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拉不拉多犬熊米！常聽

人說，狗兒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

像我，就常常「忠實」的和主人一起窩

在沙發上，享受好吃的狗餅乾！最近暑

假到了，我更是忠實的陪在主人身邊。

有一天，主人目不轉睛的盯著一個發

亮的機器看，隨著他的視線，我竟然看

見裡面有我的同類。不同的是，他身穿

制服，看起來英姿煥發，好神氣啊！

主人拍拍我的頭說：「熊米，

狗狗也會工作喲！有的能

偵測違規的食物、查緝

走私；有的能當人類的

眼睛，幫忙指引道路；

有的會在重大災區

執行搜救任務；甚

至還能當醫生，療

癒人心。」

哇！簡直就是英雄

嘛！但不知要具備什麼樣

的資格，才能神氣的穿上制

服，成為狗中的英雄？主

人，請帶我四處去探訪！  

撰文／徐意筑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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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要求完美

貝多芬在簡陋的小閣樓出生。父親是個嗜酒

如命、脾氣暴躁的宮廷樂手，一發現貝多芬過

人的音樂天分，便嚴厲的訓練他。貝多芬不但

得整天練琴，還不能彈錯任何一個音。

在嚴格環境下長大的貝多芬，養成追求完美

的個性。十七歲時，他離開家鄉波昂，前往音

樂聖地維也納深造。短短幾年內，

他便憑著出神入化的鋼琴技巧，多

次演奏精采的即興曲，屢屢打破陳

舊的曲式，被公認是當時維也納樂

壇中最有前途的音樂家。

儘管名聲蒸蒸日上，貝多芬絲毫不敢懈怠，

反而更堅定自己獻身音樂的信念，隨時隨地在

筆記本寫下創作靈感，再耗費數月或數年的時

間，反覆修改到滿意為止。

不向命運屈服

　沒想到近三十歲時，這位前程似錦的音樂

家，聽覺卻發生問

題。他漸漸聽不見

別人說話，更聽不

見自己作的曲子。

儘管失去有如「音樂家生命」的耳朵，貝多芬

仍日夜埋首作曲，將內心濃烈的情感投注在作

品中，終於淬鍊出《月光奏鳴曲》、《英雄交

響曲》等風格嶄新的作品。

　五十四歲時，他飽受疾病折磨，仍發表

了《合唱交響曲》。當他指揮完最後一個

音符，觀眾的掌聲如雷貫耳，他卻遲遲未

轉身。直到有人拉拉他的衣袖，他才恍然

大悟，轉身謝幕。原來這時的他，已經接

近全聾，掌聲和歡呼聲都聽不見了。

　貝多芬曾經說過：「只要藝術不放

棄我，我就要活下去。」也許，他的

作品之所以能感動許多人，正是因

為他在痛苦的絕境中，還能找到力

量，分享給世人。 

大自然的啟發

貝多芬常從草原和

林間獲得創作靈感和力量。

他對大自然的熱愛，都交織

在《田園交響曲》中。

貝多芬認為音樂是一項

崇高的藝術，因此創作

過程十分緩慢。圖中的

手稿就有反覆修改的痕

跡，《歡樂頌》更花了

三十年才創作完成。

貝多芬創作的交響

曲，不僅展露他的

生命體悟，也為交

響曲式注入全新的

詮釋，對後世作曲

家產生極大影響。

戰勝痛苦，

走向歡樂。

除了鋼琴外，貝

多芬也擅長小提

琴，他一生創作

了十部小提琴奏

鳴曲。這是他生

前珍藏的樂器。
 達志影像

在喪失聽力的過

程中，貝多芬曾

使用助聽器與外

界溝通。圖中正

是他使用過的助

聽器。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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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印尼 發現文化寶藏 在爪哇島的西部，人們會拿著長長短短的竹

