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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是以围绕在我们周遭的多样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在长时间以来孕育出来的

事物、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移转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等为中心主题。我们人类的文化，深

深地反映出大自然的影响。若是人类的文化有了改变，会导致森林变秃、山川变形、湿

地变水田。相反的，山也可能会变回森林、农地变成工厂。人类的活动和大自然是无法

分割的。自然史博物馆的常设展就是怀抱着这种意识，以「自然与人类」为主题的。

在这座博物馆中，希望大家能够有许多的「注意」与「发现」。也许巨大的瑙曼象及异

特龙会带给大家过强的印象。但若是各种小小的发现，例如栖息在有趣场所的昆虫的生

活方式，或是透过第五展示室的体验型游戏学习到的生物世界的机制等，能够成为改变

大家对生物的观点、和大自然相处的方式，以至于改变生活的契机，就是我们的荣幸。

在「大自然广场，大阪的自然志」展示室中，介绍了在这里─大阪能够看得见的各种大

自然。不是在特别的保护区，而是在普通的山野或是住宅区之间就能看见的大自然。希

望大家来博物馆不是以觉得「很有趣」为结束，而是以此为接触大自然的契机，想要「

下次到那边的山里面去进行观察」。

我们衷心希望来自大阪以外地区的各位，除了享受大阪的自然以外，也能够透过和自己

的居住地区的大自然做比较，而注意到自己的国家、地区的大自然的美好。此外，经由

认识日本的自然，应该也能更深入的了解日本文化的背景。我们希望不论任何地域与国

家，都能够普遍了解维持人类文化，与重视大自然的活动之间的深厚关联。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1. 展示室在本馆一楼有第一展示室、第二展示室；爬上楼梯之后在二楼有蕈类与矿物

的展示艺廊，第三展示室、走廊转角部分有第四展示室、第五展示室。此外，在

「花与绿与自然情报中心」有介绍大阪各地大自然的「大阪的自然志」展示室，以

及学习与发问用的各区。特别展示则位于这个情报中心的二楼。 
此外，有时也会在本馆等举办小规模的企划展。这类的信息请在博物馆的官网或是

脸书等上确认。

2. 只要不造成其他游客的困扰，在博物馆常设展中欢迎多多拍照。由于闪光灯会让其

他游客觉得刺眼，请不要使用。博物馆也很欢迎各位上传照片到社群网络（SNS）共

享回忆。若是能够加上#osaka_shizenshi或#omnh就更好了。假如带的是智能型手

机，使用Google Translator等的翻译软件应该可以提升便利度。

3. 在博物馆中发现有趣的事物后，可以说给朋友或家人听。对于曾经看过的、不曾看

过的，也许家长会出乎你意料的知道得很详细喔。只要不大声喧闹跑动，在参观的

时候并不需要保持安静。请在自然史博物馆中快乐参观学习。

4. 在博物馆中发现的事物、觉得很有趣的事物，请记得跟亲朋好友分享。在分享经验

的过程中，你的发现，不只在你的心中，也会在大家的脑海中留存下来。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5. 对于展示或者大自然若是有不懂的事、想知道的事，请随时到窗口询问。会有专门

的研究人员为您解答。

6. 在博物馆的一楼桌子等地方可以饮用宝特瓶或水壶等里面的饮料。可是，请不要在

展示室中进食。

7. 在入馆时出示的门票，到离开为止都请不要丢掉。只要带着票，在离开之前都可以

任意进出常设展。可以去植物园散步再回到博物馆，也可以去餐厅吃饭后再回来。

只要是日期是当天，都能够再度进场参观。请充分享受博物馆的一天。

8. 想要知道更多博物馆的细节、大自然知识的朋友，欢迎向工作人员询问大阪市立自

然史博物馆之友会的细节。

9. 大阪市立博物馆的官网为 http://www.mus-nh.city.osaka.jp 
脸书为 https://www.facebook.com/osaka_shizenshi 
官网有多语版本。 
英文版脸书为 https://www.facebook.com/osakamuseumofnatural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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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曼象大厅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

