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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隆空隆……空隆空隆……

清晨七點鐘，太陽才剛剛把大地晒暖，

街頭已經充滿各式各樣的聲音。

叩！叩！叩！踏！踏！踏！

「早呀！」人群熙熙攘攘。

叭！噗噗！伊喔伊喔！轟—轟—

各式各樣的車輛占滿道路，朝著城中心

的方向前進。

撰文／陳雅茜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嗶嗶，嗶！

叩叩叩！踏踏踏！叮鈴！叮鈴！

有人快步跨越馬路，邁向捷運；

有人閃過路旁的自行車騎士，奔向即

將啟程的公車。

城市裡外，住了好多好多人，每天都

有人要往城的東西南北去，或是趕著進

城上學、工作、談生意。但城市這麼大，

光靠走路可不行；如果人人開車，塞爆馬路

反而人人動彈不得。還好聰明的城市人想出

大眾運輸系統，一次把許多人運往

想去的地方，讓城市動起來！

這些城市交通車各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聰明的設計？讓我們進到

世界各地大城市，好好看個夠。 

城市裡住了多少人？
全世界的人口大約有七十億，其中一半住在城市

裡，剩下的則不斷往城市集中。根據聯合國推

測，三十幾年後，世界人口將超過九十億，而且

可能每十個人就有七人居住在城市裡。20 未來兒童  2015.11

讓我們

進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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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著名的紅色雙層

公車，約有4.5公尺高。

達達！達達！嘶—

猜猜看這是什麼聲音？竟然是公車！但

不是現代公車，而是大約兩百年前歐洲的

公共馬車，只能靠馬匹緩慢行動，一次載

運不了幾個人。但發展到現在，公車不僅

有了不同的聲音、行動更快，還能載運更

多人，甚至是一個城市的特殊風景。 

公車來了

頭上有角

咦？公車竟然長角？原來是

無軌電車，而那對角叫做集

電桿，能從架高的電纜接收

電力給公車使用。無軌電車

安靜且不排放廢氣，比使用

汽油的公車更古老，現在仍

受到許多城市採用。

像條毛毛蟲

在歐美各大城市，常見到雙節公

車或三節公車，由兩節或三節車

廂連結而成，就像毛毛蟲一樣能

彎曲，載客量比雙層公車更多，

而且不用爬樓梯。不過轉彎比較

困難，駕駛必須有高超的技術。

迷你又靈活

公車一定要又大又長

嗎？遇到窄小的彎路

時，反而是嬌小的迷

你公車比較吃香，尤

其是乘客數量不多的

路線。還能省下大筆

燃料費用。

公車長高了

雙層公車長得特別高！裡面

有兩層空間，可載更多人，

而且不占道路空間，在許多

國家的城市都看得見，例如

英國倫敦、德國柏林、新加

坡、香港    ……

俄羅斯是今天使用最多

無軌電車的國家。

架空電纜

集電桿：有的是一

對，有的是一支。

這台來自德國的三節公車

長度超過30公尺，可搭載
兩百五十人以上。

匈牙利布達佩斯的雙

節公車。這個城市在

五十幾年前領先採用

雙節公車服務大眾。

車廂之間以可活

動的關節相連。

香港的小型公共

巴士，主要服務

大型公車無法有

效抵達的地區。

校車也是一

種公車。

低底盤設計的

車身，上下不

用爬樓梯。

日本的社區

巴士長得迷

你可愛。

想想看，下面哪些是

公車的特色？ 

□ 固定的路線

□ 固定的發車時間

□ 固定的上車地點

□ 固定的費用

iStock

iStock

iStock

iStock

iStock

cc by Anatoliy

cc by Rainerha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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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迷人的阿根廷
南美的歐洲風情

