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ound the World  穿梭大世界

Ukraine  烏克蘭 

pp. 6-13  
		哈囉！我是來自烏克蘭的娜塔莉亞，烏克蘭是歐洲國土面積第二大的國家，被稱為

歐洲糧倉。烏克蘭曾經是俄羅斯的一部分，1991 年蘇聯解體後，正式成為獨立的國

家。

		這棟美麗的建築物是「聖索菲亞大教堂」，位於烏克蘭的首都─基輔。

		「利維夫」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對想悠閒度過一天的人而言，是絕佳的選擇。我喜

歡漫步在這座城市中，處處可聆聽到現場的音樂表演，也隨處可見咖啡館，整個城

市瀰漫著濃厚的咖啡香與文藝氣息。

		在我身後的這座建築物是中世紀城堡，已有超過 800 年的歷史之久，截至目前為止

仍然保存完好，難怪總是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朝聖。

		歷史上著名的「車諾比事件」是因為核能電廠發生爆炸所造成的意外，不僅帶來傷 

亡，更因為當地有許多放射線物質外洩，居民被迫離開家園，而且不能攜帶任何被

輻射汙染的私人物品，所以，現在車諾比才會看起來很像是一座被時間凍結的城

市。

My Garden  我的植物園

The Sunflower  向日葵

pp. 14-17 
		向日葵是烏克蘭的國花，正如同名字所示，向日葵長得像太陽，花語是幸福、和

平、忠誠。葵花油與葵花籽都是向日葵萃取出來的產品唷！

有趣的事：

		向日葵開花的初期，會跟著太陽轉。等到向日葵生長成熟後，就會慢慢停止轉動，

通常會面向東方。

		你知道一朵向日葵，由大約兩千多朵的小花所組成的嗎？花盤上的每個小點都代表

一朵小花。難怪蜜蜂會把向日葵視為採花粉的天堂。

		當向日葵的花瓣枯萎掉落後，花盤上的小花會漸漸變成種子，經過太陽曬乾後，就

可以採收我們所熟悉的葵花籽囉！

		向日葵有許多不同品種，像是「泰迪熊向日葵」、「意大利白色向日葵」、以及「可

可向日葵」等。

 詞性縮寫標示

(adj)  形容詞 (adv)  副詞 (n)  名詞 (v)  動詞 (phr)  片語

(pron)  代名詞 (ger)  動名詞 (interj)  感嘆詞 (prep)  介系詞 (pp)  過去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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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你好！我是來自