筒，敲擊出清脆的樂曲；蘇拉威西島的人，則

是用竹子吹奏音樂，還會拿它來跳舞。

此外，各種外來文化也在印尼落地生根，使

得我的國家更加風情萬種。首都雅加達擁有東

南亞最大的清真寺，常見到信仰伊斯蘭教的信

徒聚集在一起做禮拜；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

里島，隨處可見美麗的印度教廟宇，以及身披

紗麗、頭頂重物的婦女。各種文化與風俗能夠

和諧共存，是印尼的重要特色。

撰文、企編／胡純禎　繪圖／許珮淨　版面／蔚藍鯨

印尼生產豐富的熱帶水

果，特產蛇皮果的外皮

長有深褐色的鱗片，吃

起來酸甜可口。

黃豆做成的丹

貝吃起來比豆

腐硬，但比豆

干軟，是印尼

常見的食材。

友善的印尼

人，常常熱

心助人。

印尼海域廣大，

海產豐富，是蝦

類重要出口國。

你知道娜妮

在哪裡嗎？

雅加達是印尼的首都，融

合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

方等多樣面貌，就像它的

別名「大榴槤」一樣讓人

難以忘懷。

嗨！

 
  帶
你 遊 世 界

盛產香料的印尼，四

百多年前就吸引歐洲

國家前來貿易。

你好！我是娜妮，住在印尼的爪哇島。聽說

在台灣，常常可以見到印尼人，想必你對我們

不陌生，不過當你踏上印尼土地，將發現我的

國家面貌，遠比你想像的豐富。

繽紛的文化與藝術

想要了解印尼，可別以為認識某個城市、某

個島就足夠，因為我們的民族實在太多了，音

樂、舞蹈與戲劇百花齊放。

P010-013帶你遊世界-印尼0616.indd   10-11 2015/6/17   下午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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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

日惹

馬辰

國名：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簡稱印尼

位置： 亞洲

首都： 雅加達

語言： 印尼語

貨幣： 印尼盾（IDR）

人口： 2.5 億人，約台灣的 11 倍

面積： 190 萬平方公里，約台灣的 53 倍

加里曼丹島的馬辰又稱為

「河流之城」，許多房屋

由木筏搭建而成，居民也

多在水上市場做買賣。

這是高山原住民托拉甲人獨

特的傳統屋舍。屋頂形狀像

艘大船，相傳是下凡的祖先

模仿天堂的房子而建；也有

人認為是祖先直接把船當作

屋頂蓋成的。我的國家島嶼多，

火山也多，常常發

生地震！ 印尼是信仰伊

斯蘭教人數最

多的國家。

印尼的佛教徒不多，卻

保存世界最雄偉的佛教

建築婆羅浮屠。每年佛

祖誕辰日，這裡都會舉

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印尼國寶巴提克蠟染

色彩斑斕，圖案繁複

細膩，常被印製在服

裝、桌巾、窗帘或提

袋的布料上。

iStock

iStock

iStockiStock

iStock

赤道上的翡翠

印尼的每一天都像夏天一

樣，熱得讓人汗流浹背，不

過大地卻是生機蓬勃，全國

一萬七千多個島嶼，綠意盎

然，就像點綴在赤道上的翡

翠，閃閃發亮。橡膠與咖啡

的出口量，世界排名數一數

二；丁香、肉豆蔻等香料更

是鼎鼎大名。

最令人驕傲的，是我們的

熱帶雨林，它與亞馬孫雨林

齊名。全世界最大的蜥蜴科

摩多龍、臭得全世界都知道

的大王花、罕見的蘇門答臘

虎⋯⋯都在這裡生活，宛如

神奇物種的樂園。

現在我的國家發展得愈來

愈快，新舊文化錯落交疊，

令人目不暇給。歡迎你來印

尼，認識這片燦爛的國度！  

哇揚戲是印尼知名的

戲劇，由人扮演，或

由人操縱木頭或皮革

做成的戲偶演出，故

事多描述神明間的愛

恨，或善惡的對抗。

蘇門答臘島

爪哇島

加里曼丹島

蘇拉威西島
新幾內亞島

 
  帶
你 遊 世 界

iStock

爪哇島挖掘出一

百五十萬年前的

古人類化石，不

僅數量多，且保

存完好。圖為島

上的桑吉蘭遺址

博物館。

iStock

印尼

台灣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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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雅茜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何儀慧

