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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為  2020   留下一個畫面，你會選擇什

麼？在年度尾聲，《未來兒童》整理了世界

發生的重大事件。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

澳洲每年都會發生森林大火，

但這次特別嚴重。去年是澳洲

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又遇

上乾旱，火勢橫跨全國。

除了南半球的澳洲，野火也在北半球肆虐。今年 9 
月，美國西部各州也發生森林大火，西岸城市的天

空呈現橘紅色，就像電影才會出現的末日場景。

澳洲發生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森林大

火，這也是史上最嚴重的野生動物災

難。燒掉的森林面積約有五個臺灣那

麼大，近三十億隻動物死亡、被迫逃

離家園。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5 月

大事回顧2020

森林大火

美　國

嗚，森林什

麼時候會恢

復原狀？

救救我們！

編撰、企編／徐意筑　繪圖／Cindy Wume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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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肆虐，以驚人速度蔓延。疫情自

中國爆發，短短數月延燒全球。

美國、歐洲多國關閉機場。各地醫

療資源短缺，口罩一片難求。全球超

過上百萬人死亡，許多人因疫情失去

工作，收入驟減。

在美國的「陣亡將士紀念

日」連假期間，一名女子

只能與她的奶奶隔著塑膠

布擁抱。這是自疫情爆發

以來，她們第一次接觸。

中華職棒賽「閉門」開打，不開 
放觀眾入場！為了避免觀眾席太 
冷清，球隊特別推出「另類加 
油團」，可量身打造真人頭 
像和加油文字。

 4 月 11 日

疫情激發出人們的創意！美國紐約的多米諾公園化

身「防疫公園」：草皮上一個個白色圓圈，圈出民

眾的社交距離，大家得以外出晒太陽、透透氣！

 5 月 16 日

2019 年 12 月至今新冠肺炎爆發 達
志
影
像

達志影像

Photo by Al Bello/Getty Im
ages

 5 月 24日

每個圓圈間隔

約2公尺！

機場空蕩

蕩的，真

不習慣。

達志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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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打籃球嗎？聽過「麥

可．喬丹」嗎？他是  NBA美國

職業籃球最有名的

球星。就算你不是

籃球迷，也可能在

運動用品店看過這

個圖案：一個人影，

雙腿分開跳起、一手高舉

籃球。這就是喬丹的招牌灌籃

動作。

喬丹不只灌籃厲害，投球、

傳球   ……樣樣都行。他能跳得

又高又遠，比別人更晚落地，

甚至能在距離籃框很遠的罰

球線起跳得分，獲得「空

中飛人」的稱號。

10 未來兒童  2020.12

達志影像

世界知名籃球明星，以超人般

的神技和得分能力聞名，創下

許多難以超越的紀錄，帶領所

屬球隊拿下六座總冠軍獎盃。

我的人生遭遇一次又

一次的失敗，而這就

是我成功的原因。

達志 / Shutterstock

撰文／唐炘炘     繪圖／右耳　企編／黃小璐　版面／寶小林

會飛的籃球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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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棄的勇氣

小時候，喬丹家後院有

一個爸爸打造的籃球框。

喬丹經常和哥哥一起打籃

球，不過喬丹老是輸球，

於是他把哥哥當成挑戰的目標，努力練

習，一心想超越。

喬丹的籃球愈練愈好，也發現了打球的樂

趣，於是報名高中校隊甄選。如今被稱為籃

球之神的喬丹，當時並沒有被校隊選上，理

由是：球技普通、身高不夠！喬丹見自己不

在校隊名單上，非常難過，一個人躲在房裡

哭了好久，決定要放棄籃球。

幸好媽媽鼓勵他，如果真心想進

校隊，就必須更加努力。喬丹慢慢

恢復鬥志，每天花好幾個小時

練球。第二年，終於獲得教練

的肯定，而且他也長高了！

充滿兄弟情的23號
23 是喬丹著名的球衣號碼。會選這

個數字是因為哥哥在校隊的號碼是

45，而喬丹很尊敬哥哥，自認實力

只有哥哥的一半再多一點，於是有

了23這個數字。

2020.12 未來兒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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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做準備

