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噹         ……     噹         ……     」風鈴發出清亮的聲響，

一股涼意吹來，是不是很舒服？這可是我的

拿手絕活！我是風之精靈，只要唸唸咒語，

就能召喚風，還能乘著風，來無影去無蹤！

我來自風的國度，那是一個神祕的世界，

因為風是無形的，看不見，但只要你細心

觀察，就能時時感受到。無論是草葉搖

曳、旗幟飄盪、雲朵聚散或是白浪滔

滔，全都是風的作用！有時甚至還

會飛沙走石，讓人站也站不穩！

這麼神祕的風，究竟來自哪裡？

偷偷告 你一個祕密，無論是舒爽

的微風或狂亂的強風，全都來自同

樣的地方！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風是什麼？能造成什麼奇妙又有趣

的現象？對人類又有什麼影響？

就讓我風之精靈來為你解答吧！

準備好了嗎？請跟我一起乘風翱

翔，探索風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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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

文／張
凱希　繪圖

／吳孟芸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風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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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立萍　繪圖／Eszter Chen
企編／胡純禎　版面／張育鈴

印
度
聖
雄

甘
地

提起印度，許多人就會想到甘地。他頂著光

頭，身上披著一塊布衣，總是隨身攜帶一架木

製紡紗機，看起來就像一位苦行的僧侶，不管

走到哪裡，都有許多人跟隨著他。

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印度受英國統治。當

時印度人地位比英國人低，遭受許多不公平待

遇，甘地卻能帶領印度，在不打仗、沒有人流

血受傷的情況下，成功脫離英國統治，成為獨

立的國家。因此甘地被尊稱為「印度聖雄」，

不只印度人尊敬他，連英國人也敬佩他。

超級大人物

甘地小檔案

1869年10月2日

出生於印度

提倡和平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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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平是世人共

同的願望，所以甘

地才會受到許多人

的尊敬，就連英國

倫敦也看得到甘地

的紀念雕像。

弱者永遠不曉得寬容，

寬容是強者的特質。

甘地的房間相當

簡樸，只有一座

小型紡紗機，以

及一張方便寫字

的小桌。

印度詩人泰戈爾

（左）尊稱甘地

為「聖雄」，讚

賞他擁有偉大的

靈魂。

和平的力量

甘地用不合作的方式，收回人

民賦予政府的權力，聯合國特別

將他的生日訂為國際非暴力日，

表彰不用暴力的精神，並反對

戰爭及任何暴力行為。

甘地發動人群到海邊取水製

鹽，抗議英國政府不准印度

人製鹽的不公平規定。現在

印度五百盧比的紙鈔背面，

就印著這項知名運動。

甘地決定回到印

度，幫助遭受不

平等待遇的家鄉

人民。

不流血的抗爭

當時印度受英國統治，很多福利只有英國人

才享有。甘地秉持過去的不合作精神，穿上印

度苦行僧的衣服，手上拿著紡紗機，遊說印度

人靠自己紡紗織布，不穿英式服裝、不買英國

貨，也不要在英國人開的銀行存錢，甚至好幾

次以絕食行動，要求英國讓印度獨立。

甘地的行動，獲得極大的迴響，使英國政府

不得不重視，終於在一九四七年讓印度獨立。

接下來，甘地希望消除印度長久以來的階級制

度，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可惜直到他過世前都

沒能完成。儘管如此，甘地一生致力於消除人

們彼此的差別待遇，不靠發動戰爭贏得勝利，

早已成為世人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看見許多不公平

甘地出生在印度一個富有的

家庭，因此有機會接受良好的

教育，到英國倫敦讀法律，後

來還去南非當律師。然而在南

非期間，他深深感受到，只要

膚色與白人不同，就必須接受

不公平的對待，例如印度人搭

火車，只能坐在三等車廂。有一

次甘地拿了一等車廂的票要上車，

竟然連人帶行李被趕了出來。類似的事情不斷

發生，促使甘地團結在地的印度

人，爭取平等對待。

只是，他們不用打鬥表達憤

怒，而以平和但堅定的意志，拒

絕遵守不公平的法令。在這段期

間，甘地被關進監獄好幾次，但他的

信念卻愈傳愈廣。歷經了二十年，南

非政府終於正視這個問題。此時，

獨立建國
在甘地的推動下，印度

半島脫離英國的統治，並建

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

宗教信仰不同的獨立

國家。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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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古國 埃及 幸好，埃及還有一條流貫南北的尼羅河，它

