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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地下有頭牛，只要牠一打噴嚏或

搖搖頭，大地就會晃動起來。

今年農曆年前，這頭地牛重重翻了身，

使得台灣南部發生大地震。房屋倒了，火

車停了，即使遠在香港和中國東南沿海一

帶，也感受得到大地的震動！

看來，這頭牛的威力還真不小，讓我們

不禁對地震感到心驚膽跳。但到底這頭牛

的真面目是什麼？真的會引發地震嗎？科

學家又怎麼測量地震呢？能不能預先知

道？還有，新聞裡常聽到的許多名詞，

又代表什麼意義？

身在經常發生地震的台灣，我們一定

要嚴肅看待地震，做好準備。所以《未

來兒童》決定請出住在地底下的牛博

士，和最愛跳來跳去的小青蛙，帶大

家一起了解地震！ 

古人把地震形容成地

牛翻身，想像地底下住了

一頭大牛；在同樣有很多地震

的日本，人們想像中住在地底

下的，則是一條大鯰魚。

原來如此

震地 撰文／陳雅茜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趙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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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英 豪

你搭過飛機嗎？沒有翅膀的人類

想要飛上天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其中很重要的一道里程碑，就

是 1927 年 5月   21日，美國飛行員林

白獨自駕駛飛機，成功橫越大西洋。

當時，飛機才不過發明二十幾年，製作技術

還不成熟，沒辦法一次飛得太久或太遠；多數

人沒有飛行的經驗，當然也不知道坐上飛機之

後，還能不能安全回到陸地。

林白這項壯舉，突破了飛行可能的長度與時

間，也間接推動航空業迅速發展，飛機漸漸被

視為一種未來的交通工具。

林白小檔案

1902年2月4日

出生於美國

喜歡飛行、科技

林 撰文／楊儀君　
繪圖／何怡萱　
企編／黃瑗瑗
版面／費得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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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墨西哥古文明
名的馬雅文化，建造了三千座以上的金字塔；

阿茲特克文化更曾締造美洲最強盛的帝國。

除了本土文化，在墨西哥還看得到歐洲的痕

跡，因為我們曾經被西班牙統治長達三百年。

因此，現代墨西哥人百分之九十都有西班牙血

統，歐式教堂也成了大城小鎮普遍的風景。

到了今天，雖然古文明的原始樣貌早已隨時

光消逝，墨西哥也脫離殖民超過兩百年，但我

們的建築、藝術，以及飲食起居，處處可見祖

先傳承的智慧結晶，持續閃閃發光。

撰文／黃瑗瑗　繪圖／何怡萱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在墨西哥的街頭，常可

看到身穿傳統服飾、頭

戴墨西哥帽的樂隊演奏

傳統音樂瑪利亞奇，曲

風熱情奔放，歌詞包羅

萬象。

玉米是墨西哥人的主

食。當地常見各種玉

米做的小吃，如玉米

捲餅、玉米餃等。

大家好！我是佩德羅，住在北美洲南部的墨

西哥。說起我的國家，許多人可能會馬上想到

一望無際的沙漠和仙人掌，但墨西哥的精采可

不只這些！

墨西哥城有六百多年

歷史，最早是阿茲特

克帝國的首都，現在

的樣子則是西班牙人

重新打造的。

憲法廣場是世界面積最

大的廣場之一，可容納

十萬人。國家重要的慶

典都在這裡舉行。

墨西哥的城市平均

海拔都在一千公尺

以上，日照強烈。

太陽眼鏡和防晒用

品是必備品。

墨西哥城主教座堂底下

有阿茲特克神廟遺跡，

歷史相當悠久。

嗨！

你知道佩德羅

在哪裡嗎？

墨西哥是美洲文明的搖籃，孕

育了令人驚歎的古文明。例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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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在台灣四處遊玩嗎？有沒有發