今天，阿公終於請出了菜櫥子裡的愛玉子，

那是去年冬天阿里山上的叔叔晒好送來的。在

七月暑假的大熱天，我們要來做冰冰涼涼的檸

檬愛玉凍，讓身體解解渴。

晒好的愛玉子看起來有點像刺蝟，刺刺的小

突起其實是一粒粒的小果實。把這些小果實剝

下，放入紗布袋裡，再到水中輕輕搓揉，潔淨

透明的水就漸漸變成了琥珀色，濃濃稠稠的，

還沒結成凍，看起來已經很美味。

阿公說，吃愛玉是台灣人特有的「福利」！

因為愛玉是台灣才有的植物，外國人想吃，還

得來拜託我們台灣人呢！

根據古書上記載，一百多年前，在現在嘉義

一帶，也就是古稱「諸羅」的地方，有位商人

翻山越嶺去做生意，一時口渴舀了山泉來喝，

沒想到喝下之後，通體清涼舒暢，仔細一看，

水面上結著一層凍，原來是山壁旁的果實掉落

水裡造成的。他把

果實帶回家，也做

成了凍，再加入糖

水，讓女兒拿去市

場販賣，生意好得

不得了。因為商人

的女兒名叫愛玉，

所以大家把這種好

吃的甜點稱作愛玉凍，而生成果實的植物，也

就有了格外好聽的名字 ──愛玉。

晒乾的愛玉子，

每顆小突起都是

一顆小果實。

把愛玉子上的

小果實剝下或

刮下，放入紗

布袋內綁好。

準備一盆煮開

放涼的水。*

把紗布袋放入水

中浸五分鐘，再

輕輕揉搓十分鐘

左右，把愛玉子

內的果膠「洗」

出來。

靜置十分鐘以

上，等愛玉結

成凍，就是愛

玉凍了！

*洗愛玉子不要用純水或過濾水，

因為愛玉需要礦物質才能結凍。

14 未來兒童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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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名字像個姑娘，但愛玉這種植物其實有

公有母，而且需要特別的媒人在中間牽線，才

能結出愛玉子。這位媒人是一種榕小蜂，叫做

愛玉榕小蜂。

愛玉榕小蜂雖然叫蜂，但不叮人，長得黑黑

小小的，差不多和蚊子一樣迷你。這種小蜂一

輩子都住在公愛玉結出的雄果裡，只有當雌蜂

要產卵時，才會從果實中飛出來，尋找另一顆

新的果實鑽進去。如果鑽進了雄果，小蜂會在

裡面產卵育子；如果鑽進了母愛玉結的雌果，

小蜂帶在身上的花粉就會發生作用，讓母愛玉

結出愛玉子。

榕小蜂來幫忙

看不見的花

還有其他植物像愛玉這麼奇

妙，開花看不見嗎？好吃的無

花果、常攀爬在山壁和圍牆上

的薜荔，還有公園裡常見的各

種榕樹，全都和愛玉一樣長有

隱花果。

愛玉提供一個家，給小蜂生活，供給牠們養

分；小蜂幫愛玉結出愛玉子，讓愛玉可以傳宗

接代，幸運的人們也跟著有口福。

一陣檸檬的清香，從阿公手

中被擠了出來，加在澆了

糖水的愛玉凍上。我看

著如琥珀一樣半透明的

愛玉，感覺自己真的很

有口福。謝謝阿

公，謝謝農夫，

也謝謝愛玉

榕小蜂。  

小蜂幼蟲寄生的地方。 雌花，每一朵都有機會
發育成一顆小果實。

雄花。

底端有小洞，讓雌蜂鑽
入產卵。

雌蜂可從小洞鑽入，
但無法鑽出。

愛玉是一種藤蔓，

會攀爬在山壁或其

他植物上，果實可

分公的和母的，但

從外表不易區分。

雄果裡長著雄花，還有

給愛玉榕小蜂幼蟲寄生

的地方。

雌果裡遍布雌花，受粉後

會發育成一顆顆小果實，

也就是愛玉子。

一般說的愛玉果

實，其實是裡面

藏了許多小花的

隱花果，正式名

稱叫隱頭花序。

愛玉榕小蜂只生長在

愛玉裡；愛玉也只能

靠牠傳粉。只有雌蜂

有翅膀。

雄果成熟時底部會開一個口，

讓雌蜂從果實內飛出。

發育成熟的雌果採收後

先削皮，再剖開一刀。

削皮後的果實在太陽下曝晒

二到三天，再將內側的愛玉

子翻出來繼續晒。晒乾後的

愛玉子大約能保存兩年。

2015.07 未來兒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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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哈！熱氣退散

