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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我要買這個！」媽媽拿出一張紅色的

百元紙鈔，換來一袋紅通通的蘋果。這麼輕薄

的長方形色紙，竟然能換到各種東西，真的好

奇妙！我仔細看著鈔票，上面有好多精細的線

條和圖案，除了數字、國字，還有偉大的國父

在對著我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我

也可以變成鈔票上的主角？

撰文／徐意筑、陳雅茜　審訂／莊銘國（大葉大學國企系榮譽教授） 

繪圖／九子　企編／何儀慧　版面／黃淑雅

媽媽說，鈔票是偉大的發明，讓我們的生活

變得更方便。這不禁讓我好奇，在鈔票出現之

前，人們到底拿什麼買東西呢？媽媽還說，鈔

票就像國家的代言人，如果仔細研究，不但能

看到各國的著名人物、山川建築，還能知道每

個國家重要的特色！

沒想到，鈔票竟然有這麼大的本

領！上面到底藏了多少祕密？

有關鈔票的故事，

一定很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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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人物

放射科學的光芒撰文／徐意筑　繪圖／南君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瑋

居禮夫人

居禮夫人小檔案

1867 年 11月7日出生於波蘭

喜歡科學、思考、推理

　聽到「癌症」，也就是惡性腫瘤，人人都

好害怕。幸好在一百多年以前，有位科學家

發現了不可思議的元素：鐳；鐳的放射可以

用來治療惡性腫瘤，至今救活無數生命。這

位被譽為「人類恩人」的科學家，締造了許

多歷史上的第一：她是法國第一位女教授、

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也是第一位獲得兩次諾貝爾

獎的學者。在當時封閉的

歐洲社會，這

位女性閃閃

發光     ──

她就是居

禮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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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禮夫人獲得諾貝爾

化學獎一百年後，大

家以釙和鐳為主題，

為居禮夫人小時候的

房子畫壁畫，慶祝她

對科學的重要貢獻。

醫院裡常用的Ｘ

射線，就是一種

看不見的射線，

可用來觀察皮膚

下的構造。

鐳就藏在這塊黑漆漆的

瀝青鈾礦裡。鐳雖然小

到看不見，而且長得像

鹽巴一樣，卻能將水加

熱到沸騰，在黑暗中放

射的亮光足以閱讀！

女子不能上大學

你知道嗎？在過去，波蘭

女子是不能上大學的。想進一步深

造只能出國留學。居禮夫人年輕時

家境並不富裕，於是努力兼家

教，直到八年後，才實現

到巴黎念書的夢想。
 iStock

找尋神祕的元素

居禮夫人出身波蘭，本名叫瑪麗 ．斯克沃多

夫斯卡，從小就喜愛科學，一讀起書來，即使

有人在旁邊敲鑼打鼓，也毫無反應。憑著這股

集中力，即使在巴黎念大學時，她窮到沒東西

可吃、冷到只能用實驗的酒精燈取暖，仍然以

第一名畢業，獲得物理學位。

二十八歲時，瑪麗嫁給科學家皮埃 ．居禮，

成為居禮夫人，兩人攜手研究當時

最熱門的「看不見的射線」。瑪

麗發現，瀝青 礦裡藏著一些神

祕的物質，同樣能發出這種射線。

它們看不見、摸不著，卻仍舊放射出強大的能

量。經過幾千次實驗，居禮夫婦終於找出兩個

新元素，命名為釙和鐳。

黑暗中的光芒

但當時許多科學家卻認為鐳不存在。為了向

世人展示鐳的樣貌，瑪麗每天守著一鍋沸騰的

溶液，忍受刺鼻的氣味。

她總是拿著一根比她還要高大的鐵棍，攪拌鍋

中的原料。經過四年的努力，鐳終於從殘渣中

探出頭來。一個小小的光點，在黑暗中發出美

麗的藍色螢光 ─那正是鐳放射出的光芒！

鐳就像閃耀的星星，引起世界的廣大討論，

並為瑪麗帶來名聲和獎項；但這項偉大的發現

也永遠賠上了瑪麗的健康。由於長期接觸放射

線，瑪麗老是覺得疲倦，而且動不動就發燒、

發冷，但是她這一生，卻不曾動搖對科學的堅

持，即使在生命最後的時光，她仍不肯離開實

驗室。曾有人問瑪麗最想要得到什麼，她說：

「我想要一公克的鐳。」 

毅力可以把夢

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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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家族

1903年，居禮夫婦獲得

了諾貝爾物理獎；1911

年，居禮夫人獲得諾貝

爾化學獎；她的大女兒

後來也成為諾貝爾化學

獎得主。居禮家族先後

共獲得三次諾貝爾獎，

創下科學史上的紀錄！居禮夫婦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居禮夫人與大
女兒伊雷娜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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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麻思嗲！
（你好！）

