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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抱抱嗎？不少科學研究發現，不論擁抱

人或動物，我們都會感到喜悅及平靜。如果對

象是樹呢？冰島林務局一位護林員，分享他的

體驗：「你會感覺到一股暖流，從大樹傳過來，

讓你全身放鬆。」

因此，冰島林務局用心推廣「抱樹活動」，

邀請民眾走進森林，從許多年紀超過一百歲的

大樹中，選一棵喜歡的樹。只要五分鐘抱抱，

就能感受來自大自然的溫暖和善意。

冰島人消除煩惱妙招：

擁抱大樹！

編撰／鄧小非　繪圖／蔡元婷　

企編／史黛西　版面／黃淑雅、何心瑜

6 未來兒童  2020.06

SKÓGRÆKTIN 提供

防疫期間不方

便抱人，就來

抱樹吧！

當你覺得心情煩悶，走出門，抱一抱樹吧！

P006-007-新聞聊天室-OK0514.indd   6 2020/5/14   下午5:15

在森林中，植物散發出

來的「芬多精」，有鎮定

情緒的功效。此外，抱樹

能促進人體分泌一種荷爾

蒙，使心跳平穩、

舒緩。

擁抱的幸福感

擁抱為什麼會讓人感覺美好？科學報

告指出，因為它能激發大腦，釋放多

種激素，像是：
●	多巴胺：產生興奮及快樂感受。
●	 	血清素：能夠舒緩焦慮，讓人愉悅

且放鬆。
●	 	催產素：可以消除壓力，讓人產生

親密感和信任感。

護林員建議，

最好先在林間走

一走，抬頭看看

樹頂，用手摸一

下樹皮，再聞聞

樹的味道。然後

憑當下的感覺，

選一棵自己喜歡

的樹。

擁抱前，仔細觀察樹

的模樣，再展開雙手環

繞樹身，接著輕輕靠上

臉頰，閉上眼睛，感覺

自己靠在樹上的肩膀、

腿 ……   。各種擁抱姿勢

都可以，時間五分鐘就

夠了。 

為什麼抱樹能放鬆心情？ 

抱樹有什麼技巧嗎？

怎麼選樹
比較好？ 

2020.06 未來兒童 7

接觸綠色環境，

對小孩的健康有

幫助喔！

試試擁

抱吧！我的心情不

太好 ⋯⋯

我好像聽見

樹跟我說：

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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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過瘧疾嗎？它是一種可怕的傳

染病，特別在六十多年前。

那時，原本可以對抗瘧疾的特

效藥竟然漸漸失效了，許

多地方瘧疾病情愈來愈嚴

重。得了瘧疾的人，會發

高燒、頭痛、血尿      ……   最

後甚至死去。

幸好，一種全新的特效

藥──「青蒿素」誕生，幫

助數百萬人免於死亡。

是誰這麼厲害，發

現青蒿素？她叫屠

呦呦，一位中國科

中國醫藥學家，她精通中西醫

學，發現了抗瘧

疾藥物「青

蒿素」。曾

獲得諾貝爾

生理醫學獎

等榮譽。

夢想很輕，卻因此擁

有飛向藍天的力量。

撰文／楊上潔 

繪圖／右耳　

企編／史黛西　

版面／寶小林

不屈不撓，發明解藥的科學家

8 未來兒童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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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名叫「呦呦」？
「呦呦」這個名字取自《詩經》，意思是小鹿的叫聲。原

來，屠呦呦出生時，父親從她的哭聲聯想到「呦呦鹿鳴，

食野之蒿」，也就是小鹿一邊叫，一邊吃野草的意思。

學家，花了數十年的時間研究小草

青蒿。因為這個重大貢獻，屠呦呦在

2015年榮獲諾貝爾獎，成為第一個榮獲

科學類諾貝爾獎的華人女科學家。一起

來看看她的故事。

病床上的願望

屠呦呦會走上醫藥之路，與她在

十六歲那年生的一場大病有關──

染上肺結核，在家休養

了兩年。這場病在

她的心裡埋下一顆

種子：「醫藥的作用

很神奇，如果我學

會了，不僅能讓自

己遠離病痛，還能

救更多人。」這個單

純的願望，催生出

一代藥學家。

2020.06 未來兒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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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跟你說，我剛經歷一場不可思議的

奇幻旅程！

那天，深夜十二點的鐘剛響，我在半夢

半醒之間，看到一個自稱「酷比」的不明

生物。他問：「這陣子放假都待在家，你一

定悶壞了吧？」是啊，我想去旅行、想去探

險、想去體驗那些新奇事物         ……         

「沒問題！」他自信滿滿的

說：「只要透過『高科技道

具』，無論任何時候、

要進入「魔幻

世界」了嗎？

VR、AR 奇幻歷險 

12 未來兒童  2020.06

撰文、企編／徐意筑　審訂／瞿志行（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繪圖／22　版面／Amann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P012-023-20GJ010.indd   12 2020/5/18   13:05