所流經的地區，土壤都很肥沃，適合種植農作

物，所以埃及人幾乎都住在河的兩岸。尼羅河

就像埃及的母親，沒有它，就沒有埃及。

尼羅河還孕育令人驚歎的古文明，包括開羅

附近聞名全球的金字塔，這些由巨石砌成的雄

偉建築，已經聳立幾千年，是法老王的墳墓。

此外，圖畫般的象形文字、保存

人體的木乃伊技術，在在吸引

世界各地的專家，探究古埃及

人的神祕生活與文化。

撰文／胡純禎　繪圖／徐至宏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最具代

表的傑作，目前留下約一百

多座。彷彿守護神般鎮守在

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更

增添了神祕的魅力。

埃及盛產洛神

花。紅豔的洛

神花茶是當地

十分受歡迎的

飲品。

你知道奧瑪

在哪裡嗎？

駱駝可以兩個星期不

喝水，是沙漠地區人

們的好夥伴，不僅能

提供駱奶，也可以載

運貨物和人。

觀光旅遊是埃及重要

的經濟來源。法老王

塑像、紙莎草畫都是

熱門的紀念品。

哈囉，我是奧瑪，說起我的家鄉，一定會提

到沙漠、尼羅河與金字塔。你猜出我來自哪裡

了嗎？沒錯，就是有文明古國之稱的埃及。

埃及位在非洲大陸東北部，天氣又乾又熱，

很少下雨，所以放眼望去，幾乎是黃沙滾滾的

沙漠，不太適合人居住。

嗨！

埃及人習慣穿寬

鬆的長袍，不但

能避免晒傷，也

能讓身體透氣。

埃及的國土有

百分之九十五

覆蓋著沙漠。

 
  帶
你 遊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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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純禎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黃瑗瑗

說起竹子，你會想到什麼？是微風吹動竹葉

引起的沙沙聲？還是午睡時，竹蓆傳來的陣陣

涼意？或者，是吃起來清脆甘甜的筍子？

在台灣，竹子幾乎無所不在，就像大家

的好朋友，時時陪伴著我們。你了解這個

好朋友嗎？竹子的身體裡不僅藏有許多祕

密，也藏著好多讓人驚喜的趣事呢！

走進竹林，一根根筆直的竹子彷彿正

在競賽，爭先恐後的伸向天空。「竹子

像大樹一樣高，也是樹的一種嗎？」

其實，竹子和矮小的稻、麥一樣，

都是一種「草」。特別的是，

竹子的身體有好幾節，每一

節都會同時長高；當長到一

定高度，竹子會慢慢變硬，

抽高長成長長的竹桿。

竹子的祕密

竹子隱瞞的可不只是草的

身分。從外觀來看，竹子一

根隔著一根，各自獨立，誰

也不招惹誰，然而私底下它們感

情可好了，每根竹子都是相連的，

真相就是埋在地底下的莖。

我們看到的竹筍、竹桿，其實都

是來自相連的地下莖；地下莖發的芽

如果鑽出地面，就叫做竹筍，再繼續

長大，就是又高又瘦的竹桿。只要地

下莖不斷生長、發芽，就能不斷增生

竹子，即使地面上的竹子相隔一段距

離，地底下仍可能連成一氣！

下面是台灣餐桌上常見的三種竹筍，

你嚐過哪些呢？

竹子很少開花，但開花之後，整叢

竹子會跟著枯死。不過只要地下莖

繼續生長，地面就會再冒出新芽。

竹子的長法，取決於它的地下莖。叢生竹的地下莖連結成團，

所以長出來的竹子一叢叢，例如麻竹。散生竹的地下莖很長，

長出來的竹子散布四周，例如桂竹。

外表黑黑的，清炒

或煮湯都很好吃。

桂竹筍 麻竹筍

綠竹筍

圓錐狀，體型較大，

常加工做成筍乾。

口感嫩、味道清甜，適

合做涼拌菜，長得像彎

牛角的據說是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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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能量

