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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兒童探險隊，集合！這次要帶大家去別

人沒有去過的地方，看看沒有人看過的景物！

是哪裡呢？不是登上月球，也不是拜訪太陽，

而是要去你的腳底下，也就是我們所居住的星

球         ―     地球！

雖然，我們就住在地球上，對地球的了解卻

很「表面」。你以為地球裡除了土，就是石頭

嗎？沒那麼簡單！地底下除了硬硬的岩石，還

有熱騰騰的岩漿，而且愈往地心的方向鑽，溫

度就愈高。地底下還有很多寶藏呢！

地球內部像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的，

埋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祕密。就連「表

面」這層，都會讓你大吃一驚！

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一起搭乘「地心

號」鑽入地球內部，航行 6400公里，到

達地球的最中心，好好大開眼界！ 

20 未來兒童  2015.04

地心歷險記
撰文／

張凱希　審
訂／陳文山（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繪圖／徐至宏
　企編／何儀慧　版面／趙璦

主
題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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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從小在貧困

的環境下成長，在

他的作品中，不難

看到境遇類似的主

角，《賣火柴的小

女孩》就是一例。

國際兒童圖書日

每年的四月二日，

是安徒生的誕生紀念日。

這天也被訂定為國際兒童圖書日，

許多國家都會在這天舉辦活動，

鼓勵小朋友閱讀。

安徒生的故事啟發了世界各地的讀者，

在美國也可以看見他的雕像。

除了寫作之外，多才多藝的

安徒生，還會剪紙和繪畫。

丹麥發行的安徒生紀念郵片

上，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得來不易的果實

安徒生從小家境貧困，卻過得很快樂。他喜

歡借閱名家劇本、替木偶做衣服，並在家裡搭

建簡易舞臺，有模有樣的表演。他年紀雖小，

卻已立下志願，將來要當一名歌劇演唱家。

可是，父親在他十一歲時過世，家裡的生活

變得更辛苦，他不得不中斷學業，開始賺錢。

但他並未忘記成為演唱家的理想。十四歲時，

安徒生到首都哥本哈根尋找機會，

雖然在歌劇院得到了一個小角

色，但不久後，他的嗓子卻

壞了。幸好朋友同情他的

遭遇，資助他到學校學習。

求學期間，他不被老師看好，也不善與

同學相處，但他很珍惜讀書的機會，並試

著創作。二十四歲時，他的作品受到出版

商青睞，一出版就全賣光，這是他第一

次嚐到成功的滋味。

同一年，他的作品也在

歌劇院上演，他終於登上

了舞臺！

為小朋友寫作

三十歲時，已經在寫作上

獲得成功的安徒生，開始認

真思考：自己要為誰創作？

他想起自己貧困的童年，沒有上學機會，也

沒有太多朋友。為了幫助家境清寒的孩子，

他用往後四十年的時間，寫下超過一百六十

則童話，在世界各地都有廣大的讀者群。

安徒生去世的前一年，當他生重病的消

息傳出，許多小讀者都寄來慰問信，祝他

早日康復。安徒生一生不曾結婚、沒有小

孩，但他影響了世界各國無數的孩子，

相信他一定很安慰。 

92 未來兒童  2015.04 2015.04 未來兒童 93

我的人生經驗，

都在我的童話裡。

國際安徒生大獎是世

界兒童文學界的最高

榮譽。獲獎的兒童文

學家及插畫家，能獲

得一面刻有安徒生肖

像的獎牌。

 達志影像

陳雅茜  提供

 達志影像

Kembali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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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熱情的

