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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一百二十公分的毛毛長得有

點瘦小，喜歡拍照，對巨大的東西

最有興趣。截至目前為止，他已經

拍過學校裡最大的石頭王、餐廳裡

最大的馬克杯王、動物園

裡最大的動物王         ……     

聽說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植物之

後，他帶著身高只有他一半的拉不拉多

犬         ―     豆豆，一同前往「世界植物園」

參觀，想找出最大的植物王，讓豆豆和它一

起合影。只是，他進入園區一看，哇！百花

齊放、百葉齊長，有的植物高聳入天，有的

花開碩大。葉子寬的、長的，或是根部扎得

又深又遠的，彷彿都在向他招手：「選我！選

我！我最大！」

看來，要決定誰才是植物界的巨無霸

之王，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於是他決

定出發去植物的故鄉，當場仔細瞧

一瞧，找出自己心目中真

正的植物王。 

撰文／陳雅茜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誰才是

植物王？

我是大王。

我！

選我！

選我！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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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蕾莎修女小檔案

1910 年 8 月26日

出生於前南斯拉夫

（現在的馬其頓共和國）

樂於愛人與奉獻

當你在路上看見全身病痛、甚至奄奄一息的

人，會有什麼反應呢？有位天主教的修女，不

避不逃，默默奉獻自己，幫助最窮苦的人們。

三十多年前，諾貝爾和平獎宣布頒獎給她時，

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原來，和平並不一定與國

家大事有關，這位修女無私的奉獻精神，更加

難得，值得每一個人敬佩

與學習。她，就是德蕾

莎修女。

德蕾莎修女
撰文／吳立萍　繪圖／陳沛珛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瑋無私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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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祕魯太陽之國

 
  帶
你 遊 世 界

嗨，我是胡安，來自美洲大陸的祕魯。我的

國家很古老，在幾千年前，曾經是印加帝國的

中心，孕育了令人驚歎的印加文明；在沒

有鋼筋水泥的年代，用石頭建造出美麗的

馬丘比丘古城，至今屹立不搖，不僅被

列為世界七大奇景，更為曾經壯闊的帝

國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如果馬丘比丘是祕魯的地標，

太陽就是我們世代流傳的古老信仰。

我們自認是太陽的子民，在太陽神的

指引下，來到這裡建立國度。因此，我們

喜愛黃色和黃金，它們就像閃閃發光的太陽，

給予我們無窮的力量！

直到現在，這塊土地上仍然有大片古墓在豔

陽下烘烤，裡面埋藏著印加文化流傳千年的木

乃伊。這可不是虛構的電影場景，而是祕魯真

實的樣貌！

撰文／徐意筑　繪圖／許珮淨　企編／黃瑗瑗　版面／蔚藍鯨

古城馬丘比丘位於兩

千多公尺高的山脊，

遺址有多處梯田、神

廟、廣場和住宅。遺世獨立的祕魯，

有四分之一的地方

沒有電、沒有自來

水，也沒有車輛。

能在寒冷中綻放鮮

豔色彩的坎塗花，

是祕魯的國花，也

被視為聖花。

祕魯山區的地勢較

高，白天酷熱，夜

晚寒冷，溫差高達

攝氏三十度。

羊駝在祕魯人的生活

中很重要，不僅能幫

忙載重物，皮毛還可

用來編織禦寒衣物。

祕魯人以馬

鈴薯和玉米

為主食。

你知道胡安

在哪裡嗎？

2015.05 未來兒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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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雅茜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何儀慧