在展示室中央有只很大的象，那是在2-43万年前曾经在大阪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瑙曼

象。在这个长居公园的地下，也有发现到这种瑙曼象的脚印。请想象在大阪广布着有大

象栖息的大自然的景象。瑙曼象在人类开始在大阪生活的时期就消失了。一般认为这应

该是被人类猎杀光了的关系。人类的活动有时候会导致大自然的改变。相同的，我们的

文化及生活方式也会由于大自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自然与人类是不可分割的一

体」。这座博物馆的展示，就是以「自然与人类」为主题。

在大象下方的脚印及日本大角鹿、鹿的脚印，忠实重现了从位于长居公园南方的我孙子

南中学地下发掘出来的现场状况。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观看研究员的解说影像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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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第一展示室

「生活周遭的自然」

在这个展示室中，是以用模型或标本来重现实际情境的立体模型为中心所做的展示。将

大阪的自然，从都市生活到郊外的自然、再到没有人类插手的自然，把视线一点一点地

从日常生活中带到更远更广的地方去。

不论是住在大阪的人，或是来自海外的游客，应该都可以藉由这种展示方式，直觉性的

了解自然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这是个让大家可以边看展边寻找认识的生物，或和一起来馆的亲朋好友聊聊它们和自己

知道的生物之间的差异等等的有趣展示室。

致海外来的游客

生物有俗名与学名。一种生物通常会有好几种俗名，为了避免这类混乱，就有了世界共

通的学名。在展示中使用的是以世界共通的拉丁文表记的学名。只要只用学名检索，就

能够找出自己周遭的近缘种。

前往展示的詳細解說

观看研究员的影像解说

1−4 里山的大自然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围着农耕地，被利用来取薪炭的农村森林（country forest）在日本被称为

「SATOYAMA（里山）」。这是个在几百年到几千年之间都持续被人类利用，却还保有

多样性生物的空间。对于这里的大自然，在第五展示室中有更详细的解说。

前往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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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大阪的自然志展示室、瑙曼象大厅、第一展示室、第二展示室的前半，在理解大阪的自

然上是很好的展示。

在思考大阪的自然的形成过程时，可以知道她在地球上的位置具有很大的意义。日本列

岛位于会强烈受到季风影响的位置。这表示她在过去200万年之间，由于受到反复造访的

冰河时期及冰河时期之间的温暖时代（间冰期）的影响，而导致气候跟海岸线都产生大

幅度的改变。

由于在寒冷时代时，陆地上的冰河大为发达，导致界面降低，让大阪湾成为广阔的路

地，大阪成为内陆。而在温暖时代则相反的，海洋扩大到现今的平野部分。除此之外，

由于季风改变，也让气温和降雨量有了很大的改变。

瑙曼象生存时代的自然、培育出在绳文时代被食用的栎实的森林、埋在平野地下，位于

第二展示室一开始的鲸鱼骨骼（河内湾的时代）、或是寒冷时带的湿地植被等等，各个

时代的自然都是在这样的气候及海岸线有大幅变动之中，成为连结到现在的自然的一块

拼图。温暖时代的生物、寒冷时带的生物分别在大阪的各样场所中存活，形成了多样的

自然。

另外，在考虑到大阪的自然时，重要的是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奈良、大阪、京

都从古代到近代为止都被设为「都城」，后来也还持续是日本的中心都市。在这期间，

周边的农村生产的食物或柴薪、木炭不只是给在地居民而已，也提供给都市使用。因为

如此，不论野山或是河川都有人类插手，原本深幽的森林经过1500年以上的岁月，形成

了以明亮的草地或浅浅的水边为多的「里山」的自然。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也还是有各

种各样的变化，于是有人类干预的期间的长度，就左右了大阪的景观和生物相。

即使是急速高层化的现代都市部，也不是完全都没有生物的。除了许多由海外移入的生

物之外，也有像熊蝉般原本就在这里，并且数量增加了的生物。在都市的生物之中，虽

然有广布于世界各地都市里的外来种生物，但这却也会依都市的不同而有些差异。熊蝉

不只是提供大音量而已，也让大阪的夏天在世界中展现独特的个性。

像这类都市里的自然，对住在都市里的人，特别是儿童来说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自然，