神奇的印度

2014.11 未來兒童 11

大家好！我是來自印度的阿米塔，我的國家

位在亞洲南方，一個像三角形的半島上。這裡

住了很多人，多到連搭公車或火車時，都得坐

到車頂上。不過沒關係，

能抵達目的地就好。

我們印度人很隨和的，而且愛好和平，和動物

相處得很好；就算牛、羊在馬路上行走，也不

會有人來趕。看！那是我最喜歡的孔雀！

文明古國變金磚

印度和中國一樣古老，有五千多年的歷史，

是許多重要的宗教和數學概念的發源地。例如

台灣人熟悉的   佛教，是古印度一位王子釋迦牟

尼創建的；你現在使用的   阿拉伯數字以及  零的

概念，也來自印度。還有   瑜珈，最早是古印度

撰文／陳雅茜　繪圖／許珮淨　企編／何儀慧　版面／吳慧妮

牛在印度具有崇高

的地位，被尊為聖

牛，就算躺在大馬

路正中央，人和車

也只能讓路。

摩托車改成的三

輪嘟嘟車，是印

度街頭常見的一

種計程車。

印度香料聞

名天下。

準備要獻給神

的印度花圈，

顏色通常以黃

和紅為主。

印度拉茶在茶裡

加入牛奶、糖、

薑和其他香料。

印度人除了吃

米飯，也常吃

薄餅。

 
  帶
你 遊 世 界

印度人大都信奉印度教。

因為印度教規定不可以殺

生，使得印度人對動物特

別有包容力。

你知道阿米塔

在哪裡嗎？

P10-13-神奇的印度1021-2.indd   10-11 2014/10/21   下午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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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純禎　繪圖／陳沛珛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今天和媽媽逛街，看到一個漂亮的瓶子被扔

在路邊，我想撿起來收藏，媽媽一看，皺著眉

頭說：「髒死了，把它丟回去！」可是這麼漂亮的

瓶子用完就變成沒人要的垃圾，好可憐。丟進

垃圾桶之後，它會跑去哪？它得永遠和臭臭的

塑膠袋、爛爛的香蕉皮待在一起嗎？或者有沒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它華麗變身，再次成為美

麗的瓶子呢？

2.		熔回最初

的材料。

3.		重新製作

成物品。

4.		送往各個工

廠或賣場！

玻璃

　重生
了！

1.		把回收的

玻璃瓶清

洗乾淨。

再來一次！

別擔心，奇妙的再

生工廠能讓漂亮的

瓶子重生！這是怎

麼做到的呢？他們

會把收集來的玻璃瓶

壓成屑屑，混入砂石，

再倒進非常高溫的爐子

裡，讓它慢慢熔化成像蜂

蜜一樣的軟膏。這就是玻璃

塑型前的玻璃膏！接下來，就

看你想要把它塑成什麼樣子，可以是裝果醬或

可樂的玻璃罐，也可以是插花的美麗瓶子。

不只是玻璃，廢紙、廢鐵鋁罐、塑膠瓶，甚

至是舊衣服，都可以回到最初的材料，重新塑

型，就好像變魔術一樣神奇！

特別報告
你丟的垃圾，

要花多久時間才會不見？

蘋果核、報紙

利樂包

塑膠袋

鋁罐

電池

寶特瓶

尿布

玻璃罐

2∼ 6週

5年

10∼ 500年

80∼ 200年

100年

450年以上

500年以上

1000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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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喝豆漿嘍！」一大早，我被爸爸叫醒吃早

餐，原來，爸爸用果汁機打了豆漿。爸爸說，

他喝牛奶容易拉肚子，所以決定從今天開始改

喝豆漿。我跟著喝了一口，好香好濃喔。

爸爸說中國人喝豆漿，已經有好幾千年的歷

史，而豆漿是用黃豆做成的。黃豆有「豆中之

王」的稱號，營養豐富，所以很多不適合喝牛

奶的人，都愛喝豆漿。哇，沒想到黃豆竟然這

麼厲害！

「黃豆的厲害才不只這樣而已，中午你就知

道了！」媽媽走進來說了這句話。中午會發生什

麼事呢？真令人好奇！

植物肉

「叮咚」門鈴響了！是奶

奶要來家裡吃飯，難怪媽媽

一直在廚房忙。

坐上餐桌之後，媽媽對我

說：「你看，黃豆真的很厲害

吧？」我愣住了，不明白她的

意思，媽媽叫我看看桌上有

什麼菜。因為奶奶吃素，媽媽

除了炒青菜，還做了涼拌黃豆芽，滷

了一大鍋的豆干、豆皮、百頁、油豆腐、素

雞，還煮了豆腐湯。這些全都是黃豆做的！

「為什麼素食裡常常會用到黃豆呢？」我好

奇的問。奶奶說，   蛋白質是很重要的養分，

主要來自各種肉類，但吃素的人不吃肉，會

缺少蛋白質。還好黃豆蛋白質含量非常高，

所以有人把黃豆做成各種食品，讓吃素的人

也能獲得充足的蛋白質。

原來如此，我覺得黃

豆簡直就是「植物

肉」！大家聽了

哈哈大笑。

毛豆、黑豆都是黃豆？

毛豆是還沒成熟的黃豆，因為豆莢上有很多細

毛，所以叫做毛豆。如果不把毛豆採收下來，

讓它繼續成長，又嫩又綠的大豆子會變成又硬

又黃的小豆子，也就是黃豆。黑豆是一種黃豆，

只是品種不同，豆子的皮是黑的。

撰文／唐炘炘　繪圖／蔣熊　企編／林韻華　版面／施辰音

，有你真好！黃豆
黃豆小檔案

別稱：大豆

原產地：中國

主要栽種區：美國、巴西、

阿根廷、中國

特色：是中國古代所說的

「五穀」之一。黃豆蛋白質

含量高，約占 40％，一杯豆

漿的蛋白質約等於 12 杯牛

奶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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