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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澳洲北方的雷恩島，是全世界最大的綠

蠵龜棲息地。當地科學家最近公布，大約有六

萬四千隻綠蠵龜準備上岸產卵。這個數字怎麼

來的？過去科學家趁綠蠵龜上岸時，在牠們的

外殼塗上無毒漆，等牠們游回海中，再登船出

海清點。如今，只要用具攝影設備的無人機錄

下影像，再經過電腦軟體分析，就能更

快更準確的估算出綠蠵龜的數量。小小

無人機真是幫了大忙呢！

綠蠵龜是古老又美麗的

生物，可惜就快絕跡了。

科學家正努力不讓牠們消

失在地球上，所以必須先

掌握牠們的數量，才能做

好管理，並對症下藥。

為什麼叫綠蠵龜？

很多人以為既然叫綠蠵龜，看

起來一定綠綠的。其實綠蠵龜

的「綠」，不是形容外殼，而

是牠們的脂肪！因為綠蠵龜專

門吃海藻和海草，久而久之，

脂肪就堆積了許多葉綠素。

原因很多，像

是氣候變遷、不

當捕撈、塑膠垃

圾汙染海洋等。

加上綠蠵龜會回

到出生地產卵，

一旦這些地方被

破壞，就無法孵

育下一代。

有農夫利用它來噴灑農

藥，有人藉著它把物資和

醫療用品送到偏遠地區。

也有人把無人機做成蜜蜂

大小來授粉，甚至有科學

家用它探訪外星球。如果

是你，你會利用無人機來

做什麼？動動腦發揮一下

想像力吧！  

為什麼要清點
綠蠵龜？

目前無人機還用
在哪些地方？

綠蠵龜為什
麼快絕跡？

無人機出動
清點綠蠵龜快又準！

編撰／黃瑗瑗　繪圖／蔡元婷　

企編／良月　版面／何心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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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Barrier Reef Foundation and Queensland Government 提供 

你知道嗎？平

均一千隻海龜

只有一隻可以

平安長大。

在海裡遇到我，

請不要摸我。

今年綠蠵龜少了許

多，一定有問題。

來調查看

看吧。

照片中一點一點的可不是海洋垃圾，而是可愛的海龜。科學家最近開始利用無人機

計算牠們的數量。

Queensland Government 提供 

看無人機拍攝

到的畫面。



一頭烏黑長髮，聲音柔和，講話輕快，

她是臺灣最年輕的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

也是赫赫有名的防疫大功臣   ——唐

鳳。她最著名的功績是在新冠肺炎

防疫的初期，迅速的推出「口罩地

圖」。其實，唐鳳的電腦長才早有

目共睹。她十六歲創業，開設自

己的電腦公司；十九歲到美國矽

谷，擔任蘋果公司的顧問，同時

也是世界知名的電腦駭客。但她

的學歷卻只有「國中」，幾乎靠

著自學，學會了一切！

不愉快的童年

唐鳳從小就非

常獨特。當同齡

的孩子在拼音唸故

事時，唐鳳已經讀完

世界名著，開始翻閱

爸爸的哲學書和數學

書。七歲就擁有國中程

度的數學能力，八歲寫遊戲

程式給弟弟玩。

但是，與眾不同的想法和強烈的求知欲

望，並沒有為她帶來順遂的童年。課

堂上，老師教得太簡單，她想知道更

多，於是不停的提出問題，最後被

帶離教室，獨自待在圖書館裡。

同學對她也極不友善，讓她

飽受霸凌之苦，從此抗拒上

學。六年的小學生活，

唐鳳換了六所學校。

幸好，唐鳳擁有一對

能理解她的父母，一路

陪她尋找適合的學習方

式，尊重她的獨特性，是她最溫暖

的避風港。

CC BY 4.0 Cam
ille M

cO
uat @

 Liberati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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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其實都與眾

不同，與眾相同才

　是幻覺吧！

2019  年入選

美國《外交

政策》期刊的

全球百大思想家，

也是全球第一位跨性別的閣員。

撰文／楊上潔 

繪圖／右耳　

企編／黃小璐　

版面／寶小林
唐鳳

跨越一切的網路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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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的夏天剛過，寒冷的冬天還沒到來。

