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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是

神鷹，還

會觀察其

他鳥類！

安地斯神鷹

不必一直揮動

翅膀，就能飛

上半天？

南美洲的安

地斯神鷹是一

種禿鷹，以吃

腐肉為生，張

開雙翅有三公

尺長，體重達十五公斤。在飛行時，巨大的體

格會消耗許多能量。因此，科學家很好奇，牠

們有什麼「節能」高招？最近，英國研究團隊

為神鷹裝上飛行記錄器，果然有了新發現。

原來，安地斯神鷹振翅起飛後，就隨著上升

氣流在空中盤旋，很少著陸。更驚人的是，有

隻神鷹竟在高空逗留五小時以上，飛了近兩百

公里，完全沒有揮動雙翅。研究人員

推測，神鷹可能從其他鳥類

的飛行路線，知道氣流在哪

裡，才能飛得這麼省力。

編撰／鄧小非　企編／張馨心

版面／Amann

安地斯神鷹借風使力
空中飛翔五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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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鏡頭到海

底瞧一瞧：

斯里蘭卡是個島國，位

於印度東南方的海上。為

了吸引潛水人士來觀光，

政府在古城迦勒，打造國

內第一座水下博物館。

只要下潛十五公尺，就

能看見各類雕塑：大砲、

美人魚、戰士。這些都是

海軍人員親手製作，除了混凝土和鋼材，還使

用了環保材料，它們能充當珊瑚和魚類的復育

區，讓博物館多采多姿，也有利漁業發展。 

不必養牛取肉，以色

列一家公司使用植物原

料和 3D列印技術，成功產

出人造牛排。而且口感、外

觀都很像真的牛肉。他們怎麼辦到的？

食品工程師表示，經過分析，他們找到模仿

的重點：肌肉、血水和油脂。因此，靠著三種

噴頭，每小時能列印三到六公斤牛排。現在，

公司正努力提高產量，打算明年進軍歐洲，讓

愛吃肉的人，也能吃出環保和健康。

以色列新創產品：
3D 列印牛排

斯里蘭卡推出水下博物館

潛水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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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007地球新鮮事0814-ok.indd   7 2020/8/14   下午6:34



童話般的國度捷克
撰文／吳立萍　繪圖／顏寧儀　企編／蔡珮瑤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嗨，我叫 JANA，今年十歲，住在布拉格。

這裡是捷克的首都，和臺北市是姊妹市，希

望大家能夠多多認識我的國家和城市。

許多人來到布拉格，都會覺得這裡好「童

話」，就算屋頂上突然跳出一個小精靈也不

怪。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建築！

仔細觀察，會發現布拉格很多房子都是紅

色屋頂、黃色外牆，一棟棟連在一起，整

齊又可愛。如果在黃昏時看建築的高

塔剪影，更是漂亮。布拉格「千塔之

城」的稱呼，就是這麼來的。

講捷克語的學生才能免費

上學，如果要上私立學校

或講其他語言的學生，就

必須繳學費。

8 未來兒童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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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生活的學習

我雖然住在童話城市裡，並

不是每天都在幻想喔，和各地

的小朋友一樣，我也要上學。

我們這裡的小學要上五年，國

家會幫忙出學費，而且一直提

供到讀完博士。

我們小學生沒有家庭作業，

一到三年級有事物課，老師會

帶我們體驗生活，學習良好的生活習慣。四、

五年級開始上文學、歷史和科學等課程。我今

年要升四年級，對這些新課程

好期待呀！

這是我們的

傳統服裝！

捷克位在歐洲大陸的中央，

四周被各國環繞，是一個內

陸國家。捷克的面積大約等

於兩個臺灣，但人口只有臺

灣的一半左右。

捷．克．小．檔．案

捷　 　克

布拉格

波　蘭

斯洛伐克奧地利

德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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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上看到毛茸茸、軟呼呼

的幼貓，歪著頭，一臉無辜的表

情，是不是讓你的心跟著柔軟起來，

覺得：「怎麼這麼可愛！」

見到綿羊媽媽耐心十足，餵飽一群搶著

吃奶的小羊們，你是不是也親情洋溢，覺

得：「怎麼這麼有愛！」

再看電視主持人抱著貓熊，興奮滿足的

神情，恨不得自己也能親

自上場，感受一下懷抱貓

熊有多蓬軟溫暖⋯⋯

貓咪、綿羊、貓熊都是

哺乳動物，用乳汁哺養小

撰文／喬望舒 　繪圖／右耳 　企編／李世榮　

版面／蔚藍鯨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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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動物的英文mammal，

