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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來臨，你打算怎麼過呢？一

起跟著《未來兒童》尋寶吧！

「尋寶？那只是故事、漫畫的情

節吧？」呵呵！那可不一

定，世上真的

有前人留下來

的寶藏！ 

海盜來不及帶走的寶物、沉到深海裡

的貨船或城市，以及君主收藏的無數珍

寶         ……         都可能真的存在。而且，也真的

有許多人為了找到這些神祕的寶藏，花

好多年研究、尋找，最後真的找到！

尋寶人怎麼知道去哪裡找寶藏？「是

不是用了特製的尋寶工具？」「他們一定

具備某種超能力！」別急，我們在這

裡準備了尋寶小祕訣，讓你也能夠

輕鬆進入尋寶的冒險世界。翻開下

一頁，一起踏上尋寶之路吧！ 

20 未來兒童  2016.07

撰文／
唐炘炘

繪圖／徐至
宏

企編／胡純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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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032-封面故事-尋寶-0613-ok.indd   20-21 2016/6/14   上午11:13



想像一下，大熱天裡，你穿的裙子卻有五、

六層布料；或是想大吃大喝，衣服卻緊得讓你

喘不過氣 …… 天啊，光想像就覺得好辛苦！但

在一百多年前，歐美女性為了符合大家心中的

女性形象        ―        婀娜多姿、纖細玲瓏，

幾乎都過著這種生活。直到服裝界

出現一位改革先鋒，她改變了

當時的審美觀念，創造出簡

單、優雅又舒適的女裝，

更引領女性用穿著表現

自己。這位先鋒就是時

尚女王        ―        香奈兒。

香奈兒 時尚女王
撰文／胡純禎　繪圖／右耳
企編／黃瑗瑗　版面／費得貞

香奈兒小檔案

1883 年 8 月19日

出生於法國

喜歡工作與讓女人

優雅自在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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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之國奧地利 從十八世紀以來，奧地利以維也納為中心，

孕育了無數的音樂大師，像莫札特、舒伯特、

海頓等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著名的交響樂團

與合唱團也在此誕生。為了延續音樂傳統與特

色，奧地利全國都很重視兒童的音樂教育，一

心一意提供我們最好的學習環境。

每年一月一日，我們還會在世界五大音樂廳

之一的金色大廳舉辦新年音樂會，並且透過電

視轉播，將金碧輝煌的廳內裝潢與最優質的音

樂效果，展現在全世界的面前。

撰文／何儀慧　繪圖／許珮淨　企編／徐意筑　版面／蔚藍鯨

維也納位在多瑙河

畔，是奧地利人口

最多的城市。

被維也納環城大道包圍的

舊城區，保存了一千多年

來的特色建築，如今已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

你們好，我是來自奧地利的愛莉西亞。你可

能對我的國家有一點陌生，但你一定聽過「維

也納少年合唱團」、「維也納森林」…… 還可

能看媽媽喝過「維也納咖啡」。維也納就在奧

地利，不但是國家首都及最大城市，也是舉世

公認的音樂之都。

咖啡館是維也納人生活

不可或缺的去處，也是

許多文學家與藝術家尋

求靈感的重要場所。

擁有八百多年歷史的

聖斯德望主教座堂，

地處維也納市中心。

由於建築華美，自古

以來便是維也納的知

名地標。

國家歌劇院又稱「世界

歌劇中心」，是維也納

的重要象徵，每年約有

三百場演出。

維也納有許多世界知

名博物館，如藝術史

博物館、自然史博物

館等，逛也逛不完。

嗨！

你知道愛莉西

亞在哪裡嗎？

 
  帶
你 遊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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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一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麼大

個；眼一擠、脖一縮，爬呀爬呀…… 過『馬

路』？」真奇怪，怎麼有螃

蟹在馬路上逛大街呢？螃

蟹不是生活在海裡，為什

麼要過馬路？

雖然大部分的螃蟹都以

海洋為家，從小到大在海

裡生活——有些喜歡在

珊瑚礁爬上爬下，

撰文／張凱希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黃瑗瑗　

有些則偏愛滿是泥沙的海床。然

而，有些螃蟹卻選擇居住在陸地上，

只有繁殖的時候才會回到海邊，這些

與眾不同的鐵甲武士就叫陸蟹。

陸地上的鐵甲武士

陸蟹主要居住在海岸附近的灌木叢

或森林裡，以地面上的枯枝落葉、果實、動

物的屍體或糞便為食。為了適應陸地上乾燥的

環境，也避免白天被太陽晒乾，陸蟹通常會挖

洞居住，或躲藏在樹洞、石頭縫隙裡，等到晚

上或是下雨過後才出來覓食和活動。

陸蟹既然能在林子裡「安

居樂業」，為什麼還要到人

類鋪設的馬路上「橫

行霸道」呢？
螃蟹真的八隻腳嗎？仔細瞧，螃蟹其

實有十隻胸足，最前面兩隻特化成剪

刀狀，用來進食、防禦或求偶，其餘

八隻則用來爬行、移動。

iStock

陸蟹怎麼呼吸？

陸蟹雖然生活在陸地，但牠們不是直接

呼吸新鮮的空氣，而是透過「鰓」獲得

水中的氧。因此陸蟹喜歡出沒在潮溼的

環境，使身體能時時補充水分，讓鰓保

持溼潤、進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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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幸佳慧　企編／何儀慧　 