其實，太陽能

的能是「能量」

的能。能量看不

見，也摸不著，

但能從許多方式

感受到。例如，

「熱」就是一種

能量，靠近暖爐

或熱水會覺得熱或

燙，是因為它們散

發出「熱能」。「電」

也是一種能量，按下開

關，通電了，電燈就能亮起來。

太陽能把我們晒暖、晒黑，當我們在大太陽

底下活動很久時，甚至會讓我們受傷起水泡，

這是因為太陽光飽含能量。聰明的植物利用葉

片吸收太陽光，進行光合作用，把來自太陽的

能量轉變成生長所需的養分。我們是否

也能像植物一樣聰明，善用太陽能？

常常聽到「太陽能」

這個詞，應該和太陽有

關吧？太陽能 …… 能做什

麼？怎麼不把話說清楚？還

是「能做」的實在太多了，

根本說不清楚？學校在屋頂

架起一整排的太陽能板，說

太陽能夠發電；有些同學家

裡裝設太陽能熱水器，說

太陽能讓冷水變熱水；就

連公園裡的路燈也頂

著一塊塊太陽能板，

白天吸收陽光，提

供夜間照明。但是

太陽能究竟是什麼？

試試太陽能的威力

我們可以做一個實

驗，證明太陽光充滿能

量，器材只需要一支放大鏡

和一張衛生紙。選個晴天，

接近中午時，拿起放大鏡，

讓太陽光透過放大鏡集中成

一個亮點，照射在衛生紙

上。不一會兒，衛生紙

就會變黑、甚至燒

出一個洞！

注意！做這個實驗要有大人陪同！

記得避開其他可能燒起來的物品，

像紙張或塑膠袋。安全第一！

能
？不能

太陽
撰文／陳維瑩　繪圖／陳完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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嚕啦啦！天氣真熱，洗個香噴噴的澡最舒服

了。你喜歡用蓮蓬頭沖澡，還是在浴缸泡澡？

偷偷告 你，世界上的洗澡方式千奇百怪，可

不只有這兩種，有的不靠水，躺在沙裡就能清

理身體；有的要沖澡、過蒸氣、泡熱水 …… 全

部走一遍才算洗乾淨。不相信嗎？一起穿越時

空，來場洗澡大發現，保證讓你大開眼界！

洗澡是件大事

回到一千八百年前的古羅馬，當時人們最流

行的休閒活動竟然是洗澡──不只喜歡大家一

起洗，洗澡的花樣還特別的

多！譬如卡拉卡拉公共浴

場，規模就像一個小城

鎮，不僅可以讓兩千

多人同時入浴，泡完

澡後，還可以在這裡

看書、下棋、討論國

家大事，消磨一整個午後

時光。在當時，不論是平

民或貴族，都會穿上自己

最滿意的衣服前往公共浴

場，好像參加盛會一樣！

撰文／徐意筑　繪圖／九子　企編／胡純禎　版面／夏綠蒂

特別報告

為什麼要洗澡？

卡拉卡拉浴場的地板和浴

池由彩色大理石、馬賽克

鑲嵌畫組成，相當豪華。

講究洗澡的古羅馬人，會先在冷水浴室沖完澡，然後

到溫水浴室蒸熱身體，再進熱水浴室把身體刮乾淨並

泡澡。最後再倒過來洗一次，幫助毛孔收縮。

古羅馬大浴場常設有游泳池、

圖書館和商場，就像大樂園！

洗澡 妙事多

洗澡前先來場摔跤，或

是打拳，痛快的流汗。

找找看在哪裡？

達志影像

每平方公分的皮膚

至少有幾百到幾千

個細菌居住。尤其遇到流

汗，汗液被細菌分解時，

還會發出臭味；若不做好

清潔，容易生病。不過別

擔心，只要適度用肥皂和

溫水清洗，就可以除

垢又除臭了。

古羅馬人洗澡，

習慣在身上塗

抹橄欖油，再

灑上一層薄薄

的沙，接著用

彎彎的金屬刮刀，

將皮膚上的髒東西

刮下。圖中有人正

在使用這組物品，

把他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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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玩陀螺嗎？陀螺除了能在地上轉，也能

飛上天！這回，就來試做看看造型獨特的飛行

陀螺吧！

準備材料
塑膠免洗杯、棉線、剪刀、膠帶 

步驟

將兩個塑膠杯的底部用膠

帶黏在一起，就是飛行陀

螺了。

1. 剪一段棉線，長度至少可

以繞陀螺中間四圈以上。

2. 

把棉線纏在飛行陀螺的中

間，約四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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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拇指和食指壓住陀螺上

的棉線，剩下的三根手指

抓住棉線的另一端。

2. 

高舉陀螺、用力向前甩出，就可以看到陀螺往上飛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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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行陀螺 操作

3. 

