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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兩片土司，中間夾火腿，就是個簡單的三

明治。那把地球當餡料，夾在土司中間，做一

個「地球三明治」，可能嗎？一名十九歲的紐

西蘭人諾德做到了。他怎麼辦到的？

首先，要找到一起做實驗的人。諾德利用網

站，得知紐西蘭的另一端是西班牙，他在網路

上廣發徵人訊息。今年，他終於等到

住在西班牙南部的塞拉，兩個人耐心

溝通，最後就定位，同時把土司放地

上，成功夾出地球三明治！

地球三明治
跨國打造的完美傑作

編撰／鄧小非　繪圖／蔡元婷　

企編／史黛西　版面／黃淑雅

6 未來兒童  2020.04

Etienne Naude 提供

我是諾德，

住在南半球的

紐西蘭！
我是塞拉，

住在北半球的

西班牙！

製作這個世界

最大三明治，要

克服空間、時

間的困難，不

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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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巴拉圭

巴西

埔里

早在      2006      年，

美國藝術家澤．

弗蘭克，不但想

出地球三明治的

創意，也領先做

出成品。他還架

設網站，讓更多

人共襄盛舉。

臺灣的另一端在哪裡？

以臺灣地理中心—埔里為準，它的

另一端在南美洲的巴拉圭。

如果你從地表某點垂直

向下挖，直接穿越地心，

就會抵達地表另一端。兩

端時差十二小時，搭飛機

大約飛越兩萬公里，是地

表相距最遠的距離。

紐西蘭與西班牙，各

位於南、北半球，相差

十二小時，兩地日夜顛

倒，要「同時」在地上

放麵包，並不容易。

諾德和塞拉透過社群

平臺聯絡，帶著大小相

仿的土司出發。最後，

諾德走了數百公尺，塞

拉移動十一公里，兩人

終於抵達定位點，完成

任務。 

這個點子是怎
麼想出來的？ 

做這件事，會遇到
哪些困難？

地球「另一端」是哪裡？

2020.04 未來兒童 7

我的白天，

是你的黑夜！

如何找到地球另一端？

拿兩張一模一樣的世界地

圖，把其中一張轉180度

後，疊在另一張上，就可

以看出來了。

有沒有人

要一起做地球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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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一朗！」

時間回到 2019年三月，

日本東京巨蛋場上，當時

比賽已經接近尾聲，全

場的觀眾站起來鼓掌、

致意，許多人流下不捨

的眼淚 ──這是「棒球

之神」鈴木一朗在美國

大聯盟的最後一場仗。

比賽結束時，他穿著

五十一號球衣，輕輕

舉起棒球帽，笑著朝

觀眾席揮揮手，又

一一與他的隊員擁

抱、說再見      ……   

前美國大聯盟職業棒球選手，

擁有七項金氏世界紀錄。曾獲

美國大聯盟最有價值球員獎、

最佳新人、金手套獎、銀棒獎

等，被譽為「棒球之神」。
Otto

 Greule Jr 
/ G

etty
 Im

ages

要比較的人，

永遠是自己！

撰文／楊上潔 

繪圖／右耳　

企編／史黛西　

版面／寶小林

8 未來兒童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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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志

/
Shutterstock

在二十八年的

職棒生涯中，鈴

木一朗創造許多

輝煌。人們都稱

他「安打

王」，一朗

連續十年擊

出單季兩百

支以上安打，至今無人能突破；

他還是出名的「快腿」，從本壘

跑到一壘，他只需要3.7秒就能抵

達。一朗是怎麼做到的？一起來

看看。

大聯盟是什麼？
這是全球最高水準職業棒球賽，

也是每個棒球選手心中最崇高的

殿堂。全名為「美國職業棒球大

聯盟」，由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兩

個國家、一共三十支球隊組成。

大聯盟也吸引許多其他國家的選

手加入，例如臺灣的陳金鋒、王

建民也曾經在大聯盟出賽。

找到真心想做的事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放學後，一朗

就開始到棒球場練接球、投球。

晚飯後，接著練打三百顆球，他曾說：「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我有三百六十天都在練球。」

六年級時，一朗立下「成為一流棒球選手」

的夢想，往後他的人生，都在為這個夢想而

奮鬥。

對一朗來說，重點是找到真心想做的事情。他

認為，「做一件事之前，不要去想『會不會成

功？』真心想做，就放手去做吧，這樣不管結果

如何，都不會後悔。」

2020.04 未來兒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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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現在地球─ 病毒
病毒不是生物，需要寄住在其他的生

物上。當它們住進人體後，會不斷繁

殖，如果人死了，它們也活不了。

在我們的身邊，住了一群看不見的鄰居。

它們有的對人體有益，有的卻會趁我們不注

意的時候，偷偷溜進身體，讓人生病            ─          發

高燒、長疹子，上吐下瀉         ……         嚴重時還會危

害性命。

數量最多的生物

─ 細菌
細菌是地球數量最多的

生物。除了讓人拉肚子、嘔

吐，細菌也可以把鮮奶變優

格，美酒變成酸溜溜的醋。

傳染病大作戰
撰文、企編／賴佳慧　繪圖／吳孟芸　版面／黃淑雅 

封面
故事

未來兒童  20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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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細胞─ 原蟲
原蟲全身上下只有一個細胞，是