繪圖／右耳　     版面／寶小林　

就從書裡的
  故事開始

你應該看過住在都市裡的狗，被主

人帶到戶外公園時，用力扯著繩子，

一被鬆開後就拔腿奔跑的樣子吧？牠

們不但咧嘴笑著，還衝來衝去停不下來。

真心愛狗的人，會立刻覺得狗兒的開心全流

到自己身上！

我想，暑假對大家來說，有點是這種道

理！就好像被學校勒住一整個學期，等到

了夏天，當繩子鬆開，每個人都要大笑著

又跑又跳，準備去遊戲、玩耍、郊遊、

旅行、探險       ……          這些事可是兒童們享

有的人權呢！你很快就會長大，變成

少年，然後成年，當然得趁童年時毫不

客氣的使用你的權利。

但等等，在繩子放開前，先讓我講點有

關探險的故事，給你們暖暖身子！當作夏

日大探險的第一步！

神奇的旅程

如果你平常都被困在

都市，《魔法的夏天》和

《旅程》會是很好的開始。

在《魔法的夏天》中，原本困在都市

裡的兄弟，總是一副懶洋洋、提不起勁的

樣子，直到遠方傳來邀請，他們到鄉下度

假，才真正解放  ── 臉黑了、腳髒了都沒

關係，連淋雨都好暢快！

《旅程》中的主角，則是因為大人忙得沒

辦法理她而困在城市家中。但一枝紅色蠟筆

的出現，卻帶她進到神奇國度。

幸佳慧
英國新堡大學兒童文學博士，從

事童書翻譯、創作和研究。愛讀

書、愛做白日夢，愛把美好

的事物說出來。

暑假來嘍！又到了四處旅行探險的大

好時機。為了讓大家準備好迎接夏日的心情。 

《未來兒童》特別邀請幸佳慧阿姨，來介紹最適合

暑假閱讀的探險書單；有好好看的繪本，也有充滿

各種冒險的故事書。帶著你雀躍的心情，趁著暑假

的悠閒時光，來場文字大探險吧！

　我很喜歡探險，沒有探險的生活，

就像一朵缺水的花。小時候我最常探險

的日子，是暑假去鄉下奶奶家，跟堂表

兄弟姊妹在林間、溪畔找樂子，有說不

完的驚喜。我也喜歡進到書裡的世

界，  跟著作者天馬行空大探險。

文 /藤原一枝
圖 /秦好史郎
出版社 /小天下

文、圖 /艾隆・貝克
出版社 /道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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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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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公鼎是故宮最重要的鼎，因為

它身上鑄刻了最多文字，內容就像一

篇歷史課文。不過，那些字我們都看

不懂呢！還好，我們可以先欣賞它

的長相。有沒有發現：毛公鼎的三

隻腳不單單有支撐功能，還已經變

形成了動物的腳？如果把毛公鼎想像成動

物，像不像一隻豎著大耳朵、挺著大肚子

的三腳怪獸？  

有了想像，再找找看有什麼有趣的知識？

嗯，本來是金黃色的毛公鼎，因為長期埋在

土裡，氧化變黑。它如果照鏡子，發現自己

竟然變得這麼黑，一定很驚訝吧？

想像力加知識，就可以迸發出有趣的

聯想。毛公鼎不會說話，但我們可以用

詩來幫它開口。想一想，這隻出土的三

腳怪獸看到我們，會怎麼想呢？ 

故宮博物館裡有許多古老文物，有些好漂亮，

有些不聽解說就會不明白它們的價值。以毛公鼎

來說，你喜歡它的長相？還是跟它有關的知識？

你最感興趣的是哪一點？

咦，它的兩隻大耳朵

怎麼有洞？是要戴耳

環嗎？

毛公鼎有三個腳，果

然是「三足鼎立」。

毛公鼎的腳，胖嘟
嘟，好像動物的腳！

書上說，毛公鼎是青銅

器，剛鑄造好時，是金

黃色的！
我喜歡它肚子裡的五

百個字，可惜我都看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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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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顏料完全乾，用白

色顏料畫上短線條，

當作仙人掌的刺。

把回收紙揉成

一小團，放進

花盆裡。

把畫好的石頭仙人掌

放進花盆中，並撒入

小碎石固定，調整好

位置就完成嘍！

設計、版面／Bianco　企編／何儀慧

不需要

澆水喔!

也可以畫上  小圓圈！

一手扶著仙人掌，一手填充小石子。

4

6

5
有些石頭需要多

上幾次顏色，才

會好看。

100 未來兒童  2016.07

將上好色的石

頭放在兩根筷

子上，等顏料

變乾。

塗上第二層顏料。

可以用不同深淺的

綠色做出變化。

先將石頭塗滿一層

藍綠色的顏料。

    

「三人制創工作室」藝術指導、twosome kids料理平台共同

創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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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頑皮小企鵝盆栽

還可以這樣做做看：

選顆黑色的石頭，用白色

顏料畫上肚子，再加上眼

睛和橘紅色的嘴巴，就變

身完成了！

為硬邦邦的小石頭穿新衣、

找個家，讓生活充滿樂趣！

動手玩

藝術

準備材料：

幾顆小石頭

小碎石或小豆子半杯

小花盆一個

回收紙一張

竹筷子兩根

壓克力顏料或廣告顏料 

水彩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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