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年嘍！

這是一年當中，大小朋友最期待的節日，

因為有好幾天連續的春節假期，可以出遊、

拜訪好久不見的親戚朋友。

可是，明明才剛過完元旦新年，怎麼又有

春節新年呢？

原來，這是因為我們在台灣使用的曆法有

兩種。曆法是計算時間的方法，劃分出一年

有幾個月、每個月有幾天。我們平常慣用

的是國曆，也叫公曆或新曆，此外，還有一

種傳統曆法，叫做農曆或舊曆，即將到來的

春節，就是農曆的新年。

世界許多國家和民族，也和台灣一樣，除

了公曆，還保留傳統曆法留下的習俗，所以

也有不一樣的新年，甚至比公曆的元旦還受

重視。一年的開始，不一定在一月一日！

接下來，就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介

紹他們如何歡度自己的傳統年，以及過年時

最期待或一定要做的事。世界多奇妙，不同

文化帶來不一樣的新年！ 

新年 撰文／吳立萍、胡純禎、陳雅茜　

繪圖／ Cindy Yang　

企編／胡純禎　版面／黃瑋

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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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的意志

牛頓在英國的農村裡出生，從小缺少父母關

愛，個性變得孤獨內向，不喜歡與人往來。但

他對大自然卻很感興趣，碰到不明白的事情，

會不厭其煩的做實驗，十三歲時，就能夠設計

風車、水車。

雖然牛頓從小就展現了天分，但他不喜歡學

校的課程，因此成績並不好。直到有一天，他

在班上受到惡霸同學欺負，

於是立志要在成績上打敗對

方。決心認真讀書的牛頓，

從此躍居班上第一名。

十九歲時，牛頓進入英國一流的

劍橋大學就讀，卻因為家境窮困，

而必須清洗學校廁所來賺取學費。

牛頓因此更加堅信，一定要在學

術上有傑出的表現，才能讓別人

看得起。

科學的巨人

　大學畢業後，

牛頓回到鄉下老

家，休息兩年，

他在這段期間思考出萬有引力定律、微積分。

他還發現日光是由各種顏色的光所組成，甚至

製作出世界上第一架反射式望遠鏡。

　牛頓超人般的研究精神和努力的態度，讓他

在二十七歲時就成了劍橋大學的教授。他日後

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科學界掀

起巨大波瀾，其中最著名的三大運動定律，直

到今天都還是物理課堂中必讀的理論。

這位曾經躲在角落研究的小男孩，成

為近代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備受讚譽

的他，面對浩瀚的知識，卻淡淡的說：

「我只不過像個小男孩，偶爾撿到稍微

漂亮一點的貝殼。對於真理的汪洋

大海，我還一無所知。」 

牛頓發明了反射式

望遠鏡，能夠將物

體放大四十倍，製

作起來也比其他望

遠鏡更容易。

曾激發牛頓靈感的蘋

果樹，經過傳承、嫁

接，現在在台灣武陵

農場也可以看到。圖

為英國劍橋大學裡的

蘋果樹分株。

英國以牛頓為傲。在大英圖書館

的庭院中，可看到牛頓手握圓規

的青銅雕像。

牛頓運用三稜鏡，

把白光折射出七種

色光，證明白光是

由色光組合而成。

 達志影像

勤奮的煉金術士

你可能不知道，牛頓還

喜歡研究煉金術。牛頓死後，

身體被化驗出大量的水銀，

可能就是因為實驗過程

造成了汞中毒。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
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你玩過牛頓擺嗎？這是根據牛

頓的理論設計而成的小道具，

由一排金屬球所組成。擺動第

一顆球，可把最後一顆彈出，

若一次擺動前兩顆，則能彈出

最後兩顆。iStock

 達志影像

90 未來兒童  2015.02 2015.02 未來兒童 91

P089-091 超級大人物牛頓0119.indd   90-91 2015/1/20   下午7:56



加拿大壯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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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你 遊 世 界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的克里斯，我的國家位

