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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奧運大會開始了！

這是地球一年一度的大事，全世界的動物幾

乎全體總動員，從世界各個角落前來，無論是

高山、大海、南北極、沙漠、森林、草原       ……

都有選手代表參加。而且參賽的選手們各式各

樣，高的、瘦的、圓的、扁的，

四隻腳、六隻腳，甚至沒有腳的，大

家都來共襄盛舉，就連人類也大膽報

名，準備和這些動物高手好好較量一下。

平時，大家總愛說自己跑最快、跳最高，誰

也不服誰，與其爭吵不休，不如來場公平的比

賽，看誰體能最棒，誰最能適應環境，誰面對

生活困難時，想出的辦法最好！

最後會是哪些選手奪得冠軍呢？人類的表現

好嗎？成績如何？請看《未來兒童》的獨家現

場實況轉播！趕快入場找好位置坐下，精采的

比賽就要開始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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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
吳健豐

　企編／林韻華　版面／黃淑雅

           
    撰文／唐炘炘　

動物奧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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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開始，永不嫌晚

梵谷從小喜歡畫畫，可是從

沒想過要當畫家。他試著在畫

廊工作，卻因為脾氣固執，不

想賣他不認同的畫而被開除；

後來改當傳教士，又因為不注

意儀容，被教會的人趕走。最

後他認真考慮當一名畫家，但

這時他已經二十七歲了。

由於起步晚，梵谷比誰都努力。

沒錢學畫，就走上幾公里向願意教

他的人求教；沒有美麗的模特兒，

就畫彎腰駝背的工人。梵谷還到法

國巴黎投奔弟弟，也因此接觸到色彩鮮明的印

象派畫作。從此，他拋開陰暗的色調，開始嘗

試透明、乾淨的色彩；並藉由一層層的顏料、

線條和漩渦圖形，表達內心強烈的感受。但在

當時，沒有人欣賞梵谷的作品，甚至認為他的

畫扭曲又怪異。梵谷始終賣不出作品。

燃燒的熱情

　沮喪的梵谷決定前往法國南

部。那裡的藍天清澈得像面鏡

子，照得他內心透亮。他迫不

及待提筆，將麥草畫為一波波

洶湧的金色浪濤，閃爍的星空成了一叢

叢燃燒的花朵。他依然窮得喝水度日，

但現在多了大自然的繽紛與純淨相伴。

而且，畫家好友高更也來了。

　沒想到，巴黎的壓力與批評也隨高更而來。

梵谷開始陷入癲狂，產生幻覺；甚至割下自己

的耳朵，成了人人閃避的瘋子。他感到寂寞又

悲傷，再也撐不下去。「能捱過這麼多年的痛

苦，是因為不得不將心中燃燒的東西畫出來。

但現在，我再也沒有東西可燃燒了。」梵谷決定

將子彈送進身體，告別世界。

　十年的畫家生涯，梵谷奮力燃燒對畫畫的熱

情，只得到批評；百年之後，大家終於肯定梵

谷，因為他畫的，是毫不褪色的真摯情感。 

忠實的支持者

梵谷能持續畫畫，弟弟西奧

功不可沒。為了能讓哥哥放心

作畫，西奧提供金錢，不斷寫信

打氣，努力替哥哥的畫尋找買家，

是梵谷生前最大、也是

唯一的支持者。

梵谷相當喜歡

日本浮世繪，

據說《星夜》

的筆法和構圖

就參考了左圖

這幅日本浮世

繪代表作品。

 達志影像 梵谷是荷蘭的

驕傲。首都阿

姆斯特丹的梵

谷博物館，已

成為全球遊客

來荷蘭必遊的

聖地。

iStock

我夢想著繪畫，

我畫我的夢想。

梵谷喜歡實驗色彩，

調合各種顏料。據研

究，這幅《臥室》的

牆壁原是紫色，但因

顏料品質不好，褪色

嚴重，才變成藍牆。

 達志影像

這幅是梵谷知名的

畫作《星夜》。厚

重的顏料、濃烈的

色彩，還有線條與

漩渦圖形，讓人彷

彿能觸及梵谷內心

強烈的騷動。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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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藝術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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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你好！我是來自法國的雨果。你可能沒來過