只要稍微带点兴趣去观察，应该就能够学到许多新的事物、有许多的新发现。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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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第二展示室

「地球与生命的历史」

在这个展示室中，是依照时间的流逝来做展示。只不过，是像回溯时代般的，由现代往

古老时代的反向排列。比现代要稍早的最终冰期的大自然、再往回是从那之前就持续的

哺乳类的时代、以及更前面的时代，一点一点地往更古老的时代推进。从大家熟悉的现

代，前往有点相似的稍早时代，逐渐展开想象力，思考可回溯到远古的生命历史。

在这个展示室中的巨大骨骼是由被称为「复制品」的，由实际的标本翻模制作，在科学

上也重现了忠实资料的展示品。那并不是假的，而是也能够用来做研究的重要资料。

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子，以及楼梯下的展示区也请不要错过。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观看研究员的影像解说

观看研究员对复原骨骼的影像解说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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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第三展示室

「生命的进化」

光是在这个展示室中就有大约8000件标本。除了人体骨骼等一部分的展示品之外，几乎

全部都是真的。从美丽的到微小的，五花八门的昆虫、充满了各式各样植物巧妙结构的

种子或果实、各形各色的海洋生物、以及具有各样牙齿的哺乳类。请在这里感受表现出

多样性的生物形状。

在自然史博物馆中有多达160万件以上的自然史标本。只从中挑选了1％的优质标本在常

设展中展示。大多数的标本是研究用，偶尔会再特别展等的时候公开展示。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观看研究员的影像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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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第四展示艺廊

「大自然的恩惠」

色拉、面包、米饭、甜点。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是人类以野生植物为种源，花了长时间品

种改良而来的。在这个展示区中，展现的是各种植物是从世界上哪个地域的野生植物为

本而来的。看看今天的晚餐，应该就能够理解自己吃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自然的恩

惠」。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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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展示室

「生物的生活」

生物们增加数量，往新的场所扩散、吃其他的生物，有些寄生有些共生，以各种各样的

方式互相影响共同生存。此外，栖息在水田里的生物也会移动到贮水池或是到河川去。

生物自己栖息的环境周遭是甚么样子的环境组合、城镇的结构等也未对生物们的生活造

成影响。此外，在观察那些会做长途旅行的昆虫或鸟类、鱼类等各种各样的生物们的生

活方式之后，应该就更能够理解东亚的环境是串联在一起的了吧。

在这个展示室中是让孩子们透过游戏或是模型的操作，理解隐藏在生物生活中的原理。

我们也诚挚希望大人们能够自己试试看，或是看孩子们玩的状况来知晓或是谈谈原理。

观看研究员的影像解说

观看研究员对岛野生物学游戏的影像解说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欢迎来到大阪市立自然史博

物馆

你可以这样逛博物馆

瑙曼象大厅

第一展示室「生活周遭的自

然」

在博物馆里学习大阪的自然

第二展示室「地球与生命的

历史」

第三展示室「生命的进化」

第四展示艺廊「大自然的恩

惠」

第五展示室「生物的生活」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

与人类

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

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儿童

发推   LINE it!  
Supported by the Agency for Cultur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Japan in the fiscal 2017

Copyright (C) 2016 Osak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赞



邮递区号546-0034 日本大阪市东住吉区长居公园1-23 
电话 +81-6-6697-6221



 English 繁體中文 

Links (仅 语)

网站地图

Museum shop (仅 语)

利用指南 交通指南 展示 活动 Collection 
(仅 语)

Publication 
(仅 语)

Staff List 
(仅 语)