並不是所有的動物都毛茸茸的，很多動物和

我們人類一樣毛髮稀疏，天氣熱時就得靠其他

辦法來避暑。「流汗」可說是最簡單的方法。

汗液主要的成分是水，水從皮膚表面蒸發時，

會帶走許多熱量，身體就能冷卻下來。

如果汗腺不發達，甚至沒有汗腺，

又該怎麼辦呢？這時候，可以學狗

張大嘴巴、吐舌頭、快速喘氣！

呼氣能把身體裡的熱氣吐出來，

張大嘴巴並伸出舌頭，則可以

讓嘴裡的口水蒸發，幫助身

體降溫。

身體內四處流動的血液也是

散熱的好幫手：熱騰騰的血液

來到靠近身體表面的地方，受

空氣吹拂後冷卻，再回到身

體內部，體溫就能下降了。

好熱啊！每到夏天，氣溫就飆到讓人汗流浹

背，就連吹來的風都熱呼呼的，一不小心還會

中暑、暈倒，嚴重的話，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沒有冷氣可吹、剉冰可吃的動物，怎麼度過炎

熱的天氣呢？一起來看看牠們的避暑妙方！

穿清涼一點

就像學校裡制服會換季，動物也會隨著季節

更替而換毛。動物冬天的毛皮又長又密，顏色

也比較深，能在寒冷的冬天保暖、

吸熱。到了春天，天氣變暖，動

物會開始換毛，長出短而稀疏

的毛，顏色較淺，讓身體更

容易散熱，保持涼爽。

梅花鹿一年換兩次毛，夏

天的毛為紅棕色，有許多

雪白斑點；冬天的毛又厚

又密，斑點不明顯。

馬的汗腺很發達，

劇烈運動一小時就

能流掉十五公升的

水分！

鳥會張大嘴

巴，用喘氣

來散熱。

大象的耳朵又大又

薄，血液流經耳朵

可以迅速降溫。

袋鼠用舌頭舔前腳

來降低體溫。因為

前腳的血管多，口

水蒸發時，血液的

溫度跟著被帶離，

身體就涼爽了。

iStock

達志影像

去避暑
跟著

動物 撰文／張凱希　

繪圖／吳孟芸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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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抬四隻

腳，更涼爽！
哇！好聰明！

我們非洲肺魚在夏

眠時會鑽進土裡，

用泥巴做成「繭」

把自己包起來。

撲通！泡澡去

除了靠身體啟

動散熱措施，還

可以靠外在環境

幫忙。沒錯，大熱

天泡在清涼的水池裡

是最「酷」的方法！

水受到太陽照射時，

變熱的速度比陸地

緩慢，所以清涼許

多，是天然的冰箱，

把身體浸泡在水裡非

常消暑。

事實上，還有一個更棒的選擇，那就是泥巴

浴！泥濘的水可以吸熱降溫，而且比清水容易

黏附在身體上，保溼效果也就更持久；泥巴可

以防晒，乾掉脫落時，還會一併帶走身上的寄

生蟲，真是清涼又保健！

和太陽躲貓貓

涼爽的地方除了水池

和泥灘，還有石頭縫、

樹蔭下和地洞裡。天氣

熱或是日正當中時，動

物會躲藏在這些陰涼的

地方，避免和熱力四射

的太陽「面對面」，等

到太陽下山或是清晨時

分，天氣較為涼爽時，

再外出活動。

睡大頭覺

有些地方的夏天酷熱無比，就連溪水也乾涸

了，這時有些動物會乾脆躲到隱密的地方，降

低身體的活力，不吃、不喝也不活動，等炙熱

或乾旱的天氣過去了，再恢復原本活蹦亂跳的

樣子，這種特別的避暑方式稱為 夏眠。蚯蚓、

蝸牛、青蛙、魚類，就連生活在海裡的海參，

都會夏眠呢！  

豬喜歡在泥巴

裡打滾，不是

笨也不是髒，

而是聰明的避

暑良方！

老虎是天生的

游泳高手，喜

歡泡水消暑。

天氣熱時，無尾熊

會抱著樹幹，因為

比較涼爽。有些樹

幹甚至比四周環境

低了攝氏五度！
蛇會躲在

陰涼的地

方，以免

熱昏頭。

非洲納米比沙漠的蜥蜴，在發燙的

沙子上會高高抬起一隻前腳和一隻

後腳，接著再迅速換腳，不斷交

替，還會翹起尾巴，這麼做

不僅可以保持四肢涼爽，

還能減少接觸沙地的

面積，體溫就不會

一直升高了。

熱到手舞足蹈？

iStock

iStock

達志
影
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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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還會把整顆大石

