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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想

出愈來愈多辦法，用不同的

材料、方式，建造出愈來愈

長、愈來愈堅固的橋：外形

像彩虹的拱橋、只靠纜繩懸

掛的吊橋、用粗大纜線拉起

來的斜張橋，還有可以關起

來再打開的活動橋         ……         從此

以後，不管是要過河、跨越

山谷、還是連接兩座小島，

都沒有問題。不但人能走，

汽車也能在橋上跑，還有火

車可以轟隆轟隆開過去！

這些橋到底有多厲害和變

化多端呢？走，我們一

起到世界各地去看橋！  

河流就像一道牆，把我們和河

對面的世界隔開來，我們過不去

對面，對面的人也來不了這裡。

但從很久很久以前，人們已經

知道可以把樹幹架在溪上，或是

在溪裡放幾個大石，如此一來，

就可以輕鬆從河上走過去，這就

是最原始的橋。

cc byTataraOhashi

iStock

iStock

達志影像

cc by 圍棋一級 

希臘
里翁-安提里翁
大橋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iStock

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提供／孔世龍攝影 

德國高塔茲齊河谷大橋

iStock

日本多多羅大橋

日本明石大橋

中國福建安平橋

英國塞汶河鐵橋

東港鵬灣大橋

香港汲水門大橋

美國朋恰特雷恩湖橋

埃及法爾達內鐵路大橋

淡水情人橋 荷蘭博特萊克橋

德國易北河升降橋

馬來西亞沙巴樹頂吊橋

撰文／唐炘炘　繪圖／徐至宏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淑雅

橋梁    簡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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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小檔案

1917 年 4 月26日

出生於中國

喜歡自然與設計

你知道台中東海大學裡，有一座著名的路思

義教堂嗎？它高聳的屋頂就像合十的雙手，手

掌底端略微打開；光線穿過前後玻璃，並從屋

脊的天窗透進室內。人們走進教堂，就能感受

上天的恩典隨光線灑落人間。是誰設計出這座

美麗的教堂？是「光的魔術師」──貝聿銘。

他設計了世界知名的法國巴黎羅浮宮玻璃金

字塔、中國蘇州博物館、日本美秀美術館 等，

把他深厚的中國傳統素養，融合進現代建築，

為人類留下許多風格獨特的美術館與博物館，

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成功的建築師之一。

貝
聿
銘
撰文／黎紋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建
築
的
魔
法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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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來兒童  2016.01