儿童地图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Column

在博物馆中学习生物多样性与人
类

在第二展示室中展示的是生物历经的演化途径；在第三展示室中展示的是分布于世界各

地的不同昆虫，或是在相同地域里的不同生物利用各自栖所等的多样性。第四展示室中

的展示是从这样演化而来的众多植物之中，选出蔬菜及谷类、水果，点缀出的今日餐

桌。到了第五展示室，则是展示这些生物们对彼此带来，也对人类的造镇或是农业、林

业等活动造成的影响。

人类也是生态系中的一份子。争夺水田或水渠的生物们之间的关联、从山流往海洋的水

的循环、花了长久时间而连接在一起的演化途径、地球规模的变动；规模的大小与时间

的长短则是各自的循环的圆圈。然而，人类是否有被组进转动这个圆圈的齿轮之中呢？

或者，人类的活动对这个齿轮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他们的年

代也还能够在地球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生物与自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

希望在这所博物馆中的参观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某些提示。

致还想知道更多博物馆信息的朋友

虽然只有日语版，不过在博物馆商店中可以买到博物馆的导览书及其他书籍。此外，关

于个别的展示，也发行了不少相关的主题书籍。有兴趣的朋友请到商店或是向工作人员

洽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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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介（长须鲸），漂流到大阪湾
的抹香鲸「抹子」

长介（长须鲸）

这个标本是把1990年4月8日漂抵堺泉北港的尸体，花了7年的时间才制作完成的骨骼标

本。虽然长须鲸的分布遍布全世界，但却多半是在外海洄游，所以不太会有尸体漂抵，

或是在海滩上搁浅的例子。大阪这个城市被人工人造的物体覆盖。但是这条长须鲸却对

我们述说了大阪的海洋，是和有鲸鱼游泳的大自然连接在一起的事实。这个骨骼标本的

全长有19公尺，是在日本近海取得并展示的鲸豚类中的标本中最大的。 
长介这个名字，是从来馆游客的公开命名活动中票选出来的。

漂流到大阪湾的抹香鲸「抹子」

从2014年3月6日起，抹香鲸的骨骼标本「抹子」跟长须鲸的骨骼标本「长介」一起被展

示在这个门廊上。 
于2010年5月22日，在堺泉北港发现了漂抵此地的抹香鲸尸体。牠是全长9.1公尺、体重

约10公吨的雌鲸。下颚的牙齿数目为左边22颗、右边24颗。虽然上颚也有牙齿，却埋在

颊肉之中，在解剖时并没有发现（图1）。位于身体上侧最前面左端的细长切口是牠的鼻

孔（图2）。头部的左右不对称是抹香鲸的主要特征。 
大阪市立自然史博物馆把这头抹香鲸解剖后带回，埋到砂场里面制作骨骼标本。在2013
年的「生物 多多 大阪湾」特别展中，首次公开展出组好的全身骨骼，并在那次的会期中

向市民征求昵称，而被命名为「抹子」的。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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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的自然誌展示室

在这个展示中展示的是大阪的哪些地方有哪些生物栖息。沿着墙壁是包围大阪的北摄、

生驹、和泉的群山的自然；在展示室的中坚是淀川及其周围平原的自然；在其间则展示

着丘陵地及农耕地的自然。参观这个展示室之后若是感兴趣，请务必寻找生活周遭的大

自然。而后要是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不懂的事情，也请再度造访博物馆。

观看研究员的影像解说

前往展示的详细解说

电子版 博物馆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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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大阪曾经有过瑙曼象！

瑙曼象是到大约二万年前为止都栖息在日本的大象。即使是在博物馆附近，也发现到瑙

曼象的脚印以及牙齿的碎片。所以从前住在大阪的人，可能还有猎过瑙曼象呢。

大阪也有大象？

从前从前，在大阪附近有大型的象在昂首阔步。这就是那些大象们的牙齿化石。 
这些从地下找到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让我们大为惊讶的，古大阪的样子。

假如有瑙曼象走过

地面上这些奇怪的痕迹。这是大象的脚印喔。很久很久以前，在大阪，有瑙曼象走来走

去。 
牠们的步伐究竟有多大呢？这里就以脚印化石为线索来加以重现。

赞岐石

从前的人以这种石头制造刀子或是箭镞。可以摸摸看，但是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受伤喔。 
长期遭受风吹雨打的表面虽然变得很粗糙，但是内部的坚硬、致密石头或碎片却非常锐