烏克蘭的娜塔莉

亞，我為國家的

和平禱告。



Say It !  打開話匣子

Is That Bad?  這樣不好嗎？ 
pp. 18-19 

　　阿嘎：哈囉！

娜塔莉亞：哈囉！

　　阿嘎：娜塔莉亞，我帶了這個給妳！

娜塔莉亞：謝謝你，這束花好美喔！

娜塔莉亞：喔！你送給我雙數的花朵呀？

　　阿嘎：咦，雙數的花朵不好嗎？

娜塔莉亞：在烏克蘭，雙數的花朵只能在喪禮的時候送唷！

　　阿嘎：喔，我很抱歉！

娜塔莉亞：沒關係啦！我只要把一朵花還給你就行了。

　　阿嘎：沒問題！

I’m In!  我加入！

pp. 20-21
娜塔莉亞：阿嘎，你想跟我們一起做麵包嗎？ 

　　阿嘎：當然！我也要加入！

　　阿嘎：我應該做什麼呢？

娜塔莉亞：請你幫忙把那個麵糰揉五分鐘。

　　阿嘎：這聽起來很簡單啦！ 

娜塔莉亞：你揉麵糰的時候要記得降低音量說話唷！

　　阿嘎：為什麼？

娜塔莉亞：因為我們相信安靜的地方才能幫助麵糰順利發酵唷！

Let’s Go!  我們出發吧！

pp. 22-23
　　阿嘎：你們在做什麼呀？

娜塔莉亞：我們在慶祝仲夏節呀！

娜塔莉亞：跳火堆是慶祝仲夏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習俗唷！

　　阿嘎：咻！好險！剛剛差點就碰到火堆了！

娜塔莉亞： 另一個慶祝的習俗是尋找蕨類植物開的花，傳說這種特別的花只有在仲夏

的夜晚才會盛開，而且只能盛開幾分鐘唷！

　　阿嘎：我們快點出發吧！

娜塔莉亞： 阿嘎，該回家了！這只是一個傳說(，現實生活中的蕨類植物是不會開花

的)。

　　阿嘎： 不行！為了獲得(讓願望實現的)魔法，我一定要找到傳說中的蕨類花朵。

Translation



Mini Library  小小圖書館

The Lost Mitten  遺失的手套

pp. 24-29 
		故事是發生在烏克蘭寒冷的冬天。有一隻小老鼠走在雪地上，冷得發抖。當她發現

雪地裡有一隻手套時，立即跳進手套裡取暖。

		不一會兒，一隻青蛙蹦蹦跳跳經過這隻手套，大喊：「手套看起來好溫暖，我可以加

入你嗎？」

 小老鼠回答：「在你凍壞前，趕快進來呀！」

		不一會兒，一隻兔子蹦蹦跳跳經過這隻手套，大喊：「哈囉！我可以加入你們嗎？」

小老鼠回答：「當然沒問題！快跳進手裡吧！」

		接著，一隻臭鼬搖搖擺擺地走向手套，大喊：「溫暖的手套裡面還有空位給我嗎？」

小老鼠說：「雖然有點擁擠，但我們會想辦法挪出位子給你的。」

		雖然此時手套相當擁擠，躲在手套裡的動物都感到相當溫暖。不幸的是，臭鼬實在

忍不住，不小心釋放了臭氣，由於氣味實在太難聞了，所有動物包含臭鼬，紛紛從溫

暖的手套逃了出來。

		幾分鐘後，一個小男孩回到這片林地尋找他遺失的手套。雖然手套似乎被撐大了不

少，但他還是很開心再次尋回手套，他把手套戴上後，開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上。

Picture Puzzle  圖片大挑戰

Ukrainian Souvenirs  烏克蘭紀念品

pp. 30-31
		這裡有些烏克蘭紀念品，猜猜每個人想買哪個紀念品，並填在空格上。 

 我想買一個花環 (wreath)裝飾我的頭髮。

 我想買一些利維夫巧克力 (Lviv chocolate)慶祝情人節！

 我想買布娃娃 (rag dolls)給我的孫子/女，祝他們幸福。

 我想買一個烏克蘭班杜拉琴 (bandura)，我喜歡音樂。 

 我想買一個手繪盤子 (hand-painted dish)，我喜歡藝術。

 我想買一個基輔蛋糕 (Kyiv cake)，幫我父親慶生。

 我想買一些刺繡衣服 (embroidered clothes)，我喜歡時尚。

Translation

1



Celebrity Story  名人小故事

Sergei Prokofiev (1891–1953) 作曲家─謝爾蓋 • 普羅高菲夫

pp. 32-33
			謝爾蓋‧普羅高菲夫，出生在一個小村莊，位於如今烏克蘭的所在地。普羅高菲夫

從小跟著母親學琴，是 20 世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

		普羅高菲夫十歲左右，就創作出首部歌劇作品；從音樂學校畢業後，開始旅居歐美

國家表演，其作品深獲好評。

		晚年，普羅高菲夫創作出最受歡迎的作品《彼得與狼》，這是為兒童編寫的音樂童

話，在故事中，每種樂器都扮演一個角色。

		普羅高菲夫善用各種樂器的音色，代表不同的故事角色：雙簧管代表「搖擺的小

鴨」，長笛代表「靈巧的小鳥」，單簧管代表「貪婪的小貓」，法國號代表「可怕的

大野狼」，定音鼓代表「英勇的獵人」，低音管代表「慈祥的老爺爺」，活潑的弦樂

合奏則代表「勇敢的彼得」。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Let’s Travel to Taitung!  讓我們去台東旅行！

 
pp. 34-37
			這個暑假有跟家人有出遊的計畫嗎？如果想遠離塵囂，台東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唷！台東有美麗的山水與溪谷，還有舉辦著名的「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因此，很值得在台東多留幾天，如果你有機會來台東，可選擇待在「旅人驛站旅

宿」過夜唷！「旅人驛站旅宿」擁有五間旅館與一間民宿，皆位於台東正市區，靠

近台東火車站或觀光景點。

			「旅人驛站旅宿」提供友善的服務、寬敞的房間，希望能讓每位旅客感受到家的感

覺。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優惠提供給佳音的雜誌讀者。只要掃QR Code加「旅人驛站旅宿」

連鎖官方的LINE好友，再向客服人員出示雜誌內文的截圖，即可享有優惠唷！

DIY  動手樂無窮

Sunflower Bookmark  向日葵書籤

pp. 38-39
		你需要的材料包含：不織布、迴紋針、針線、剪刀

	步驟：

1. 將向日葵的花瓣、葉片、圓圈從不織布剪下。 
  (小朋友也可先用簽字筆在不織布上畫花瓣、葉片、圓圈等圖案，再從不織布剪

下。)
2. 將六片花瓣依序放在圓圈上。

3. 將另外六片花瓣交疊在第一層的花瓣上。

4. 將另外一片圓圈從中央位置蓋在第二層的花瓣上。

5. 用針線沿著圓圈中心縫好，固定花瓣。

6. 將另外兩片葉片圖案與迴紋針縫好，固定在向日葵的背面，就完成書籤囉！

Translation



Kids’ Zone  最愛投稿

Let’s Go Outside!  一同郊遊去

p. 40
			我的英文名字叫雨果，我喜歡跟家人去看歌仔戲。

			我的英文名字叫珍娜，我喜歡和家人去旅行。

			我的英文名字叫安娜，我喜歡跟家人製作泡泡。

Cool Cards  酷卡

once (adv) 曾經

The house once belonged to my dad.
這間房子曾屬於我的父親。

move (v) 移動

The sun moves through the sky every day.
太陽每天會在空中運行。

behind (prep) 在…後面

A dog is hiding behind the door.
一隻狗躲在門後。

tiny (adj) 微小的

The glass broke into tiny pieces. 
這個玻璃杯破成碎片。

accident (n) 意外

She got hurt in a car accident. 
她在一場車禍中受傷。

sound (v) 聽起來

The idea sounds interesting. 
這個點子聽起來很有趣。

suggest (v) 建議

He suggested that I exercise.
他建議我要去運動。

while (n) 一會兒

I will stay here for a while.
我會待在這裡一會兒。

peace (n) 和平

They live in peace with animals.
他們和動物和平共處。

crowded (adj) 擁擠的

The room is crowded with people. 
這間房間擠滿人。

seed (n) 種子

We plant seeds in a pot.
我們在盆子裡播種。

several (adj) 幾個的

There are several apples in the basket.
籃子裡有幾顆蘋果。

Translation



Answers

I want to buy a ____________________ 

to decorate my hair.

I want to buy some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Valentine’s Day!

I want to buy a ____________________.  

I love music.

I want to buy a 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my dad’s birthday. 

I want to buy 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my 

grandchildren. I wish them happiness.

I want to buy some ____________________. 

I love fashion.

I want to buy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love art.

Picture Puzzle

pp. 30-31  Picture Puzzle 

p. 41  Word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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