來自辛

勤的耕耘。想要維持

好成績，必須付出代

價。雖然努力不能保

證每次考試成績都如

意，但是不努力，成

績卻可能更讓人不滿

意。學著看重成長勝

於看重成績，相信日

後再遇到挫折，你的

心情也會不一樣！ 

從錯誤中學習

在失敗中成長

這次月考我數學考不好，雖然爸媽和老

師都沒罵我，但我覺得自己糟透了！都

  經過了兩天，心情還是好不起來，根

本不想再讀書了！

難過的圓圓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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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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gv.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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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