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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凱希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胡純禎　

你去露營過嗎？待在蟲鳴

蛙叫的郊外，只要太陽一下

山，到處就黑漆漆的，什麼

也看不到。這時，抬頭

看星星最棒了！

「好多星星啊！」「看，

那幾顆好像一頭獅子！」「那幾顆像

勺子。」還有王冠、天鵝 …… 等。只要

你有想像力，看星星也能看出許多

故事；古時候的人就是這樣。

大約三千年前，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的

牧羊人把夜空裡滿天的星斗分組，將每組

星星聯想成人、動物或各種物品，並且

命名，這就是星座。這讓滿天星斗

像是有了地圖一般，要辨識或

溝通都非常方便，還能用

來辨別方向和季節。

星座也是夜晚最佳的娛樂來源，

只要看著它們，想像力就像長了翅膀，讓故事

源源不絕從腦海裡湧出來。過去的古人就為我

們留下了許多精采的星空故事。

地球的自轉與繞著太陽公轉，讓不同星座在

不同季節或不同時間輪番上陣，我們就像坐在

一個三百六十度的環形劇場裡，隨著地球

轉動，看著美麗的星光訴說著不同的

故事 …… 瞧！星空

劇場開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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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過芭蕾舞劇《天鵝湖》嗎？芭蕾舞

者穿著潔白的芭蕾舞裙，踮著腳尖旋轉、

跳躍，看起來就像天鵝一樣優雅輕盈。

然而，有一位舞蹈家認為，雖然芭蕾舞非常

優美，但她更渴望擺脫芭蕾舞的諸多規定，脫

下硬邦邦的舞鞋，讓身體自由舞動。

這位舞蹈家主張舞蹈源自於大自然，應該由

內心驅動肢體，展現人類的靈魂。她就是被譽

為「現代舞之母」的伊沙朵拉．鄧肯。

撰文／黎紋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撰文／吳欣庭　繪圖／王孟婷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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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鄧肯小檔案

1878 年 5 月26日

出生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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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 未來兒童 81

