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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恐龍變得更加

了解，也更加喜愛，

但另一方面也變得有點懷疑：

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認識恐龍？

要我告 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

沒問題！不過要再等一下，等我挖出這塊恐龍

骨頭，再來發表我的研究成果！ 

叩！叩！叩      ……          鏘！鏘！鏘！

「請問      ……」

等等，我現在不能講話，否則手一抖，把恐

龍化石挖壞了，怎麼辦？

什麼？我為什麼要挖化石？

當然是因為很有趣，而且爸爸說，對於一件

事，除了喜愛，還可以研究，有了更多了解，

喜歡起來的感覺會很不一樣。所以我決定來研

究恐龍，當一名恐龍小偵探。

「結果如何？」感覺很奇特！我覺得自己真的

撰文／陳雅茜　繪圖／陳佳蕙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恐龍
挖挖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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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帽被大野狼吞下肚了！白雪公主咬下一

口毒蘋果！勇敢的王子吻醒了睡美人         ……         這些

情節，對你來說可能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這

麼多的故事是從哪裡來的嗎？它們並不是由一

個人單獨創作出來的，而是一對出生在德國的

兄弟，努力蒐集家鄉的各種民間傳說，重新加

以整理，才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因為這

兩兄弟姓「格林」，所以他們整理

出來的故事集，被大家

稱為「格林童話」。

撰文／黎紋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撰文／楊儀君　繪圖／黃祈嘉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格林兄弟

格林兄弟小檔案

雅各．格林：1785 年 1 月4日

威廉．格林：1786 年 2月24日

出生於德國

喜歡民俗和語言

捕捉經典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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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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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自信的韓國 從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韓國人這種認真

的精神。例如我們勇猛的足球隊，有人說它就

像「紅魔鬼」的化身，即使到了比賽的最後一

刻，也不輕易放棄。

我們的電子產品、戲劇、歌舞，也在全球舞

臺上展現亮眼成績。你的生活周遭，是不是有

許多人使用韓國製的手機，或是喜歡看韓劇，

買韓國衣服、化妝品？世界還有不少人因為喜

歡我們的文化，開始學習韓文、拜訪韓國。這

一切，都是我們努力的成果！

撰文、企編／胡純禎　繪圖／Yating Hung　版面／蔚藍鯨

這幾年韓國文化

透過電視劇、音

樂的傳播，迅速

風靡全世界，被

稱為韓流。

韓國人習慣席

地而坐，即使

坐在椅子上，

也常常盤腿或

翹腳。

韓國過去曾使用

中文，後來發明

韓文，由音標組

成一個個文字，

簡單易學。

大家好，我是來自韓國的俊秀。住在台灣的

你，對我的國家應該不陌生，因為韓國是台灣

鄰近的國家，也是重要的競爭對手。

我的國家位在亞洲東北邊的一塊半島上，天

然資源不多，適合耕作的田地也少，但因為位

置介在日本、中國與俄羅斯等強國之間，過去

曾是這些國家想侵占的目標。所以我們特別努

力壯大自身的實力，讓大家不敢小看。

首都首爾是韓國的經濟、政

治和文化中心，擁有歷史超

過六百年的古蹟，也有最時

尚新穎的大樓建築。

韓國深受中國影

響，至今仍過春

節，只是方式不

同，例如他們會

玩投壺、放風箏

等傳統遊戲。

景福宮是韓國最具代表性的古建

築，它的正門光化門歷經多次戰

亂而不斷重建，是韓國人心目中

從失敗中重生的重要象徵。

你知道俊秀

在哪裡嗎？

嗨！

 
  帶
你 遊 世 界

P010-012帶你遊世界-韓國0111.indd   10-11 2016/1/13   上午11:01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聽到大街小

巷都在播放這首應景的旋律，就知道新的一年

又即將到來嘍！而今年的生肖，輪到很多人都

很熟悉的「猴子」上場！

說到猴子，在東方傳統文化裡可是很活潑討

喜的動物，許多地方都有猴神的傳說，這次趁

著猴年到來，讓我們一起聽聽猴神的故事吧！

撰文／詹嬿馨　繪圖／吳孟芸　企編／徐意筑　版面／王書曼

台灣燈猴

大家都聽說過年獸，也知道

為什麼新春拜年時，逢人就要

說恭喜。但你知道嗎？關於拜

年的典故，還有另一則傳說，

和台灣常見的猴子有關，那就是燈猴。

燈猴是古時候油燈的稱呼。在古早傳說中，

萬物皆有神，日夜保佑人們，就像門有門神，

油燈也有燈猴神。每到歲末年終，人們會準

備食物祭拜眾神，表達感謝。但有一次，人

們忘了酬謝燈猴，燈猴一怒之下跑去玉皇大

帝面前說人類的壞話。玉皇大帝非常生氣，

決定在除夕降下洪水，懲罰人們。

土地公知道這件事後，趕緊找其他神明想

辦法，還下凡通知人類小心洪水。於是人們

都趕在除夕回家團聚，希望大難臨頭時，至

少和家人守在一起。

幸好玉皇大帝最後發現真相，撤銷了洪水

的懲罰。到了大年初一早上，大

家發現大難並未臨頭，全都開心

的互道：「恭

喜！恭喜！」

 

