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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為了生活，製造各式各樣的物品。你知

道在這些物品當中，哪項占據最大的空間？應

該是高高低低、有各種形狀和顏色的建築吧！

建築和我們的關係非常密切，為我們遮風擋

雨的房子，就是建築的一種。除此之外，有的

建築是為了和神明溝通而建造，有的是要安頓

去世的人，有的是要防止敵人攻擊，還有的是

為了炫耀財富與能力，

或提供大眾休閒娛

樂，各有不同的

目的。

不過，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建築，能夠讓人

特別注意，多半是因為比其他建築更大、更堅

固，也更美麗！因為打造一座建築可不容易，

要具備豐富的知識，以及精巧的手藝和技術，

並且要投入很多人力與時間，因此，巨大的建

築常讓人很感動，並且讚歎不已。

一棟棟的建築就像是一本本立體的歷史書，

能告 我們許多發生過的故事。這是真的！因

為我們請到了幾位關鍵人物，為我們述說這些

偉大建築的故事。機會難得，快來跟著學習更

多歷史吧！  

偉大的建築
      撰文

／唐炘炘
　繪圖／陳佳蕙　企編／何儀慧　版面／趙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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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法老古夫，

你是來看金字塔的嗎？請

到那邊排隊喔！

法老的墳墓

金字塔名氣很響亮。在

古代，能蓋出這麼巨大的

建築，簡直就是奇蹟！直

到現在，每天還是有許多人前來參觀。有

沒有看到人面獅身像？那也是金字塔建築群的

一部分喔。現在就由我來跟你介紹金字塔吧！

埃及的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之一，但

不是給人住的，而是給死去的國王，也就是法

老。沒錯，金字塔就是我們的

墳墓，而我的金字塔是埃及

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座！古

埃及人相信，法老是神

的化身，死後會

繼續保佑國家，

所以大家同心協

力打造巨大宏偉的金字塔，在裡面

存放法老的木乃伊，以及許多用品

和金銀財寶，供法老在死後的世界使用。

驚人的建築技術

在幾千年前的埃及，沒有貨車或起重機，也

沒有電動的鋸子，是靠許多工人的力量，將大

石塊從遠方運來，切成需要的大小，再一層層

疊起來。最大的金字塔有四、五十層樓高，實

在非常神奇。即使經過幾千年風吹日晒、戰爭

或地震，它們依然堅定的聳立在大地上，難怪

有這麼多人不辭千里來參觀。

啊，輪到你了，祝你參觀愉快喔！ 

製作
木乃伊

古埃及人相

信，人死後靈魂

會到另一個世界，

若能經過重重考驗，

就能得到永生，所以

要好好保存屍體，不能讓

它腐壞。他們使用防腐香料

和布料將屍體一層層裹起

來，保持乾燥，就能成

為長久保存的木乃伊。

靈魂
的住所

金字塔
非洲埃及開羅近郊的

古夫金字塔，建於西

元前2580 ~ 2560年。

高約147公尺，底座

的邊長23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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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也有金字塔

金字塔並不是埃及人的專利。在

今天的墨西哥附近，曾出現輝煌的

馬雅文明，他們也建

造金字塔。但馬雅金

字塔頂端是平的，

而且是用來舉行宗

教儀式的地方，

並不是墳墓。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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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閱讀的樂趣

