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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看一幅畫時，就好像

聽到動人的音樂，忍不住想跟畫中的人物一起

跳舞。法國畫家馬諦斯的作品就有這種魅力。

他雖然能畫得像照片一樣真實，但卻不想這麼

做，而是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創作，不論是繪

畫、雕塑或剪紙，樣樣都行，真是多才多藝！

雖然各類作品使用的材料不同，但大都色彩鮮

明，讓人有歡樂的感覺，獨特的風格相當受大

家喜愛，被後世譽為「野獸派大師」。

超級大人物

馬諦斯小檔案

1869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於法國北部

熱愛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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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盒顏料燃起熱情

馬諦斯誕生於法國的小鎮，父親是商人，希

望他成為社會地位崇高的律師，因此送他到巴

黎學習法律。馬諦斯果然不負父親期望，畢業

後回到家鄉從事法律工作。

他快二十歲時，突然得了

盲腸炎，住院治療期間，母

親擔心他太寂寞，為他準備

了顏料和畫紙，讓他畫圖消

磨時間。沒想到，這個小小的舉動燃起馬諦斯

對繪畫的熱情；他決定朝藝術發展。不久後，

他到巴黎的藝術學院學畫，嘗試每一種繪畫技

法，希望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創作道路。

色彩奔放的野獸

　三十六歲那年，馬諦斯和朋友把作品送到巴

黎展出。作品用色鮮豔，筆法狂野，充滿強烈

的個性，一位藝術評論家看完展覽，認

為就像看到野獸一樣。

　原來，當時的

藝術界認為，繪

畫要愈接近真實愈

好。馬諦斯畫作中

強烈的色彩，就像狂野的猛獸般，

不被眾人喜歡，因而引起很大的震

撼。從此以後，這樣的繪畫風格便

被稱為「野獸派」，馬諦斯也成了

這個畫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馬諦斯認為，單純的色彩就像音

樂一樣，本身就很美。他保有自己

的特色，不斷創作，直到七十三歲生了一場大

病，依舊不放棄。此時，他已離不開病床和輪

椅，連提起畫筆都十分吃力。但熱愛藝術的馬

諦斯想出一種新方法：用剪刀畫畫！他將塗了

鮮豔色彩的紙張剪開，黏貼出一幅又一幅的作

品，不僅活潑生動，也像他的繪畫一樣，有著

音樂般的律動感，大家以「色彩的音樂家」來

讚揚這位偉大的藝術家！   

這幅《戴帽子的女人》是野

獸派的代表作。她的臉部陰

影是藍色，脖子陰影則是明

亮的橘色，是不是和傳統的

上色方法很不一樣？

法國旺斯教堂的

彩色玻璃、各種

擺設及壁畫，全

由馬諦斯一手設

計。這是他最傑

出的作品之一。

顏色的美就像音樂的音符，
清新且會跳動。

 達志影像

馬諦斯的剪紙創

作《爵士：伊卡

魯斯》以畫面表

現美國爵士樂。

色彩活潑，讓人

彷彿聽到音樂演

奏一般。

達志影像

馬諦斯的家鄉以織

布聞名，他很喜歡

華麗又多彩的絲織

品。從這幅《紅色

的和諧》就可看出

他的這項喜好。
達志影像

馬諦斯曾到北非

和大洋洲旅遊，

對傳統雕刻簡單、厚

實的造型很有興趣，他

也將這種特色表現在作

品《珍娜德》中。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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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金香之國 荷蘭
為了行走方便，我們的祖先發明了底部厚實