源自拉丁語的 mamma，意

思是乳房，代表以乳汁哺育

幼仔的動物。

有大有小，差異最多！

哺乳類動物約有五千多種，種

類不算多。鳥類有近萬種，魚

類有四萬多種，昆蟲更多達數

百萬種！

但說到種類間的差異，哺乳動

物遠遠勝過其他動物家族。豐

富的多樣性，使得哺乳動物能

夠生活在不同的環境。無論天

空、大海、地洞，還是極地、

沙漠，到處都有牠們的蹤影。

撰文／喬望舒 　繪圖／右耳 　企編／李世榮　

版面／蔚藍鯨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寶寶，有毛茸茸的外表，能

夠時時保持溫暖。人類看到牠

們總有一種親切和熟悉感，或許就是

因為我們也是哺乳動物吧。

哺乳動物是個龐大的家族，算一算，大

約有五千多種。除了人類，猩 、獅子、

大象、長頸鹿，還有老鼠、袋鼠⋯⋯都是

這個大家族的成員。看牠們外形相差

這麼多，吃東西的方法五花八門，可

以想像：哺乳動物一定具有優秀的適

應力，什麼環境都能存活。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些與眾不同

的哺乳動物，看看牠們靠哪些特殊

能力，成為生物世界的優勢族群！ 

2020.09 未來兒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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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英語

Can My Friends 
Come Over?

Jack & Jill

40 未來兒童  2020.09

communication book 
聯絡簿

checklist
清單

homework
功課

週末到了，Jack       和  Jill      的心情卻大不同。  Jill      看

著功課清單，很擔心無法完成老師指派的功

課。Jack卻一心想邀請這學期認識的新同學到

家裡玩⋯⋯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何心瑜

I can’t do my 
homework if your 
friends are over 
at our house.
如果你朋友來

家裡，我沒辦

法寫功課。

No worries. I 
promise we will be 
as quiet as a mouse.
別擔心，我保證

我們會很安靜。

Jack! You promised 
me you won’t be 
so loud!
傑克！你說過不

會這麼吵的！

I’m sorry! We got 
out of control!
對不起！我們

失控了。

P040-041今天說英語-0814-ok.indd   40 2020/8/14   下午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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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電話

games
遊戲

snacks
零食

Do you hav
e a 

BFF( Best F
riend 

Forever)? 

Do you know?
你有好朋友嗎？想和朋友一起玩可以說“Let’s 

hang out together!”，若是想邀請朋友到家裡玩，

可以說 “Do you want to come over to my house?”，偶爾

和好朋友一起過夜 (sleep over) ，也會是很難得

的回憶喔！

My teacher gave us so much 
homework this weekend! I have 
so much to do! 
這週末老師出了好多功

課，我有好多要寫喔！

Hey! I made new friends this 
semester! Can my friends come 
over to our house this weekend?
嘿！我這學期交了一些新

朋友。這週末我可以請朋

友到家裡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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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40-041-20GJ013.indd   41 2020/8/17   18:14



你聽過「奈米」嗎？奈米究竟是什麼？

奈米可不是我們吃的米，而是跟公分、

公尺一樣，是一種長度單位。只不過，奈

米表示的長度非常非常    …… 小，遠遠超過

我們眼睛能看到的極限。

我們時常聽到「百米賽跑」，就是一百

公尺賽跑，奈米的「米」就是公尺。而奈

米的「奈」則是「十億分之一」的意思，

也就是說，一奈米等於十億分之一公尺。

覺得很難理解嗎？你可以從一公尺開始

思考。

奈米是什麼米？

房間門把到地

板的高度通常

是 1 公尺。

把 1 公尺平分成一

百份，每一份是 1 

公分，大約是你指

甲的寬度。

把 1 公尺平分成

十億份，每一份

就是 1 奈米。

把 1 公尺平分成

一千份，每一份

是 1 毫米，差不

多是這個句子句

點的直徑。

撰文／張凱希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林韻華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原來，奈米

小到看不見。

60 未來兒童  2020.09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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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難以想像

現在你知道，奈米小到難以想像！科學家說

的「奈米尺度」通常指一到一百奈米的大小。

當物質變得很小、很小，小到奈米尺度時，

導電、導熱、磁性、光學等性質會變得很不一

樣。舉例來說，金是金黃色的，但金的奈米粒

子卻是紅色的。奈米尺度下的世界，充滿了驚

奇，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新臺幣一元硬幣

的直徑 2  公分，

是 2000 萬奈米。

九歲小朋友的身

高大約130公分，

是 13 億奈米。

人類頭髮的直

徑約 6 萬到 10

萬奈米。

 2019 新型冠狀

病毒的直徑約 

100奈米。

大腸桿菌約

 2000 到 6000

奈米長。

換算成奈米單位

2020.09 未來兒童 612020.09 未來兒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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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企編／胡純禎    版面／寶小林