來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放眼望去，盡是

露天咖啡座和古典的歐式建築，整個城市充滿

寧靜的氣氛，讓人誤以為來到了歐洲。你沒看

錯，因為阿根廷是個移民大國，十人中就有九

位的祖先是歐洲人，而且大多來自西班牙和義

大利。

然而隨著時間發展，阿根廷也有了自己的文

化與個性。懷著濃烈的思鄉情感，我們跳出風

靡世界的探戈；更帶著雄渾的氣勢，化身運動

場上的雄鷹，踢出一個個足球傳說！

撰文／徐意筑　繪圖／陳沛珛　企編／胡純禎　版面／蔚藍鯨

我是迪亞哥，來自南美洲

的阿根廷。阿根廷和台灣相

隔半個地球，搭飛機要花一

天以上的時間才能到，但只

要踏上阿根廷的土地，你一

定會喜歡這個迷人又熱情的

國度！

嗨！

你知道迪亞哥

在哪裡嗎？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

南美洲最大、最繁

榮的城市，有「南

美巴黎」之稱。

 
  帶
你 遊 世 界

五月廣場是阿根廷的政治

中心，四周環繞許多重要

建築，譬如市政廳、主教

堂，以及有「玫瑰宮」暱

稱的總統府。

阿根廷人講究衣

著和禮儀，認為

穿著乾淨整齊、

態度大方有禮才

得體。

探戈是阿根廷的

國舞。舞者的迷

人舞姿，搭配手

風琴的樂聲，使

空中飄盪著浪漫

的氣息。

足球是阿根廷最普遍

的運動。街頭巷尾都

可以看見踢足球的男

女老少。

南美洲聞名的馬黛茶，尤

其受到阿根廷人的喜愛。

傳統的馬黛茶具長得圓圓

的，搭配金屬吸管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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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隆咚鏘、咚咚隆咚鏘……」寺廟前，一

陣陣鑼鼓聲響徹雲霄，敲得歡天喜地、熱鬧無

比。什麼表演這麼大陣仗？「快快快！看獅子

去！」答案揭曉 ──舞獅來了！

趨吉避凶的獸舞

瞧那獅子威風凜凜的模樣，一

會兒搔頭，一會兒舔腳，彷彿一

撰文、企編／黃瑗瑗　繪圖／許珮淨　版面／王書曼

頭活生生的獅子。沒錯，舞獅正是一種模仿

獅子的舞蹈。但為什麼我們特別愛舞「獅」，

勝過其他的動物？這跟獅子的形象有關。

獅子向來被稱為萬獸之王，因為形象威武、

尊貴，自古被認為是有靈性的神獸。所以古時

候的人跳獅子舞，不僅僅把它當作一項表演，

還有驅邪鎮煞、討吉利的用意。舞獅愈生動，

祈福效果愈好。

從「偶」到靈活的神獸

但要怎麼把獅子模仿得活靈活現？除了獅子

的造型本身要維妙維肖，還得靠舞獅的靈魂人

物 ──舞獅手的「演技」。

怎麼說？舞獅通常由兩名人員演出，在音樂

的配合下，一人舞弄獅頭，另一人操控獅尾。

其中，獅頭手尤其重要，手臂和腳步要靈活，

揣摩要用心，否則造型再神氣，也演不出獅子

的神采；獅尾手則要配合獅頭，做出蹲、翻、

跳、滾 …… 等姿勢。頭尾搭配

合宜，舞獅才有靈魂。 

咬青是指獅子用

嘴巴咬起青菜。

青菜象徵錢財，

所以咬青代表財

源廣進。

獅咬腳指獅子

彎身，做出舔

腳的姿勢。

獅子坐在地

上，頭微微

向前，像在

打盹，叫做

睡獅。

舞獅的配樂節奏

分明，且樂聲響

亮，常見的樂器

有鼓、鑼和鈸。

手工獅頭以黏土做模，再糊上

紙和布。獅身通常會選用黃、

紅、綠等鮮豔的顏色，材質多

半是布或絲綢。

舞獅怎麼舞？

舞獅也稱獅舞，各地方的

舞步雖然有出入，但主要

都是模仿獅子的姿態。以

北台灣為例，舞獅表演向

來有固定的程序，稱為打

獅節，動作包括獅咬腳、

睡獅、咬青等等。

獅頭繪有八卦、火焰、

「王」字圖樣，用來增

強獅子鎮煞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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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的天氣已經變涼，風一吹，好冷呀！