歐亞橋梁土耳其
車、坐渡船，或搭乘世界第一條跨洲的海底鐵

路，上午到亞洲區的市集買菜，下午到歐洲區

的餐廳喝茶。這對我們可是家常便飯。

獨特的位置，使土耳其自古就扮演著橋梁的

角色，無論東方或西方，想從陸路往新世界探

索，很少不經過這塊土地。野心勃勃的統治者

也把這裡當作立足點，向外擴展自己的版圖，

好比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先後都是以伊斯

坦堡為首都，打造出稱霸世界的大帝國。

撰文／楊儀君、黃瑗瑗　繪圖／桑德　企編／黃瑗瑗　版面／蔚藍鯨

土耳其百分之九十九

的人口都信仰伊斯蘭

教，生活深受伊斯蘭

習俗影響。 

土耳其人嗜茶如

命，一天要喝上

五、六杯，路上

常見提托盤送茶

的外送員。

嗨，我是亞沙，來自一個特別的國家──給

你提示，它既屬於亞洲，也屬於歐洲，已經有

數千年歷史。猜到了嗎？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世界上少數橫跨兩大洲的國家。在

我們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你可以跳上一輛公

國家級的藍色清

真寺用上萬塊藍

色瓷磚做裝飾，

莊嚴而美麗。

土耳其百分之九十五的

土地屬於亞洲，因此一

般被認定是亞洲國家。

聖索菲亞大教堂原

本是一座基督教教

堂，後來被鄂圖曼

帝國改成清真寺，

現在則是博物館。

 
  帶

你 遊 世 界

伊斯坦堡被博斯普魯

斯海峽一分為二，東

邊是亞洲，西邊是歐

洲，最窄處只有七百

公尺左右。

P0101-013帶你遊世界-土耳其1210.indd   10-11 2015/12/14   下午3:54



可是，選舉是什麼？該選怎

樣的人？我可以投票嗎？

人人都能發聲

爸爸說，所謂的選舉，就

是大家一起選出合適的人，

來幫忙解決團體的事情。例

如，選班級幹部就是一種選舉。國家這麼大，

自然需要更多人來管理，所以才有總統、縣市

長、立法委員等選舉。

可是，為什麼要用「選」的？故事裡，

國王通常都是「天生的」，再不然就是特

別會打仗。只要打敗所有的人，就可以當

國王，這樣事情不是簡單得多？爸爸要我

想想，這樣的人一定懂得治理國家嗎？如

果，他們沒有治國的能力，也不會為人民著

想，那該怎麼辦？

於是，選舉制度誕生了！爸爸說，

透過選舉制度，每個有心、有

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參選，而且

每個具備投票資格的選民都有

一票，可投給心目中的「最佳

代理人」。正因為每一票都載

著選民的期望，獲選的人自然

要為大家發聲，而不是要人民

服從他。

「拜託、拜託，懇請惠賜一票！」窗外車隊經

過，傳來陣陣鞭炮聲；電視直播畫面中，一行

人站在臺上高舉雙手，一會兒喊口號，一會兒

鳴喇叭，氣氛沸騰到最高點，臺下民眾也跟著

高喊：「凍蒜！」

究竟是什麼活動這麼熱鬧？爸爸說，四年一

度的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要到了，

各陣營紛紛使出渾身解數，

希望拿下最多票數。

我有沒有投
票權呢？
在台灣，年滿 20

歲才有投票權，

所以你暫時還不

能投票。

大 選
撰文／徐意筑　繪圖／陳雅玲　企編／黃瑗瑗　版面／黃瑋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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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有一件神奇的隱形斗篷，只要一

披上就會變透明，讓別人看不見自己，你會想

試試看嗎？在大自然裡，有些動物就有這種隱

身能力。當然，牠們肯定不是使用隱形斗篷，

難道是施了什麼法術？想不想知道這些動物是

怎麼辦到的？又是為了什麼原因需要隱身呢？

快一起來瞧瞧吧！

動物界最簡單的一招隱身術，是讓自己身上

的顏色和環境變得相似，像是生活在綠草地的

綠色蚱蜢，或是生活在雪地裡的白色狐狸。但

除此之外，動物還有其他更神奇的隱身術！

撰文／陳薏茹　企編／何儀慧　

繪圖／右耳　版面／王書曼
花花斑紋，眼花花

有些動物身上長有斑紋，

能幫助牠們隱藏行蹤，比如老

虎，因為身上具有條紋，當牠躲

在叢林中，深淺不同的毛色看起來

有明有暗，和紛雜的光線與陰影融

合在一起，獵物就無法察覺牠。這和軍人穿迷

彩裝的道理一樣；花豹、長頸鹿身上的斑紋也

有同樣的功用。

改頭換面

有些動物更厲害，身

體的顏色會跟著環境改

變！比目魚、章魚和

變色龍都是箇中好

手。當周遭環境改

變，例如光線或氣

溫有了變化，牠們

皮膚細胞中的色素也

會跟著改變，

讓牠們更容易

隱身在環境中。

iStock

iStock

達志
影
像

iStock
你看得出老虎、花豹或

長頸鹿的斑紋，有什麼

相似的地方嗎？

除了跟隨環境改變，變色龍的變色還有

顯示情緒，或與同伴溝通的功用，例如

面對入侵者時，身體顏色會變得比較明

亮，警告對方不要越界。 

隱蔽在草叢陰影間的

老虎準備伺機而動。

比目魚能將身體

的顏色變得跟沙

子一樣，只露出

兩個眼睛。

章魚是非常厲害的

變色高手，常常神

不知鬼不覺的突然

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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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趟溫泉之旅
一月的天氣冷颼颼，泡個熱水澡最舒服了！

告  你，有一種熱水不需瓦斯、不耗電力，是

大自然自己「燒」出來的，很特別吧？泡這種

熱水澡時，還能一面聆聽風聲和蟲鳴，保證讓

你的身心都舒暢起來！這種神奇的熱水就是 溫

泉。嘿，迫不及待想去溫泉勝地享受了嗎？別

急，先聽聽溫泉的傳說  ⋯⋯   

是地獄？還是神明的家？

想像一下，如果你

突然在深山發現一座

泥池，就像一只滾得

冒泡的燉鍋；一旁的

植物奄奄一息，空

氣中還瀰漫著

刺鼻的氣味，

你會有什麼感覺？是不是很可怕？

數百年前，在火山地帶發現溫泉的人們，也

和你有一樣的感覺。火山特有的硫磺氣味，加

上揮之不去的灼熱白煙，讓人們嚇壞了，甚至

稱這些地區為「地獄」。紐西蘭的 地獄之門、

日本的 地獄谷溫泉，就是這樣得名的。台灣北

投知名的地熱谷，過去也有 地獄谷之稱。

不過，面對這樣的景象，也有人充滿敬畏，

美洲原住民就認為溫泉是「神靈的居所」，經

過時不但不能大聲喧譁，有時甚至禁止說話。

後來，大家漸漸發現溫泉是大自然送給我們

的禮物。不僅能消除疲勞、增進健康，地底的

熱還可以用來種植蔬果和發電呢！

撰文／胡純禎、徐意筑　繪圖／楊麗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黃麗珍

溫泉哪裡來？

地球是個大火球，地核溫度高達

攝氏六千度，內部充滿滾燙的岩

漿。這種來自地底的熱能，稱為

地熱，會將地下水煮得熱呼呼。

當這些地下水從岩層間的裂縫冒

出地表，就是我們說的溫泉了。

紐西蘭地獄之門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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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發現：想像出來的樹更好玩、更