超級大人物

P081-083-大人物_鄧肯0215.indd   80-81 2016/2/16   下午3:52



唯有喚醒求美的意志

我們才能得到美

永不消逝的理念

鄧肯一生窮困，卻依然奔走

各地宣傳自己的舞蹈理念。她的

學生也繼承她的想法，創辦了

「鄧肯國際學校」、「鄧肯舞

蹈基金會」等機構，繼續

宣揚鄧肯的舞蹈。

鄧肯非常喜歡古

希臘藝術，並從

中吸收靈感。所

以她總是穿著希

臘式白色舞衣跳

舞，看起來就像

女神一般美麗。

位於美國紐約的國家

舞蹈博物館，在1987

年將鄧肯納入了名人

堂，這對舞蹈家來說

是至高的榮譽。

鄧肯曾撰寫《鄧肯

自傳》，將自己的

一生記錄下來，讓

人一窺她的傳奇際

遇。她喜愛自由的

性格，也展現在舞

蹈之外的生活中。

跟著海浪的節奏舞動

鄧肯小時候住在美國加州

的海邊，家境貧困。她的媽媽

是音樂老師，所以鄧肯從小只要

聽到音樂，就會很自然的跟著擺動身

體，一刻也停不下來。而且只要一放學，她就

會一個人跑到海邊玩耍，聆聽海浪的聲音，感

受海風吹拂。這樣的經驗深深影響了鄧肯對舞

蹈的想法。

除了大海，鄧肯還有一位

真正的老師        ―        她的媽媽。

鄧肯的媽媽每天都會為孩子朗讀

莎士比亞的作品，或是彈奏莫札特、蕭邦等名

家的音樂，所以鄧肯和她的哥哥、姊姊都非常

喜歡文學和音樂。一家人還組劇團，在加州沿

岸的城市巡迴表演。不只如此，鄧肯更在十歲

開始教鄰居的孩子跳舞，並深受好評。

赤腳登臺的舞蹈家

鄧肯從小就嶄露舞蹈天分。媽媽

曾送她去學芭蕾，但是課堂上固定

的舞姿，讓鄧肯很不能接受。她逐漸

發展出自己的跳舞方式，用肢體將最

真實的情感表現出來，甚至成為第一個赤腳登

臺的舞者。這種自由解放的表演方式，震撼了

當時的藝術界。

為了傳達自己的理念，鄧肯離開故鄉到英國

倫敦、法國巴黎等城市演出，更在德國開辦舞

蹈學校。這所學校著重肢體開發與肌力鍛鍊，

教導學生以身體動作表現情感。鄧肯也時常帶

著學生觀察各種動物的姿態、聆聽蟲鳴鳥叫，

從大自然汲取靈感。

鄧肯的舞蹈在歐洲逐漸受到喜愛，她

開創的表演方式，成為現代舞的開端。

儘管鄧肯在五十歲時意外過世，她

自由解放的舞姿與赤腳白衣的身

影，永留世人心中。   現代舞團伊莎朵拉貝爾斯承襲鄧肯主張的「舞蹈的

源頭是大自然」，讓身體的活動與海、風一體，踩

踏在草地上的腳像飄落的樹葉。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大塊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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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義大利造訪古蹟
在義大利，處處可見前人遺留下來的痕跡，

例如史前時代的壁畫，還有古希臘時代用來祭

神的神殿，零零總總算起來，共擁有四十七個

世界文化遺產，屬全世界最多！尤其我們的首

都羅馬，更擁有「永恆之城」的稱號。早在兩

千多年前，羅馬城就已經創建，經歷帝國興衰

和無數戰爭後，現在可以在這裡看見凱旋門、

競技場和許多石柱遺跡，非常壯觀。

撰文／吳欣庭　繪圖／陳沛珛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義大利人非常熱

情，與朋友見面

時會親吻彼此的

臉頰。

義大利人熱愛足

球，除了平時常

踢足球，一遇到

國際比賽更是舉

國沸騰。

「站著喝咖啡」在

義大利很常見。因

為義大利濃縮咖啡

很小一杯，一下子

就能喝完。

哈囉，我是來自義大利的馬可。我的國家位

於歐洲南部，從地圖上看起來就像是踩在地中

海上的一隻靴子。

義大利從南到北都是度假勝地，這裡有古老

的建築、時尚的設計，還有珍貴的藝術作品，

很吸引人吧！

羅馬競技場約在兩千年前建

造，高度將近五十公尺。在

古羅馬時期，是人與人或人

與野獸搏鬥廝殺的場地。

義大利人非常喜好美

食。為了好好品嚐食

物，用餐時間可長達

四、五個小時。

古羅馬廣場上保

留了凱旋門和許

多古老神殿，也

有古代集會場所

的遺跡。

你知道馬可

在哪裡嗎？

嗨！

 
  帶

你 遊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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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         ……         咦？

人呢？三輪車上竟然沒有人，自動自發的跑起

來？而且彷彿知道要去哪裡，難道         ……         有鬼！

當然不是！這是美國知名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MIT      媒體實驗室開發的自動三輪腳踏車，簡稱

PEV      ，意思是「有說服力的電動車」，前一陣

子在台北展示過。只要透過電腦告     車子要去

哪裡接人，這輛電動車就會自動來載客。你可

以選擇自己腳踩，或把想去的地方輸入車上的

電腦，由電動馬達代勞，載你去目的地。

除了載人，        PEV      還能用來載貨，趁著我們人

類呼呼大睡的深夜，自動把貨品送到該去的地

方。不僅節省人力、避免塞車，還不會排放廢

氣，是不是真的「很有說服力」？

無人勝有人

        PEV      是目前許多科學家和公司在開發的自動

駕駛車之一，也稱無人駕駛車。為什麼需要自

動駕駛呢？想想看，開車會累，塞車會煩；有

時身體狀況不好，為了避免發生意外，只好改

搭公車或捷運。如果家住偏遠地區，實在不方

便。這時若有自動駕駛車，煩惱就解決了。

但沒人駕駛的車，能夠信任嗎？根據科學家

的實驗，無人駕駛車反而比有人駕駛的車輛更

  自動車，自由行
                                       撰文／陳雅茜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

慧　版
面／
黃淑
雅

這輛     PEV     是由     MIT     和台

灣合作製造，車體零件

有九成是台灣製的。

可摺疊的

風雨擋板

自動駕駛真方便！

PEV來接我了。

碳纖外殼

踩踏板也

可前進

以鋰電池提供

電動馬達動力

資策會  提供

用來運送

貨物的PEV

M
IT Media Lab  Changing Places group  提供

由車頭的感應器掃

描四周狀況，並利

用電腦操控

由車頭的感應器掃

描四周狀況，並利

用電腦操控

由車頭的感應器掃

描四周狀況，並利

用電腦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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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灘上的小彈簧   