的木鞋；為了整治洪水，還建築堤防，並且利

用風車把水排入大海，才有土地可以耕種。雖

然只有貧瘠的沙地，但正適合看似嬌貴的鬱金

香生長。如今，我們的水利工程遠近馳名；曾

經洪水為患的泥濘之鄉，變成了花開遍地的夢

幻國度，證明我們懂得把缺點化作優點，為自

己帶來生機！

媽媽常說：「荷蘭就像大海的女兒。」我們能與

水共存，也能用同樣的態度面對各種困難，難

怪許多人說，我們荷蘭人開朗又堅強！

撰文／徐意筑　繪圖／Swawa　企編／胡純禎　版面／蔚藍鯨

過去艱苦的生活環境，

讓荷蘭人養成務實且精

打細算的個性。即使和

客人上餐廳吃飯，他們

也可能各付各的餐費。

荷蘭盛行單車。全國的

單車數量比人口還多，

單車道也比汽車道長。

荷蘭的小朋友從三歲起

就開始學騎單車。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交織著數

百條運河，大大小小的橋梁和

水道，形成一幅特別的景致。

鬱金香是荷蘭的國花，全

世界一半以上的鬱金香產

自荷蘭。走在路上，處處

可見它的芳蹤。

你知道莉克

在哪裡嗎？

鹽醃的鯡魚加上碎洋蔥，

不論直接吃或夾在三明治

裡，都很受荷蘭人歡迎。

嗨！
河邊停靠許多小船，有

些設計得像座小屋，還

有人在裡面生活，這種

船叫做船屋。

哈囉，我是荷蘭的莉克。說到我的國家，你

是不是立刻想到風車、木鞋和鬱金香？讓我告

你，這「荷蘭三寶」其實和我們的土地有很

大的關係！

荷蘭地勢平坦，約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低於海

平面，自古以來常受洪水威脅，地上經常遍布

著爛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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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國名： 荷蘭王國，通稱荷蘭

位置： 歐洲

首都： 阿姆斯特丹

語言： 荷蘭語

貨幣： 歐元（EUR）

人口： 1691 萬，約台灣的 0.7 倍

面積：   41543 平方公里，約台灣 

的1.1 倍

羊角村是個全長七公里的

小村莊，沒有羊、沒有道

路，只有水道和小屋，有

「荷蘭威尼斯」之稱。

荷蘭處處可見創意建築。這

棟外型像鯨魚的集合住宅，

是依照太陽在天空的角度設

計，不論何時都能享有充足

的日照。

荷蘭的人口

與土地面積和台灣

差不多！

荷蘭是

足球強國。

庫肯霍夫公園是

世界上最大的花

園。春天時，百

萬株鬱金香爭先

恐後的綻放，水

仙和風信子也不

甘示弱，展現無

窮的魅力。

你認識米飛兔嗎？荷

蘭的畫家布魯納用簡

單的色彩和線條，創

造出這隻可愛的小兔

子。牠總是樂觀面對

生活中的難題，深受

大人小孩喜愛。

iStock

iStock

農業是金礦

除了鬱金香之外，荷蘭的乳

酪也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

們的畜牧業很發達，香濃牛奶

製成「又臭又香」的乳酪，是

我們每天必吃的食物，平均每

人每年要吃掉八公斤呢！可能

因為充分攝取乳酪中的鈣質，

荷蘭人大多擁有高壯的身材，

身高是歐洲第一名！

我們的農產品稱霸全球，但

是全國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從事

農業。這是因為我們以高科技

掌握農產品的狀況，不論是溫

度、溼度或光線，都能精密操

控，提供花卉和乳牛

最好的生長環境。

我的國家就是這

麼芬芳又進步，歡

迎你來飄滿花香的

荷蘭，品嚐各式各

樣的乳酪！  

荷蘭瓷器深受中國青

花瓷影響，以藍白兩

色為主，圖案大多是

傳統的荷蘭事物，其

中以台夫特出產的瓷

器最富盛名。

iStock

荷蘭的傳統風車大多已被現

代科技取代，但鹿特丹還留

有十九座百年的風車。每年

七、八月的周六午後，可以

看見這些風車同時轉動。

iStock

荷蘭

台灣

達志影像

羊角村

海牙

鹿特丹

iStock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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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瑗瑗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徐意筑