　每年春天剛過、夏天還沒來，媽媽總是會

帶我回外婆家，說是五月雪來了，我們要去

賞桐花。

　外婆家的後面有座墨綠的山頭，每到這個

時節就會開出一叢叢白花，像是長在外婆頭

上的白髮。但只要走進山林，微風輕吹，樹

便沙沙作響，灑落一地小小的白色花朵和花

瓣，彷彿溫暖的五月天裡落下片片白雪。

　外婆說她小時候，大約是五十幾年

前，才不像現代人這樣有賞花的閒情

逸致，會到樹林裡親近這些樹，大

都是盛夏初秋、樹木結果時。他們

總是三五好友相約到樹下撿果實，

再拿到油行裡換零用錢。「這種樹

呀，叫做油桐，果實裡的種子能

榨出珍貴的桐油呢！」

百年的五月雪
台灣的油桐樹大多

數是木油桐，也叫

千年桐、廣東油桐

或皺桐，大約可以

長到十公尺高。

油桐生長快，木材潔白、質地輕，可用來造紙、製作

箱板、種木耳，過去還用來做木屐和火柴棒。

葉片心形，或有分裂。

基部長著像螃蟹眼睛一

樣突出的蜜腺，會分泌

甜甜的蜜汁吸引螞蟻前

來取食，螞蟻則會替油

桐驅除害蟲。

雄花初開時，花心為淡

綠，之後轉紅。落花時

為整朵落下。

雌花長著頂端分叉

的雌蕊，落花時只

會落下花瓣，雌蕊

留在樹上，繼續長

成果實。

果實長得皺皺的，是別

名「皺桐」的由來，成

熟時大多裂成三瓣，每

一瓣內有一顆種子。

油桐種子榨出的桐油，具防水、防

蟲的特性，是天然的木材保護漆，

也被加在油漆和油墨裡；過去曾是

油燈的燃料，現在更有人研究它作

為生質柴油的可能。榨出桐油後的

渣，可作為肥料。

★	油桐種子有毒，不可食用。

	 玩過後，請記得洗手。

蜜腺

2015.05 未來兒童14 未來兒童  2015.05 15

P014-017-5月特別報告-油桐花開0419.indd   14-15 2015/4/21   下午5:08



台南的水雉生態教育園區是觀察

水雉的好去處。

鳥喜歡在菱角田活動。不過，這並不是因為

牠愛吃菱角，而是因為菱角田裡有豐富的水

生動物可作為食物，叢生密布的菱角葉更是

絕佳的掩護，讓水雉不容易被掠食者發現。

優雅美麗的水鳥

水雉的體型有點像

菱角，呈倒三角形。

頭部白色，頸背是亮

麗的金黃色，尾部則

有三十公分長的黑色

羽毛，黑、黃、白三

種顏色的搭配讓水雉

顯得既高貴又優雅。

水雉的腳趾和腳爪又細又長，這種「加長

型」的設計能分散體重，讓水雉踩在水生植

物葉片上，不會沉下去，從容的在浮葉上漫

步，所以水雉也被稱為凌波仙子或葉行者。

五月，暖熱的南風帶來夏天的氣息，毒辣

的太陽蓄勢待發，農夫也把水田蓄滿水，開

始種植菱角，好讓大家在秋冬時節有香甜的

菱角可以吃。

水田裡除了菱角茂盛生長，也吸引許多昆

蟲、鳥類和水生動物進駐，更有菱角鳥在這

裡築巢、生蛋。快跟上腳步，一起巡田吧！

就愛菱角田！

菱角鳥是農民對水雉的稱呼，因為這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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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看得到水雉？

台灣早期，各地的池塘、湖泊、沼澤常能見到水

雉的蹤影。但是隨著土地開發、溼地消失，目前

只剩台南地區能見到比較大的族群，因為這裡是

台灣最大的菱角產地，水田的環境十分適合水雉

生活。台北、宜蘭、嘉義、高雄和花蓮等地則有

零星的分布。
水雉生態教育園區  提供

 美麗的菱角鳥

  水雉

水雉有四根超長的尾羽。每隻腳有四根腳

趾，細長的大腳丫能在水面的葉片上行走。

撰文／張凱希　繪圖／ BO2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王徵吉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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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農夫在插秧，你會想到什麼？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我讀過詹冰的童詩

〈插秧〉，好有趣！

哈，農夫

在幫大地植髮！ 

如果農夫不是在

種稻子，而是種……

老師教過：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太陽好大，農夫

好辛苦！

　農夫插秧，是鄉村裡的美麗風景。它讓

我們看到農夫的辛苦、想到付出與收穫之

間的關係，也給想像力施展的空間。如果

我們把焦點集中在「秧苗」的形狀，可以

想像它是「大地的頭髮」；如果集中在水

田上下的景像──插秧的動作和水田裡的

倒影，便會出現詹冰的詩〈插秧〉：「水田

是鏡子／照映著藍天／照映著白雲／照映

著青山／照映著綠樹／農夫在插秧／插在

綠樹上／插在青山上／插在白雲上／插在

藍天上」。

　如果，我們把焦點集中在「種田」這

一件事，再放開去想：「在○○地方種下

  ○○」。例如，不種在水田，而種在心

田；不種稻子，而種別的，那麼，又會出

現什麼樣的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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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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太陽
讓我在你的心裡　種一顆太陽

黑夜裡　你會感到光亮

讓我在你的心裡　種一縷春風

天冷時　你會覺得溫暖

讓我在你的心裡　種一串笑聲

難過時　你會聽到天使歌唱

讓我在你的心裡　種一個我

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不會感到孤單寂寞

換作你，你想種什麼呢？種星星？種

天使？種時間？…… 種在哪裡呢？把

它寫出來吧！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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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嗎？手不必碰到豆子，就能把它從盆