頭打磨成器具，或利用大

石板和石壁來搭建房子。

這些善用大型石頭的人生活

的種種，被考古學家稱為巨

石文化。

眼前這兩個高大的石柱，

正是巨石文化的遺跡。在台

灣，這種「人工大石頭」形

狀各式各樣，

有中間穿孔的

石輪，或者

用大岩石做

成的岩棺。

但由於年代久遠，缺少紀

錄，關於這些石頭器具的用

途只能用推測的。除了可能

用在生活中，也可能與信

仰有關。相關的傳說與神

話，充滿了神祕色彩。

我的爸爸是個考古學家，所以放假時，我們

全家常常跟著爸爸四處去「考古」。像這次，

竟然是去看大石頭！

台灣東部有個叫「舞鶴」的地方，那裡有座

公園豎立著兩顆大石頭，竟有一、兩層樓高，

望得我脖子又痠又痛。真是太奇怪了，為什麼

會有兩顆石頭在這裡？而且這麼巨大！

 
用石頭過生活

爸爸說：「這兩顆大石頭，可

能是三千年前的古人留下的！」

兩、三千年前，在台灣島上

的人還不會使用金屬，而是把

石頭打磨成好用的器具，例如

敲成斧頭形狀，就可以砍樹；

磨得鋒利一點，就成了石刀。

撰文／胡純禎　審訂 / 葉長庚（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人員）　

繪圖、版面／黃麗珍　企編／徐意筑　

？哪裡來的大石頭

舞鶴台地又稱「掃

叭」，是阿美族語

「木板」的意思。

舞鶴台地的掃叭石柱，

一個高約 6公尺，一個

約 4公尺，埋在地下的

深度估計有 1.7 公尺。

台東都蘭遺址的岩棺，是直接在

大石頭中間，鑿出一個足以讓一

位大人躺進去的大凹洞。

考古現場

想看考古學家怎麼考古嗎？台東的卑南文化公園保

留了考古遺址，是台灣第一座遺址公園；園區內豎

立著巨大的月形石柱，遺址內出土相當多石製品。

考古隊挖出的文物，則保留在史前博物館內。

卑南文化公園：台東市文化公園路 200號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本館：台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 1號

石輪可能是房屋基礎的一部

分，也可能作為防鼠板。

原來這兩根柱子叫

做「掃叭石柱」。

葉長庚  提供 

陳啟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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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的石頭