馬克．吐溫本名山姆      ．      克萊

門斯，從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

小鎮長大，對自由充滿嚮往。在他眼中，世界

有太多新奇好玩的事等著去探險，與其在學校

背課文，不如在遼闊的河岸玩耍。也因此，

他時常闖禍、翹課，讓師長哭笑不得。

　山姆十二歲時，父親突然過

世，他再也不能享受無憂無

慮的生活。為了分擔家計，

他到印刷工廠當學徒，跟著哥

哥在報社工作，雖然吃不飽、穿不暖，卻因此

發現，原來文字裡的世界竟

然這麼有趣！

原本調皮的山姆，一旦讀

起書來，竟像變了一個人似

的，從黑夜讀到天亮。他甚至有感而發，

提筆寫作，並將作品投稿到報社，只要被

採用就感到心滿意足。

以寫作為志向

　二十一歲時，山姆決定離開河

畔小鎮，出去闖蕩天下。短短六

年間，他開過汽船、加入軍隊，跟

著淘金人潮到偏遠的西部探險。但他

發現，最大的滿足還是來自寫作，尤

其是當作品受到賞識而被刊登時。

於是，多彩多姿的經歷，成了他豐富的

寫作素材；追求夢想的冒險個性，讓

他筆下人物各個充滿正義與勇氣。

二十七歲時，他以「馬克．吐溫」為

筆名發表短篇故事，擄獲許多讀者的心，從此

成為知名作家，不僅出版許多書、前往各國演

講，甚至得到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山姆認為，人就是要「乘風而行，去探索、

去夢想、去發現！」也因為他勇於實踐，當年

那個到處調皮搗蛋的孩子，日後不僅成為家喻

戶曉的大人物，直到今天，仍是公認最能代表

美國的作家。  

喜愛貓咪

山姆曾說：「神造萬

物，只有貓不能用鍊子奴

役。」他養了十幾隻貓，還幫

貓取了像是「懶鬼」、「瘟

疫」和「饑荒」等

有趣的名字。

 達志影像達志影像

笑聲是最有力的武器。

三十五歲後，山

姆定居在美國康

乃狄克州，一住

就是二十年，最

喜歡在家裡的撞

球室進行創作。

《湯姆歷險記》中的主角

湯姆，正是山姆童年的化

身。年僅十三，卻足智多

謀、充滿冒險精神。

山姆常以兒時

經歷作為寫作

題材。左圖為

他的老家，是

否令你想起湯

姆誘騙朋友刷

白牆的片段？

達志影像

熱愛河邊生活

的山姆，連筆

名「馬克‧吐

溫」也是行船

術語，代表水

深足以讓船

安全行駛。
2015.10 未來兒童 87

P085-087超級大人物馬克吐溫0911.indd   86-87 2015/9/14   下午4:41



2015.10 未來兒童10 未來兒童  2015.10 11

在新加坡看見世界 造地，全國有近五分之一的陸地是填出來的；

我們也善用地理優勢，打造出世界最繁忙的港

口，以及數一數二的煉油中心，吸引許多人紛

紛來投資。

但是，追求經濟發展，不代表我們住在冰冷

的水泥叢林。這裡處處綠樹成蔭，從市區開車

不到十分鐘，就能進入熱帶雨林。算一算，新

加坡總共有四座自然保護區和三百多座公園，

是世界公認的「花園城市」。我們不只在城市

裡闢花園，更直接把新加坡變成

花園般的綠色國度！ 

撰文／胡純禎　繪圖／許珮淨　企編／黃瑗瑗　版面／蔚藍鯨