子裡移到另一個盆子！這不是魔法，只要利用

螺旋的構造，就能做出傳送豆豆的巧妙機械！

準備材料
兩個盆子、黃豆、剪刀、寶特瓶、膠帶、

西卡紙、美工刀、釘書機、尺、鉛筆、竹筷

步驟

操作
請大人幫忙，用美工刀切

掉寶特瓶的兩端。

1. 在西卡紙上畫六個大圓，大圓

中間再畫小圓，並畫一條線連

接兩個圓。沿線剪下。 

2. 

把一個圓的    A    和另一個圓

的    B    稍微重疊，用釘書機

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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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兩釘好後，拉開成一個

螺旋。在螺旋中間插入竹

筷，兩端用膠帶黏好。

4. 

把做好的螺旋裝置插入寶

特瓶，輸送機就完成了。

5. 

長度要比

竹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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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瑗瑗　版面／黃瑋 豆豆輸送機

大圓直徑和寶特瓶一樣，

或者稍小；小圓直徑約為

竹筷直徑的  2 至  3 倍。

A
B

把輸送機插進裝有黃豆

的盆子，一手扶住寶特

瓶，一手轉動竹筷，就

能輸送黃豆。

這個裝置其實是利用斜面的原理，來改變豆

子的位置。生活中有許多斜面的設施，可以

讓我們搬東西時較省力，例如無障礙坡道。

如果把斜面沿著圓柱繞，就會變成螺旋形。

豆豆輸送機正是斜面變成的螺旋。

想一想

再試一下

如果增加豆豆輸送機的螺旋圈數，轉起來會

比較省力還是費力？豆子上升的速度會變快

或變慢？

利用斜面，可

以把東西輕鬆

推上去。

斜面繞在圓柱上

就變成螺旋形。

邱意惠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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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按鈕，長得凸凸的、小小的、胖胖的、圓

滾滾的，當你一看到他，你絕對會忍不住想按

他一下。而且，按一下之後，會很想很想再按

第二下，如果沒按到，會整天瘋狂的想按他，

因為小按鈕真的很好按。

按下小按鈕之後，有時會出現「叮咚」的聲

音，有時是可怕的雷聲，有時會出現一首歌，

有時卻完全沒聲音。除了有奇奇怪怪的聲音，

還會發生許多有趣的事。

但是，小按鈕很討厭別人按他，因為這樣常

讓別人嚇一跳，他自己也常被嚇一跳。

小按鈕非常膽小，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嚇了我一跳。」

因為膽小害羞的關係，他常常躲起來，而且

練成快速飛行的功夫，就像個小飛碟。所以，

要按到小按鈕其實很不容易。

一個渴望永遠不要長大的男孩。我與

巫婆擬定一份合約，如果我寫的故事

能讓孩子得到快樂，順利蒐集到一千

萬個笑聲，我就可以回到小時候。因

此我努力的寫，不斷的寫，希望真的

能有那一天。

作者‧顏志豪 繪者‧九子

個頭嬌小、看不出實際年齡，喜愛

看書、畫圖、和阿貓阿狗玩耍，過

著悠閒自在、與世無爭的生活，現

在正努力往插畫的世界邁進，作品

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希望和更多人

分享九子的插畫。

了 跳撰文／顏志豪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吳慧妮

說故事
時間

嚇 我一

P072-081說故事時間0419.indd   72-73 2015/4/20   下午4:21



2015.05 未來兒童 75

「嚇了我一跳。」他們又異口同聲。

「哇！百聞不如一見，我只不過按他一下，

就掉下一台電視機！」啄木鳥醫生嘖嘖稱奇。

「這是三年前地鼠家遺失的電視機，原來在

這裡。」小按鈕說。

三年前，小按鈕到地鼠家作客，正當

他們想看電視時，卻找不到遙控器，地

鼠靈機一動，按了一下小按鈕。

結果，電視機沒被打開，反而消失

不見了。

「怎麼那麼吵啊，我睡個午覺也不

行。」老榕樹打了一個大呵欠。

「午安，村長先生，你的咳嗽好一點

了嗎？我是來幫你看病的。」啄木鳥醫生

對腳下的老榕樹說。

這一天，太陽很大，小按鈕貼在老榕樹的樹

幹上睡著了，就像一隻很愛樹的蟬。

突然，「轟」的一聲，小按鈕的美夢被一道

雷打中。

「嚇了我一跳。」小按鈕和啄木鳥醫生異口同

聲的說。

「對不起，我沒看到你。」啄木鳥醫生道歉。

「真沒禮貌。」小按鈕不高興的說。

原來他就是傳說中的小按鈕，真的好好按。

啄木鳥醫生心想，自己的運氣真是太好了。

這時，天上突然掉下一台電視機，

差點砸中啄木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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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榕樹抽抽搭搭哭了起來。

