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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有位

小學老師叫做

庫楚科娃，她

本來打算在今

年退休，但為

了班上的九歲

學生拉維爾，

她決定多留一

年繼續教書，

怎麼回事？

這所小學位於俄羅斯西南部郊區，全村只有

三十九人，包含唯一的小學生拉維爾。原本拉

維爾可以去鄰村上課，但他得搭船三十分鐘，

渡過湍急的額爾濟斯河，再搭校車二十分鐘才

能到校。庫楚科娃老師對這個狀況感到難過，

她不希望小小年紀的拉維爾，每天冒著大浪上

學。就算已準備退休，她仍決定繼續教書。

今年拉維爾的學校還是會關閉，在最後一學

期，任教四十二年的庫楚科娃老師有點感傷。

拉維爾則期待到了新學校，能夠交到新朋友。

達志影像

庫楚科娃老師和拉維爾的開學典禮就在二戰紀念碑旁舉行。

編撰／鄧小非　企編／張馨心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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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除了訂正

錯誤，了解自

己怎麼答對也

很重要，才能

學得快又好。

谷歌實驗室最近傳出好

消息─機器人已經會自

己垃圾分類，出錯率只有

5%。怎麼辦到的？

機器人先用感應器掃描

分辨各種垃圾，再用顏色歸

類物品。重點來了，不管機器

人做對、做錯，工程師都會加以

標記，使機器人能更新內建資料，短短

幾個月，判斷力大大提升，

學習力好驚人！  

阿拉斯加的海豹、海獺

要注意了！報告指出，海

豹瘟熱病毒已經突破北極

海冰屏障，傳入北太平洋。

海豹瘟熱病毒曾在 2002年肆

虐歐洲，數千隻海豹因此喪命。

不料，遠在北美洲的海獺，隔年也檢驗出相同

病毒。美國科學家調查後發現：北極海冰變少

與海豹瘟疫爆發息息相關。專家認為，可能還

有其他病原穿越而來，大家要提高警覺。

真希望我的

出錯率能跟

谷歌機器人

一樣少！

達志
 / S

hutte
rst

ock

              達

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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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叮咚！「歡迎光臨！」

放學第一站，立刻衝去便利商

店的請舉手！

便利商店簡直是現代人的「百寶

袋」。小小一間，什麼都有。有飯

糰、便當；可以領錢、取貨。最棒的

是，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相信外星人

也想打包一間回去！

便利商店之所以超便

利，是因為它很聰明、

超「懂」你。

你可能沒發

現，你想買的

東西，每天，不、

你今天去便利商店了嗎？

臺灣人平均每　　天

去一次便利商店，每

次約花費　　　元。 飲料、便當、三明治是銷

售排行榜的明星商品。

臺灣便利商店密度是世界

第二高。

南韓第一，

日本第三。

歡迎光臨！

超聰明便利商店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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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徐意筑　

審訂／戴國良（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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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時都不一樣：突

然下雨、溫度降兩度，

都可能影響你在便利商

店挑選的東西。為了抓

住你的心（還有荷

包），便利商店從

訂貨、進貨、貨架的陳列擺

放，全都經過精心設計。

走，一起去看看裡面的玄機！  

便利商店 vs. 超市

以鮮食、食品、飲料

及日常必需品為主

商品種類多

通常

24 小時營業

通常不是

 24 小時營業

店面數量多

店面數量少

適合個人

家庭採買

世上第一間

便利商店在

哪裡？答案

是美國！大

約出現在九

十年前。

如果我不在便利

商店，就在去便

利商店的路上。

超聰明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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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是

楓葉鼠。

鼠年到！老鼠家族歡喜召開記者會，宣布這

個好消息！

「你們最大的特色是什麼？」記者提出問題。

所有老鼠張開嘴巴，露出大又長的門牙。「我

們是齧齒動物，上下各有兩顆大門牙，是我們

的註冊商標！」為了讓大家更了解老鼠，牠們派

出代表，說說自己的故事。

首先登場的是高人氣「楓葉鼠」。牠踩著小

滾球出場，引起一片歡呼。

撰文／唐炘炘　繪圖／陳佳蕙　企編／鄒容　

版面／何心瑜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記者會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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齧齒動物

的牙齒果

然厲害！

我們是楓葉鼠，是一種寵物

鼠，和人類主人一起生活。後

背深色條紋是我們的特徵。

  老鼠的門牙
長又尖、向內彎，

像把鑿刀，可以用

來挖洞築巢或咬開

種子硬殼。會不斷

生長以保持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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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看跟人類住的感覺吧！

人類主人每天餵我吃東西。

有穀類做成的主食，還有零

食，像蘋果、葵瓜子……

感覺很棒！聽說你住豪宅？

算是設備齊全的小套房啦！

有床、食物櫃、磨牙棒、廁

所、滾輪 ……夏天熱，主人

會把床換成冰涼的大理石；

冬天冷，還有暖暖包。

日子聽起來很愜意呢！

那你有煩惱嗎？

有 ……擔心小主人把我

丟掉。我們從小被人類

照顧，不知道如何在外

找食物、躲避危險，要

是被趕出家門，可能會

活不下去，嗚……

別難過，我會呼籲人類

一旦養了寵物，就不能

隨意丟棄。接著請褐鼠

說話。

這麼好！為什麼人類這麼愛

你呢？

我們會在嘴巴兩側的囊袋儲

存食物，臉頰變得圓鼓鼓，

人類主人說這樣超可愛！

楓葉鼠小檔案

身分：寵物鼠

居住地：人類住家

身長：約 10 公分
專長：賣萌

特色：最受人類喜愛的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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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奶奶很會流汗，一天要換五次衣服。

呼嚕嚕爺爺很會打呼，一睡著就像外星飛

碟起飛，呼嚕嚕 ……呼嚕嚕 ……

白天，汗奶奶流了汗，如果懶得換衣服，

就被呼嚕嚕爺爺唸：

「老伴啊，你再不換衣服，我就要叫你臭

奶奶！」

說故事
時間

汗奶奶
呼嚕嚕爺爺

和

撰文／林世仁　繪圖／李憶婷　企編／周宜靜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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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奶奶一聽，就趕緊去換衣服，還在衣服

上面噴香水。

晚上，老爺爺一打呼，就換汗奶奶罵他：

「老伴，你也太吵了吧？就不能乖乖睡覺

嗎？再吵，我就要叫你吵爺爺！」

可惜，老爺爺睡著了，根本聽不見。

喜歡大自然，喜歡唱歌給自己聽，喜歡用新鮮的眼光來看這

個老舊的世界，覺得生命就像一場神奇的大魔術。文化大學

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出版社副主編，目前專職創作。心中

的願望是：「把心中的靈感都變成美好的故事！」目前已經

完成的心願，有「字的童話」系列、《換換書》、《流星沒

有耳朵》、《小麻煩》、《我的故宮欣賞書》、《銀色

月光船》等四十餘冊。心願繼續實現中⋯⋯。

作者‧林世仁 插畫‧李憶婷

喜歡以輕柔筆觸與豐富色彩，描繪一幅幅

小故事。作品富含啟發性而且不失趣味，

讓孩子在閱讀過程中，得到更多樂趣。對

她來說，「沒有規則」是唯一規則。出版

繪本作品有《Mr. White》、《再玩一下下 

嘛！》、《美好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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