為了度過一年中最冷的時期，動物很早就

開始做準備，絕不會等到天氣轉冷、下起

大雪，才匆忙準備過冬。

牠們會在冬天來臨之前，長出又厚又密的

毛，並且大吃特吃、養胖自己。雁鴨、黑

面琵鷺等候鳥，秋天就啟程遷移，從北方

飛往溫暖且有食物的南方。

有些小型哺乳動物，甚至從夏天就開始忙

碌，努力蒐集、儲存食物。

動物雖然沒有人類的保暖裝備，但為了生

存及延續後代，牠們發展出各種應變方法，

像是搬家、儲糧、增胖、冬眠、換裝等等。

現在就跟著幾位動物朋友，一塊兒探索動物

的過冬好本領！ 

快出來吧！

大家在等你

們呢！

2020.12 未來兒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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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了，陣陣寒風吹起。跟家人一起吃熱

呼呼的火鍋，身體馬上就暖和起來。當我們離

開溫暖的家，卻不覺得冷，是因為身上穿著溫

暖的毛衣和外套。人類有足夠的智慧和齊全的

裝備，要過冬一點也不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大自然的動物沒有暖

氣吹，沒有保暖的外套穿，也沒有火鍋可吃，

牠們要怎麼度過寒冷的冬天呢？

有    招

過動

妙
物 冬

16 未來兒童  2020.12

撰文／詹亞穎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黃小璐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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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AQ挫折復原力繪本：
得不到也沒關係》

作者／岑澎維

繪者／黃雅玲

可是，佑辰不喜歡清

理小拉的排泄物，帶小

拉出門的時候，要隨身帶幾個塑膠袋，一點也

不好玩。

得不到，就想念它吧！
「我想，我們還是把小拉送還給

舅媽好了。」

舅媽一看見小拉回來，就立刻抱

起牠。小拉開心的舔著舅媽，這畫

面，佑辰看了也很快樂。

得到一件東西是快樂的，得

不到也沒有關係，因為想要的

東西太多，無法全部擁有。

「得不到，就

想念它吧！」佑辰

說。想通後，佑

辰便很少吵著要東西。

得不到沒關係，喜歡

不一定要擁有，想念也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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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 未來兒童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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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岑澎維　繪圖／張庭瑀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剛開學時，禹晴的媽媽在聯絡簿上跟我說，

禹晴如果想要一個東西，得不到就會鬧脾氣，

不給買就堅持不走，弄得全家氣氛不好。

真的買了，過沒多久就丟到一邊去，又發現

另一個想要的東西。

得不到就生氣？
有一天，我到「蘋果早餐店」吃早餐，遇見

佑辰的媽媽。我們聊起這個話題，她說佑辰一

年級的時候也是這樣，得不

到就生氣。

有一次，佑辰吵著要

養狗，於是媽媽向舅媽

借來「小拉」，讓佑辰

照顧幾天。

每天幫小拉換換水、

放飼料，還要帶小拉出

門散步，佑辰十分樂意

做，放學一回家就先處

理好。

得不到也沒關係

未來兒童  2020.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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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見「溶解」了嗎？

我們來看看一顆冰糖怎麼在水裡溶解。如果

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冰糖其實是一群糖分子，

大家緊抱在一起，形成一顆大冰糖。

把冰糖放入水裡，水有一股力量，把糖分子

一個一個拉出來，團團圍住，直到糖分子均勻

分布在水中為止。

糖和水均勻混合的這個

過程，就是溶解，而混合

的液體就是溶液。

原來，媽媽廚房

裡的魔法就是

「溶解」！

糖分子

糖塊

 一顆冰糖

在水裡

 冰糖的邊邊角角開始

溶出雲霧般的糖分子

糖分子被水分子拉開，並團

團圍住

糖分子均勻分布水中

1

2

3 4

出來玩嘍！

一起玩吧！

2020.12 未來兒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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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凱希、周思芸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顧問、審定／王文竹（前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企編／林韻華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媽媽是廚房裡的魔術師，在綠豆湯裡加糖，

馬上變得好好喝；在海鮮湯裡加入一點鹽和胡

椒，湯就有滋又有味。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奇怪，為什麼胡椒加入

水裡，你還看得見它；糖和鹽巴，卻不見了！

如果我告訴你，糖和鹽巴沒有消失，它只是溶

解了，而我有本事把它變回來！你相信嗎？

溶解大魔法

粒子組成世界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空氣、水、糖、

鑽石、頭髮 ……不論是固體、氣體或

液體，都是由「粒子」組成。分子、

原子或離子，都是粒子。

60 未來兒童  2020.12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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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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子呢？