 
  帶
你 遊 世 界

你好！我是來自西班牙的卡拉。我的國家位

在歐洲西南邊，一個五角形半島上。說起西班

牙，許多人立刻想到激昂的鬥牛表演、狂野的

佛朗明哥舞，或是人們燦爛的笑容。無論哪一

種，都展現我們最真的一面，那就是熱情！

西班牙也是個熱愛節慶的國家，幾乎每個月

都有大大小小的慶典和活動，例如被猛牛追的

奔牛節、被番茄砸滿身的番茄節，還有萬人疊

羅漢。無論哪一天，幾乎總有地方在歡慶！

及時行樂的我們，很重視生活品質，認為慢

慢來才能充分享受人生。午休近了，就該放下

工作，好好吃頓飯，回家睡午覺。我們也時常

相約上餐館，或在街頭閒逛享樂。

撰文／胡純禎　繪圖／許珮淨　企編／徐意筑　版面／ Ben

西班牙人的用

餐時間相當獨

特，午餐從兩

點開始，晚餐

從九點開始。

西班牙小菜種類

繁多，從乳酪、

海鮮到肉類都應

有盡有。

西班牙人熱愛運

動，對足球、登

山與自行車情有

獨鍾。

許多西班牙人習慣午

睡。商店也會在這段

期間休息，下午五點

才會重新營業。

馬德里著名的太陽

門廣場，位在西班

牙的正中心，從古

至今都是群眾最喜

愛的地點。

佛朗明哥舞激昂

而奔放，是西班

牙獨一無二的藝

術表演。

你知道卡拉

在哪裡嗎？

2015.04 未來兒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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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詹亞帆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徐意筑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是神明媽祖的生日，為了

向媽祖祝壽，台灣民間各地會在這個月舉行各

項廟會慶典活動，非常忙碌、熱鬧，而且還用

「三月瘋媽祖」這句台灣諺語，來形容忙碌和

熱鬧的程度。

「三月瘋媽祖」是農曆三月最熱門的話題，

現在就和你分享有關媽祖的二三事，讓我們跟

上這股熱潮，一起瘋媽祖！

庇佑眾生的海上守護神

最早，媽祖是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地區漁民的守護神，

相傳每當有船隻在海上遇到大風浪，

呼喊求救時，媽祖就會現身，施法平息

風浪，拯救遇難的船隻。

當中國沿海的居民渡

海移民到台灣時，媽祖

也一路保佑他們平安渡

過危險的台灣海峽。

到了台灣，媽祖除了

是海上守護神，還驅逐

瘟疫、防颱救災、協助

農牧 ……庇佑百姓免於

各種災難。因此，

即使不是靠海

為生的人，如

今在遇到困難

時，也會祈求

媽祖庇佑，並

心存感謝，為

祂舉辦慶生

嘉年華！

讓我們一起

   瘋媽祖
大道公風，媽祖婆雨

台灣話說「大道公風，媽祖婆雨」，反映出農曆

三月氣候不穩定的情形，這是有典故的。傳說媽祖跟

大道公（即保生大帝）曾經相戀並打算結婚，但媽祖

卻因為看到母羊產子的痛苦景象而悔婚。大道公很生

氣，就在媽祖生日繞境時，施法降雨淋溼媽祖。不甘

示弱的媽祖，也在大道公生日（農曆三月十五日）出

巡時，施法颳風，吹掉大道公的帽子。

媽祖或天妃？

媽祖曾經被皇帝封為

「天妃」。清朝文獻記載

過一則趣聞：向媽祖呼救

時，如果喊「媽祖」，祂

會立刻來救人；但如果喊

「天妃」，媽祖會先盛裝

打扮才現身。所以漁民不

敢稱媽祖為天妃，這樣祂

　才會盡快現身。

2015.04 未來兒童16 未來兒童  2015.0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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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海裡像下雪一樣，漂浮著