在阿美族傳說中，舞鶴的

石柱是族人化身而成。岩棺

則是帶來降雨的神聖石箱。

傳說阿美族人初到東海岸

的時候，遲遲等不到降雨。

但是他們不放棄，仍舊堅守

土地，耐心等待，直到裝著

族人衣物的木箱都變成了石

箱，帶領眾人的長老也化成了

石頭，才終於感動上天，降下

豐沛的雨水。從此之後，只要碰到

乾旱，阿美族人就會來到這些大石箱旁，敲下

拳頭大小的石頭，帶回族裡，祈求老天降雨。

另外在台東的麒麟一帶，曾挖掘出大量的人

工大石頭。

最令人驚訝的

是，麒麟的這些

巨石整齊的圍成ㄇ字形，中

間有塊像床的岩石，上面擺

著一個小巧可愛、用石頭刻出

的人像。爸爸說：「像這樣的擺

設，很像進行祭祀的地方，有可

能是用來祭拜祖靈或天神。」

這次旅行讓我感覺很特別，沒想到石頭背後

藏著這麼神祕的故事，也讓我對考古這件事，

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獨特的印記

台灣的巨石文化只出現在東

部，主要在海岸山脈周圍與

花東縱谷區域(如左圖)，這

可能與地質環境有關，因為

當地比較容易取得石材。

另外在印尼、寮國或馬來西

亞等地也發現了巨石，因此

有人認為，在這些區域的古

人可能有文化上的關聯。

世界的神祕巨石群

世界各地都曾出現巨

石文化，例如英國南

部的巨石陣和智利復

活節島的摩艾石像。

    瑞穗鄉  掃叭石柱

    長濱鄉  除了有長光岩棺，忠勇

           聚落也保存許多巨石文物。

    豐濱鄉  新社岩棺

   富里鄉  公埔石壁

   成功鎮  除了有白守蓮岩棺，也是

         著名的麒麟遺址的所在地。

   台東市  月形石柱及卑南文物

   東河鄉  都蘭岩棺與石壁

英國巨石陣突兀的矗

立在空曠草原中，

擺放整齊，可精

準測量太陽的

起落位置。

摩艾石像有近一千

尊，每尊約有二到

四層樓高。相傳這

是當地人為死去的

首領所立的像。

麒麟出土的巨石，有許多

被鑿出凹槽，或鑿成肩

膀的形狀；而且有大有

小，有的尺寸像書包，

有的卻和人一樣高。

陳啟仁 提供葉長庚  提供 

▲台東麒麟巨石想像圖

台灣巨石文化分布
圖

iStock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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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琡懿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
所畢業，現任台北市武功國小教師。

鍾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教育學系教授，曾任教育部九年
一貫課程數學領域召集人，專長為國小數學課程設計與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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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與哈克去看戲，發現每一排座位都有七

個，按紅橙黃綠藍靛紫排好。座位號碼從第一

排最左邊開始，依序往右數下去。

　誰說的才對

呢？號碼從第

一排左邊開始，

從         1         往右數到            7         ，就必須換

到第二排，8      、 9       、10 …… 14，

再換到下一排 ……。可以發現，

每排第一個座位的號碼，是         7            的倍數再加            1         ，

第二個座位的號碼是        7         的倍數再加            2         ，依序下

去，第七個座位的號碼，剛好是         7          的倍數。

　號碼 37  等於          7    ×    5          再加          2         。換句話說，曼曼坐

在她那一排的第二個座位，也就是橙色椅子。

 37   的個位數是   7，

所以是第七張，

紫色的椅子！

不對！應該

要除以   7     才

能知道。

我是 37號，
坐在哪個顏色
的椅子呢？

座位號碼
是多少？

　中場休息時，他們發現美美也來

了，尼克問她坐在哪裡，美美說：

「我坐在第十排的綠椅子上，座位

號碼是……」話還沒有說完，哈克已

經搶著回答：「我知道！你坐在第十排，綠椅子

是每排的第四個座位，所以是      7     ×  10  ，再加         4        。

你的座位號碼是 74      ！」他說對了嗎？

　每排座位從左往右，每數到第七個座位，就

必須換到下一排繼續數。換句話說，第十排的

第四個座位，其實是數完九排之後，再多數四

個。所以        7         不能乘以 10    ，而是 7×9=63，63+4=67。

美美的座位號碼是 67  才對。

原來如此

這次我們學到兩件事：

  1. 從號碼推測座位在哪裡時，不能直接由個位數決    

     定座位是第幾個。

  2. 若每排座位的數目一樣，可以把號碼除以每排座

     位數，根據得出的餘數，算出座位在第幾個。

一起來挑戰

如果尼克、哈克與曼曼的座位號碼分別是59、

61、45，請問有沒有人坐在相同顏色的座位上？

是什麼顏色？

 
（答案請見第 102 頁）

怎麼找座位？
顧問／鍾靜　撰文／黃琡懿　繪圖／ SANA　企編／胡純禎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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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咿
喔咿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動物園搬新家，