我的國家，卻對這裡充滿想像，例如傳說中的

塞納河、精緻的法國甜點、引領全球的時尚品

味 ……。法國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魅力的地方！

數百年來，我的國家就像個靈感

女神，吸引世界各地的作家、

畫家和哲學家前來，在咖啡座裡思考、討論，

迸發出火花。電影在這裡誕生；藝術家在這裡

盡情揮灑創意；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巴黎鐵

塔等前衛的現代建築，也在這裡找到舞台。在

法國，所有人的夢都可能實現。

由於隨處可見美景和藝術，讓很多人覺得法

國是個追求浪漫的國度。不過，我們更嚮往的

是自由和平等，當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會勇敢

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

撰文／徐意筑　繪圖／許珮淨　企編／胡純禎　版面／羅若文

羅浮宮是世界三大博

物館之一；廣場中央

的玻璃金字塔本身就

是一項藝術品。

塞納河貫穿整

個巴黎，許多

重要建築分布

在河岸附近。

巴黎著名地

標艾菲爾鐵

塔，是一百

多年前，為

紀念法國大

革命一百周

年，及迎接

世界博覽會

而建造。

巴黎聖母院以哥德式

建築聞名，蓋了近兩

百年才完成。經典名

著《鐘樓怪人》就以

這裡為故事背景。

嚼勁十足的

棍子麵包，

是法國人必

吃的食物。

巴黎市中心的建

築優雅氣派，仍

保持百年前的原

始樣貌。

你知道雨果

在哪裡嗎？

嗨！

P010-013France0212.indd   10-11 2015/2/12   下午5:57



撰文／胡純禎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何儀慧

嗨，我是白白

方方的牙齒，和

許多牙兄弟一起住

在嘴巴裡，每天忙著

處理從洞口送進來的

食物，過得充實又愉

快。可惜，再過不久

我就要跟主人分開了，真

是捨不得。 ？你問我為

什麼要離開？是主人沒照顧好，讓我蛀壞了，

必須被拔掉？不，不，誤會大了。牙世界可不

只有蛀牙，請讓我牙小弟慢慢告 你！

換牙？還是掉牙？

每個人一出生，牙齦裡就藏了兩組牙兄弟，

我屬於第一組──乳齒。乳齒在嬰兒學爬時開

始生長，共有二十顆，大約能使用六至七年，

時間到了，就自動讓位給第二組牙兄弟──恆

齒。恆齒比乳齒更大更多，一共有三十二顆。

恆齒就像它的名字一樣，是要陪你一輩子的牙

齒，如果掉了，不會有第三組牙遞補。

所以，乳齒離開的

過程，與其說是掉牙，

不如說是正常的換牙。

細菌出沒，要小心！

牙齒是身體最堅硬的部位，可是也有脆弱的

時候。我們最害怕的，就是口腔的細菌。細菌

會和食物合作，分解出酸酸的物質傷害牙齒；

你愛吃的糖果，就是細菌最好的朋友。

最可怕的是，這些酸酸的物質開始破壞牙齒

時，你完全沒有感覺，還以為牙齒很健康。但

如果仔細瞧，會發現牙齒已經變黑或白濁，因

為這時候，牙齒最外層的琺瑯質已經被侵蝕，

髒東西都堆積在凹洞裡。這正是蛀牙的開始！

牙齒形狀大不同

靠近一點，你發現了嗎？每顆牙齒

都長得不一樣，因為它們各自的任務也

不同。正中間的門牙形狀扁平，就像嘴裡

的菜刀，專門負責切斷食物；旁邊的犬齒，

尖尖的頂端能戳破食物，把食物撕得更

小；深處的臼齒，中央有個小

凹槽，可以把食物磨細。

多虧牙齦和琺瑯質的保護，牙齒才

能穩穩的待在嘴裡。

牙齒的主要

部分象牙質

布滿神經和血

管的牙髓腔

最堅硬的

琺瑯質

連結牙齒和

口腔的牙齦

ㄎ
ㄎ

門牙
犬齒

臼齒

40 未來兒童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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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在就教你一句口