一種很簡單的動物；從海洋到土

壤，到處都看得見。牠們也會

鑽進人體裡面，讓人生病。 

人眼就能看見

─ 寄生蟲
蛔蟲、跳蚤都是寄生蟲，我們不

用顯微鏡就能看見牠們。從出生

到長大，寄生蟲幾乎一輩子都住

在別的動物身上，包括人類。

大小差很多─ 真菌
真菌種類多，而且有大有小。傳染香

港腳的黴菌，是肉眼看不見的微

小真菌；我們常見的香菇，則是

「特大號」的真菌。另外，讓麵

包鬆軟好吃的酵母菌也是真菌。

這些鄰居就是傳染病的病原體，包含了：

細菌、病毒、真菌、原蟲與寄生蟲。它們大

部分都小小的，小到我們用眼睛看不見，不

過個個卻來頭不小。你知道嗎？歷史上死於

傳染病的人，比在戰場上的還多，有些還摧

毀了人類好不容易創造的文明。

傳染病是如何傳染的？它們是怎麼威脅人

類生活？難道沒有辦法消滅它們嗎？讓我們

來認識看不見，卻又無所不在的傳染病。  

2020.04 未來兒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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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個

受傷的哥哥一直

喊：「好痛！」

後來還聽到救護車

的聲音，他是不是

被送去醫院了？ 

對，醫生說大哥哥

小腿骨裂開了，必

須打石膏一個月。

沒想到只

是開玩笑，

卻有人因此

受傷。

一個月不能走路，

他一定很難過。

不管是不是

故意的，讓

人受傷就是

不對。

是搗蛋的大哥哥

不對，本來就不

能在走廊上玩。

我覺得他不

是故意的。

這些玩笑

不好笑
你們應該聽說了，昨天高年級有
個大哥哥，在走廊轉角嚇同學，結

果被嚇的同學跌倒骨折了。

撰文／賴佳慧　繪圖／Hui 

企編／張靜如　版面／蔚藍鯨

審訂／楊俐容（兒童青少年心理專家）

32 未來兒童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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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也不

行喔，會讓

人滑倒或

溺水。

所以，開玩笑前

先暫停，想想這

裡是哪裡？做這

些事會不會發生

不好的結果？如

果你自己都不喜

歡被這樣對待，

就不做。

我們每個人都

不一樣。就像

有人喜歡吃奇

異果，有人天

生對它過敏，

吃一口就

送醫院。

比如這次的事，除了

嚇人會讓人不舒服，

場所也不對；走廊、

樓梯、馬路旁 ⋯⋯這

些地方都不適合玩遊

戲。一不小心，就會

受傷。

第一，會

讓人受傷

的玩笑。

真的嗎？

我完全沒

想過 ⋯⋯

廚房、教室也不行。這些地

方有刀子跟火，桌子四四方

方，撞到很危險。

可是，我很喜

歡被嚇一跳的

感覺，比如鬼

屋，好好玩。

所以老師今

天要跟你們

說，有三種

玩笑千萬不

可以開。
那是你。我

超討厭聽鬼

故 。

請翻下頁

哎喲！

P032-034-三年二班-OK0316.indd   33 2020/3/16   下午6:59



哇！一圈一圈又一圈、密密麻麻的

圖案，看得我眼花撩亂⋯⋯這究竟是

什麼？謎底揭曉：鋪滿了阿拉伯式花

紋的清真寺屋頂。

清真寺是阿拉伯世界裡，伊斯蘭教徒祈禱、禮

拜的地方。站在裡面，不管往哪個方向看，都有

這種複雜的圖案，窗戶、屋頂、祭壇、牆壁⋯⋯

一點縫隙也不放過！這神奇的圖案有什麼祕密？

阿拉伯式花紋
無窮無盡的

36 未來兒童  2020.04

撰文、企編／李艾澄　繪圖／Dofa Li　版面／蔚藍鯨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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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正方形外面，再拼上一

圈菱形，完成了！

除了清真寺，阿拉伯式花紋也經常用在生活物品的裝飾上。

什麼是 
阿拉伯式花紋？

阿拉伯式花紋是使

用各種幾何圖形、

動植物的花紋和文

字，利用反覆組合

形成的裝飾，最常

見於清真寺。

1. 把八個菱形

圍成一圈。

2. 在外圍加上一圈正方形。

哇！這麼繁複的圖

案，到底是怎麼設

計出來的啊？

設計你的阿拉伯式花紋

    看起來非常複雜的阿拉伯式花

紋，其實有它的設計規律。有些

阿拉伯式花紋並不難，來，準備

剪刀跟色紙，一起動手做做看。

2020.04 未來兒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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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英語

Are You Ready for 
the Exams?