在美國北方，從台灣得飛過半個地球才能到。

這裡跟台灣很不同，土地十分遼闊，人口卻很

稀少。在多數的城市，至少得開車五分鐘，才

能找到一家商店。但也因為地廣人稀，我們可

以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擁抱，走進覆蓋我們大半

國土的森林，看各種野生動物悠遊漫步，

欣賞山川湖泊交織成的美麗風景。

簡樸的生活態度

喜愛大自然的心，也使我們嚮往簡單樸實的

生活。我們的街道上，很少看到高樓大廈，商

店也不多，常常只有一般住家、公園和林蔭步

道，有很多的空間可以玩耍。不僅如此，我們

的治安良好，即使不鎖門，也不用擔心小偷光

顧，因此許多人認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適合

居住的國家之一。

運動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放學後，同

學們會相約參加體育社團；晚餐前，我們全家

還會一起騎自行車，透過揮灑汗水，洗淨一天

的疲勞。

撰文／徐意筑　繪圖／尤淑瑜　企編／胡純禎　版面／羅若文

洛磯山脈從加拿大綿

延至美國，長達四千

多公里。山脈附近規

劃了許多自然公園，

都被列入世界遺產。

克里斯一家人

在吃什麼？

嗨！

喜愛運動的加拿大

人，總愛在絲綢般

的湖面上泛舟。

河狸的個

性溫和又

有活力，

是加拿大

最具代表

的動物。

加拿大的湖

泊有些是冰

河溶解後，

積聚而成的

冰河湖。

炸麵包是加

拿大特有的

點心，又稱

作「河狸的

尾巴」。

楓樹是加拿

大的國樹，

在國旗和錢

幣上，都可

看到楓葉標

幟。世界上

大部分的楓

糖漿都來自

加拿大。

加拿大的

土地上遍

布著針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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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胡純禎　繪圖／右耳

企編／何儀慧　版面／寶小林

春節即將到來，街頭上也開始出現春聯了。

咦？怎麼有錯字？「吉祥」寫成了「吉羊」？

難道新年是羊年，所以春聯上也要讓個位置給

羊站？並不是！其實，「吉羊」就是「吉祥」

的意思，而且，光是「羊」這個字，本身就代

表著吉祥。

了不起的羊
這是為什麼呢？原來

在遠古時候，羊是人類

非常重要的牲畜，牠提

供了營養的羊奶、美味

的羊肉，還有做衣服的

毛料。只要擁有肥美的

羊群，生活不用煩惱。

而且羊是溫馴的動物，比其

他野獸更容易捕捉，出外打

獵如果能碰到牠們，是非常

幸運的事。所以大家漸漸覺

得，有羊就有好事，「羊」

自然而然發展出吉祥的意思！

一些含有「羊」的國字，也同樣傳達

出吉利的意思。例如下面的兩個圖案，

各自代表了一個好字。一起來動腦想一

想，它們是什麼字呢？

象形字「羊」，

畫出了羊的角

與鼻尖。

下面是張開雙臂的人，

化為象形字就是「 」。

左邊是祭拜神明時用的桌子，

化為象形字就是「　」。

古人製作器物時，也喜歡加上討喜

又吉利的羊形圖案或形狀。

達志影像

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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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鉛筆。沒錯，

就是你寫字、畫圖用的鉛筆！別看

我長得瘦瘦又長長，好像只會弄髒

你的鉛筆盒，如果生活上沒有我，

你可要傷腦筋了！翻翻書包裡的課

本、聯絡簿，是不是到處充滿我的

足跡？不是我說大話，許多作家、

畫家的草稿，也都得靠我幫忙！

很多人因為我姓「鉛」，誤以為

我和鉛球一樣，身上含有金屬。其

實，我是由石墨、黏土和木頭製成

的。但這些材料如何變身成這麼實

用的我？就讓我說給你聽！

撰文／徐意筑　企編／林韻華　

繪圖、版面／愛達綠

最早的鉛筆裡真的有鉛！兩千多年前，古羅馬人使用鉛塊書寫。後來，英國人發現

了一種黑色礦石，比鉛更好書寫，稱為「黑鉛」。但黑鉛其實不是鉛，而是石墨，

由於用途類似當時廣泛使用的沾水筆，「鉛筆」的名稱就這麼沿用下來。

為什麼叫「鉛」筆？

大學問

特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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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的誕生