沒有限制？想像力的可貴，就在於它能補

足大自然沒辦法創造出來的東西！

左頁這五棵神奇樹，都是新竹幼兒園的

老師們一塊想像出來的。他們還創造了許

多不同的神奇樹，例如宇宙樹、鏡子樹、

冰箱樹、糖果樹、禮物樹、微笑樹    ……是

不是每棵樹都好特別？把這些樹畫出來，

就是一片神奇森林。如果再把它們都寫成

詩，就會更好玩！

在想像一棵神奇樹的時候，我們可以天

馬行空的亂想，怎麼想都行。但當我們要

把它寫成詩的時候，就必須集中想像力。

從樹的「神奇之處」出發，想想它會是什

麼情形？會產生什麼作用？可以跟誰

互動？就能擦出詩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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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故宮欣賞書》等四十餘冊。

2016.01 未來兒童 71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世界上有許多神奇樹，讓我們驚歎大自

然的奧妙。我們種不出這些神奇樹，但卻

能想像出更厲害的樹。想一想，有什麼

樹一畫出來，就會讓人嚇一跳？

浪花樹！浪花變

成樹，好清涼。

飲料樹！在樹下

能乘涼又解渴。

灑水樹！會自己

幫自己澆水。

奶嘴樹！可以

當保母喔。

星星樹！

星星開滿樹。       

想像一棵 神奇樹
在想像中
遇見詩

P070-072神奇樹1210.indd   70-71 2015/12/11   下午8:14



小蝴蝶，真神奇，居然不怕地心引力，但剪

刀一剪，就像失去翅膀一樣掉下來。這是什麼

魔術？快學起來，下次換你表演！

準備材料
紙盒、膠帶、毛線、磁鐵、雙面膠、

大迴紋針、色筆、紙、鐵剪刀

步驟

用雙面膠將磁鐵黏在紙盒

內側。

1. 剪一段毛線，綁在迴紋針

的一端。

2. 

畫一隻蝴蝶，剪下後用雙

面膠貼在迴紋針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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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好好玩

作者／許良榮　文字整理、企編／黃瑗瑗　

繪圖／楊麗玲　攝影／陳柏叡　版面／黃瑋 蝴蝶飛呀飛

輕拉毛線，使迴紋針離開

磁鐵又不致於掉下來。同

時把毛線固定在盒底，就

完成一隻飛舞的蝴蝶了。

用鐵剪刀在蝴蝶和磁鐵之

間剪一刀（小心不要碰到

蝴蝶），蝴蝶就會像失去

飛行能力一樣掉下來。

操作

5. 

線的長度

要比紙盒

稍長

用紙把磁鐵遮

起來，蝴蝶就

像真的在飛！

迴紋針要稍

微凸出來

把蝴蝶迴紋針吸附在磁鐵

上，測試磁力是否足夠。

4. 

想一想

蝴蝶能夠停在半空，是因為迴紋針受到

磁鐵的磁力吸引。這種力不必接觸物體

就能產生作用，稱為超距力，它可以穿

透紙張或塑膠，但遇到受磁鐵吸引的物

品就會被阻擋。所以用剪刀在蝴蝶和磁

鐵之間剪一下，就會讓蝴蝶掉下來。

改用不同形狀的磁鐵，或增加

磁鐵數量，會不會影響蝴蝶和

磁鐵之間的距離？

把剪刀換成其他材質的物品，

例如：紙、墊板、鐵尺，蝴蝶

也會掉下來嗎？

再試一下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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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6

撕一小張保鮮膜包

在軟陶上，輕輕

捏成自己喜歡

的形狀。

把湯匙放進烤箱，溫度設定

在     110     度，烤二十分鐘

就完成了。將軟陶方塊搓成小球。

將各色軟陶切成

邊長約0.5公分的

小方塊。

將各色軟陶小球貼在

湯匙後端的軟陶上。

取一塊十元硬幣大

小的軟陶，捏成

圓扁形，套進

湯匙後端。

彩色的安全軟陶、鐵湯匙或

鐵叉子、保鮮膜

材料：

讓我們動
手

為餐具變
換

造型吧！

軟陶餐具
組

陳英徹  前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雕塑科畢業，擁有 FIMO軟陶
日本師範級教師認定證，專長為土偶雕塑、

公仔創作，現為黏土才藝指導教師。

設計、攝影／陳英
徹　企

編／何
儀慧
　版
面／
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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