Jack & Jill

64 未來兒童  2020.04

textbook
課本 notebook

筆記本

school bag
書包

　           Jack       和  Jill     在書桌前念書，

Jill       非常著急，因為她快要念

不完了。而           Jack       一派輕鬆，

一邊吃著零食，一邊看漫

畫書。

I’m doomed. Are you 
ready for the exams?
我完蛋了。你的考

試準備好了嗎？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又不是世界

末日。

Hey, check out my scores! 
嘿，看看我的成績！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吳慧妮

How did this happen?
怎麼會這樣？

P064-065-今天說英語-OK0316.indd   64 2020/3/16   下午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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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book
習作簿

comic book
漫畫書snack

零食
pencil case
鉛筆盒

Good luck 

on all you
r 

exams!

Do you know?
你知道學校各種不同的考試，英文要怎麼說？

・ 題目多的紙本測驗是 test。

・ 期中考是 mid-term exam。

・ 期末考則是 final exam 。

記得 “Don’t cram for your exams. ”（不要臨時抱佛腳！）

吳敏蘭   臺大外文系、美國哈佛大學雙語教
育碩士。受過六國文化洗禮，學過七種語言，

現任凱斯教育機構執行長。

What am I going to do?  
I need more time to 
review for the exams!
怎麼辦？我需要

更多時間複習！

Can you please relax? This 
is only the mid-term exam! 
你可以輕鬆點嗎？

這只是期中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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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穎卿　繪圖／吉娜兒　企編／胡純禎　版面／Amann　

親愛的丁丁、琪琪：

上星期看到小朋友為了彈

琴而哭，想了好幾天，覺得

應該跟你們討論我對用「哭」

來解決問題的看法。

這些年，Bubu 老師常看到

不同的孩子為了不該哭

的事而哭，但從來沒

有仔細的建議你們，

在某些狀況要忍住眼

淚、面對問題。

除了哭，還可以這麼做
人在悲傷或特別感動

的時候都會哭，哭並不是

不好，或該被禁止的情緒表

現。但是稍遇困難就哭，希望

用哭來獲得安慰、幫助，或逃避

責任，就真的是不好的習慣了！

比哭更好的辦法

未來兒童  2020.0470

P070-072-BUBU老師說-OK0316.indd   70 2020/3/16   下午7:24

小時候生活經驗和語言表達的能力不夠，有

時只好用哭來求助。但是人會長大，慢慢接受

教導之後，就不會像以前那麼愛哭了，因為兩

方面有了進步：

一是看待問題的眼光漸漸正確了。另一

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了。

哭完之後，怎麼辦？
所以，以後你們遇到困難時想哭，

學著先問自己兩個問題：

 1 .     眼前的情況真有這麼嚴重嗎？

 2 .     應該用什麼辦法處理才對，我盡

力試過所有方法了嗎？

舉個例子，上個月你們做測

驗，有一個小朋友哭了，原因

是他沒拿到其中一

張考卷。如果思考剛

剛提到的兩個問

題，這個小朋

友只要開口就

可拿到缺的試卷，這樣

多簡單！但是他一哭，

耽誤了大家的時間，也

打攪同學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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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尚未完全現身，天界卻已熱鬧非凡，幾

千名仙子聚集在一起，胸前都別著小紅花。

這些仙子分別屬於春、夏、秋、冬四位大神

門下，今天是他們的畢業典禮，往後他們將下

凡至人間，推動四季的天氣風景。此時應該出

現的春仙子阿芽，卻還在被窩裡。

「叮咚咚！」掛在阿芽胸前的白玉板震動了幾

下，是春大神傳來的訊息，要他別遲到。

「師 真囉 。」阿芽昨天爬到梧桐樹上

看神鳥孵蛋，現在沒體力起床。

說故事
時間

春仙子阿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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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芽是春大神教過最聰明的學生，別

人覺得困難的法術，他只要練習幾次，

便能使出一個模樣。

有時候，春大神會想把阿芽訓練成接班

人，但阿芽的行為總讓他斷了這個想法。

春大神在阿芽上課遲到後，將他叫到

面前來訓話。

「師 ，不準時有什麼關係？」 阿芽理

直氣壯：「我又不像別人得花很多時間學習。」

春大神搖頭：「就算如此，你遲到時，有些法

術不就沒學到了嗎？」

阿芽撇嘴：「我自己看課本，隨便練習一下就

學會了。」

春大神皺起眉，阿芽接著說：「哎喲，師 ，

我又不是去做壞事，您不要把事情看得這麼嚴

重嘛。」

喜歡牽著小狗四處散步打發時間，

登山時總想著森林裡會不會有魔神

仔出沒，也常到海邊眺望礁石上是

否有正在晒太陽的海怪。沒有受過

任何專業寫作訓練，開始動筆後，

發現書寫童話表面看起來簡單，但

實際卻是門技術活。

作者‧錵九九
生於臺南新營，主要以水彩、不透明

水彩、色鉛筆、拼貼，和一些電腦繪

圖技法來創作。在創作的過程中，喜

歡在畫面上經營堆疊和穿透的視覺效

果，常利用等待與空閒的時間寫生，

用生活說故事，希望呈現的作品是細

膩且能與人產生共鳴的創作。

繪者‧黃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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