想一想再試一下

飛行陀螺能夠飛，是因為陀螺旋轉時會

帶動空氣流動，使陀螺上方和下方的空

氣流動速度不同，氣壓也跟著變得不

同。當下方的氣壓高於上方，就能提供

上升的力量，使陀螺往上飛起來。

改用不同材質的杯子來製作飛行陀

螺，例如紙杯，觀察飛行的效果有

什麼不同？ 

把棉線以相反的方向纏繞，看看陀

螺會怎麼飛？

2. 

1. 

拇指壓住棉

線的一端

另一端往自

己的方向繞

甩陀螺時，要

鬆開食指和姆

指，同時快速

扯開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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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現：交通號誌一旦離開現實

生活，跳上想像的翅膀，就可以延伸出無

限多種可能！在現實中，我們沒辦法把不喜歡

的事刪掉；但是在想像裡，我們卻可以玩一玩

「禁止詩」，讓情緒痛快宣洩一下。禁止詩不

難寫：先找一個禁止標誌，再想一想，在什麼

場合，你會把它舉得高高的？例如

不准掉頭／禁止迴轉：

在什麼情況下不准回頭？

不准停車／禁止臨時停車：

碰到什麼情況，你想送它

一個大叉叉？

更好玩的是，你還可以自己發明

新的禁止標誌。禁止跌跤？禁止變

胖？禁止滑手機？禁止惡夢？禁止

放屁？禁止長大？禁止死神？禁

止搗蛋鬼 …… 有沒有發

現：禁止的東西愈特

別，詩的想像空間就

愈好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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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停，
繼續長大！

不准說 ——
「停！」不准停，

繼續幫我捶背！

不准停，
繼續用功！

不准停，
繼續走！

禁x止x詩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路上有很多標誌，有些我們熟悉，有些我們

陌生。下面這個「禁止停車」的標誌，如果離

開真實功能，還可以想像成什麼意思呢？！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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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把色紙連續

對摺兩次，

然後展開。

剪掉畫斜線

的部分。

沿著摺痕，把兩個

三角形往內摺，並

用膠水固定。

將怪獸的五官和其他部

位貼在步驟  4   完成的摺

紙上，就完成了！

在圖畫紙上畫出怪獸

頭上的各個部位，然

後剪下來。

準備色紙、圖畫紙、剪刀、彩色筆、膠水、一本正在看的書

除了五官，還可以

設計尖角和利牙

可以幫怪

獸加上兩

隻手臂

書讀到哪裡，讓怪
獸

幫你咬到哪裡！

將角    1    和角

3      往內摺，

再展開。

九子    看不出實際年齡的神祕女子。喜
愛看書、畫圖、和阿貓阿狗玩耍，過著與

世無爭的悠閒生活。現正努力往插畫的世

界邁進，作品散見於童書與報章雜誌。

動手玩

藝術

P096-097九月動手玩藝術0813.indd   所有頁面 2015/8/14   下午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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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和爸媽剛搬到新家。新家的圍牆裡有草

地和花圃，兩層樓的白色房子像一隻美麗的白

鳥，坐在綠色草地的中央。小美好喜歡新家，

最愛在草地上打滾。

有一天，小美和媽媽要上街買東西，經過鄰

居家時，一位鼻子尖尖、駝著背的老奶奶正站

在門口，用不太友善的眼神看著小美和媽媽。

小美上車後對媽媽說：「那位奶奶長得好像巫

婆喔！」

「世界上哪有巫婆！」媽媽說。

「她看起來好凶。」

媽媽突然想到：「一定是因為我們搬來後，都

沒去打招呼！要不要帶點禮物去拜訪她呢？」

車子經過牧場，小美看到牛、羊、馬在低頭

吃草。通過牧場大門，小美突然大叫：「媽媽，

停車，這裡有賣我愛吃的馬鈴薯。」

媽媽停下車，小美走回牧場大門，將

媽媽給的錢投進一旁的罐子裡，然後提

了兩袋上車，興奮的說：「我們送

一袋馬鈴薯給老奶奶吧！」

台灣大學碩士、英國納比爾大學碩士。曾

獲《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好書

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著作

逾二十冊。曾旅居英國與紐西蘭，目前定

居花蓮。

作者‧黃文輝

居住在台中。喜愛大自然、貓咪，與簡單、

美好、幽默的人事物。喜歡動物，因此畫了

許多以動物為故事主角的插圖，畫風多變。

期許自己一直畫下去，以圖像帶給大人和小

孩歡樂！

繪者‧楊宛靜（小 j）

撰文／黃文輝　繪圖／楊宛靜　企編／何儀慧　版
面／吳慧

妮

怪　　   見面禮

說故事
時間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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