一片片美麗的雪花。原來又到了

一年一度的珊瑚產卵大會。每年

春天連續幾個夜晚，珊瑚會不約而

同一起產下大量的「卵」，就像海中漂浮了一

顆顆的小粉圓，吸引許多魚兒前來飽餐一頓。

珊瑚究竟是什麼呢？其實珊瑚是由小小的珊

瑚蟲一起組成的。珊瑚蟲個子很嬌小、身體軟

軟的，看起來像透明的小果凍，還會伸出細長

的小觸手，靠著底部緊緊附著在礁石上。雖然

模樣像朵小花，卻是不折不扣的小動物。

像小粉圓一樣的卵，

就是這些小小的珊瑚蟲

產下的。受精的珊瑚卵會孵

化成幼蟲，在海中漂浮漫游，

直到遇上堅硬的岩石才會附著

上去，開始長成珊瑚蟲。

珊瑚蟲會愈長愈多，並且分

泌碳酸鈣，形成彼此相連的骨

骼，隨著骨骼不斷堆積，就會

形成愈來愈大的珊瑚。但真正

有活動力的部分，還是只有表

面一層的珊瑚蟲。層層疊疊

的珊瑚骨骼，加上細小的泥

沙、藻類和貝類等的協助，

才能形成大片的珊瑚礁。

撰文／許佳榕     

審稿、攝影／戴昌鳳     

企編／林韻華

繪圖、版面／愛達綠

特別報告

珊瑚

屏東南灣的軸孔珊瑚

在每年農曆三、四月，

滿月過後的一個星期，台灣

南部的珊瑚會趁著海水平靜

的夜晚，一同產下數以萬計

的卵，多到把海水都

染成了粉紅色。

除了以產卵的方式

繁殖下一代，珊瑚

蟲也會直接從身上

長出跟自己一模一

樣的小珊瑚蟲。另

外，有的珊瑚受到

外力的影響，斷裂

後掉落海底，也能

長成新的珊瑚。

不只有卵

側面長出新的珊瑚蟲

斷裂的珊瑚掉落海底，若環境

適合生長，就能繼續存活。卵

珊瑚幼蟲需要遇到

堅硬乾淨的岩石表面，

才能附著生長。

幼蟲

澳洲大堡礁的珊瑚蟲

產卵的模樣。

珊瑚的旅程

的
達志
影像

蔡永春  攝影

珊瑚蟲的構造

碳酸鈣

骨骼

用來

捕捉食物 消化食物

的地方

口部

體壁 腔腸

觸手

珊瑚蟲

2015.04 未來兒童40 未來兒童  2015.0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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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到選舉，看到大人去投票，你有

什麼想法？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投票獸

好想快快長大，

我也要去投票！

如果流浪狗也能投票，

都市會不會更友善？

一人一票？為什麼

聰明人不能有兩票？
我要辦一場選舉，

只有小朋友能投票。

為什麼小孩子不能投票？

生活中，投票好像是「大

人」的事，硬邦邦的，不好

玩。我們能聯想到的，也大

多是硬邦邦的事。要怎麼樣

才能把它變成好玩的詩呢？一

個方法是在內容上打破常規：

如果換流浪狗、流浪貓來投

票呢？如果票選歷代皇帝，

誰會贏？票選最棒的夢，什

麼夢會勝出 …… 另一個方法

是在題目上求變化：投票很

無聊，「投票獸」呢？「投

票機器人」呢？是不是變有

趣了？

以「投票獸」作例子，因為

題目很童話，就可以運用「吹牛

皮」的技巧。「吹牛皮」就是「誇

張」，只要把一件事往極端處想，

想到不可思議的地步，趣味就會蹦

出來。在生活中吹牛皮會得到噓

聲，在詩中吹牛皮卻會得

到掌聲。來，看看「投票

獸」可以怎麼誇張吧！

在想像中
遇見詩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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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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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獸
投票獸，愛投票。

早餐吃什麼？投票！

待會兒要跟誰玩？投票！

該不該打呵欠？投票！

要不要哈哈笑？投票！

要不要抓抓癢？投票！

今年幾歲啦？投票！

晚上要不要作夢？投票！

投票獸，好難受。

牠想上廁所，可是

嗚 ……沒有人投下贊成票！

你能想出一種「不存在卻

很有趣」的選舉嗎？把它寫

出來吧！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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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馬戲團的特技演員能夠走在細細的鋼

索上？他們有什麼訣竅可以保持平衡？讓我們

用保麗龍球和叉子進行神奇的特技表演吧！

準備材料
直徑約 5公分的保麗龍球、

兩根相同樣式的叉子、牙籤、

玻璃杯或馬克杯

步驟

取一顆直徑約五公分的保麗龍球，在兩側各插上一根叉子。1. 

把牙籤插在剛剛做的記號

上，平衡器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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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籤要插直，和兩根叉子

保持相同的距離。

在保麗龍球上

做記號。

操作
將牙籤放在玻璃杯邊緣，

小心的調整位置。保麗龍

球和叉子做成的平衡器，

單靠一枝牙籤就能平衡在

杯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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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瑋 神奇的平衡器 將保麗龍球放在手指上，

找出可以平衡的點，在點

上做一個記號。

2. 

兩根叉子的夾角

大約120度。

平衡器能架在杯子上，是因為重心位在牙

籤與杯緣接觸點的正下方，所以能夠保持

平衡。特技演員能拿著長棍走鋼索，正是

利用這種訣竅。

想一想

再試一下

改變牙籤的長短，會有什麼影響呢？

改變叉子之間的角度，例如擺成直角、水

平，或甚至超過 180  度、往另一側翻開，

平衡器還能保持平衡嗎？

2. 

1. 