訣：看、聞、摸！只要把握

這三項要點，海鮮、肉品，

統統新鮮帶回家！首先睜大

眼睛，看看外觀是否溼潤、

有光澤；再用鼻子聞，確認

沒有腥臭味或酸味；接著用手壓一

壓，如果肉質結    有彈性，就沒問題了！

不！雞蛋的大小取決於雞

媽媽的年齡，和營養程度沒

有關係。母雞的年紀愈大，

產道也愈寬，生下的蛋會愈

大。太大的雞蛋通常蛋殼比

較薄，含鈣量低，代表母雞

媽媽的身

體狀況不

佳，還是選

擇中型或小型的蛋比較好。

另外，因為雞蛋的外殼有

許多小氣孔，要是表面留有

排泄物和飼料粉，容易讓細

菌趁虛而入！所以最好選擇

表面乾淨、無髒點的蛋。

大家好，我是超市特派員波波！最近電視新

聞上，好多食物接連出了問題，真讓人害怕。

究竟應該怎麼挑選，才能買到安全、營養又新

鮮的東西呢？今天我們特別來到「未來超市」

訪問各分區的食物，請它們傳授獨門的

挑選祕訣，千萬別錯過！

這個問題很簡單，選擇外型完整，

看起來飽滿、有精神的就對了！當我

們的切口發黑、葉片一副病 的樣

子，就表示不新鮮！

現在各種蔬果幾乎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大

自然其實安排了適合採收我們的季節，例如竹

筍在夏天，草莓在冬天和春天。想要我們在不

適合的季節生長，需要較多的農藥保護，所以

選購當季的蔬果才是最理想的。

問我空心菜哥就對啦！

要像我這樣皮膚

光滑又有彈性！

媽媽，你

壓到我了

啦！

把雞蛋對著光看，或搖一搖，

也可以判斷蛋是否新鮮。

殼較厚，氣室小

且位置固定，蛋

液不太會晃動。

新鮮

殼較薄，氣室大

且會移動，蛋液

會晃動。
不新鮮

如何挑選蔬果？

挑選魚和肉有祕訣嗎？

愈大顆的雞蛋愈營養嗎？ 

88 未來兒童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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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
逛超市

撰文／徐意筑

繪圖／Swawa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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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遭的事物都是一個啟動點，能

引發我們不同的聯想。有些引發我們情

緒上的感歎，有些引發我們美感上的欣

賞，有些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有些則

引發了科學上的發明。在寫詩上，情緒

的感歎是最容易描寫的，因為它跟「寫

詩的人」最親近。

羨慕鳥有翅膀，是由「我們沒有的」

來想像；羨慕鳥不用上學，則是由「我

們有的」來感歎。這兩種都是用

「鳥」來和「我」作對比，因此最

容易產生「啊，對，就是這樣！」的效

果。如果我們把「對比」集中在其中

一個方向，效果就會更凸顯。

以下，我們就把「對比」這個「想像

的推進器」，集中在「我們有而鳥沒有

的」的事情上，來寫一首詩，

看看會有什麼效

果吧！

鳥不用上學，

真好！

鳥刺激了人類的飛行欲

望，讓人發明了飛機。

真希望我也有翅膀，

想到哪兒，一飛就到！

那是台灣藍鵲，全

世界只有台灣才有。

好美的鳥！

我要把牠畫下來。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看見鳥在天上飛，

你會想到什麼？

在想像中
遇見詩

戴安全帽不
林世仁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英文漢聲
出版有限公司副主編，目前專職創作。作品有「字的

童話」系列、《流星沒有耳朵》等三十餘冊。

P068-070鳥不戴安全帽0210.indd   68-69 2015/2/12   下午3:11



迴紋針一下子受磁鐵吸引，一下子卻又討厭

磁鐵，好像心情變來變去，這是怎麼一回事？

利用這種神奇的現象，來製作腳會游動的磁力

章魚吧！

準備材料
杯口直徑約 5公分的白色小

紙杯、縫線、色筆、剪刀、

膠帶、迴紋針（製作前請遠

離磁鐵）、圓形磁鐵

步驟

把紙杯塗上顏色，從杯

口往內剪八刀，當作章

魚腳的上半部。

1. 

1. 

為章魚畫上眼睛與嘴巴，

把杯口剪出的長條向外捲

成彎曲狀。

2. 2. 

取八枚迴紋針，把縫線

穿過迴紋針，然後在線

尾打結。

3. 