救護車來幫忙。

園遊會，大家扮

動物，在玩遊戲。	

汽車闖進森林，

哇──撞車了！

拍動物電影，咔

──拍好了！

爸爸看動物頻道，

太大聲，被媽媽罵，

關機了。

生活中有很多聲音，如果閉上眼睛，聲音混

在一起，很容易就變成「聲音迷宮」。聽到下

面這些聲音，你會想到什麼？

喀──碰！

吼
w吱吱喳喳

！吱吱吱

唉喲 唉喲

咩 咩 咩

──

咦，究竟哪一個對呢？

嘿，判斷起來是不是有一

點小困難（還可能都不對呢）？

平常，我們用眼睛看東西，聲音

的主人很好辨認，不容易看錯、

聽錯。但是，如果只靠聲音，又

沒仔細聽，我們可能就會弄錯了。

一般的詩裡都有角色、形容、動作 ……

「聲音詩」卻把所有東西都刪掉，只留下

聲音。這就像矇上眼睛，把我們帶到一個

新地方，要我們猜出周遭發生了什麼

事？這可不容易呢！

不容易，卻很好玩。「聲音詩」

就像「聲音的猜謎劇場」，

不一定要有標準答

案，說得通就行。

不過，作者最好

要有自己的答

案，免得寫成

了「詩的噪音公

害」。對了，創

作時，也可以考

慮用字體的變化

來強化效果喔！

在想像中
遇見詩
在想像中
遇見詩

聲音的猜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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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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你覺得這首詩在說什麼呢？

試一試，你也來寫一首聲音詩，讓大

家來「聽聲音、猜畫面」吧！  

究竟發生什麼事？
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啪……

喵   ── 喵   ──

碰！碰！碰   ──

喵  ──喵  ──喵  ──喵 ──

碰   ──碰  ──碰  ──鏗啷！
「哇  ──！！！」

怦！怦！怦！怦！怦！怦！怦……
嘎咿 ──

「誰？」

踏 ──踏 ──踏 ──踏 

啪！
「嗚嗚嗚……」

喵！喵！喵！

在想像中
遇見詩

P066-068聲音猜謎0616.indd   68-69 2015/6/17   下午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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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繪圖／陳沛珛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從色紙上剪出許

多大小、彎度不

同的   S    形和   C    形

路徑。

將剪下來的路徑

拼接起來，試著

排成迷宮路線。

1

3

2

4

準備一張八開圖畫紙、幾張色紙、

彩色筆、簽字筆、剪刀、膠水

先排出解答的路

線，再加上走不

通的分岔路線。

利用分岔來增加

迷宮的複雜度

隨意的剪，路徑

不必太工整

公園步道或是商

店街景，都是有

趣的主題

將排好的路徑

用膠水一一黏

在圖畫紙上。

5
設計迷宮主題，畫上起

點和終點，並配上趣味

小插圖，就完成了！ 

陳沛珛  自由插畫工作者，喜歡樸拙、色
彩強烈的繪圖風格，每天過著貓狗相伴的宅

居生活。曾入圍法國安古蘭漫畫新秀獎。

動手玩

藝術

P096-097七月動手玩藝術0616.indd   所有頁面 2015/6/17   下午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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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上有座蘋果園，老奶奶種了所有的

蘋果樹。

儘管老奶奶每天努力工作，卻因為個性

太老實了，辛苦種植的蘋果全讓山下的超級市

場用便宜的價錢買走，所以她一直很貧窮。

老奶奶種的蘋果又大又紅又美麗，有些被做

成蘋果醬或蘋果沙拉，有些被烤成蘋果派或蘋

果蛋糕，而大家公認最美味的吃法，還是大口

咬，喀啦！爽脆又甜美。

小蘋果很榮幸誕生在老奶奶的蘋果園裡，從

還只是綠豆般的小花苞時，她就幻想自己將來

會長成如何美麗的大蘋果，受到人們如何的讚

美和喜愛。

「啊，我會變成蘋果派還是蘋果蛋糕？又是

哪位美麗的小姐或可愛的小妹妹會吃下我呢？」

每回想到這些畫面，小蘋果總是開心得要跳

起舞來。

繪者‧Swawa
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

從事插畫工作多年，希望能繼續

創作更多與讀者共鳴的圖畫，作品散見

各報章雜誌。喜歡畫畫和陶藝，偶爾喜

歡動手做東西。喜歡陽光，卻不喜歡太

熱的天氣，現居美國舊金山灣區。

淡江大學德文系畢業。曾獲得金鼎

獎、時報開卷年度最佳童書獎、九

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國語日報兒童

文學牧笛獎等。著有《貓鬚糖》、

《狐狸的錢袋》、《魔法紅木鞋》、

《花漾羅莉塔》等。

作者‧賴曉珍

最
的美麗 蘋果

撰文／賴曉珍　繪圖／ Swawa　企編／何儀慧　版面／吳慧妮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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