「今天晚上十二點，彗星『鑽石尾巴』會劃

過我們的夜空，聽說神偷松鼠也想下手。」老榕

樹說。

「那可就糟了，今晚有成千上萬的小朋友，

等著看美麗的『鑽石尾巴』，萬一被偷了，小

朋友一定會很難過。」啄木鳥醫生轉頭盯著小按

鈕：「拜託你啦！」

小按鈕低頭不語，他雖然膽小，但最喜歡小

朋友，一聽到小朋友的事就很想幫忙。不過，

他心裡還是很害怕。過了一會兒，小按鈕終於

下定決心，抬起頭勇敢的說：「等著，我一定會

抓到他。」

「謝謝你。」老榕樹歎了一口氣，

「我的病更嚴重了，都是被神偷松鼠

氣的。他偷走了美麗的月亮，讓晚上

一片漆黑。他總是趁著黑夜偷東西，再

加上速度飛快，想要抓到他可真難。」

老榕樹又咳了幾聲。

過一會兒，老榕樹和啄木鳥醫生同時盯著小

按鈕看。

「你的速度應該不輸神偷松鼠。」老榕樹說。

「什麼？你要我抓小偷！」小按鈕馬上搖頭：

「這真是嚇了我一大跳！」

「那就沒辦法了。如果不抓到神偷松鼠，我

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我身為村長，卻抓不到

小偷，真是好慚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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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頭還是很暈，但小按鈕一看到神偷松

鼠，想到小朋友看不到「鑽石尾巴」的失望

表情，立刻提起勇氣，朝著他衝過去。

只是萬萬沒想到，小按鈕竟然被神偷松鼠當

成墊腳石。他猛踩小按鈕，就像踩水漂一樣。

神偷松鼠連續踩了小按鈕十二下。

不得了，小按鈕一連被按了十二下，這可是

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小按鈕簡直氣炸了，內心感

到萬分羞辱！

眼看神偷松鼠就要偷走美麗

的「鑽石尾巴」了。

突然，天際出現一道非常刺

眼的亮光，簡直要把大家的眼睛

扎壞了。

夜晚很快就來臨了。

漆黑的天空中，月亮被偷了，無數大大小小

的星星，紅的、藍的、綠的、黃的，點滿了整

片星空。

　到了晚上十二點，帶著長長尾巴的「鑽石尾

巴」果然準時報到，優雅的劃過夜空。

　「鑽石尾巴真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彗星。」

　神偷松鼠已經在森林的一旁，虎視眈眈。

　小按鈕也在森林的另一邊等著，他緊張到有

點發暈。

　就在這時候，神偷松鼠採取行動，開始如閃

電般跳躍穿梭，準備偷走「鑽石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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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偷松鼠眼睛一痛、腳一滑，

就從小按鈕身上掉了下去，再也跑

不快了。

這時，光線愈來愈亮、愈來愈亮，天上出現

了一輪明月。原來，是神偷松鼠偷走的月亮。

月亮被神偷松鼠偷走之後，一直被關在地底

下動彈不得，吃不好也睡不好，瘦成一條線，

光也不亮了。

不過，神偷松鼠每按一下小按鈕，月亮就長

大一點，月光也增強一倍。

神偷松鼠總共按了十二下，所以現在

月亮大得不像話。月亮的光芒，完全遮

掩了「鑽石尾巴」。

頭還是很暈的小按鈕掉進草叢裡，啄

木鳥醫生趕緊過來關心。

「謝謝你，你真的很勇敢，保護

『鑽石尾巴』不被偷走。」啄木鳥醫生

說。

「快按我一下。」小按鈕

說。

「真的嗎？」啄木

鳥醫生有點擔心。

「快！」

啄木鳥醫生按了小按鈕一下，沒想到月光瞬

間暗了下來。小按鈕和啄木鳥醫生看著夜空，

同時低聲說：「嚇了我一跳 ……」

「鑽石尾巴」又現身了。幸虧他很優雅，沒

走太快，依舊帶著美麗的長尾巴劃過夜空。

全世界的小朋友都開心的笑了，他們擁有一

個非常美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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