許良榮
台中教育大學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教授，

認為科學不是專屬於實驗室，致力於將科

學結合創意和遊戲，推廣科普活動。

用膠帶把八組線尾黏在紙杯

長條末端的內側，全部黏好

後，磁力章魚就完成了。

長約 8 公分

已翻面的磁鐵

4. 

操作

讓章魚腳上的

迴紋針靠近磁

鐵，但不要碰

觸到，你會看

到迴紋針朝著

磁鐵聚集。等

待約一分鐘。

把章魚移開，

將磁鐵翻面，

再讓章魚腳靠

近磁鐵，可以

看到迴紋針受 

到磁鐵的排斥

而移動，就像

章魚腳在游動

一樣。

科學
好好玩

作者／許良榮　文字整理／徐仕美　繪圖／楊麗玲

攝影／陳柏叡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磁力章魚

每一刀長約

 2公分

磁鐵有異極相吸、同極相斥的特性。迴紋針 

靠近磁鐵時，受到磁鐵的吸引暫時磁化，變 

成小磁鐵，且末端的磁極和磁鐵的相反。當 

磁鐵翻面後，迴紋針的磁極變成和磁鐵的一 

樣，因為同極相斥，所以受到磁鐵排斥。

想一想

異極相吸 同極相斥

邱意惠  繪圖

再試一下

在操作 2之後，如果繼續等待，因為磁鐵排

斥而分開的迴紋針，會出現什麼變化嗎？

46 未來兒童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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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

藝術

設計、繪圖／陳盈帆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

剪下一張長度約40 公

分的長方形卡紙，在

上面畫圖案。

將長方形繞成一圈，

用雙面膠黏起來。

用彩色筆在卡紙上畫

花朵，並塗上顏色，

然後剪下來。

紙環上方用兩段一

樣長的縫衣線，十

字交叉綁好。

在交叉處用另

一條縫衣線打

上環結。調整

吊線，讓紙環

平衡，吊飾

就完成了！

零件也要打洞，然後

用粗的縫衣線綁在紙

環下方。

1

3

6 7 8

2

黏貼雙面膠

的地方。 

背面也要畫

上圖案。

背面的圖案也可以用色

紙剪貼的方式做出來。

再畫出小鳥和蝴蝶，

然後剪下來。

在紙環的上下邊緣， 

用打洞機分別打出四

個洞。

5

4

春風吊飾

零件也可以直接

黏在縫衣線上。

也可以把零件

串聯起來。

陳盈帆  對插畫充滿研究與創作的熱情。作品風格多
變，電腦上色時用色厚重強烈，手繪水彩時偏好古典淡

雅，圖畫中透露出溫馨與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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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

歡藏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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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一走進教室，就非常興奮的跟全班同學

宣布：「各位小朋友，你們見過會笑、會哭、會

揮手，還會唱歌的畫嗎？即將開幕的新奇美術

館，將展示這類從國外買回來、歷史悠久、已

經『修練成精』的世界知名畫作。下星期，老

師要帶你們去參加新奇美術館的開幕典禮，欣

賞神奇的名畫。」

小莫最喜歡畫畫，也很愛看畫，他一聽老師

這麼說，恨不得立刻衝去美術館。

小莫的同學也跟小莫一樣，很想去看看這些

特別的畫。

大家心急的等了一個星期，終於到了美術館

開幕的日子。

小莫和全校學生，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趕

去美術館。他們發現美術館附近人山人海，周

圍道路擠得水洩不通，根本無法靠近。

小莫無奈的說：「是不是全市的人都來了？」

台灣大學碩士、英國納比爾大學碩士。曾獲

《國語日報》牧笛獎、「好書大家讀」年度

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著作逾二十冊。曾旅

居英國與紐西蘭近十年，目前定居花蓮。

作者‧黃文輝

復興美工畢業。設計過無數種文具、禮品、

卡片與雜貨，畫過無數本書籍封面插畫，寫

過幾個媒體專欄，出過幾本個人著作，圖文

作品常出沒於各大平面、電視及網路媒體。

繪者‧BO2

撰文／黃文輝　繪圖／BO2　企編／何儀慧　版面／吳慧妮

說故事
時間

會唱歌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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