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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有福了！最近有研究團隊利用先進

的「探地雷達」技術，畫出一座埋在地底千年

的古羅馬城鎮的地圖。根據研究，這座城市不

但有市集、劇場和大型浴場等公共設施，還有

地下水道，跟現代城市的規劃很接近。

更棒的是，研究人員在過程中完全沒有動到

一磚一瓦，只靠收集和分析探地雷達回傳的數

據。比起過去要花大量人力、物力開挖才能獲

得珍貴史料，科技考古實在便利多了！

探地雷達立大功
千年羅馬古城現形！

編撰／黃瑗瑗　繪圖／蔡元婷　

企編／良月　版面／何心瑜

4 未來兒童  2020.08

 © Howardhudson / 創用cc授權 

考古學不只研

究文物，也研

究古生物。

古羅馬城鎮法列利諾維，大部分遺跡仍掩埋在地下，雷達地圖

（右）讓世人一窺它的真實樣貌。

神廟

市集

浴場

紀念碑

商店

劇場

L . Verdon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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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會發射無線電波

的儀器，這種電波可以穿

透地底，碰到物體再反射

回來。科學家把收集到的

數據加以分析，就能知道

地底有什麼。

除了找古蹟，探地雷
達還能做什麼？

能做的可多了。士兵們用它偵

查哪裡有危險的地雷，科學家

尋找地下的冰川或者礦石，甚

至用它找到水庫哪裡漏水！

是真的，而且

在不同表面都能

使用，例如：岩

石、土壤、冰或

人行道等。不過

缺點是一旦遇到

黏土或有鹽分的

土質，探測能力

就會受限。

他們把探地雷達裝在越

野車後面，像耕田一樣掃

過整個區域，再把收集到

的大量數據轉成3D地圖。

這種方法可以省下大量人

力物力，每公頃只需要花

大約二十個小時。 

什麼是探地雷達？

考古學家怎麼
利用它工作？

它真的這麼
厲害？

2020.08 未來兒童 5

太空人也用它探測

火星表面，尋找古

老微生物的蹤跡。

這就是神

奇的探地

雷達！

L . Verdonc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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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七月七日，也就是「七夕」的晚

上，讓我們走到戶外，在涼爽的夏夜

晚風中看星星吧！

一年裡，再也沒有哪一天比七夕更適

合欣賞夏季星座了！為什麼？根據傳說

故事，七夕是織女和牛郎一年一度相

見的日子，而織女星和牛郎星，正

是夏季星空裡的兩大

明星！

在開始看星

星前，先來聽

聽他們的故

事吧！

撰文／唐炘炘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林韻華　版面／劍魚

  七夕，
來看牛郎織女星

6 未來兒童  2020.08

特別企劃

P006-011-特別企劃七夕牛郎織女-OK0714.indd   6 2020/7/14   下午8:03

織女和牛郎的故事

從前，神仙住的天庭

和凡人所在的人間，隔著一條銀河。天帝的小

女兒織女，善於編織，織出許多絢爛的雲彩。

後來，織女嫁給住在銀河另一邊的牛郎，兩

人十分恩愛，生了兩個孩子。但是，織女卻偷

懶不想編織，牛郎也不好好種田。天帝非常生

氣，把織女帶回天庭。

牛郎趕緊將孩子放入簍子，用扁擔挑著，往

天庭追去。正要渡過銀河時，天帝卻掀起滔天

巨浪，阻擋了牛郎。

織女和牛郎傷心得天天流淚，最後，天帝答

應他們可以在每年七夕越過銀河見面。深受感

動的喜鵲，便在這天，一隻隻排成

鵲橋，幫助兩人渡河團聚。

光年
是光走一年的距離，大約是

9460000000000 (九兆四千 
六百億 )  公里。我們現在抬
頭看到星星的光，都是過去

好幾年前所發出的。

織女星和牛郎星會在七夕靠近嗎？

不會！織女星和牛郎星是「恆星」，

在宇宙裡大致維持在固定位置，不會

繞行移動。而且織女星和牛郎星相距

約十六光年，就算是光，也要花十六

年才能走得到。

2020.08 未來兒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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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呼呼呼─」大家好，我叫小呼，是

太平洋南方新生成的輕度颱風，這個夏

天準備到臺灣旅遊⋯⋯什麼，

禁止入境？嗚嗚嗚，

大家都不喜歡我們

颱風。

喝海水長大的颱風 

14 未來兒童  2020.08

封面
故事

撰文／黃曉
君　繪圖、

版面／王書
曼　企編／

李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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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颱風常

