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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大家好！我是米超人！

我最愛米了！不管是米漢堡、米苔目、米

粉湯，或是米字邊的粽子、粿仔條，統統是

我的最愛。尤其白米煮成的飯，更是一次

可以吃上三大碗！也因為我超級愛吃米

食，所以大家都叫我  米超人！

但愛吃米食的人，可不只我一個，

全世界超過一半的人，每天最主要

的食物都是米！但不同地區的人

吃的米卻不一樣，有長有短、

撰文／陳雅茜　繪圖／ BO2、王書曼

審訂／台灣大學農藝系 劉麗飛教授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有細有圓；有               Q Q     的、有粉粉的；有白

淨透亮的、有五彩繽紛的；所含的營養素、

所製成的加工食品，也各不相同。米的世

界可是很多采多姿的！

關於米的歷史、米的運用，以及怎麼種

出好米，各式各樣的故事多到說不完。嘿

嘿！看到了沒？我米超人可不是只會吃

喲！對米的知識也是一流的！這也算

不辜負我米超人的名號啦！

接下來，請跟著我米超人和我

的好朋友米粒小子，一起去探

訪好米的世界！ 

哈囉！

我是米粒小子。

主

題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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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中的不平凡

皇家學院是當時的科

學聖殿，法拉第萬分珍

惜這個機會，在這裡工

作了一輩子，學院的頂

樓房間也成了他永遠的家。

他做了一萬多次實驗，終於製造出第一部電

動馬達；之後又花了十年，發明出第一台發電

機。法拉第的研究讓人們對電和磁有更多的了

解，也讓「電」的運用成真！

即使聲名大噪，法拉第仍沒忘記自己困苦的

過去。某次演講結束，他沒

有留下來接待聽眾席上的英

國女王和貴族，就獨自前往

貧民窟探望生病的老太太。

他不接受爵位和獎金，堅

稱自己不過是「平凡的法拉

第」。這位改變世界的科學

家，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從

不覺得自己有多麼偉大。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法拉第的家境很貧窮，一家人有時一星期只

能吃一條麵包，但仍舊非常知足快樂。他一邊

打工，一邊自修學習，利用送報的工作機會，

從報上識字；後來進到書店當學徒，就利用裝

訂書本的空檔讀書。科學書籍像磁鐵一般深深

吸引法拉第，於是他把自己位在書店的房間變

成小小實驗室，裡頭裝的不只是儀器，更是他

追求科學的夢。

二十一歲的某一天，一位客

人看到法拉第的實驗筆記，

感到很佩服，

於是送給他四張演講入場券。

講者是當時英國科學界的

重量級學者戴維。法拉第

參加演講後，興奮的將內

容整理成三百八十六頁的

筆記，送給戴維，因此贏

得進入「皇家學院」工作

的機會。

法拉第發明感應環，

可改變電流的電壓或

強度，讓不同的機器

都有適合的電流，是

最早的變壓器。

法拉第利用電力，創

造出動力，發明了電

動馬達。電扇、果汁

機、洗衣機⋯⋯等電

器都有馬達，才能動

起來。

既然電力可以產生

動力，動力是否能

產生電力呢？法拉

第腦袋一轉，最後

發明了發電機！

發明電燈的愛迪生在舊書店

讀到《法拉第的電學研究》，從此

開啟了對電的興趣。物理大師愛因

斯坦，也在書房牆上掛著法拉第

的照片。即使過世，法拉第仍

然「電」力無窮。

法拉第大放「電」力

拼命爭取成功，

但不要期望一定要成功。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達志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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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前，法拉第會把紙折

一半，或者畫線條左右對

分，左邊寫上課的重點，

右邊寫自己的想法。課後

趁記憶還新時，再重新書

寫一次，整理成第二份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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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我是大衛，住在美國紐約。美國領土廣大，

從東岸搭火車到西岸，要花上四天時間。為了

串連起整個國家，我們蓋了很多鐵路，全部串

起來，可以繞地球十圈！

美國的歷史只有兩百多歲，和其他國家相比

雖然很年輕，卻是世界有名的強國！我們不僅

把人類送上太空，更把迪士尼米老鼠、Google網

路傳播到世界許多角落！紐約是美國最大的城

市，有金融中心華爾街、藝術搖籃百老匯，街

道上人來人往，很是熱鬧。

充滿活力的大熔爐
如果到美國，你會發現街道上有各種膚色的

人，還聽得到各種語言，好像不同國家的人一

起出現在這裡。例如自由女神正是個「法國移

民」，因為她是法國送給美國的禮物。她高舉

著火炬，告 世界：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度！

自由與開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

來這裡展開夢想；也因為美國張開

雙臂迎接各地的文化，才能充滿活

力。我們相信：只要努力，每個人

都有機會成功！

撰文／徐意筑　繪圖／ Tai Pera　企編／林韻華　版面／羅若文

 
  帶
你 遊 世 界

自由的國度 國美

樂觀的牛仔精神

對許多人來說，電影裡的牛

仔是美國精神的象徵。牛仔

原是負責看管乳牛的工人，

但他們不怕苦、積極進取，

成為風靡世界的馬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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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變成糞坑了！

羅馬時代結束後，

羅馬人的排水道技

術也失傳了。便便

沖不走，但總不

能留在室內吧？

於是中世紀的歐

洲人，先把便便

裝在瓶罐裡，等

容器滿了，再往屋

外一倒！天哪！髒死

了，街道成了大糞坑！

   中國人上廁所是件大事！

在世界另一頭的中國，

古時候也沒有排水道可

以沖走便便，不過依然

保持廁所的整潔，他們

怎麼辦到的？原來，民

間有群專門替家庭收便便的人！這些人

將便便轉賣給農夫當肥料，生

意相當不錯，有時甚至為了

搶地盤大打出手。公共廁

所則有政府派人定期打

掃。看來，便便在古中

國是件重要大事呢！

到廁所便便時，你喜歡坐著上，還是蹲著

上？為什麼馬桶裡有一灘水，害得人老是怕

便便掉下去，會濺起髒水噴到屁屁？你相信

嗎？在古中國，上廁所是講排場的大事；在

古羅馬，上廁所一點也不羞恥，大家會一邊

便便、一邊聊天呢！屁屁底下的馬桶，藏著

好多的故事！

    羅馬人喜歡一起蹲馬桶！

回到兩千年以前的

羅馬，公共廁所竟然

是個寬敞開放的大房

間！大家會在裡頭各

自守著一個坑，一邊上

廁所，一邊聊天、談生意。他們怎

麼受得了臭味呢？別擔心，廁所下

方有排水道把髒東西沖走，而且旁

邊往往緊鄰公共澡堂，上完廁所，

還能美美的洗個澡呢！

 南宋一位富人把

家裡廁所裝潢的像間

豪華臥室，還有十幾

位僕人在旁服侍。上

廁所時，有這麼多人圍

繞在身邊，你上得出來

嗎？

中世紀的

歐洲城堡或

大房子裡有

間神祕的「衣

櫥」，裡頭不

放衣服，放一個中央有

洞的椅子，讓便便直接

「撲通」掉到底下的

路上或護城河裡。

把長木棒下

方的海綿沾

溼，就可以

擦屁股了。

撰文、企編／胡純禎　

繪圖／簡漢平　版面／愛達綠

馬桶
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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