晚飯後，米爸爸摸著肚子，提議：「下個週末

我們去露營吧！」

「好！」樂樂最高興了，只要能出門，任何

活動都愛！靜靜有點猶豫，她想在家看書。

關於露營，米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像，七

嘴八舌討論著，想找出大家都接受的營地。

煮飯會滿身大汗，

我一定要洗澡。

一起確認目標

露營地通常在高山、湖邊、農場等

地方。場地選擇也很多，有的設備齊

全，什麼都有；有的在野外，非常原

始，全部靠自己。  

嗯，有水有電

很重要。

我想玩水。

這個休閒營地

附近有小溪。

需要生火嗎？我來！

這麼麻煩？

那我不去。

可以帶卡式爐啊。

我們家是第一

次露營，選休

閒營地吧。

先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APP）：植物、裝

備檢查、

觀星。

哎喲，這群都市

人出門，多帶行

動電源卡要緊。 

好─！

野營露營地

位於森林、高

山、湖泊、海邊    ……     等大

自然。因為是野外，沒有

任何人工的設備。而且交

通不方便，甚至可能步行

才能到達。適合經驗豐富

的人來挑戰。

休閒露營地　大多位在休

閒農場裡，有盥洗、衛生

設備，還提供電源。第一

次露營的人也不需擔心。

撰文／未來兒童編輯部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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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露營



 要先吃洋芋片，

還是蛋糕呢？

今天終於有

東西吃了！

嗨！脂肪 

朋友們！

歡迎報到！

我們變成

脂肪了。

人體設計
人類的身體好精緻、好偉大啊！所有的動

物中，只有人類能用十隻手指彈出複雜的樂

曲，也只有我們有了不起的大腦，可以發明

電腦、飛上太空。人類可是經過了幾百萬

年，才漸漸演化成今天的樣子。

雖然我們已經演化得和

原始人類很不一樣，但人

體還有很多設計，仍然

看得到老祖宗生活的

影子呢！

容易發胖？讓人「不餓死」

你是不是常聽到人說「我很容易變

胖」？更誇張的還有「我連喝水都會

發胖」。人類真的容易發胖嗎？

在遠古時期，人類以狩獵採集維生。打獵

要花很多時間和體力，常常好多天才獵得到

一隻動物，食物的來源很不穩定。所以人體

必須很會儲存能量，才不會在缺乏食物的時

候餓死。

到了今天，人類不需要到野外打獵，又吃

進很多高油、高糖的美食，

身體還是非常會儲存脂

肪，這就成了人

類容易發胖的

原因。

想不到的
撰文／林韋萱　審訂／王弘毅（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繪圖／許珮淨　企編／徐意筑　版面／劍魚

節約基因

是一種讓人體節約能量

的基因，會將人吃進體

內的糖分轉成脂肪，儲

存起來。還好有節約基

因，人類才能在饑荒來

臨時活下來。但節約基

因在富足的現代成了威

脅，讓人們容易肥胖，

罹患高血壓、糖尿病。

古代

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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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事
哈尼

收拾碗盤，這樣做！

●���油膩的碗盤先用

廚房紙巾擦過，

再重疊擺放。

●�量力而為，一次不要拿太多

碗盤，不要疊太高。

●��兩手端著餐具，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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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活大小事，你有什麼苦惱？或是好方法？歡迎投稿：

junior@cwgv.com.tw 跟大家分享，或是一起找到好辦法！

Z 字形擦桌子，可以

把每個角落都擦乾淨。

大家一起收拾餐

桌，很快就做完。

整理餐桌，跟著學。

擦拭餐桌，我也會！

1把大盤子裡

的剩菜裝進

小盤子。

撰文、企編／林韻華   

繪圖／SANA　

版面／蔚藍鯨

晚飯後—

我吃飽了，

要去看電視。

等一下。

至少要把自己

用過的碗筷，

拿到廚房放。

這樣拿很危險。

小心喔！

桌上有吃不完的

剩菜，怎麼辦？

跟著步驟做，

很簡單。

2用保鮮膜

完整包覆

小盤子。

3把包好保鮮膜的小盤

子放進冰箱冷藏，剩

菜要盡快吃掉喔！

1先用廚房紙巾擦拭太油膩

的殘渣和醬汁。

2將廚房抹布沾溼擰乾後，

把桌子擦乾淨。

3抹布清洗過後，再重複

擦一遍。

呼 ——



Are You Ready for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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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ch
巫婆