夾帶強風豪雨，引發

可怕的洪水、海嘯、土

石流，造成人類生命財

產的重大損失。但我們不

全是壞蛋，有時也是有貢獻

的。臺灣每年三分之一的雨量

都來自我們，如果梅雨季雨量不

夠，加上一整年都沒有颱風，水庫

就會乾巴巴，無水可用。

颱風到底乖，不乖？我們如何長大？

為什麼夾帶狂風暴雨？颱風的路徑為什

麼總是捉摸不定？跟我一起來了解吧！  

颱風小學堂

颱風，是指發生在熱帶海洋

上一種非常猛烈的風暴。颱

風的名稱，是由臺語的「風

篩」演變而來。但颱風不只

出現在臺灣，只是各地名稱

不同，在美國叫做颶風、在

菲律賓稱為碧瑤、澳洲原住

民則稱颱風為威烈威烈。 颱風吹襲，許多行道樹被風吹倒，連根拔起。

達志 / Shutterstock

喝海水長大的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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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如果你在公園或郊區的光蠟樹幹上，

看到長條型的刻痕，表示你發現了獨角仙留下

的密碼。這密碼的意思是：歡迎參加夏日蟲蟲

派對！

順著刻痕往樹幹上尋找，經常可以找到派對

的主角，就是穿著一身氣派盔甲、黑得發亮的

甲蟲 ──獨角仙。一看到獨角

仙，你馬上就懂為什麼叫

這個名 ，因為牠們的

頭上有一根長長的角，

非常神氣！不過，只

有公的獨角仙才有

角喔。

誰破壞公物，把樹幹挖

得一條一條的？
獨角仙啊！

派對守則

參加蟲蟲派對，

要有禮貌，千萬

不可以把獨角仙

抓回家喔！

58 未來兒童  2020.08

特別企劃

撰文／唐炘炘　繪圖／陳佳蕙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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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朋引伴喝到飽

開派對要做什麼呢？當然少不了吃

吃喝喝嘍！光蠟樹的樹幹裡，含有非

常豐富的香甜汁液，蟲蟲們都愛喝。不

過，想喝可沒那麼容易，汁液藏在硬硬

的樹幹裡，怎麼樣才喝得到呢？

對大顎強而有力的獨角仙來說，這完全

不成問題。看，一隻獨角仙趴在樹幹上，用大

顎一點一點把樹皮咬破。樹液流出來嘍！啊，

實在是太好喝了，喝完還想再喝。牠繼續向前

走，繼續咬破樹皮，繼續痛快的喝。原來，樹

幹上一條條的刻痕，是這樣來的！

我是鍬形蟲。

派對場地──光蠟樹

許多樹都有樹液，但在臺灣，獨角仙

特別喜愛光蠟樹的樹液。夏日時，樹幹上總會聚

集許多獨角仙，有時甚至可達上百隻呢！光蠟樹

有兩大特徵：

樹幹：有特別的雲朵狀

樹皮剝痕。

樹梢：夏天時長

滿了細細長長的

米白色翅果。

歡迎一起來

品嚐樹液。

新朋友？

你是……

2020.08 未來兒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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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英語

Can We Give Away 
the Baseball Bat?

Jack & Jill

66 未來兒童  2020.08

房間地上堆滿了運動器材，爸

爸請           Jack       和  Jill      整理，把不會用到

的器材轉送別人，姊弟兩人正在

傷腦筋⋯⋯

Dad says we should sort out our 
sports equipment. Can we give 
away the baseball bat?
爸爸要我們整理運動器

材。我們把棒球棒送人

好嗎？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何心瑜

You should keep 
the jump rope.
你應該留著

跳繩。

Yes, jumping rope can 
help me to grow taller.
對，跳繩可以幫助

我長高一點。

I found my diabolo! 
我找到我的扯

鈴了！

Are you sure you can 
still play it? Ouch!
你確定你還會玩

嗎？哎喲 ——

P066-067-今天說英語-0710-OK.indd   66 2020/7/13   下午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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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olo
扯鈴

scooter
滑板車

badminton racket 
羽毛球拍

shuttlecock
羽毛球

basketball
籃球

Pass it 

forward! 