倉頡出門，看見一個

男人飛奔而過，他邊跑

邊喊：「我太太生了！

生嘍！」原來是要趕回家看

太太和小寶寶的爸爸。倉頡

覺得那興奮的背影充滿了活力，立刻召集員

工，跨時空採訪，要為「奔」造一個字。

南非原住民

我們在岩畫中畫

下獵人奔跑的樣

子，腳步很大。

員工甲

我看那個人跑得

飛快，好像變出

好多隻腳，就素

描下來！

納西族人

我們東巴文裡的

「跑」，意思跟

「奔」差不多。

古埃及人

我們奔跑的象形

符號，強調雙手

擺動的動作。

70 未來兒童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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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頡看到這麼多奔跑的形

象，真想出門奔跑一下！他

耐住性子，努力思索分析。南

非岩畫中的獵人好帥喔！

那邁開的大腳步一看就知

道是在奔跑。古埃及象形

文字凸顯手的動作，一隻

腳跟翹起，免得以為在練

空手道。東巴文好像是馬拉松選手

跑到終點。員工甲最有想像力，把

奔跑中的

腳步畫成

了動畫，

太可愛了！

　，就決定

把「奔」寫

成： 。

周
朝
金
文

秦
朝
小
篆

現
代
楷
書

漢
朝
隸
書擺動雙手，腳下有

三個腳步符號，表
示跑得飛快。

下面的腳步符號被

錯寫成 （草）。
把下面三個 寫成
了「卉」。

延續隸書的寫法，
再定形。

從「無影腳」到「草上飛」

倉頡的「造字筆記本」

甲骨文中代表「跑步」的

字是「走」：　  ，

閩南語還保留

了它的原始意

思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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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8 日教師節，是至聖先師孔子的

誕辰。我們要向辛苦教導我們的老師大

聲說：「謝謝您！」

每年這一天，孔廟從一大清早就開始

祭孔大典。在祭典儀式當中，最引人注

意的是「八佾舞」。肅穆的古樂，搭配

緩慢整齊的動作，向孔子致敬。為什麼

要跳這樣的舞呢？

撰文／吳立萍　繪圖／Singing　企編／李艾澄　版面／劍魚

用身體寫字的八佾舞

我的儒家思想影響了當代

中國，也影響了世世代代

華人及鄰近的東亞國家。

本名孔丘，字仲尼，春秋時

期魯國人。孔子去世於西元

前 479年，當年，魯哀公開
始祭孔的儀式，並尊稱孔子

為「尼父」。

孔．子．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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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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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八佾舞是三千年前的中國古代禮儀，是朝

廷祭拜皇帝祖先時，才會進行的隆重大禮。

八佾舞的佾，是指排列成正方形的古代樂

舞。八指數目，無論橫列、直列都是八人，

一共有六十四人。他們右手拿雉尾羽毛做的

飾物，左手拿像笛子的竹製樂器，在古樂的

伴奏之下，動作整齊劃一。

孔子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教育家，雖然不

是皇帝，但他的思想影響了數不清的天子與

諸侯。大約一千年前，唐朝皇帝封孔子為文

宣王，以八佾舞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有些孔廟場地不大，

會改跳六佾舞—橫

列、直列各六人，共

三十六人。在古代，

六佾舞是以諸侯及宰

相為對象的古禮，同

樣是表達敬意。

八佾還是六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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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的實習生集合，接受女王巡視的那一

天，大家表現對她的愛慕和擁戴，讓小丁子決

定，將來要跟女王一樣！

但是保母阿姨告 她，那是不可能的。

「想要成為女王，你必須先擁有翅膀。」

沒錯，就是翅膀。夏天傍晚，天氣晴朗的時

候，巢裡那些長了翅膀的年輕雄蟻和雌蟻，會

成群飛出蟻巢，在空中進行飛行婚禮之後，降

落地面。

跟女王一樣
撰文／陳素宜　繪圖／Chia奇亞子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繪者‧ Chia奇亞子         
英國金士頓大學插畫研究所畢業。

有時寫字、有時畫圖的插畫設計工

作者，作品傳達細膩純樸質地。喜

歡躲在角落觀察人們的日常營生，

也喜歡與山林做好朋友，希望這世

界的樹木能多一點。

兒童文學作家，以《柿子色的街燈》

一書榮獲金鼎獎。新竹北埔人。畢

業於北埔國小、竹東國中、新竹師

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目前專職寫作。

有童話、小說和散文等五十餘冊兒

童文學創作出版。

作者‧陳素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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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2-093-說故事時間-0814-ok.indd   82 2020/8/14   下午9:25

2020.09 未來兒童 83

雄蟻任務完成後死去。雌蟻脫去翅

膀，尋找適合的地方產卵，建立新蟻

巢，成為女王。小丁子轉頭斜視空

空如也的後背，她知道自己並不

屬於有翅膀的王子和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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