現，許多地名、路名常常出現「菁」這

個字？台北陽明山有菁山路、平菁街，

嘉義民雄有菁埔，台南後壁也有菁寮。 難道是

因為這個字長得美、唸來好聽才當成名字？給

你一個提示：瞧瞧「菁」這個字是怎麼組成。

「『菁』的上頭是個草字，下頭的青字代表藍

色         ……          是指藍色的植物嗎？」沒錯！以前的人把

藍草叫做「菁」，這種植物長得綠油油，卻能

夠從它萃取、製作出藍色的染料，叫做  藍 泥。

有句話說：「青，取之於藍，而青於

藍。」說的正是青色來自於藍草

的神奇過程！

撰文／胡純禎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徐意筑　

青出於藍

其實，早在好幾百

年前，台灣從南到北的山

坡地、溪流旁，放眼望去幾

乎是藍草的天下。種植藍草

的平地叫菁埔，做藍色染料

生意的地方，就叫菁寮了。

藍草為什麼這麼厲害，幾

乎「占領」了整片台灣？這是因為布料

染上藍泥後，可以變得更加結      耐磨，甚至能

驅蚊蟲、防晒傷。

然而，最大的原因還是染出來的藍非常

漂亮，不但能讓布料泛著優雅的光澤，還

常常能在布料上染出令人

驚喜的顏色，可以白中透

藍、藍中帶紅，像春季的

藍天一樣淡薄，也可以像

深海那樣藍得飽滿。 

要從藍草提煉藍色染料，得將藍草的葉子浸泡在水裡，

等葉內的色素慢慢溶出；接下來開始用棍子攪拌，讓水接觸空氣，

顏色就會漸漸從草綠轉變成藍，稱為打藍；最後，等水裡的物質慢

慢沉澱，排掉上層的廢水，就是製作藍色染料的藍泥了。

能夠提煉出藍色染料的

植物，統稱為藍草。在台

灣常見的兩種藍草，一種是

馬藍，也叫大菁，葉子和手掌一般

大小，大多分布在台灣北部；另一

種是木藍，也

叫小菁，葉

子長得像羽

毛，常見於

台灣南部。

 沉澱

浸泡藍草的大池子

叫做青礐，有些直

徑可達三公尺。

採藍草

 浸泡 

打藍

林

美
惠

 提
供

cc by Kurt S

tü
ber

馬藍

木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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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被發現了！

你沒看錯，我就是在山林與田野間神出鬼沒

的「淺山之王」        ―  石虎。

你一定很好奇，我這隻「虎」怎麼長得像隻

貓？雖然我確實有山貓的別號，但其實我不是

虎也不是貓，而是虎、獅、豹、貓的近親。我

們都是 貓科動物，以肉為主食，腳底有軟軟的

肉墊，可以安靜靠近獵物而不被發現。

看！我爪下的老鼠就是我剛抓到的！雞、

鳥、青蛙和昆蟲，也都是我的食物。我總是

獨來獨往，喜歡在夜晚外出打獵，爬樹、游

泳都難不倒我。至於白天呢？當然是躲在樹

洞或石縫中睡覺嘍！

撰文／吳欣庭　

繪圖／九子

企編／徐意筑

版面／王書曼

石虎大家族

我們石虎是亞洲才

有的動物，分布在日

本、中國和台灣等地，

但因為長久以來大家住

在不同的地方，所以除

了主要特徵相同之外，

彼此的長相會有點不一

樣。例如日本的 西表山

貓就有一對黃色眼睛，

跟我的褐色眼睛很不同！

住在台灣的我和同伴們，通常生活在中低海

拔的森林和田野，又以低海拔山林最受我們喜

愛。這一帶被生態學家稱為 淺山，氣候溫暖潮

溼，大樹常年翠綠，樹蔭下住著穿山甲、白鼻

心和麝香貓等動物，而我們就是這裡的王！

石虎的告白

1.  蒐集野生動物的糞便，就能知道牠們吃進了什麼。

2.  在森林安裝自動攝影機，觀察動物的習性。

3.  遇到受傷的動物時，科學家會視情況帶回去治療

 並做健康檢查，同時記錄基本資料。

4.  在康復的動物身上裝設追蹤器，再放回野外，

 就能追蹤野生動物的活動範圍。

想知道你看見的是貓還是石虎嗎？

具有下面這些特徵的，才是石虎。

　眼窩內側具有往額頭延伸的白線

　下眼眶有白色眼線

　耳後是黑色，上面有個大白斑

　身上遍布點狀斑紋

科學家如何認識野生動物？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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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誰定的？

以前是皇帝和國王

說了算，他們就代

表法律。可是，只

靠一個人的判斷難

免不公平。隨著時

代進步，為了讓大

多數人的利益受保

護，人民選出一群

代表來制定規範。

以台灣大多數的法

案來說，是由立法

院及行政院提案，

經過一定的程序之

後，再經總統頒布

實行。

為什麼要有規定 ?

如果沒有紅綠燈，交通就會大打結，人們也

會感到不安和害怕。生活中還有許多規範，很

愛「管」我們，規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例如班有班規，家有家規，而國家也有一套維

持秩序的標準，叫做法律。

但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規矩

嗎？看看下面的故事：

媽媽常說：「過馬路要看紅綠燈。紅燈停，綠

燈行。」但你想過嗎？為什麼路上要有紅綠燈？

如果沒有這些交通規則，會怎麼樣？

撰文／徐意筑　繪者／Anchi　企編／胡純禎　版面／張培音

喔不! 違規你       了嗎?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

式，有時難免有衝突，卻又必須

和他人共同生活。為了公平，必

須訂定規則，並且明確公布出來

讓大家遵守，才能避免衝突。

過馬路不用等，真好！ 

如果有人被撞到，怎麼判定誰對誰錯？

什麼時候我可以通過？
車輛優先還是行人優先？ 

叭叭聲響不停──
交通大亂啦！ 

啦啦啦，自在又逍遙～♫

啦啦啦，自在又逍遙～♫ 哈囉，請多指教！

吵死啦，這樣怎麼睡！

可惡，我也有睡覺
的權益！

我有唱歌的權益！

我們一定要用拳頭解決嗎？

坐下來好好
談談吧。

過馬路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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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玩遊戲
其實，兩個小朋友是想逆著背後吹來的風，