任何地方，你的願望都可以成真！」

我本來不相信，這根本是卡通或電影的劇情

嘛。但他說只要利用 VR、AR 技術，便能瞬間將

我傳送到想去的地方，或讓某些魔幻的景物瞬

間來到我面前。

這時，酷比給我一副很

奇特的眼鏡。我戴上

後，結果  ……        

一起探

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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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動物
大解密

世界上有一些動物很特

別，身上只有黑與白兩種

顏色，像是貓熊、馬來貘、

斑馬。為什麼牠們身上只有

黑白色？這樣的設計是為了

什麼？我們先一起來看看貓

熊黑白的祕密。

嗨！你在看

我嗎？

有科學家認為，黑耳朵讓貓熊看起來

比較凶；但有人不這麼認為，因為貓

熊沒有天敵，不需要威嚇別人。

黑眼窩，讓同類一眼

就認出自己是貓熊。

小檔案

名字：貓熊                   
家鄉：中國的山上

興趣：吃竹子               
專長：在樹枝上睡覺

撰文、企編／鄒容　

顧問、審訂／李士傑（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繪圖／程宜方Yifun　版面／何心瑜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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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色是保護色

貓熊的黑白毛色看起來好可愛，

但並不是用來討人喜歡，而是一種

保護色，幫助牠們躲避敵人。

貓熊的四隻腳都是黑色，當牠趴在樹

上時，黑黑的四肢遠看像極了樹枝。

至於圓滾滾的肚子與屁股為什麼是白

色的？科學家認為，或許這樣能讓牠們

在雪地裡，比較不容易被其他生物

發現。

瞧！當貓熊趴在樹上，

四肢的顏色是不是讓牠

「隱藏」起來了？ 

黑色容易吸熱，因此黑色四肢

和黑耳朵可以讓雪地裡的貓熊

保持溫暖，避免熱跑掉了。

一開始不是黑白

貓熊的祖先，早在八百萬年前

就出現在地球上。牠們生活在

溫暖潮溼的地方，吃肉，也吃竹

子；毛色跟現在不同，是灰的。

後來環境變冷，能吃的食物變

少，於是牠們來到溫暖的南方，演化成現

在的模樣。

撰文、企編／鄒容　

顧問、審訂／李士傑（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繪圖／程宜方Yifun　版面／何心瑜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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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五月五，過端午。

你應該知道，農曆五月五日，

要吃粽子、划龍舟，紀念屈原；

傳說在兩千多年前的這天，屈原

懷抱著孤單、委屈的心情，沉進

了水裡。

為什麼屈原會覺得孤單？我們

又為什麼要紀念他？一起回到兩

千多年前，看看屈原與老漁夫相

遇的故 吧。

撰文、企編／張靜如　繪圖／薛慧瑩　版面／蔚藍鯨

端午節故事

屈原與老漁夫

老漁夫

我，住在楚國南方

的鄉下。

60 未來兒童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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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多年前的河邊……

我是住在楚國南方鄉下的

漁夫，一輩子都沒見過大人物。

最近，聽說有個貴族來到我們這裡，

他的名 是屈原。

光聽名 ，就知道他的地位很高。

怎麼說？我們楚國，有屈、景、昭三

個貴族姓氏，世世代代都是國家的重

要大臣。屈原更不得了，他負責掌管

這三家貴族 ⋯⋯奇怪了，他怎麼會到

鄉下來？

憔悴的屈原

我邊划著船邊想，突然看見一個

人孤零零的走在岸邊，唉聲歎氣。

咦？他不就是大家口中的屈原嗎？

我停下船，問他：「高貴的三閭大

夫，你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屈原

楚國的貴族，擔任掌管祭祀與貴

族事務的「三閭大夫」。因為主

張對抗秦國，遭到親近秦國的大

臣陷害，被趕到偏遠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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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日本孩子去賞花
撰文／黃瑗瑗　繪圖／詹波　企編／史黛西　版面／何心瑜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66 未來兒童  2020.06

位於東北亞，是一個狹長的海島國家，

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島，和

數千座小島組成。

日．本．小．檔．案

北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朝鮮半島

中國大陸

嗨，我是百合子，今年六歲。猜猜每年最多

臺灣人造訪的國家是哪個？沒錯，就是日本。

說起日本，你一定不陌生，你們生活中的許多

產品，例如路上常見的 TOYOTA汽車，家裡客廳

的 Sony電視，或是你手中的任天堂遊戲機，都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產品。除了這些，你對

日本的認識還有多少呢？

66 未來兒童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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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漢字

日本從 1995 年開始，每

年底會請民眾票選心目

中的年度漢字。2019 年

的是「令」，因為這一

年新天皇上

任，日本進

入了「令和

時代」。

2020.06 未來兒童 67

熟悉又陌生的文字

看，街道上的日文招牌，

是不是有些熟悉？沒錯，日

文是由兩種文字組成，一種

是漢字，也就是你認識的中

文；另一種叫假名，是從漢

字的筆畫簡化而來的。

為什麼用漢字？日本曾有

很長一段時間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包括佛教。

為了研讀佛經，日本人開始學漢字，假名則是

後來才創造的。一樣都是漢字，意思卻跟中文

差很多。猜猜看，「切手」、「勉強」各代表

什麼？ （答案請見第 98 頁）

2020.06 未來兒童 67

P066-070-去哪交朋友日本-OK0514.indd   67 2020/5/14   下午6:31



今天說英語

What’s Your 
Birthday Wish?

