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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假眼睛騙

過獅子，太

有趣了！

非洲南部的波札

那草原住著獅子、

獵豹。奇特的是，

有好幾百頭屁股蓋

上大眼睛的牛，在

大草原上吃了四年

的草，竟都沒被吃

掉。怎麼回事？

原來澳洲科學家

把兩千多頭牛分成

三組，一組在屁股上畫眼睛，一組畫叉叉，一

組什麼也沒做。結果，叉叉組和正常組都有牛

隻在獅口中喪命。研究人員認為，牛屁股上的

大眼睛，很可能被獅子當成其他掠食者，或是

誤以為自己被看見了，因此放棄攻擊。

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就能讓牛隻安心吃草，

獅子也不會被飼主報復濫殺。

研究團隊特別印製說明書，

和飼主分享騙獅術。只是沒

人知道，獅子會被騙多久。

嚇跑獅子有妙計
牛屁股畫上大眼睛

6 未來兒童  2020.11

編撰／鄧小非　企編／張馨心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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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風琴正在

這座教堂裡

演奏喔！

經過六年的努力，日本打

造出全世界最小巧的電動飛

行車，停放時，只需要兩個

停車格。最近，它成功載人

升空，以最高時速50 公里，

穩定飛完五分鐘測試時間。

為了安全起見，這臺飛行車裝了

四個馬達、八個螺旋槳。未來，它會先在海上

服務。除了提升飛行速度之外，設計公司準備

三年後推出雙人座的款式，八年後希望達成全

自動駕駛的目標。

《越慢越好》是美國音樂

大師約翰·凱吉的作品。一

群德國音樂家想要用最慢的

速度來演奏這首曲子，以貫

徹作曲家的創意。

多慢呢？他們決定要演奏   6 3 9   年！因為演奏

曲子的管風琴在千禧年剛好滿   6 3 9   歲。從  2 0 0 1  

年九月開始，管風琴每彈下一個和弦，要等好

久才換下一個。例如，今年九月彈出的琴音，

會持續嗡嗡響到 2022 年二月，才有新音符。

世界最慢樂曲

演奏超過六百年

最迷你的電動飛車

升空測試成功！

2020.11 未來兒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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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分享丹麥的幸福
撰文／鄧小非　繪圖／Singing　企編／良月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大家好，我是瑪格麗特，名   跟丹麥國花一

樣。我今年九歲，住在全世界最幸福國家的首

都  ─哥本哈根。

假日，爸媽常帶我騎腳踏車，在古老街道、

廣場和城堡穿梭。每到夏天，跳進港口的清澈

海水玩耍，真暢快。看！這是浮島公園。漂浮

在水上一座座綠色小島，是由傳統造

船技術打造，下方用錨固定，

可以移動，很酷吧。

位在北歐，面積比臺灣大

一點，人口卻不到臺灣的

四分之一。丹麥擁有綿長

的海岸線，在國境內任何

地方，開車一小時以內都

能抵達海邊。

丹．麥．小．檔．案

丹　 　麥
哥本哈根

瑞  典

德  國

    歐登塞
  （安徒生的故鄉）

8 未來兒童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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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分享丹麥的幸福 享受童話的快樂

舉世聞名的小美人魚雕像，靜靜坐在港口。

你一定聽過這個角色的創作者：安徒生。他是

十九世紀的作家，寫出無數童話，陪伴所有小

孩快樂長大。

但是，你知道嗎？安徒生一開始想當的是藝

術家。他十四歲就離鄉到首都發展，嘗試過唱

歌、演歌劇、跳芭蕾、寫詩，可惜都失敗。好

險，他沒有放棄。安徒生後來決定寫童話，一

寫將近四十年，創作出《醜小鴨》、《國王的

新衣》  ……  等上百篇精采的童話故事，流傳全

世界。

哥本哈根小島，

是漂浮在港邊的

新創公園。

小美人魚雕像，從 1913
年起，一直坐在這裡。

我們家要

去游泳！

這週日爸媽

要帶我去騎

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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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開得很快吧！說說看，圖中的哪些