襪子呢？

內褲這樣摺

把左右裙襬，

往內摺。

兩隻襪子疊在一起，

從襪背中間往上摺。

內褲正面朝上，

左右往內摺。

分成三等份，

往上摺兩次。

再把襪口往下摺，

套住襪子。

分成三等分，

往上摺一次。

褲頭往下摺，

套住內褲。

熟悉步驟，摺衣

服很簡單吧。

你的襪子在

地上啦。

把裙襬往內收成長方

形，比較好摺疊。

P070-071-20GJ016.indd   71 2020/11/17   19:16

70 未來兒童  2020.12

繪圖／SANA　

撰文、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愛家事
哈尼

哥哥的衣

服好皺。

學會摺衣服，

保證衣服不會

皺成一團，還

能節省空間。

我找不到另

一隻襪子。

上衣這樣摺

長褲的摺法

將衣服平鋪，

背面朝上。

先左右對摺。

左右袖子往

內摺。

上下對摺。

分成三等分，

往上摺兩次。

最後，再往上摺一次。

翻成正面，

就完成了。

◆短袖 T 恤也可以這樣摺！
袖子要攤平，不

要皺在一起。

P070-071-20GJ016.indd   70 2020/11/17   19:15



九子　看不出實際年齡的神祕女子。喜愛看書、畫圖、和阿貓阿狗玩耍，過著與
世無爭的悠閒生活。現正努力往插畫的世界邁進，作品散見於童書與報章雜誌。

重疊一起剪喔！

拍了很多鳥在飛翔

的畫面呢！

拿另一張
紙對摺，

畫出鳥

的頭部和
嘴巴，再

剪下。

將剩下的三
角形紙片對

摺，

畫出鳥的腳
並剪下。

將翅膀黏在身體內側，

頭部黏在身體的前端。

將腳的上端黏在翅膀上，

就完成了。用手往下拉動

腳，鳥兒的翅膀就會跟著

鼓動起來嘍。

2020.12 未來兒童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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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繪圖／九子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按照圖示
，沿線將

紙對

摺，並剪
成兩個三

角形

和一個長
方形。

將其中一張三角形對摺，剪出翅膀的形狀，再用彩色筆畫出羽毛。將長方形對摺，當成鳥的身體。

準備材料：長
方形美術紙、

紙片、剪刀、

膠水、彩色筆

動手玩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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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者‧許臺育    
窩居在臺北近郊，是個慢熱但內心小劇

場很多的插畫家。喜歡在畫面中藏些小

細節，讓想像發酵。喜歡漫無目的的散

步，也喜歡研究各種神祕事物。畫畫這

件事提醒了自己，人生要樂在其中。

淡江大學德文系畢業。曾獲金鼎獎、時

報開卷年度最佳童書獎、九歌現代少兒

文學獎、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等。

著有《狐狸的錢袋》、《貓鬚糖》、《花

漾羅莉塔》等，最新作品為「品格童話」

系列。

作者‧賴曉珍

玫瑰小姐因為擔心牠發生危險，從不讓牠出

門。可是有一天，她上街買貓食回來，發現窗

戶忘了關。結果，貓不見了。

玫瑰小姐很傷心，期待貓會自己回來，於是

不敢關上那扇窗，還在窗檯擺了一碗貓最愛的

貓食。但是等了三天，貓還是沒有回來。

貓迷路了嗎？還是牠發生了意外？或是，牠

「故意」逃走？

玫瑰小姐想起了這段時間，貓看起來很不快

樂，常常坐在緊閉的窗邊，望著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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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小姐的貓
撰文／賴曉珍　繪圖／許臺育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玫瑰小姐是一位有點年紀的女士，住在只有

一個房間的小公寓裡。

她個性害羞，沒有什麼朋友，平日也很少出

門，只喜歡在家讀書。她養了一隻斑點花貓，

是去圖書館的路上撿到的流浪貓。

玫瑰小姐的貓，看起來跟其他的貓沒什麼不

同，喜歡撒嬌。摸牠時，喉 會發出愉快的呼

嚕呼嚕聲。只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牠不喜歡

「喵喵」叫。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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