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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裡面也有！」

「我還認識會噴火的龍，

牠們很喜歡金銀財寶呢！」

沒錯！不過你注意到了嗎？剛剛

提到的龍，有的是中國的龍，有

的是歐洲的龍，一個在東方，

一個在西方。兩方的龍都已經存

在好幾千年，但是，雖然同樣叫

做龍，東方龍和西方龍卻有些

不同。到底它們哪裡不同？背

後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和傳說？

這次，我們特別

邀請東西雙方的代

表，帶大家尋找龍的

傳說，揭開龍的神祕

面紗。  

你喜歡龍嗎？

「喜歡！我最愛恐龍了，

牠們是陸地上曾經存在過最大的動物         ……」

喔，不！不是已經絕跡的恐龍，是龍！龍是

藉由人們一代接一代不斷的想像與傳唱，出現

在各式各樣的神話、傳說或故事裡的幻獸。

牠們外表威猛巨大、刀槍不入，能自由自在

的飛翔，還能號召雷鳴閃電         ……

「啊！我在廟裡看過龍！」

撰文／胡純禎、陳雅茜　繪圖／王孟婷　企編／何儀慧　版面／趙璦

飛龍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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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倒的勇者

伽利略一生不斷的寫

作，即使晚年雙目失明、

遭受監禁，他依然沒有放棄做

研究，最後更在學生的幫

助下，將研究成

果出版成書。

真理一旦被發現，就顯得簡

單，但前提是你得發現它。

伽利略曾改良、發明

過許多儀器，例如天

平、圓規和溫度計，

使他名利雙收。左圖

正是著名的伽利略溫

度計。

伽利略撰寫天文學巨著

《對話》時，為了讓大

眾都能理解，特地捨棄

學者專用的拉丁文，改

用當時較普及的義大利

文寫作。

比薩當地有許多關於伽

利略的故事。相傳他就

是在比薩斜塔進行自由

落體的實驗。

伽利略從望遠鏡發現，木星和地球

一樣，也有衛星環繞，證明並非所

有星星都繞著地球轉。

iStock

NASA / JPL

iStock iStock

獨立思考、動手實驗

 利略出生在義大利的比薩，父親是個頗有

名氣的音樂家。他原本期許 利略長大後當個

醫生，好幫忙家中的經濟，但是 利略對醫學

興趣缺缺，又認為學院裡的知識經不起實驗證

明，寧願自己從實驗裡找答案。

 利略對實驗的熱情，顯

現在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當

中：當時的人認為，重的東

西會比輕的東西更快落地，

但 利略不相信，親自做實

驗，讓十磅與一磅的鐵球一起從高處落下，結

果兩個鐵球幾乎同時抵達地面。顯然，物體掉

落的快慢，和本身的重量並無關係。 利略以

實際行動，打破了人們長久以來的錯誤觀念。

勇於挑戰權威

除此之外， 利略在發明與研究上也有許多

成果。他改良出一架能放大二十倍的望遠鏡，

效果比當時的望遠鏡更加優良，大受航海家的

歡迎。另一方面， 利略

則把望遠鏡的鏡頭轉向天

空，觀察到其他驚人的

事實：原來，月球表

面是凹凸不平的；而

太陽表面竟然有黑點。

更重要的是，他還證明

了地球不像教會所說，是宇

宙的中心，反而是繞著太陽運轉。

 利略的發現挑戰了教會的威信，他因此被

迫停止宣揚學說，甚至終生被軟禁在家。然而

科學真理不會消失，後來愈來愈多證據證明

利略是對的。三百多年後，教會終於

為當時的迫害認錯。

 利略的實驗精神啟發後世無數

科學家，推動科學研究不斷前進。

牛頓曾說：「我有今天的成就，是因

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利略正

是深深影響他的一位科學巨人。 

22 未來兒童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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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越南 嚐一口河粉