夜裡，海上一片漆黑，黑暗中只剩下星星閃

爍。突然，一道神祕的白光劃破天空，一會兒

亮、一會兒暗 ——原來是燈塔！

船上值班的大副一面盯著閃動的光，一面熟

練的拿出碼錶和航海圖比對。「報告船長！右

舷有亮光 ……二十海里外有一座燈塔！」「好，

燈塔附近一定有不少暗礁，大家要提高警覺！」

哇！燈塔居然可以告 我們這麼多訊息？沒

錯，在電子導航系統還沒誕生的年代，燈塔是

航海人倚賴的航路標誌，不僅能當座標、指點

船隻行進方向，還可以讓人注意到

「這裡有危險！」

這是怎麼辦到的？傳紙條？

燈塔構造大公開

打暗號？還是 ……有看不見

的超能力？繼續看下去，

你將知道燈塔怎麼跟

人類「說悄悄話」。

燈塔
海上的守護者

燈頂的燈具室，

四周圍有玻璃，

能保護燈具，並

讓光照得更遠。

塔身多半是白色，

因為比較醒目，又

能隔熱，是早期燈

塔最普遍的顏色。

看守燈塔的人叫燈

塔守，負責定時點

燈，清掃環境，維

護燈塔設備等。燈塔內部空間狹

小，樓梯大都採

用螺旋式。

燈泡裝在球

形的透鏡

中，可360

度旋轉。

通常有兩

顆，一顆

當備用。

定位的工具

iStock

iStock

最早，老祖宗是根據岸上的

山丘、地標，或天上的星星、月

亮，來幫海上的船隻定位。但遇

到光線不佳或雲層較厚時，很容

易失效，因此才有燈塔的出現。

雖然現在衛星導航系統已經成

為定位的利器，但燈塔仍然是

海上重要的助航標誌。

燈塔多設在空曠地區，所

以頂端會裝上避雷針，還

會有風向儀和方向標。

燈塔的結構可分

成燈頂和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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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航行的人辨識方位，是燈塔最重要的功

能。可是，問題來了：茫茫大海之中，既沒路

標，也沒門牌，怎麼認出眼前是哪一座燈塔，

更如何靠它來定位？很簡單，看燈塔的光。

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每一座燈塔的光色，以

及光色的組合和閃爍週期都不一樣。有的是每

十秒閃一次白光，有的是一分鐘之內快閃數百

次，有的是紅、白光交互閃爍 ……

這些閃光的設定就像燈塔的「名片」，使航

行者能辨識眼前的燈塔，再進一步推測船隻的

位置。所以位置相近的兩座燈塔，閃光不能太

相似，否則很容易混淆。

為什麼燈塔常蓋在海岸突出的地方，或海中

小島上？這些地點除了位置明顯，方便船隻觀

測，還有個重要的關鍵：通常是視線差、礁石

和淺灘多的地方。這些地方容易發生船難，所

以特別需要標示，提醒往來船隻注意安全。

換句話說，燈塔本身就是個警告標誌，告

大家：「這裡有危險！」船員只要確認前方是哪一

座燈塔，再配合航海圖上的標示，避開危險區

域，事故發生的機率就大大減少了。

燈塔是不是很像一盞平安燈？有了它，航海

人就能找出一條安全的航道，確保船隻

平安返航，難怪燈塔也被稱作「海上

的守護者」。 

密碼藏在燈光裡
嘿，這裡有危險！

寶島的燈塔

台灣四面環海，海上交通發達，所以設

有不少燈塔，目前留下的共有三十五座，

各有各的特色！

鵝鑾鼻燈塔位在屏東恆

春半島南端，是台灣唯

一的武裝燈塔。當初為

防止遭到破壞，內外部

都設有武裝。仔細看，

燈塔外的圍牆上，還有

防禦敵人用的槍眼。

澎湖的漁翁島燈塔是台灣最老的燈

塔，有一百四十年的歷史。在它旁

邊有一座葫蘆狀的燃油石塔，舊時

用來放置燃油用的鐵鍋，以提供照

明，是台灣燈塔的起源。

2015年 8月29日即將開放
的富貴角燈塔坐落在東北

角海岸，外觀呈八角形，

黑白相間。

野柳燈塔以野柳著名的燭臺

石為造型，塔身很特別，是

一根造型優雅的鐵杆。

槍眼

燃油石塔

霧砲

霧號

早期遇到大霧時，

燈塔守會開霧砲，

用聲音提醒船隻注

意安全，現在則多

半用霧號取代。

洪
辭
禮

  提
供

洪
辭
禮

  提
供

洪辭禮  提供 交通部觀光局北觀處  提供
交通部觀光局北觀處  提供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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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錐形的大鐵鉗
啾啾啾！我是麻雀，我的嘴是短短的圓