筆芯是我身上最重要的部分，想要寫出字

來，必須靠這條黑黑長長的線，但它是怎麼

做出來的呢？主角是黑黑的石墨，它從礦坑

千里迢迢來到工廠，和搭檔會合！這位好搭

檔是白色黏土，可以增加硬度、調整顏色深

淺。把石墨和黏土混合均勻後，做成麵糰般

的形狀；接著放入機器，就會吐出又細又長

的「筆芯麵條」。

把筆芯麵條切成適當長度後，還必須送入

烤箱烘烤，才能去除水分，不會軟趴趴的。

但烤過的筆芯容易斷裂、劃破紙張，並不能

直接書寫。得進油鍋炸一下，

再浸入蠟油洗個澡，筆芯才

會變得滑溜又油亮！

接下來，輪到保護筆芯的

筆桿上場！首先，在兩片木

板上刨出凹槽，把做好的筆

芯放進其中一片的凹槽中，

再闔上另一片木板，並用膠

水黏住，就成了「筆芯三明

治」。接著，只要將三明治

切開、塗上美麗的顏色和圖

案，有的還加上橡皮擦帽

子，閃亮亮的鉛筆就

誕生啦！

一枝鉛筆平均可削 17 次。

一枝鉛筆能畫出 56 公里長

的線條，或寫出 45000 個

英文字母。

世界上最長的鉛筆，有

323公尺那麼長！

全世界一年生產 140 億枝

鉛筆，全部接起來，可以

繞地球 62 圈。

握筆正確，寫起字來

會更輕鬆、有效率！

正確的握筆姿勢

石墨＋黏土＋水

石墨塊

石墨條

混合

成形

切割

乾燥

1000℃烘烤

油炸 加蠟

筆芯完成

黏合 上漆、打印、

加橡皮擦

樹木

製作筆桿

鉛筆製造流程

從數字看鉛筆

完成嘍！筆芯三明治

iStock iStock

上下半邊木頭
的顏色和紋路
不太一樣！

iStock

特別報告

製作筆芯

刨出凹槽 放入筆芯切割成木板 切開

三指呈現三角形

大拇指輕碰食指
掌心好像握住一顆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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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樣的鉛筆

看完我的出生過程，是不是發現我

「很不簡單」？還沒完喔，告 你，

現在的鉛筆更豐富、更多樣，有些

還不需要削鉛筆機！像自動鉛筆，

只要搖一搖或按一按，筆芯就會自

動吐出來，持續為你寫出粗細均勻

的字；紙捲鉛筆的筆桿是用紙製成

的，輕輕一撕，筆芯就會跑出來！

另外，鉛筆的生活不只是「黑白」

的！像是色鉛筆，裡面不含石墨，

多加了顏料，讓你可以畫出繽紛

的彩虹；水性色鉛筆更厲害，只

要字跡一碰水，就會暈

染出水彩般的效果。

沒想到鉛筆有這麼

多學問吧？請好好珍

惜我，讓我陪伴你成

長，並且記下你生活

裡的點點滴滴！  

玉兔鉛筆學校（需預約）

開館時間：9 : 00∼17 : 00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

　　　中興路三段330號

電話：03-9653670 

「細心」的自動鉛筆

iStock

iStock

iStock
特別報告

注意到了嗎？自動鉛筆的

筆芯比一般鉛筆筆芯來得

細。為了防止筆芯因為太

細而斷裂，製作時特別採

用黏性更高的樹脂膠（成

分類似你常用來做勞作的

白膠）來取代黏土，讓筆

芯更強韌。

來做鉛筆！

36 未來兒童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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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熙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專長為幼兒輔導、親職教育。