Jack & Jill

72 未來兒童  2020.06

basketball
籃球

sneakers
球鞋

　           Jack       的生日快到了，爸爸媽媽

想要幫他準備一個特別的生

日禮物。他們請姊姊         Jill        

去探探口風，看看

           Jack       想要什

麼禮物⋯⋯

I am so excited! It’s my 
birthday tomorrow! 
我好興奮喲！明

天是我的生日。

Maybe you can wish 
for a big birthday cake!
你可以許願，收到

一個大生日蛋糕！

No way. I am wishing 
for a basketball.
才不要。我想要

一顆籃球。

So what did you get for 
present from Dad and Mom?
結果爸媽送你什麼生日

禮物？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吳慧妮

A dictionary......
一本字典 ⋯⋯

P072-073-今天說英語-0511-OK.indd   72 2020/5/13   下午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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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樂高積木

bicycle
單車

stationery
文具

soccer ball 
足球

May all 

your wishe
s 

come true!
Do you know?
你知道壽星的英文怎麼說嗎？就是 birthday boy / birthday 

girl 。一般來說，大家會在慶生會（birthday party）的生

日蛋糕（birthday cake）上，插上蠟燭（birthday candles） 。

大家唱完《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You）》之後，

壽星可以許三個生日願望（birthday wishes）——

據說，一口氣吹熄蠟燭，願望就會實現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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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our birthday wish? 
Have you made a wish yet? 
你有什麼生日願望？

許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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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丁丁、琪琪：

前天上課的時候，有位小

朋友跑來跟我說：「阿勤不讓

我把火關小！」

這位小朋友和他的哥哥阿勤分

在同一組做菜，但兩個人對火力調

整有不同的意見。同在一起工作，

每個人對事情不一定有相同

的看法，所以，我只鼓勵他

們自己觀察狀況，再決定怎

麼做才是正確的。

另一種溫柔的可能
不久，弟弟又來找我了：「阿

勤用腳踢我！」於是，Bubu 老師

把兩兄弟叫過來，告 他們幾

件事：

人與人相處或合作，無論雙方意見多麼

不合，絕對不可以動手。

手足間的溫柔

未來兒童  2020.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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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為小事吵架或爭奪。比如在課堂上你們

經常搶著坐同一個座位、伸手拿對方正在使用

的鉛筆或杯子。這表示你們很不專心，把大部

分的心力用來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

也因為這樣，你們才會不斷的向老

師告狀。

希望從稱呼改起。我從來沒有

聽過你們以弟弟、哥哥相稱，

不只彼此呼名喚姓，還經常喊

「喂」，甚至用手指、用身體

推來叫對方。這是不對的，從

今天起，改掉這個壞習慣吧。

比成績更重要的事
丁丁、琪琪，你們是姊弟，

平常意見不一，爭吵鬥氣的事

也不少，所以應該能了解 Bubu

老師的一番用心。

我在教學中遇到

過不少手足；有

的感情很好，有

的相處冷淡，更糟的就整

天爭吵不斷。每看到一次，

我就會想像這些孩子帶給父

母的安慰或煩憂。

2020.06 未來兒童 75

P074-076-BUBU老師說-0511-OK.indd   75 2020/5/13   下午4:04



82 未來兒童  2020.06

瓜里鎮本來叫做狐狸鎮，因為搬來的「人」

愈來愈多，後來才改了名 。事實上，無論是

從前還是現在，瓜里鎮的確住了一群會魔法的

狐狸，他們藉由魔法的保護，和人類相安無事

的生活在一起。

桃花盛開那天，也是狐狸學校開學的日子。

小狐狸阿迪很興奮，過完年，他就九歲了，剛

好是狐狸學變身術的年紀。

說故事
時間

夾緊尾巴去上學
撰文／言日初　繪圖／唐唐

企編／周宜靜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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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體制學校擔任國語文老師，一生熱

愛閱讀，被戲稱像一座「內建圖書館」。

舉凡書籍、動畫、電影，都是他駐足的

遊樂場，尤其喜歡在文字和腦內小劇場

間來回穿梭。相信唯有閱讀超能力，才

能拯救這個世界。

作者‧言日初
本名唐壽南，喜歡任何與創作有關的事，

覺得創作繪本最有趣的，是可以一再重

溫童年的快樂時光。作品曾數次入選國

際獎項，也多次獲選為義大利波隆那兒

童書展臺灣館推薦插畫家。已出版作品

包括《偷蛋龍與兔兔的成長歷險套書》、

《小狗噗噗搬新家》⋯⋯等。

繪者‧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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