錐形，但可別小看它！因為這張粗厚的

嘴又尖又硬，就像一把大鐵鉗，可輕易

咬碎穀物和堅硬的種子外殼。常被當寵

物飼養的白文鳥，嘴型也跟我一樣。

像鉤子一樣利
我是大冠鷲，和鳳頭蒼鷹、

灰面鵟鷹、紅隼、領角鴞等

猛禽一樣，都有銳利且強而

有力的鉤形嘴。我們的嘴像

鉤子一樣彎曲銳利，即使遇

到體型較大的獵物，也能用

嘴撕扯成小塊，再一口一口

吞下。有些隼類的上嘴還長

有明顯的「齒突」，可用來

咬斷小動物或鳥類的骨頭。

又尖又細
大家好，我是綠繡眼，

有一張尖尖細細、像小

鑷子一樣的嘴。這樣的

嘴很適合伸入間隙，把

藏在枝葉間、灌木叢或

草叢裡的昆蟲「夾」捕

出來。美麗的火冠戴菊

鳥、冠羽畫眉，還有台

灣叢樹鶯等，也都和我

一樣。

這三種形狀的代表

鳥類可以在草地、

樹林、山區等陸地

地區觀察到，有些

在住家附近就能看

見，像是麻雀、綠

繡眼等。麻雀的嘴尖尖的，黃色小鴨的嘴扁扁的，一

樣都是鳥類，為什麼嘴巴的形狀會差這麼多？

那是因為吃的食物不一樣。為了使用的需要，

不同鳥類的嘴演化成了各種形

狀，就像我們為了不同功能而

使用不同的餐具一樣，例如筷

子適合用來夾菜，刀子適合切

蛋糕、切牛排。鳥嘴是鳥類天

生的餐具，有的適合吃肉、

有的適合吃種子，也有的

適合吃魚         ……        現在，就

來認識不同的鳥嘴。

首先要介紹的是短

錐形、尖細形和鉤形，

撰文／詹亞帆　繪圖／劉伯樂　企編／陳雅茜　版面／黃淑雅

下嘴

（下喙）

鳳頭蒼鷹

麻雀

綠繡眼鳥嘴又叫鳥喙，除了用來

覓食，還能梳理羽毛、攻

擊或防衛、築巢、餵食雛

鳥、叼東西等等。

大冠鷲

上嘴

（上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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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但實用
呱呱！我是小水鴨。