手臂的皮膚上還豎起一粒粒的雞皮疙瘩。但到

太陽底下晒一晒、跑一跑，雞皮疙瘩就消失不

見了，手臂甚至還熱得流出汗來。

一樣的皮膚，卻有不同的反應，真奇怪！但

你知道嗎？這些反應其實都是皮膚的功能，是

為了提供我們最好的保護。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起來看看！

有感覺才安全

我們可以感覺冷和熱，是因為皮膚裡面有很

多感覺神經。這些感覺神經是我們的小幫手，

撰文／吳欣庭　繪圖／ Swawa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麗珍

當有人拍拍我們的肩膀，我們可以

感覺到碰觸；當手碰到熱水，會感

覺到燙；假如撞到東西，就會覺得痛。

這些感覺能夠幫助我們避開危險，如果失

去了感覺，撞到東西也不覺得痛，我們很可能

在不知不覺中受傷。

皮膚能感覺到觸、壓、冷、熱、痛、癢等知

覺，讓我們知道身體

周遭正在發生什麼

事，是非常重要

的能力。我的     好厲害
測試感覺神經

毛

毛孔

表皮

神經

毛囊

血管

汗腺

豎毛肌

人體最大的器官

皮膚約占人體重量的七分

之一，摸起來軟軟的，很有彈

性，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仔細

研究卻有很多學問。上面不僅長

了毛髮，有毛孔可以排汗，還有

凹凸的細紋，另外還埋藏著

神經、血管、汗腺、毛

囊、脂肪等結構。

iStock 

真皮

皮下組織
　不同部位的皮膚，感覺的靈

敏度也會不同。感覺神經分布

得愈密，皮膚就愈敏感。

　閉上眼睛，請朋友拿出兩枝

鉛筆，用尖端觸碰你的手背，

讓筆尖之間的距離慢慢由小到

大，直到你感覺出有兩個筆尖

為止，把筆尖之間的距離記錄

下來。接下來再對著指尖將步

驟重複一次，比比看，哪個部

位的皮膚較容易區分出筆尖？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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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的風格很多種，有寫實派      ──

眼睛看到什麼就畫什麼；也有超現實

派   ──腦袋想到什麼就畫什麼。寫作

也一樣，有時候，我們用文字描述真

實的生活；有時候，我們把幻想到的

東西寫出來。幻想，要靠想像力！萬

一 …… 想像力悶住了呢？那就來玩一

玩遊戲吧！

首先，畫一本「身體大風吹」的小

書。翻一翻、找一找，哪一個畫面最

意想不到、最好笑、最有感覺？選一

個，然後幫這隻你創造出來的怪獸，

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愈特別愈好。

最後，再根據牠的外形，想像牠的個

性，為牠寫一首詩。

當然，你也可以找些不用的雜誌或

廣告紙，隨興剪下圖案，直接拼貼出

一隻「宇宙獨一無二」的大怪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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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美術課時，大家都玩過「身

體大風吹」的遊戲吧！把一疊紙

分成三部分，各別畫上不同動物

的頭、上半身、下半身。只要一

翻頁，哇，神奇拼貼獸就出現！

是不是很好玩？

好像「基因突變」喔！

如果有十隻動物，

會出現幾種組合？

變形金剛的靈感是從這裡來的嗎？

瞧，我一翻，

「怪奇動物園」就出現！

拼貼獸界

哈，這就叫「牛頭不

對馬嘴」。

在想像中
遇見詩

70 未來兒童  2015.11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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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巴士

計程車

鄉村小熊布布第一次進城，準備去拜訪摩登熊

爺爺，大城市有著各式各樣的車子，真的好方

便。讓我們拿起色筆，跟著範例，一步一步把

它們畫出來吧！ 

設計、繪圖／吉娜兒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城市裡的交通

真方便！

吉娜兒      自由插畫家，擅長
用簡單線條創造可愛人物，筆

法靈活、風格多變。出版作品

眾多，著有「吉娜兒的畫畫

本子」系列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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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 玩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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