利。在旧石器时代及绳文时代居住在包含大阪在内的濑户内海地方的人们使用这种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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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片来制造刀子或枪头，箭镞等各种各样的工具。在尚未开始使用金属的石器时代，

这是用来打倒猎物的武器，或是烹煮工具时的的重要材料。由于在从前被称为赞岐（赞

岐国）的香川县发现了许多这种石头，就将它们命名为赞岐石。这种石头也分布在濑户

内海的沿岸地区，也可以在二上山采到。由于在敲击的时候会发生很好听的声音，所以

又被称为铿锵石。

蟑螂的秘密

出现在地球上的时期？

居然是三亿年前。 
比人类还要早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上了喔。即使是垂直的壁面也能够爬上

去，什么都吃，跑得很快……具有非常多强大的特性。

日本有几种呢？

在森林里或家里面，全日本大约有50种蟑螂。蟑螂非常喜欢有暖气的、很温暖的人类住

家！和我们一起在家里生活的蟑螂大概有6 种。

会产多少卵？

有没有看过蟑螂的屁股前方黏着什么东西？ 
那个是卵囊，里面有30颗左右的卵。 
一只雌性蟑螂一辈子的产卵数可以达到200~600个！

古时候的人吃些什么？

这是橡实库！据说把橡实埋到土里面，就能够保存到来年春天。 
原来对古时候的人来说，橡实是很重要的食物呢。

长须鲸的化石（下颚骨）



这是鲸鱼的下颚喔。有看到上面的洞吗？神经是从这里穿过去的喔。此外，牠们没有牙

齿。

待兼鳄

在大阪还没有人类的40万年前，有这么大的鳄鱼在这里漫步喔。 
在丰中市要建大学校舍时，发现了细小的骨头碎片。在那里挖掘地面4次之后，发现了长

达8m的大型鳄鱼。于是就以附近的待兼山为名，帮牠们命名为待兼鳄了。

日本大角鹿



这个化石是在岐阜县的洞窟里面找到的。到一万年前为止的日本，曾经有过这么大型的

鹿呢。 
从前的人们有没有捕猎日本大角鹿呢？

瑙曼象的化石（下颚骨）

这个化石原本沈在海底。牠是渔夫在下网捕鱼，收网的时候一起打捞上来的。在远古的

日本也有这么大的象呢。

火山爆发！

从前从前，在大阪的二上山的附近有过火山！在爆发之后就产生了这样的石头。摸起来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以摸摸看喔。

你有什么样的外观呢？



咦咦？有两只动物有同样的名字。这种动物叫作索齿兽。 
在发现的时候充满了谜团！因为牠跟其他任何生物长得都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对牠进

行研究。不过现在则认为牠很可能长得像右边这个样子。比较一下两边的身体形状看

看。

石炭

石炭是由远古时期的植物形成的。到大约40年前为止，都被用来当作火车的燃料或是帮

炉子加温时的燃料。这样的能量，究竟是隐藏在这块黑漆漆的石头的哪里呢？

菊石

在远古时代生活在海中的菊石。由于牠们已经灭绝，现在已经没办法跟看到牠们活生生

的样子。请轻轻地摸摸看。 
这个标本是采自北海道的，称为Eupachydiscus 的菊石化石，发现自白垩纪后期（大约

8500万年前）。菊石的壳的内部被称为「隔壁」的壁给分成一格格，就像这个外壳被切

掉的化石标本，可以看到像菊叶般复杂的曲线。隔壁与外壳交错的部分称为缝合线。隔

壁不是平坦而是复杂的弯曲，所以会变成这样的曲线。

雷龙的脚印



雷龙是非常巨大的恐龙。体长可达20公尺，体重可达30公吨喔！把自己的脚放到恐龙的

脚印中比比看。是几倍大呢？

触摸恐龙化石

这个，是，真正的，恐龙的，脚的骨头化石喔。发现于非洲。 
这块骨头的主人，一定是非常巨大的恐龙吧。

矿物的世界

这里有很多闪闪发光的、美丽的石头吧。 
地球上有很多矿物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必要的茶壶或十元硬币等，都是由矿物制