叉子的重心

整個平衡器

的重心在這裡

叉子的重心

接觸點

44 未來兒童  2015.04

P044-045科學好好玩四月0319.indd   所有頁面 2015/3/20   上午11:31



最後簽上名字，

就成為你獨一無二的作品嘍！

也可以選用有顏色的紙板，或是

先在紙板塗滿一層顏色。

用膠帶貼出自己的名字和各

種形狀，設計出個人專屬的

告示牌！

塗到膠帶上也

不用擔心。

膠帶就像雨傘，

可以擋住水彩的顏色雨。

用膠帶貼出線條，

讓顏色雨落在格子裡，

揮灑出不可思議的圖畫！

格子抽象畫

100 未來兒童  2015.04

設計、版面／ Bianco　企編／何儀慧

    

「三人制創工作室」藝術指導，曾獲書籍設計金蝶獎。

是平面設計師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在家常陪小朋友畫畫、

動手玩創意。

在厚紙板上貼紙

膠帶，可以隨意

的交叉貼。

也可以隨性的、

大面積的塗上顏

色。

塗完顏色後，等

顏料乾。

把膠帶撕下來，

就完成一幅格子

抽象畫了。

可以在文具店

買到畫畫用的

遮蔽紙膠帶。

水彩濃稠一點，

不要調得太稀。

將水彩塗在厚紙

板上，可以一格

塗一個顏色。

貼有膠帶的地方，

水彩就塗不上去了。

動手玩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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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隻黑貓，九千九百

九十九隻聰明。

樂樂巫婆的助手噗噗，就

是一隻如假包換的黑貓。

不過，樂樂巫婆正在叨唸噗噗：「派你去找豆

腐，你買豆干；請你拿泡泡草，你找泡泡膏，

還有……」她從鍋裡撈出一根：「大象鼻子？」

「都是長長的呀……」

「你太迷糊了，一萬隻黑貓，九千九百九十

九隻聰明，我偏偏遇見你！」

這鍋隱身水全毀在大象鼻子上 ……不！是毀

在一隻迷糊的黑貓身上。

「你走！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巫婆不能沒助手，她對著大象鼻子唸咒語：

「七七乳加翹克力，八八煉乳加下去……」

煙霧裡出現一隻呆呆的灰色巨貓。

「灰的？」樂樂巫婆搖搖頭，象鼻貓也想知道

是怎麼一回事，他原本只是一根大象鼻子嘛。

只是他太壯了，一轉身，撞翻那鍋隱身水。

「你 ……」

「我 ……我不是故意的。」象鼻貓嚇得倒退三

步，撞倒了鐵鍋，碰到了金鍋，金鍋滾到銅鍋

邊， 啷、 啷、 啷 ……一不小心，他還壓

垮樂樂巫婆的飛天掃把。那是她唯一的飛天掃

把。

他很忙，忙著讓腦袋瓜裡的故事飛出來，也要忙著管

他那班淘氣的學生。他寫的書，曾獲得《國語日報》

兒童文學牧笛獎等獎項。他的心裡永遠住著一個和你

一樣大的小孩。愛讀書，所以一直寫故事。

作者‧王文華

法國國立南錫美術學院造型藝術文憑。

目前為專職插畫工作者，作品散見於副

刊、雜誌和書籍。和多隻貓及一隻狗一

起生活。

繪者‧達姆

說故事
時間

撰文／王文華　繪圖／達姆　

企編／林韻華　版面／吳慧妮

十全十美的

助手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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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巫婆快昏倒了：「這麼貪吃的助手，怎麼

行呢？」她看到桌上有塊抹布，抹布不貪吃，於

是她唸了咒語，變出一隻抹布貓。

抹布貓動作輕快，牠先擦廚房，廚房一塵不

染；再掃臥室，臥室變得亮晶晶。

樂樂巫婆好滿意。抹布貓跳向客廳，把牠認

為礙眼的東西，通通丟到院子裡。

魔法杖、巫婆帽、幾年沒洗的斗篷和巫婆辛

苦找來的藥草，全被抹布貓拖到外頭，眼看牠

接下來就要點火將它們燒掉了。

「我得找個靈巧的。」樂樂巫婆四處看看，一

隻小老鼠在鍋子間鑽來鑽去。

「老鼠動作輕巧迅速。」樂樂巫婆朝牠招了招

手，一邊唸著咒語。

「七七乳加翹克力，八八煉乳加下去……」

巫婆的小屋出現一隻老鼠貓，牠這邊嗅嗅，

那邊聞聞。

樂樂巫婆說：「你去刷鐵鍋，煮開水，再去玉

山取泉水 ……」

沒想到在巫婆下指令的同時，老鼠貓吃了螺

絲起司，啃了憂愁乳酪，正要吃臭雞蛋糕 ……

她連忙搶過來：「那是我要做隱身水的。」

老鼠貓只好鑽進巫婆的衣櫥，咬鞋

子、咬外套，還咬巫婆的帽子。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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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巫婆歎口氣：