嗨！我是眼睛凸凸又很會跳高的彈塗魚

帥帥。現在春暖花開，正是我將威武

的背鰭及華麗的彈跳舞姿展現給心

上人的季節。嘿咻！用力甩動尾巴，

離地二十公分的跳躍完全難不倒我。快來

我生活的地方，欣賞我的帥勁吧！

由河口形成的溼地，是我和朋友居住的地

方。這裡每天經歷潮汐漲退，所以泥

土都很溼軟。我們最喜歡在溼軟

的泥灘上活動，相較於其他

魚類只能住在水裡，我們彈

塗魚可說是非常特殊呢！

我的呼吸絕招

對魚類來說，想在

陸地上生活幾乎是不可

能的事，因為魚類的氧氣來源是水，

有水才能呼吸。然而我們彈塗魚卻有兩個呼吸

絕招，所以能夠水陸兩棲。

第一個絕招是，我們的鰓旁有一個巨大的腔

室。將腔室裝滿水，鰓就能從中過濾出氧氣，

使我們不用一直待在水裡。而且我們的鰓表面

還有薄膜，讓水分不會散失。

第二個絕招是，我們跟青蛙一樣，可以透過

潮溼的皮膚呼吸。只要定時在泥水中翻滾，

保持皮膚溼潤，我們就可以離開水裡，

在泥灘待上四、五十分鐘也沒問題。

撰文／吳欣庭　繪圖／楊宛靜　企編／黃瑗瑗　版面／黃麗珍

彈塗魚

河口溼地是許多動植物生長的地方，像是紅樹林和各類招

潮蟹、貝類、水鳥。在這裡，彈塗魚有很多食物來源，如

小蝦、小蟹、藻類等；但天敵也不少，如小白鷺等水鳥。

台灣常見的三種彈塗魚

彈塗魚： 俗稱石貼仔。

一身青灰色，有深褐

色花紋與小斑點，體

長約6 到7 公分，體

型小而靈活。愛吃昆

蟲、小蝦和小蟹。

楊維晟  攝影

青彈塗魚：  體長約7

到  8   公分，身上遍

布小黑點，背鰭細

長，十分特別。

大彈塗魚：  體長約15到

20公分。因為身上有

藍色斑點，又稱為星

點彈塗魚或花跳，尾

巴強而有力，彈跳力

十足。喜歡吃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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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個家

 2014年      12      月      25      日，許多人正忙著歡度耶誕時，

拉拉出現在德高國小校門口。沒人知道她從哪

裡來，但見她垂頭喪氣的樣子，一定是無家可

歸。學校感到很困擾，深怕她咬傷同學或帶有

病菌，但送她到動物收容所，又不知下場會如

何。一臉落寞的拉拉，讓人感到很不忍。

神奇的是，同學和老師都很喜歡親近拉拉，

不管有幾雙手來抱她、摸她，拉拉也都耐性十

足。校長和老師看出

拉拉有穩重的特質，

於是決定讓她留下來

擔任輔導教師，發揮

傾聽和陪伴的專長。

流浪的拉拉從此在德

高國小找到了新家，

一身毛皮重新煥發光

彩，兩眼也變得炯炯

有神。

灑滿陽光的操場上，同學們開心的玩耍。只

見一位「老師」甩著金黃色的柔軟毛髮，朝大

家直奔而來 ──原來是一隻拉不拉多犬！她是

台南市德高國小的狗教師「拉拉」。

只要拉拉現身，所有同學都會圍過來。原本

坐立難安的會靜下心來；不太愛說話的，也會

對拉拉訴說心事。不論誰看到這幅景象，都會

覺得人和狗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但其實在

一年多前，拉拉的處境完全不同。她原本是一

隻流浪狗 ──被主人拋棄的寵物。

遇到流浪狗可以怎麼做？

除了直接領養，還可以聯絡

政府機關的動物保護處或民

間的動物保護團體，工作人

員會妥善照顧牠們，或幫牠

們找到新主人。

拉拉老師在德高國小備受愛

護。大家除了和拉拉玩耍，

也會輪流幫她洗澡、梳毛。

台南市德高國小  提供

不流動 浪物
撰文／徐意筑　繪圖／九子　企編／吳欣庭　版面／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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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一個數學算式，卻可以引出不同的答