vampire
吸血鬼

monster
怪物

clown
小丑

mask 
面具

costumes 
服裝

props
道具

萬聖節快到了，學校將要舉辦變裝遊行，

Jack  和  Jill 跑到服裝出租店找靈感。店裡到

處是服裝、道具和面具，兩個人看了好久，

還是無法決定要選哪個造型⋯⋯

Do you like 

Halloween?Do you know?
在西方國家，萬聖節時大家會把房子改裝成鬼

屋（haunted house），而孩子會按門鈴要糖果，

大喊「不給糖，就搗蛋！（Trick or Treat! ）」許多

人還會扮成妖魔鬼怪上街遊行（costume parade ），

或是開萬聖節派對 （Halloween Party）。大家可以想

想如何發揮創意、裝扮自己喔！

Which one will you pick? 
你要選哪個造型？

I want to be a superhero!
我要當超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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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說英語

Jack & Jill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何心瑜

Wow! You 
look scary! 
哇！你看起

來好可怕。

What are you? 
You look funny!
你在扮什麼？

看起來好好笑。

Trick or 
Treat!
不給糖，

就搗蛋。

Jack! Keep your 
hands off my candy!
傑克，不要偷拿我

的糖果！



放學回家的路上，小小一眼看到商店櫥窗

裡有自己很喜歡的玩具，希望媽媽買給她。

但是媽媽不肯   ……

說之前，想一想……
向爸媽提出要求時，要記住一件事：爸

媽或許會答應，也可能拒絕。所以，要先

做好被拒絕的心理準備，這樣才能不被挫

折干擾，心平氣和找出方法來溝通。怎麼溝通

比較好呢？有三個步驟：

 1. 了解爸媽在意什麼：問問爸媽不肯答應請求

的原因，是東西太貴？正在趕時間？還是家

裡已經有太多類似的物品？

 2. 不要用情緒解決問題：哭鬧、耍賴、尖叫、

暴怒   …… 等方式無法解決問題，只會讓爸媽

的心情更糟，反而無法達到期望。

 3. 試著體貼對方：

讓想法轉個彎，或

退讓一步，會更容

易找到雙方都能接

受的解決方法。

不行。

媽媽，我可以買

那個玩具嗎？？

別鬧了，我們

得趕著去接妹

妹，快走吧！

我只要這一個

就好，其他都

可以不要。

好好講，

不要用哭的！

拜託啦！我

真的好想要，

嗚嗚⋯⋯

同學是同學，你的

玩具已經太多了。

同學都有，我

也好想要！

李儀婷 
小說家、親子教養作家。養育三個可愛的孩子——三三、川川、一一。

現任「新店炫心星自學團」閱讀課專業教師，「走電人電影公司」影像

總監、親子教養與溝通專業講師。但最喜歡的職業，是「母親」。 

學習
讓想法轉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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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儀婷　繪圖／九子　企編／黃小璐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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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好久以前（英文叫A long time ago），

有一個女巫叫（）嬤 。沒有人知道（）

要怎麼唸，大家都叫她「魔法嬤 」。魔法

嬤 除了唸咒語，什麼話都不會說。她不會

搗藥，不會熬魔法湯，卻有一個很厲害的

魔法，叫「魔法抱抱」。只要被她抱到，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 ）嬤嬤
撰文／林世仁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繪者‧放藝術工作室    
藏身於新竹縣竹北市的一棟老公寓裡，

老舊的外觀讓人卻步，但是來到二樓的

「放」，就會不想走了。像回到家，可

以「放」輕鬆的玩藝術，在創作中have 

F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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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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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早晨，魔法嬤 出門散步，看見

地上有一顆雞蛋。她開心的把它撿起來，

抱在懷裡。

那雙手抱著蛋的特寫畫面像這樣：（     ）

然後，一個聲音加了進來：「噗滋滋！

啦啦！什麼什麼碰！」（這不是外星語，是

咒語。）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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