用詞可以更精準？

不是我要嚇你         ―     早在媽媽肚子裡，各種與

你有關的數字就已經出現：醫生知道你的身高

和心跳；即使你才出生幾分鐘，就立刻被抱去

測量體重了。不知不覺中，測量持續影響你的

生活：包括天氣多冷、一天要喝多少水、走多

久會到學校、遊戲機剩多少電力         ……         直到你變

得很老很老，血壓計和血糖機還是會持續測量

你的健康。

測量，是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比起描述一

個東西很長或很短、很輕或很重，測量的數值

可以快速讓對方、甚至地球另一端的人有概

念，就像一種「國際語言」。世界因而可以

溝通、交易，科學也飛快進步。

測量好好玩

14 未來兒童  2020.11

封面
故事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Ino Lai　版面／Amann

p014-p026封面故事 測量1014.indd   14 2020/10/14   下午6:18

不到一頓飯的時

間，你就看完這

篇文章了。

這棟房子

很高。

身上有很多可以拿來測量

的工具，例如：頭髮、皮

帶。你也來發揮創意！

但是，這些測量標準最早是怎麼出現的？可

以測量天空的高度、繞地球一圈的長度嗎？接

下來，我們要進行一場測量大冒險         ……         什麼？

你沒帶尺？仔細看一看自己的身體，你有「走

到哪，量到哪」的本事喔。看下去就知道！    

2020.11 未來兒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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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的家是很高的

大樓？還是有點老的

公寓？也許你夢想住

在大海裡，那麼，你

的房子可能是貝殼宮

殿，還是         ……         
安東尼‧高第設計的巴特略之家，

位在西班牙巴塞隆納。

撰文／王文娟　繪圖／右耳

企編／林韻華　版面／寶小林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38 未來兒童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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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棟房屋，

外表跟一般方正的樓

房很不一樣。屋頂上

有粗粗的「皮」，牆

壁花花綠綠，有的窗

戶歪歪扭扭，有的裝

上像骨頭的東西         ……         

會不會它其實是一隻假

裝蹲著的怪獸，等到有

人進去就活過來？房子

裡面真的像怪獸的肚子

嗎？如果這是你家，你

想要怎麼使用它？

為什麼有人想蓋

這種怪怪屋？

窗外的護欄像
不像在對你做
鬼臉？

屋頂好像長

了鱗片！

2020.11 未來兒童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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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岑澎維　繪圖／張庭瑀　企編／周思芸　版面／何心瑜

我是安心國小三年丁班的雀斑老師。

我們班的王立辰，他唯一的弟弟，就是愛哭

的小立甫。

他常常跟我說：「爸爸告訴小立甫，哭不能解

決問題。但是這根本沒用，他還是愛哭。」

「哭」真的不能解決問題嗎？
幾年前，有一個小男孩，我選他擔任演說比

賽的選手，他覺得暑假會因為這樣而

泡湯，在家裡哭鬧了好幾回。他被

媽媽抓進我的教室後，也用堅強

的「哭功」告訴我說：「我不要！」

他專心的哭了一整個早

上。直到中午，我想他累

了，就問他：「要不

要先吃個便當？

吃飽了再哭。」

我們一起吃完

了便當，我又問

他：「要不要休息

愛哭也沒有關係

未來兒童  2020.1160

P060-p061 安心國小 1014.indd   60 2020/10/14   下午6:51

延伸閱讀

 《AQ挫折復原力繪本：
愛哭也沒關係》

作者／岑澎維

繪者／奇亞子

一下，等一下再哭？」

他只休息了一下，心情

就好了。然後，他願意上

臺試一試；最後，他答應接受訓練，代表學校

出征！

想想看，小孩遇到沒有能力解決的事，當然

只好用無比的神力，大聲哭出來。

哭是這麼的抒壓，這麼的療癒，哭個過癮，

心情才會變好；心情好，才能勇敢接受挑戰！

愛哭沒有關係。哭

的時候，要能想出解

決事情的辦法；哭的

時 候，還要讓 自己勇

敢 起來。

哭不是耍賴，不是

無理取鬧。哭是一個

句號，告訴自己：以

後不要再

為這件事而哭。

所以，愛哭真

的沒有關係。何

況，愛哭的人通

常都有顆溫暖

的心呀！  

岑澎維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畢業，目前為國小教師。

                                 出版有《AQ挫折復原力繪

本》、「安心國小」系列等四十餘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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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你今天早餐吃什麼？是土司配果