案，是不是很好玩？

創意，有時候就是把兩個不相關的領域拉

在一起，讓它們磨擦出有趣的火花。數學詩

把「簡短的文字」當成數字，讓它們加減乘

除，一下子就變出了新魔術！寫其他詩，必

須用「文字」來思考，作文好的人比較容

易寫得好。數學詩卻跳出文字

的限制，以「畫面」來思考，

用「一個畫面＋一個畫面」的

變化，來引發我們的好奇。只

要懂得＋－×÷，誰都可以

寫出數學詩呢！   

寫數學詩很簡單，但要注

意兩件事：第一，如果算式

的想像空間很大，答案不只

一個，就必須多想一下，找

出最有趣的答案。第二，同

樣一句話，試著換不同方式

表達。「我的肚子在開演唱

會」是不是就比「我肚子餓

了」更生動呢？ 

　 　 　 ÷
 數學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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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國語和數學是兩個不同學科，但是把它們

結合在一起，卻會變出很好玩的遊戲。

想一想：

火雞在唱歌。

金魚在吐泡泡。

我的肚子在開演唱會！

水燒開了。

大口灌水，

好暢快啊！

潛水真好玩！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在想像中
遇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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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嚓！跟家人出去玩時，當然要拍照嘍！不

過，照相機到底怎麼捕捉影像呢？讓我們來動

手做一臺照相機，看看其中的奧妙。

準備材料
長紙盒、剪刀、美工刀、奇異筆、

描圖紙、硬幣、膠帶、放大鏡（直

徑 4 到 5 公分左右，比硬幣稍大）

步驟

將長紙盒其中一側拆開，

把拆開的部分剪掉，形成

一個開口。

1. 把描圖紙蓋在開口上，四

周用膠帶固定。

2. 

將另一面朝上，把硬幣放

在紙盒正中央，沿著硬幣

描出一個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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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仕美　企編／吳欣庭

繪圖／楊麗玲　攝影／陳柏叡　版面／黃瑋 自製照相機 把貼有放大鏡的一面對準

觀察物體，調整物體和紙

盒間的距離，直到描圖紙

上出現影像。

操作

用膠帶把放大鏡固定在圓

孔前，照相機就完成了！

5. 

＊  幫物體打光，描圖紙上

的影像會更清楚喔！

觀察影像和

物體之間有

什麼不同

膠帶儘量

不要擋到

圓孔

請大人幫忙，用美工刀沿

著圓形割出圓孔。

4. 

想一想

放大鏡就像照相機的鏡頭，描圖紙則像是底片。

當來自物體的光線通過放大鏡，光線前進的方向

會改變，稱為折射，使得投影在描圖紙上的影像

上下顛倒、左右相反。影像的大小和清晰度，會

受到放大鏡的倍率影響，也和物體、放大鏡與描

圖紙三者之間的距離有關。所以，紙盒大小或放

大鏡倍率若是改變，就要重新調整紙盒與物體間

的距離。

換一支倍率不同的放大鏡，或換一個大小不同的

紙盒，觀察描圖紙上的影像有什麼變化？紙盒和

物體間的距離有沒有不同？

再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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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兒童  2016.0396

設計、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瑋

先對摺三次。

紙張攤開後會有八

個格子。用鉛筆在

格子裡標上號碼。

讓    1    和 8、4和    5    背

對背合在一起。

呈現立體的十

字形後，把每

一面往同一個

方向摺。
把標上的號

碼擦掉，就

完成一本空

白小書了。

A4圖畫紙

準
備
材
料 彩色筆 剪刀鉛筆

趕快來創
作自

己的故事
吧！

記得畫上封面和封底，也可以標上頁碼喲！

再對摺。

波美最近想到一個有趣的故

事，想把它畫下來。手邊正好有

張紙，他靈機一動，用這張紙做了

一本小書，把故事畫進去。現在，一

起來看他如何把一張紙變成一本書吧！

再讓    2    和 3、6

和    7    背對背

合在一起。

沿著

圖中標示的

紅線剪開，然

後攤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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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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