新加坡原名星洲，

屬於馬來西亞的一

州。獨立之後，依

然有許多人稱新加

坡為星城或星國。

新加坡相當注重市容，

街道乾淨、整齊，很少

看到垃圾。

 
  帶
你 遊 世 界

雖然是彈丸之地，

但新加坡的經濟實

力很驚人，是亞洲

的金融重鎮。

嗨，我是張家倫，來自新加坡。對所有新加

坡人來說，今年是重要的一年，因為新加坡建

國五十年了！在這短短半個世紀，我的國家不

僅從一個小港口，躍升成亞洲的閃亮新星，更

是族群融合的好典範！

新加坡地狹人稠，面積只有台灣新竹的一半

大小。然而，住在這塊小小土地的我們，卻有

令全世界不敢小看的企圖心。例如，我們填海

嗨！

新加坡人上學主要講

英語，另外也會學習

母語，所以至少會說

兩種以上的語言。

四季如夏的新加坡，氣

候溫暖潮溼，所以當地

人多半穿著簡單舒適的

 T 恤、涼鞋。

你知道家倫

在哪裡嗎？

新加坡最初從小漁村

開始發展，又常被稱

為「獅城」，正是著

名地標魚尾獅的象徵

由來。

P010-013帶你遊世界-新加坡0914.indd   10-11 2015/9/15   下午12:32



撰文／陳雅茜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何儀慧

期待已久的東港迎王，終於又要

來了。身為東港人的阿公一定要回

家鄉幫忙，我當然也跟著去湊熱鬧。

腳步才剛踏進東港鎮，迎王的熱鬧氣息已經

撲面而來。東隆宮的山門依舊閃耀巍峨，廟裡

傳來鑼鼓管樂，還有陣陣煙香。溫王

爺鎮守著正殿，威儀不減；王船廠

外，王船公靜靜守護著王船。

上次來看迎王，我年紀

還小，但回想起來，盡是

熱鬧滾滾的印象。我最愛

那帶隊的王馬，還有繡著

各色華麗彩樣的旗幟與

圓圓的涼傘。鑼鼓喧天、人聲鼎沸，

神將們踩著獨特的步伐前進，奇特的

臉譜就像上下搖晃的神轎一樣，讓人

看了感到有點心慌。

遶境的隊伍好長，看

也看不盡，阿公說台灣

西南地區各處的廟宇，

都會來共襄盛舉，總共

有一、兩百隊呢！鎮裡

家家戶戶擺出香案，祈

求平安；還會在一旁辦

桌，宴請親朋好友和來

自各地的香客。

王馬代表王

爺的坐騎。

給神明納涼

用的涼傘，

又叫華蓋。

演奏國樂和北

管樂的大漢樂

團，成員男女

老少皆有。

有些信徒在神明遶境

時會跪拜路中祈福，

讓神轎從身上越過，

驅邪改運。

* 2015年，東港迎王平安祭典訂於10月 4日（請王）至10月11日（送王）。

溫王傳奇

溫王爺本名溫鴻，傳

說是大唐的進士，曾救

過皇帝，後來因為海難

去世，受封為王爺，且

成為神。中國閩南沿海

一帶，常有祂護佑船隻

的神蹟出現。大約三百

多年前，溫王爺在東港

顯靈，指示當地居民蓋

廟，即東隆宮的由來。

2015.10 未來兒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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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根部經常長有