「完美助手還得要聰明……」巫婆只能去超完美

助手專賣店找了。

專賣店招牌很亮，急需寵物的巫婆騎著掃把

快速飛行也能看見它。可惜，樂樂巫婆已經沒

掃把，她的掃把被象鼻貓坐壞了。

樂樂巫婆整整走了六天六夜又六小時，這才

來到專賣店：「我要最完美的黑貓。」

滿臉雀斑的小巫婆說：「您真有眼光，我們的

黑貓都有巫婆助手學堂的證書。」

樂樂巫婆拿出三塊錢，「好好好，我要一隻

黑貓。」

小巫婆搖搖頭，「展示窗的黑貓你買不起，

店後頭的黑貓也在等主人，如果牠們願意跟你

走，三塊錢就行。」

專賣店後頭的黑貓，每隻看起來

高貴、典雅又聰明。樂樂巫婆非常

滿意的說：「誰想跟我回家？」

黑貓們圍著她，捏捏她、聞聞她，最後跳回

座位上打毛線、看漫畫，沒有一隻想跟她走。

　「做我的助手有得吃又有得住，每天還能睡

午覺，你們為什麼不來？」

「你的樣子很凶。」黑貓們七嘴八舌的說。

「帽子破了一個洞。」

「還有，你的身上很臭。」

「我們要最完美的主人。」黑貓們說：「那不是

你。」

「最完美的主人？」樂樂巫婆問。

「好主人的氣味好聞，對助手大方，來找我

們會騎掃把，不是走路來的。」

樂樂巫婆垂頭喪氣的走回

家，影子拉得好長。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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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巫婆曾經用這個咒語召喚一座冰山到非

洲，今天只是召喚一隻小黑貓，應該不必十分

鐘 ……

但是，十分鐘過了 ……

應該不必半個小時吧！可是，也不只半小時

了 ……

應該 ……

直到太陽滾進海裡，噗噗還是沒出現。

天黑了，風大了。

樂樂巫婆想起噗噗剛來的那一天，風也這麼

大。那時噗噗小小的，抱起來輕輕的。她餵噗

噗喝鮮奶，噗噗幫她翻童書，躺在她的懷裡咪

嗚咪嗚的叫。

現在 ……

竟然連召喚咒都召喚不來噗噗，難道 ……

野狼咬住他？

棕熊抓著他？

樂樂巫婆彷彿聽見噗噗咪嗚

咪嗚的叫聲。

「噗噗，我來了，你不要

害怕。」

她自言自語、自問自答：「我小氣？」

「噗噗當了三年助手，我有給他一塊錢薪水

呀……」一塊錢，感覺好像不多。

「我很凶？」

噗噗就是被她趕出門的呀！

樂樂巫婆想呀想呀，「我好想知道噗噗現在

怎麼了？」

她停下腳步，正好來到黑森林的入口。

聽說黑森林裡有野狼、棕熊，還有老虎。

「要是噗噗遇到他們怎麼辦？」

樂樂巫婆急忙唸起召喚咒：

「草滿地，花滿地，有魚有肉有蝦米；

　樹滿空，雲滿空，無憂無慮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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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但是我聽見你叫救命的聲

音了！」

「噗噗，請你回來當我的助手好嗎？」樂

樂巫婆說。

「真的嗎？太棒了！我以後會用筆記本

把事情記下來。」

「那我也會努力當個十全十美的主人。」

「為什麼？」噗噗問。

巫婆的臉紅了：「因為我

擔心找不到像你這樣

十全十美的助手

呀。」 

樂樂巫婆心急的奔跑了起來。森林裡的樹

張牙舞爪，不斷擋著她，絆著她，她擔心噗

噗，跌倒了，爬起來，繼續跑。

唉呀！她突然踩個空，人往下掉，幸好樂

樂巫婆抓住崖邊一角。她有一大堆魔法、咒

語和藥草，卻沒有一個能把自己救起來。

「救命呀 ……」

這幾個字在山谷裡迴盪，然後，有隻手緊

緊拉住她。

是老虎？是野狼？還是可怕的妖精？

樂樂巫婆往上一看，看到紅色的領結、月

光般的眼睛。

「噗噗！」要不是噗噗拉著，樂樂巫婆差

點兒掉下去呢！

樂樂巫婆爬上山崖後，突然想到：「你

沒聽見我的召喚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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