醬、牛奶玉米片，還是火腿蛋三明治？

早餐，好像總在匆忙中度過。它的花樣

沒有午餐、晚餐那麼多，但你知道嗎？關

於早餐，有好多好多故事可說。帶著你的

好奇心，來趟早餐時空之旅！

撰文、企編／徐意筑　審訂／胡川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繪圖／陳完玲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古羅馬貴族

小麥製成的餅乾，搭配

蜂蜜和打碎的乳酪。

   十三世紀農民

   麵包、起司

十七世紀英國皇室

很豪華吧？光是麵包和肉就有

好幾種。在當時的歐洲，早餐

只是比午餐更簡單的一餐（是

的，這已經算簡單的嘍）。

吃了牛、雞、羊三

種肉，還有三種麵

包⋯⋯嗝，好飽！以前的早餐

穿越時空吃早餐

66 未來兒童  2020.11

特別企劃

p066-p071 特別企劃-早餐 1014.indd   66 2020/10/14   下午6:57

 古人不吃早餐？

在遠古時代，人們吃飯的時間

不規律，採集、狩獵順利才有東西吃。直到學

會農耕畜牧，人們才擺脫張開眼就要追逐獵物

的生活，每天至少吃一餐。

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世界，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多數人只吃兩餐  — 中午和傍晚。例如在古

希臘、古印度，只有貴族可以吃三餐。中世紀

時，特別需要營養的老人、小朋友，或需要勞

動的人，才會在早上稍微吃點東西。現在我們

想像的「早餐」樣貌，是在十九世紀的

英國定型的。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

人們紛紛進入工廠、

學校，作息統一，

三餐的時間也就

固定下來啦。

清蒸驢肉、醋溜海參、炒白菜、粥品等。

火腿、雞蛋、麵包，或前一天剩

下的魚、肉，都可以當早餐吃。

這比較接近我們現代的早餐。

吃早餐一直是

一種特權！

十九世紀上層階級

在中國，自從有早餐的紀錄以 
來，人們吃的多為糕餅、粥等， 

貴族吃得比平民多且豐盛。西漢

時期，皇帝一天可以吃四餐，諸

侯三餐，平民兩餐。你看，這是

清代皇帝溥儀的早餐，非常 
豐盛吧！

中國古代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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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You Wash 
Your Hands?

74 未來兒童  2020.11

mask
口罩

alcohol spray  
酒精消毒液

hand sanitizer
乾洗手

放學後， Jack  和  Jill 立刻衝回家吃

點心。 Jack  脫了口罩，迫不及待的拿

起桌上的三明治就要咬，但是  Jill 阻

止他，因為他還沒有洗手⋯⋯

Put the sandwich down! 
Go wash your hands first!
把三明治放下來！

先去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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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 Nice 
and clean. 
有！洗得

很乾淨。

Did you wash your 
hands with soap?
你有用肥皂洗

手嗎？

Excuse me!
不好意思。

Jack! Please cover 
your sneeze!
傑克！打噴嚏請

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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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小姐
最愛吃什麼？

撰文／熊總監　繪圖／吉娜兒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繪者‧吉娜兒    
相信插畫的世界裡沒有大人、小孩的分別，覺得

人生有許多冒險的機會，有時甚至只要打開一本

書就能找到啟示，然後發現不同的奇幻人生。畫

風靈活多變，出版作品眾多，著有「吉娜兒的畫

畫本子」系列等書。

曾任外商廣告公司創意總監、策略總監，擁有超過

十年的廣告行銷從業經驗。喜歡看書、看電影，喜

歡拍照，也喜歡吃東西。認為人應該多做自己喜歡

的事，所以看了很多書跟電影，拍了很多照片，也

已經吃得胖胖的了。

作者‧熊總監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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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溪森林裡有一條小溪流，溪旁有一家蛋

糕店，店名叫做「小白象蛋糕店」。外地來

的人，會以為老闆就是小白象，但是當地

人都知道，其實老闆總共有三位，分別是

「小」老鼠先生、「白」鶴小姐和「象」

爺爺，所以才叫做「小白象」蛋糕店。

小老鼠先生的手很巧，白鶴小姐的服務

很周到，象爺爺不只力氣大，還非常有創

意，很會研發新口味的蛋糕。他們三位都

有厲害的才能，而且知道分工合作，可

以讓彼此好好發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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