根瘤菌。這種寄生

在植物根上的細菌

能提供植物養分。

豆莢內的花

生仁是花生

的種子，外

表的薄膜稱

作種皮。

花朵是黃色

的，有五片

花瓣。

來」，所以取名落花生？來，抓一把花生慢慢

剝，讓我從它奇妙的生長過程開始說。

上開花，下結果 

在植物的世界裡，大都是「哪裡開花，哪裡

結果」，花朵凋謝後，果實就直接在枝上發育

成長，但花生卻不這麼做，而會往下鑽，之後

才結果。但怎麼鑽呢？這就得靠  子房柄

的幫忙了。

花生的花朵下方長著又細又長的

枝條，乍看之下並不特別，其中

卻大有奧妙。原來這細長的枝

條叫花托筒，是花朵的一部

分，頂端連接花蕊，而準備

結成果實的子房，卻遠遠藏

下課了，來碗溫熱的花生湯，暖呼呼！晚餐

時間，爸爸端出拿手的花生豬腳，      ，齒頰留

香！週末，鄰居奶奶送來自製的潤餅捲，說：

「多灑一點花生粉比較好吃！」午後，媽媽和我

走進雜貨舖，「老闆，一罐花生醬和一瓶花生

油！」花生人人愛吃，但你對它的認識有多少？

花生，有人說它是長生果        ―

吃了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也

有人叫它土豆，還有人稱

呼它落花生。這可真有

趣，難道是「外表土土

的」，所以叫土豆？還是

因為「花一落，果實就長出

撰文／黃瑗瑗　繪圖／ indigoxie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淑雅

神奇     落花生

花生的一生
種子埋進土裡三到五天就會發芽，一至一個

半月開始開花，而且通常在清晨綻放，下午

凋謝。花朵凋謝後，子房柄就會開始伸長，

兩、三天後鑽進土裡，等待發育結果。大約

經過兩個月，子房會長成葫蘆形狀，外表變

成網狀，代表豆莢成熟了！

為什麼選在土裡結果？
科學家推測，因為花生養分

高又好吃，使得在枝上結果

的花生常受到細菌和蟲子攻

擊，或被動物吃光，只剩在

土裡結果的花生存活，因此

我們現在看到的花生果都生

長在地底。

每片葉子由兩

對橢圓形的小

葉組成。

花托筒

子房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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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感冒季節就快來了，學校最近

會施打疫苗，請大家把通知書帶回家，和爸媽

討論一下要不要接受流感疫苗。」 

這串話的意思是，又要打針啦！同學們開始

七嘴八舌討論起來。有人怕痛，想到打針就淚

眼汪汪；有人說怕什麼，從小到大不知已經打

過多少疫苗呢！說得還真沒錯，在台灣，嬰幼

兒一出生就開始注射疫苗， B      肝、卡介苗、白

喉、百日咳、日本腦炎 ……等大約二十種，幾

乎可說是從小練就一身「挨打」的功夫。

但到底為什麼要打疫苗？把奇怪的東西注射

進身體，真的好嗎？疫苗又會帶來什麼作用？

想知道答案，得先了解神奇的免疫系統。

撰文／陳雅茜　繪圖／九子　企編／黃瑗瑗　版面／黃麗珍

讓你免生病

天生的防護網

我們生活周遭，

充滿了許多微小的

生物，小到要用顯

微鏡才看得到，如

細菌、病毒等。這些微生

物如果進到我們體內，可能

造成嚴重的疾病。不過，我

們的身體很厲害，擁有天生

的防護網 ──免疫系統。

首先，皮膚能把病菌隔

絕在外。其次，我們體內遍

布著許多「小衛兵」──白血球。

即使病菌進入我們體內，白血球也

能把它包圍、吞噬、分解，還能記

憶下來，以備下次遭遇時能快速

反應。透過這種方式，身體

就能對抗病菌，讓你免生

病或快快好。

疫免

哎呀，好痛！

      什麼是白血球？

白血球是存在我們血液和淋巴系統內的一類細胞，具

有不同的形態、大小和功能。當病菌入侵，有些白血

球會立刻出動，像變形蟲一樣把異物吞噬或分解；另

一些白血球則緊接在後，針對病菌製造抗體，把病菌

中和消滅掉。抗體會繼續留在血液中，一旦相同的病

菌再度出現，就能立刻啟動，消滅病菌。

好機會，

發動攻擊！

我們來製造

武器。

注意！

敵人來襲。

看我把你吃掉！

看我的抗體

飛鏢！

總算把敵人全都

打敗了。

嘿嘿，下次再來，

立刻給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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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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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跟哈克一早出發去露營，玩到累了想睡