我和綠頭鴨、花嘴鴨

都有一張超可愛的扁扁

嘴，和人氣偶像黃色小鴨

一樣。這張嘴不只可愛，

還很實用！能吸入較多的

水，還能過濾食物，

讓我們能在淺水、

泥灘或水面覓食。

幫鳥朋友點餐
看完各種鳥嘴的介紹

後，你對鳥類和食物

的關係，是不是更了

解了呢？接下來，請

依據嘴型幫右邊的五

位鳥朋友點餐！

攪來攪去的飯匙
我是黑面琵鷺，和白琵鷺一樣有

扁平的長嘴，很像湯匙或飯匙。

只要站在淺水中，把嘴伸入水裡

左右掃動，就能搜捕魚蝦。

長劍出擊
哈囉！我是蒼鷺，我的嘴又

長又尖，像一把長劍！小白

鷺、大白鷺和夜鷺等，也都

擁有長劍似的嘴，所以能站

在水邊或淺水裡，把嘴迅速

刺入水中夾咬魚蝦，甚至把

魚刺起來！

嘴的邊緣有梳齒狀的

構造，可以像篩子一

樣過濾食物。

（答案請見第 106 頁）

iStock

除此之外，在溪河、湖泊、沼澤、河口溼地

和潮間帶等水域裡，還看得到擁有其他嘴型的

鳥類，尤其是扁平形、匙形和長劍形鳥嘴的水

鳥。這幾類嘴型，很適合水鳥在水中覓食。 

我們能將上半身探向水中，

以鳥嘴採食水下的植物。

寬闊、扁平的

嘴型可以吸入

較多的水。

只要來回擺動嘴巴，就可

以把浮游生物、藻類、小

螺和其他小型無脊椎動物

等過濾出來吃掉。

小水鴨

黑面琵鷺

蒼鷺
花嘴鴨

小水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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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拍照片，有人拍得正

經八百，有人拍得有趣好玩。「借位攝影」

便是一種強調創意的拍法，它利用距離的遠

近，拍出「不可能卻又真實存在」的畫面。

旅遊時多利用它，發揮創意，就能留下更多

有趣的回憶。

想拍出這樣神奇的照片，只要注意幾點：

一、找出適當的距離，愈大的物體要離得愈

遠。二、想出有趣的姿勢。三、調整拍

攝角度。這樣，你就可以托起大樓、拎

起雕像、抓起大船、把瀑布當開水喝、

把摩天輪當甜甜圈吃 ……

利用借位攝影來寫詩，比

拍照更簡單！一、找幾張喜

歡的照片。二、把它們排順

序。三、找個主角把照片串起

來。這樣，就可以寫

成一篇〈格列佛遊記〉。

底下這首詩，便是利用網

路上的照片寫出來的呢！

嘿，我把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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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沒

有耳朵》、《小麻煩》等四十餘冊。變成足球了！

夕陽變成足球？

真好玩！

我也想拍——用拖車，把夕陽拖回家！

爸爸說，這叫

「借位攝影」。

我要拿張網子，

把夕陽網起來！

怎麼可能？這是

合成的假照片吧？

網路上經常出現一些神奇照片，讓我們看

得目瞪口呆。像這一張照片就好有趣，讓我

們看了「哇」一聲，腦細胞都被它點亮了！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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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巨人郊遊記
清晨，拿出玻璃杯……

喝一口朝陽果汁 ──出門！

舉起甜筒  ……舔一口白雲冰淇淋

小心 ──呼，差點踩壞巨石陣！

側過臉，我和獅身人面像親親嘴

伸出手，看我一掌撐住比薩斜塔！

手指一捏，我拎起 10 1 大樓

嘴巴一張 …… 閃亮汽車真好吃

手一伸 ……  我抓住飛機的小翅膀

腳一抬，我把夕陽踢成足球

升起船桿，繼續夜遊

──弦月變成我的小風帆！

下次旅遊時，你

也拍一張「借位照

片」，寫一首〈格

列佛遊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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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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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過期不要的義大利麵嗎？

千萬別丟，

讓我們幫它大變身，

做成一條獨一無二的

彩色項鍊吧！

上完各種顏色後，

等顏料乾。

在棉繩前端夾一

根黑色髮夾，自

由選配喜歡的顏

色，把筆管麵一

個一個串起來。

串到自己喜歡的

長度後，打結固

定，再將多餘的

棉繩剪掉，就完

成了！

100 未來兒童  2015.08

用細的吸管先

將筆管麵串起

來，再用水彩

筆沾壓克力顏

料，仔細的塗

在筆管麵上。

1

2

3

時尚
迷你麵項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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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筆管麵當作積木，一邊堆疊

一邊用白膠固定，最後塗上顏

色，完成一部迷你坦克。

難度 ★★★     細心度★★★★★難度 ★             細心度★★★

除了筆管麵，也可以綁上

蝴蝶麵，再加上亮片或珠

珠做裝飾喔 !

 小創意  小挑戰

筆管麵也可以併黏在一起，

做出特殊造型

設計、版面／Bianco

企編／何儀慧

動手玩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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