Do you know?
你家裡也有很多用不到的文具（stationery）和

玩具 （toys）嗎？找個時間整理一下，可以

送親朋好友 （give away to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也可以捐贈給需要的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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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we do have too many. 
But I am not good at any of 
it ......
哇，東西真的好多。但

是我好像沒有一項運動

是精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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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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有機會跟你們日夜相處，

我更了解孩子懂得體貼，對於一

個家庭來說有多麼珍貴和重要。

體貼是一種行動
連續兩天了，我跟洗完澡

的琪琪說：「頭髮吹乾前，記

得要把擦頭巾披在肩膀上！」

當時琪琪對我點點頭，但隔

天還是忘了。洗過澡之後，

長髮溼透 T 恤的後背，水也

滴在沿途走過的地板上。

「體貼」是這麼容易說出

口，但是很少人細想，一個

體貼的人，必須同時擁有多種

能力。因為體貼不只是一種心意

或語言，還是行動。它包含這些

能力：

體貼的三種能力

未來兒童  2020.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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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細節、持之以恆
要夠敏感、有觀察力：

比如有疫情的這段時間，很多小朋

友學會勤洗手，卻不一定懂得維持洗

手槽的清潔，把水噴得到處都是，

使環境也受到汙染，就是因為對整

個洗手流程不敏感。

 具備完成工作的好能力：

有些人很有心，卻沒辦法把

事情做好，所以最後達不到想

要體貼他人的心意。

例如小朋友樂意分擔家務，

但沒有研究方法，也不認真練

習，常常一片熱情卻製造更多

的問題。他們擦完的桌子溼淋

淋，要重擦一次；幫忙挑完菜

之後，地板到處是枝葉，要再

花時間清理。最後，對方並沒有

因為他們的幫忙

而感到輕鬆。

能夠持續做到：

體貼是持續做下

去的行為，並不是

做一次、兩次就夠

了。比如東西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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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蛋糕嘍！

你們一人一半。

分成一樣大的兩塊，

才不會吵架。

怎麼切呢？

直切、橫切、斜切都可以。

蛋糕平分成一半：

一個蛋糕平均分成兩個，分給兩個人，每個

人各拿其中的一份，用數學符號表示，就是　

個。　個中間的橫線像一把切東西的刀子，橫

線下面的   2 ，代表把蛋糕分成兩份，橫線上面

的   1 是分成兩份之後，取其中的一份。

1
2

1
2

數學裡的「分東西」，一定要「平分」，意

思是不管怎麼分、分成幾份，分出來的每一份

都要一樣多、一樣大。把東西平均分成幾份，

取其中的幾份，叫做分數。

顧問／鍾靜　撰文／黃琡懿　繪圖／茜Cian　企編／林韻華　版面／劍魚

數學

真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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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吃半個披

薩──　個。 你們倆吃的一樣多嗎？

都是　個，

一樣多呀。
2
一
1

不一定。如果

原來的披薩不

一樣大呢？

我也可以喔。

個小披薩和      個大披薩，雖然都是      個，但實際大小並不一樣。

原來的「一個」，一樣大嗎？

2
一
1

把原來完整的兩個披薩拿出來比較，發現其

中一人吃的是大披薩，另一個吃的是小披薩。

大披薩和小披薩的一半，雖然都是　個，但它

們不是從相同大小的披薩分出來，所以不能說

兩個人吃的披薩一樣

多。在比較分數時，

首先要確定整體量是

否相同，原來的「一

個」是不是一樣大，

否則無法比較。 

1
2

請將方塊平分

成八份，試試

看，最少找出

四種分法。

快來挑戰！

（答案請見第 96 頁）

鍾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教授，曾任教育部九年
一貫課程數學領域召集人，專長為國小數學課程設計與師資培育。

黃琡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

研究所畢業，現任臺北市武功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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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們最愛吃雞蛋，偏偏自己又不會生，只

好用「偷」的！

老鼠們費了好大的勁，通力合作挖了一些

地道，直達「開心雞場」。他們刻意選在

晚上兩、三點，孵蛋母雞最睏的時刻，

下手偷蛋。

說故事
時間

孵雞蛋的
小老鼠撰文／麥莉　繪圖／黃雅玲

企編／周宜靜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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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東方語文學系、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畢業。曾獲國語日報童話第二屆牧笛獎佳作、

民生報2000年童詩、兒歌兩項佳作、2003年文

建會兒歌 100國語類佳作、2004年文建會文學

獎童話類首獎⋯⋯等獎項。喜愛兒童文學相關

創作，一直努力發表童話、童詩、兒歌作品。

作者‧麥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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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