覺，看看電子鐘，發現鐘面數字顯示        9   :   30         。

　哈克算出的結果為什麼怪怪的？仔細看電子

鐘，上面寫著字母      PM，所以是12小時制，無法

把上午和下午的時間直接相減。

　相減時，要先把時刻統一改成 24小

時制。上午        8   :   40         為        AM8   :   40          ，改成 24小

時制會變成        08   :   40         ；PM 9   :   30         則是       21   :   30。

相減後可知，大家已經在營地待了    12      

小時又      50   分鐘。

　尼克在下午         7   :   15         打電話向媽媽報

平安，並提到隔天上午         9   :   05         離開營

地。尼克還會在營地待多久？

　首先，將兩個時刻統一改為 24小

時制，比較好計算。也就是，當天打電話的時

刻是         19    :   15     ，隔天離開的時刻則是    09   :   05  。接著算

出兩天各會經過多少時間，最後再相加就能得

出答案。

　相加後可知，尼克還會再待 13小時 50分。

原來如此

  1. 電子鐘有兩種顯示方式：12       小時制與   24    小時制。

  2. 計算時間時，時制不一樣，不能直接加減。把時

　間都換算成   24    小時制再計算，比較不容易算錯。 

一起來挑戰

哈克的爸爸上網購物，等了  40  個小時才在週五

上午    8  :  35    收到貨品。請問他在什麼時間訂貨？ 

（答案請見第 106 頁）

看時刻，算時間
顧問／鍾靜　撰文／黃琡懿　繪圖／ SANA　企編／胡純禎　版面／吳慧妮

過了凌晨，
怎麼算？

兩種時制

電子鐘表現時間的

方式有從    0    顯示到

24   的  24   小時制，以

及分上午（AM ）和

下午 （PM ）各從   0     

到  12  的  12  小時制。

我們已經
在這裡待
了多久？

  早上到營地

時，電子鐘顯

示的是 8 : 40。

        9 時 30 分扣掉 8

時 40 分等於 50 分鐘。

怎麼可能只待了這

      麼短 ……
第一天

     24     00
 -  19     15

時       分

       4     45

第二天

     09     05
 -  00     00

時       分

       9     05

     21     30
 -  08     40

時       分

    12     50

    20     90

● 要記得退位

● 一小時為六十分鐘

第一天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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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視覺真是太重要了，

少了它，世界就變模糊了！

許多美好的人事物也都會少

掉精采畫面。

前面那一些想法，都可以寫成詩句。但

是，要把這些隨興的想法寫成詩，不是把

它們串起來就好，還需要經過「思考的蒸

餾」，把句子的焦距都調到同一個方向，

刪掉不需要的、補強缺漏的，這樣才能提

煉出詩意。就場地而言，「博物館」固然

很好，但是如果換成「大街上」，

是不是更貼近日常生活？其次，詩

需要一個完整的結構。當大部分東

西都消失了，那麼，有沒有什麼不

會消失呢？找到它，我們就可以讓

詩句從「隨興亂想」，提升到「細

心思考過的」。下一頁，我們

便利用這些素材，寫出一首全

新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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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星沒有耳朵》、《小麻煩》等四十餘冊。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通常，我們都是用眼睛來

看世界。如果閉上眼睛

呢？世界會變成

什麼樣子？感覺

會有什麼不同？

時間消失了？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方向消失了？

我不知道出口在哪裡？

數字消失了？

我不知道這裡有多少人？

美消失了？

我不知道哪一幅畫

最好看？ 

閉上眼睛的 世界界

哈，

這是大棒子！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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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5

用手指沾顏料，

印出裝飾圖案，

就完成了。

水彩紙、圖畫紙、鉛筆、調色盤、水彩顏料、

廚房用海綿、剪刀、口紅膠

撕下白鴿紙形，

用鉛筆畫出鴿子

的眼睛。

用海綿沾取調色盤

上濃稠的顏料，印

滿整張水彩紙。

再用鉛筆沾顏料，

畫上嘴巴、羽毛和

爪子。

在圖畫紙上畫出白鴿，剪

下來，在背面沾一點口紅

膠，黏在水彩紙上。

使用顏料的方法有很多種，可以用畫筆，

可以直接潑灑，還可以用手指塗塗抹抹。

讓我們利用隨手可得的物品，以印畫的技

法來創作，成為紙上的冒險家吧！

設計、繪圖／王孟婷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印畫小白鴿
王孟婷      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艾思特藝術
與平面工藝學院插畫學系畢業。自由插畫

家，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及各類書籍。著

有《我最想做的事》、《淚光閃閃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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