10 未來兒童  2015.06  

嗨！我是阿昌，跟你一樣，是土生土長的台

灣小孩，不過我的媽媽來自越南，所以越南也

是我的故鄉。

說起越南，我們也過農曆新年、吃月餅和粽

子；多數人家裡都有神壇，供奉神明和祖先。

除此之外，越南也有鼠、牛、虎、貓…… 等十 

二生肖。聽起來是不是很親切呢？越南人的生

活，處處可見中華文化的蹤影。

越南不只像台灣，也像歐洲。例如，我們的

文字長得像英文字，我們喜歡喝咖啡勝過茶，

早餐常吃法國麵包。走在街上，可以看到許多

別緻的歐式建築。

不同的文化先後在這塊土地上落腳，和諧

共存，並且隨著時間，發展出屬於越南的特

色。所以，我們愛吃法國麵包，但裡面不

夾西方人常吃的起司、火腿，而是越式的

涼拌菜、肉餡。至於醬料呢？

當然是我們最愛的魚

露和檸檬汁。

撰文／黃瑗瑗　繪圖／陳沛珛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質料輕軟的奧黛是越南

的國服，除了是正式場

合常見的穿著，也常作

為女學生的制服。

河內位於越南北

部，是越南的首

都，也是僅次於

胡志明市的第二

大城。

越南人早、午

餐常吃河粉，

並搭配生豆芽

菜、香草和青

蔥等配料，十

分清爽。

在越南不怕

餓肚子，路

邊到處都有

攤販現做的

美味小吃，

物美價廉。

你知道阿昌

在哪裡嗎？

越南的咖啡文化始於法國

統治時期，當地人最愛和

朋友喝咖啡、閒聊，度過

悠閒時光。

嗨！

越南文是以拉丁字

母為基礎，另外在

字母上下標記類似

注音的聲調符號。

 
  帶
你 遊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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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佳榕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黃瑗瑗

一年一度的鎖管季又要來嘍！每年六至

九月，鎖管會從台灣東北方向南游，正是

基隆地區捕鎖管的好季節。

今年阿公特地帶我上船，趕在鎖管季人

潮到來之前，帶我出海去看漁夫伯伯抓鎖

管！阿公跟我說：「南鮪魚、北鎖管，捕鎖

管是台灣北部的漁業特色！」

乘著船、吹著夜晚涼爽

的風，我們到了捕捉鎖管的

海域。漁船長得很不一樣，有兩

排明亮的大玻璃燈、兩根長竿子。阿

公跟我說：「那些大玻璃燈叫做集魚燈，

能吸引附近的鎖管游過來，長竿子是幫忙

張開漁網用的，還有一盞丟進海裡的小燈叫

做水下集魚燈，用來引鎖管游進漁網裡！」

漁夫伯伯把漁網拋進大海裡，兩根長竿子往

左右兩邊撐開，漁網很快就在水中張了開來。

過一陣子，似乎有許多鎖管靠過來了，集魚燈

開始從船頭一盞一盞熄滅，只剩水下集魚燈還

亮著。站在船尾的漁夫伯伯一邊把燈移到漁

網的中間，一邊快速又安靜的把漁網收起

來。我看到了！漁網裡面有好多透明又

光滑的鎖管！

為什麼要在晚上捕鎖管？

鎖管容易被亮光吸引，這叫趨光性。

所以漁民總在傍晚駕船出海，等待天黑

再開燈抓鎖管。

過去科技沒那麼發達的時代，燈光亮

度不足時，漁民會用火光吸引鎖管或其

他魚類靠近，再用漁網捕撈，叫做火誘

網漁業。

為什麼要在晚上捕鎖管？

鎖管容易被亮光吸引，這叫趨光性。

所以漁民總在傍晚駕船出海，等待天黑

再開燈抓鎖管。

過去科技沒那麼發達的時代，燈光亮

度不足時，漁民會用火光吸引鎖管或其

他魚類靠近，再用漁網捕撈，叫做火誘

網漁業。

  

張網長竿集魚燈

水下集魚燈

起網機

2015.06 未來兒童16 未來兒童  2015.0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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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介紹一位愛吃大便的朋友給你認識！

等等！沒說錯吧？大便這麼臭、這麼噁心，

怎麼會有人愛吃？但你沒聽錯，人類覺得又臭

又噁心的大便，對糞金龜來說卻是香噴噴、一

級棒的美食！有些糞金龜還吃得很講究，會先

把大便做成糞球，然後滾滾滾，把糞球推滾到

中意的地點，再挖洞埋起來慢慢享用。以下就

請推糞金龜來為你說明如何做糞球、滾糞球！

嗶嗶嗶！請注意！如果你現在是一邊吃東西

一邊看《未來兒童》，強烈建議你快跳過這篇

文章，先看下一篇！為什麼

呢？因為接下來的內容將跟

大便有關，

愛吃大便的
糞金龜

我是推糞金龜，住在台灣中低海拔的山區和

郊區。直接吃大便不是我的風格，做糞球、

滾糞球才是我的最愛。現在，我就來教大家

怎麼頭腳並用，做出又大又圓的糞球！

我是大胃王，

一天可吃掉和自己體

重一樣多的大便，

還可以十二小時

吃個不停。

趁他忙著滾糞

球，我來搶現成的

美食。

我是大力士，

能輕易滾動比自己

重四、五倍的糞球，甚

至能拉動比自己重千倍

的物體。

1. 用頭和前腳

切削、開挖

大便。

2. 用腹部下的四隻腳

一邊擠壓、一邊調

整大便的形狀。

3. 不斷的重複調整，一顆又

大又圓的糞球就形成啦！

觸角末端為黃色。頭

部扁平，前緣有鋸齒。

兩隻前腳也有鋸齒。

糞球做好之後，重頭戲來了！我們會用

細長的四隻後腳抱住糞球，前腳撐地，

用倒立的方式倒退走，推滾糞球。

特別報告

撰文／詹亞帆　繪圖／簡漢平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

我也是好鼻師，

用頭上的觸角聞味道，

就算大便在數公里之外，

照樣聞得到！

嘎嘎  攝影

P066-069特別報告糞金龜0518.indd   66-67 2015/5/19   下午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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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巧克力，最重要的原料是可可豆。可可豆