造的。利用美丽的矿物磨成宝石……还能够变成戒指或是项链呢！

黑水晶（石英）

真是美丽的石头啊。聚集在一起的六角形结晶好像是在比身高。 
摸摸看它的光滑表面。 
水晶是在六角柱上有着六角锥，像是戴着尖帽子般的呈现有规则的结晶形状。虽然结晶



面很平滑，但是触摸起来却粗粗的。这是由于在大型的水晶结晶形成之后，在结晶面上

又有细小的水晶结晶形成所致。虽然尺寸很小，但是形状跟大型结晶的形状是一样的。

地球上充满了虫虫

虫虫到底是住在哪里呢？ 
在海里面也有吗？在南极也有吗？ 
在便便里面也有吗？

有着大型翅膀的种子

有着大型翅膀的龙脑香的种子。龙脑香是生长在热带的大型树木，最高可达50公尺喔。

这个种子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时会是怎么样呢？单击按钮确认看看吧。

假如被发现就让它吓一跳！

被鸟类发现的蝴蝶会让鸟看自己翅膀上的眼纹来吓牠，然后趁机逃走。在翅膀下面，隐

藏着什么样的眼纹呢？单击按钮看看吧！

世界最大的螃蟹



这是世界最大的螃蟹，名字叫做高脚蟹。把脚张开时可以达到3公尺喔。牠们栖息在日本

附近的海中。

南海的大型贝类

在南方的海中有大型的贝类栖息着。巨砗磲蛤是世界最大的二枚贝。澳洲大香螺则是世

界最大的卷贝（螺）。

我们吃的植物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在这一区有好多，好多的植物。我们平常吃的蔬菜和水果，是从世界上的哪些地方长出

来的呢？

香蕉的种子

你有看过香蕉的种子吗？ 
虽然我们平时吃的香蕉并没有种子，但是单独生长在热带山中的香蕉却是有种子的喔。 
只要讲到香蕉，大家就会觉得它们没有种子；可是野生的香蕉却有很大的种子。栽培的

香蕉之所以会没有种子，是跟无子西瓜一样为三倍体。

滚来滚去的橡实

壳斗科的数目，每年都会产生很多的橡实。虽然有那么多的橡实掉落，却没有长出一样

多的树。橡实从存活下来到发芽为止，必须躲过会吃它们的虫子和鸟等动物才行。它能

不能顺利发芽呢？

滚来滚去的橡实—然后呢？

这颗橡实是枹栎的小孩。但是虽然结实累累，却不是全部都能发芽。橡实内部可能被虫

子啃掉，也有可能整颗被动物吃掉；有可能会发霉，或是上面长出蕈类。掉在地上滚来



滚去的橡实，会遭遇什么样的生物呢？能够滚动到最后，发出芽吗？

会找出蕈类吗？出来吧蕈类！

蕈类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呢？ 
蕈类并不是从任何地方都长得出来的，它们有各自中意的场所。假如凑足它们喜欢的场

所，就会长出蕈类吗？ 
松茸 小小的树 日本赤松 
楢茸　强壮的根枹栎、梅树等 
松生拟层孔菌　衰弱的树干　日本赤松、日本冷杉等

里山的自然

这里是小镇比较偏僻的地方。由于有山林、农田、水池等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不是只

有人类而已，也有许多生物栖息于此。各种生物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按下按钮

启动，生物就会开始动喔。牠们在秋天冬天又是怎么过日子的呢？有没有生物比较早醒

来呢？有没有在夜晚活动的生物呢？是出去觅食的吗？到底是去做什么呢？ 

按下按钮，就会依序看到春夏秋冬及早午晚的生物们活动喔。解说图文会出现在眼前的

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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