往後倒、躺在草地上。可是風太強了，小女孩

怎麼用力也倒不下去。倒不下，卻好好玩！力

氣一來一往，好過癮，好痛快！

同樣畫面能引發不同的想像，每個想像都能

寫成一首好玩的詩。既然我們知道了「現場的

答案」，再回頭看這張照片，是不是聽到好多

聲音？小朋友像在笑著大喊：「風啊風，讓我倒

下去嘛！」風呢？風在呼呼的喊：「不准倒！不准

倒！」順著這個想法，就能寫出一首詩喔。

生活中的畫面，都藏著「詩的種子」，把它

寫成詩就能留住更多回憶。就像看不見的風被

小朋友的動作點了出來；有了詩，這張照片的

心情也會被文字保留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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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風，是最舒服的事。你猜得出來，照

片裡的小朋友，在台東的海岸邊和風玩什

麼遊戲嗎？

狂風裡，我們是不動

的松樹，絕不低頭。

張開手，我們在和風玩抱抱！

我們和風比
賽大叫，

吼吼吼！呼
呼呼！

風，我們來比力
氣，看誰力氣大？

我們是風箏喔
，待

會兒就要飛上
天！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洪淑青  提供

在想像中
遇見詩

和     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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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一段吸管，黏在兩片風

車扇葉的中間，再將鐵絲

穿過吸管。

4. 

5. 操作將鐵絲較長的一端繞在瓶

口上，手壓式風車就完成

了！

雙手握住寶特瓶，將瓶子

一壓一放，重複動作，風

車就會一直轉動。

想一想

手壓寶特瓶時，會壓縮瓶內的體積，

讓瓶內空氣從瓶蓋的小洞往外衝，因

此吹動風車。

4 公分

吸管約 4公

分長，鐵絲

約35公分長 用鉗子將鐵絲前

後折彎，把風車

卡住

8 公分

再試一下

1. 將寶特瓶裝滿水，蓋回瓶蓋，再擠壓瓶

身，會發生什麼事？

2. 如果不蓋瓶蓋，把瓶身往下倒轉，讓水

直接往下流出，風車又有什麼變化？

風一吹，風車就會轉動。如果想讓風車沒風

時也能轉，該怎麼做呢？利用手和寶特瓶，做

一個手壓式風車吧！

準備材料
寶特瓶、塑膠片、吸管、鐵

絲、剪刀、尺、錐子（或其

他鑽孔工具）、鉗子

步驟

剪兩片長 8 公分、寬 4 公

分的長方形塑膠片，在長

邊中間剪出 2 公分缺口。

1. 把兩片長方形的缺口交叉

組合在一起，做成風車的

形狀。

2. 

請大人幫忙，用錐子在瓶

蓋中心鑽一個洞，蓋回瓶

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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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欣庭　

繪圖／楊麗玲　攝影／陳柏叡　版面／蔚藍鯨 風車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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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

藝術

端

將舊衣上的小口袋整

個剪下來。

設計、繪圖／汪菁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

端午節要到了，熊媽媽要

教大家利用家裡隨手可得

的小物品，做出好看又實

用的香包！

從碎布或不織布剪下裝

飾圖案，用保麗龍膠黏

在布袋上。

塞入喜歡的

花茶包或是

香氛袋。

利用長緞帶將口

袋的開口綁緊，

就完成了。

百寶袋

將棉花塞入舊的小蕾絲

襪，滴入幾滴香精油。

用橡皮筋將襪子

的尾端束緊。

用保麗龍膠黏上鈕

扣和碎布，做出金

魚的眼睛和鰭。

在魚的上方

穿上別針，

就完成了。

也可以用一

塊圓形布，

包入棉花並

綁成魚型

也可以將兩塊碎布

黏合，做出小袋子

午
香香包

準備材料：有小口袋的舊
衣、碎布或不織布、花茶
包、長緞帶、有蕾絲邊的
小襪子、棉花、香精油、
橡皮筋、鈕扣、保麗龍膠

小金魚

可做成項鍊，

掛在脖子上

造型香包也可以

裝飾在髮圈上，

或當成手環

金魚香包可以別

在衣服或包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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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菁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創作研究所碩士。創立「彤采美術
工作室」，教授藝術創作與動手玩創意等課程。也從事繪本創作，

著有《地球星君和他的十二個兒子》、《地球發燒了》等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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