是可可樹的種子，外觀很像杏仁。但如果看到

剛採收的可可豆，別急著把它往嘴裡送，否則

包準你皺眉頭大喊：「好澀！好苦 ！」 ── 它的

味道跟巧克力可是天差地遠！

巧克力哪裡都能買，但可可豆卻不是哪兒都

有。可可樹通常只生長在離赤道

不遠的熱帶地區，還必須排水良

好、土壤肥沃。它也很怕冷，

如果環境的溫度低於攝氏十六

度，就不適合它生長。

除此之外，可可樹還容易生

病、禁不住風吹、需要陽光卻不

能晒過頭 ……。總之，可可豆非常

嬌貴，加上大家又愛吃，所

以經濟價值比起稻米和

小麥這些作物，可說是

非常高呢！

豆子變成巧克力

重頭戲來了！採收後

的可可豆，不能馬上用來

製作巧克力，得先經過「發

酵」和「乾燥」兩道手續。大約

三週後，豆子的苦澀味慢慢降低，顏色從原

本的白色變成接近巧克力的褐色，才能送入

巧克力工廠，換我接手！

巧克力工廠的任務，是把處理好的可可豆

繼續加工，做成產品。看看下面的步驟，你

就知道做一塊巧克力多費工！ 

嬌滴滴的可可豆

1 . 烘焙的溫度
和時間會決定可

可豆的風味。

2. 把豆子脫殼，
再將果仁碾碎。 

3. 透過壓榨，瀝出可可
脂，剩下的變成可可塊。

4. 把可可

塊磨成粉。

5 . 把牛奶、

糖與可可粉、

可可脂混合成

巧克力漿。

6. 把巧克力漿倒
入模型塑形，巧克

力就完成了！

直接開在枝幹上

的花，也稱「幹

生花」，可可花

就是其中一種。

一般來說，年輕的可可

樹，果實長在樹幹上；

年齡較大的可可樹，果

實則多分布在樹枝上。

可可樹的果實

可可莢，和木

瓜差不多大。

一顆可可莢大約

有二十到五十顆

可可豆。

包裹可可豆的白

色果肉，吃起來

甜甜的。

採摘

取出可可豆

發酵與乾燥

特別報告

你知道嗎？南台灣的

屏東因為天氣熱、雨水

足，所以也能種可可樹！

不妨找機會和家人一起前

往參觀。

● 牛角灣巧克力咖啡農園

● 阿信可可巧克力農場

iStock

巧克力大不同
● 黑巧克力是可可含量70%以上的巧 

克力。

● 白巧克力不含可可粉，不算真正的 

巧克力。

● 生巧克力是加入鮮奶油做成的巧克 

力。 生」是日文「新鮮」的意思。

● 松露巧克力是裹上巧克力或可可粉

的巧克力糖，長得像松露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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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想一想
Cover your coughs
and sneezes! 
咳嗽和打噴嚏時

要遮住口鼻！

Please stay 
away from 
me!
請和我保

持距離！

Are you 
feeling okay?
你還好嗎？

I think I am 
catching a cold.
我好像快感

冒了。
What’s the
symptom?
有什麼症

狀？

100 未來兒童  2015.06 2015.06 未來兒童 101

夏天到了，外面天氣好熱，室內卻常開著超

強的冷氣，一下冷一下熱，感冒的人特別多。

學校也不例外，有人流鼻水，有人喉 痛，每

個人的症狀都不太一樣。大家戴著口罩上課，

並且互相提醒要多喝水、勤洗手，深怕被傳染

感冒，會很不舒服。

沒想到， Doris     好像「中標」了！好友       Casper

和   Betty   都很關心她，只有      Alex    的反應不同 ……

 　Doris     不太滿意      Alex   

的反應⋯⋯

吳敏蘭   台大外文系、美
國哈佛大學雙語教育碩士。

受過六國文化洗禮，學過七

種語言，現任凱斯教育機構

教務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

Catherin
e

老師！

You are so
mean!
你好冷

血喔！

No, but I have a
headache and a
sore throat.
沒有，但是

　我頭痛和

　喉 痛。

You should go see
the school nurse. 
你應該去保健

室找護士。

Bless you!
保重喔！Achoo!

哈啾！

I cannot catch a 
cold. I have a singing
contest coming up.
我不能感冒，我

有個歌唱比賽要

參加。

Do you have a
fever?
你發燒了嗎？

I think so too. I am
starting to have a
runny nose now.
我也這麼想。我

開始流鼻水了。

  runny　　    nose

頭痛：headache
咳嗽：cough 
喉 痛：sore throat

試著把感冒的症狀填

進去：

I have a　　　　 .

 ( 我　　　　      。) 

小字庫

Catching 
a Cold我快感冒了！

ABCD小學堂

撰文／吳敏蘭　繪圖／賴馬　企編／徐意筑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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