燈猴的由來

古時候的油燈在閩南語叫

做「燈鉤」，發音唸起來

就和「燈猴」一樣。也有

人覺得古油燈的造型就像

猴子，所以才叫它燈猴。

2016.02 未來兒童16 未來兒童  2016.02 17

P016-019monkey god0111.indd   16-17 2016/1/12   下午12:13







2016.02 未來兒童 71

人們有時候希望自己「與眾不同、引

人注目」；有時候希望自己比「真實的

我」更好一點；有時候只是單純想開玩

笑 ──吹牛，就成為人人都做過的事。

吹牛，就像青蛙鼓著腮幫子脹氣，

如果吹過頭，別人看過來的目光可

就不是驚歎、佩服，而是嘲笑了。

所以，在生活中愛亂吹牛的，常常

會被人取笑。

但是在創作上吹牛就不一樣了！

大家都知道你寫的是「想像出來」

的，反而喜歡看你吹牛，吹得愈誇張、

愈神氣愈好。這時候，大家享受的是現

實中不可能出現，因此反而顯得神奇、

好笑的樂趣。所以，如果你要寫一首吹

牛詩，絕對沒有吹牛上限。你吹得

愈開心，大家就讀得愈開心。怎麼

吹呢？就是盡量「突破常識的限

制」，愈不合理愈好玩！

 吹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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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故宮欣賞書》等四十餘冊。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生活中，你聽過最誇張的吹牛是什

麼？聽到時，你是目瞪口呆？哈哈大

笑？還是笑對方「吹牛不打草稿」？

昨天公園裡跑來一隻獨

角獸，只有我看到喔！

我爺爺一上國中就開
始打嗝，連打三年，
連做夢都沒停過。

我爸爸三歲就讀完
《三國演義》了！

偷偷告訴你，
我上輩子是李白！

我昨天一口氣就完成

了三本小說、五個劇

本、一百首詩。

嗝 !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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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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一樣
不一樣？

疊起來

疊起來翻面

兩個全等三角形疊合的點叫做

對應點，疊合的角叫對應角，

疊合的邊叫對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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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哈克和同學正在布置教室，把五花八

門的圖形固定在牆上。

　

你看得出來哪些圖形一樣嗎？試著把雜誌旋

轉，仔細觀察各個圖形，或把圖形描在另外的

紙上，再剪下來轉轉看、疊疊看。你會發現有

些圖形可以完全疊合。這種大小、形狀相同，

可以完全疊合的圖形，叫

做全等圖形。

試試看，你會發現很容

易找到四組全等圖形。

　至於剩下的兩個三角形，形

狀看起來很像，但怎麼旋轉都

沒辦法完全疊合。

　這是怎麼一回事？美美不是把色紙疊在一起

剪出圖形的嗎？既然如此，三角形應該要能完

全疊合才對。試著把其中一個三角形翻面後試

試看，這樣兩個三角形應該就能完全疊合了！

這兩個一模一樣、翻轉後能夠完全疊合的三角

形，也是全等圖形，叫做全等三角形。

原來如此

  1. �可以完全疊合、形狀和大小都相同的圖形，叫做

�����全等圖形。

  2. �把圖形旋轉或翻面，可以幫助你找到全等圖形。

一起來挑戰

找找看，右邊的圖裡有沒有全等

三角形？可把圖形放大，描在紙

上，剪下來，再把圖形疊疊看。

（答案請見第 108 頁）

完全相等的圖形
顧問／鍾靜　撰文／黃琡懿　繪圖／SANA　企編／吳欣庭　版面／吳慧妮

剩下的三角形
不全等嗎？

沒有喔，有些圖

形其實一樣，你

轉轉看就知道。

哇！每個

圖形都不

一樣！

我把色紙兩張

兩張疊在一起，�

再剪出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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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發財，紅包拿來！

利用手上的紅包袋就能

製作年獸燈籠，全家一

起來動手玩創意！

  

設計、版面／Bianco　企編／何儀慧

小燈籠年獸先生

100 未來兒童  2016.02

在透明資料夾上描

出盒子的形狀，剪

下來，用雙面膠貼

在盒子正面。

用剪刀在盒子的

底部中間挖一個

小洞。

先將紅包袋的側

邊剪開，再剪出

細長條（不要剪

到底）。

利用紅包袋白色的

那一面，畫出獨特

的五官，剪下來貼

在年獸身上。

將剪成細長條的紅

包袋，一片一片浮

貼到盒子上。

用筆將細長條一一

往上捲，就變成年

獸翹翹的毛。

把薯條盒的正面剪

下，留下邊緣。

將手提電燈組的燈泡從盒底的

洞慢慢鑽進去，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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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時常陪小朋友畫

畫、動手玩創意。

骨
架

裝
飾

點
燈

外
皮

試著用其他包裝盒，做出自己的小年獸
吧！

不裝燈時，可以當成手偶來玩
！

動手玩

藝術

準備材料：

手提電燈組（可到文具店購買）
紅包袋數個
透明資料夾
薯條盒（或不用的包裝盒、飲料杯）
雙面膠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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