撰文／張英熙　繪圖／陳完玲　企編／徐意筑　版面／ Ben

大富翁

請問鬍子爸爸

聰明 的

親愛的噹噹：

　　

　新年是家人團聚的重要日子，滿桌佳

餚為節日增添許多溫暖與喜氣。對孩子

來說，餐後拜年拿紅包最令人期待，這

筆意外的財富，能讓人開心好一陣子。

　有些人喜歡隨心所欲的花錢，一拿到

壓歲錢，很快就花光光。這種習慣一旦

養成，長大後可能會變成「月光族」，

不到月底就把賺來的錢花完。

　相反的，有些人像「鐵公雞」一樣一

毛不拔，努力累積財富，卻不想運用

金錢為自己或他人帶來更多幸福。

　儲蓄可以讓存款積

少成多，以後用來支

付較大的開銷，例如

購買樂器、外出旅遊

等。消費是用來做喜

歡的事，例如和朋友

一起吃飯，

或是購買玩

具等。分享

則是把錢捐

贈給需要幫

助的人，讓

別人的生活

獲得改善。

　有計畫的運用金錢

可以創造更高的意義

與價值。做個聰明的

大富翁，讓幸福常留

在你的身邊！  

不要做金錢的奴隸

要金錢做你的僕人

　到底該如何運用金

錢，才能做個聰明的

大富翁呢？

　鬍子爸爸建議你把

壓歲錢分成三份，分

別拿來儲蓄、消費和

分享。例如一百元，

按比例可以分為：儲

蓄五十元、消費三十

元和分享二十元。

農曆新年就快要到了，弟弟說，如果領到

壓歲錢，他要全部拿去買玩具。我也好想

擁有自己喜歡的玩具，但又很想把錢存起

來。我該怎麼做？

噹噹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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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想一想

family reunion

Be careful 
with the fire
crackers!
小心鞭炮

喔！

My dad is planning
a family trip!
我爸爸正在規劃

　家庭旅行呢！

My mom is buying new clothes 
for everyone in the family.
我媽媽要幫全家人買新

衣服。 

red envelope

My mom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我媽媽正忙著準

備過農曆新年！

My dad is making 
everyone cleaning 
the house.
我爸爸要我們

全家人清掃家

裡。。

2015.02 未來兒童98 未來兒童  2015.02 99

春節來嘍！為了迎接農曆新年，家家戶戶都

很忙碌。有的家庭忙著大掃除；有的趕著買年

貨、添購新衣；有的想利用過年的長假出國旅

行，大家都很期待新年的到來。同學們也把握

寒假前的時光，在學校大掃除、寫春聯，順便

討論家裡是如何準備過年 ……

不過，大家的心情好

像很不一樣⋯⋯

吳敏蘭   台大外文系、美
國哈佛大學雙語教育碩士。

受過六國文化洗禮，學過七

種語言，現任凱斯教育機構

教務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是

Catherin
e

老師！

Why are you so 
excited, Doris?
  Doris  ，你怎麼

這麼興奮啊 ?

My whole body aches
from head to toe from
new year sweeping.
我幫忙大掃除，全

身都在痠痛。

What’s up, Betty? 
  Betty  ，你怎

麼啦？

I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any red
envelope this year.
今年我拿不到

任何紅包！

Why are you 
sad, Alex?
   Alex   ，你在

難過什麼？

I am meeting all 
my relatives at the
family reunions.
家族團聚時，

我會看到所有

　　的親戚！

What’s the 
matter, 
Casper?
Casper，
你怎

麼啦？

My mom got me 
a new dress!
我媽媽買了新

衣服給我！

家族團聚：family reunion
大掃除：sweeping  
新衣：new clothes
鞭炮：fire crackers

小字庫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春節過年了！

ABCD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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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玩

藝術

設計／妮蒂亞 Nydia　企編／何儀慧　版面／蔚藍鯨

妮蒂亞 Nydia  喜歡繪本、旅行和生活雜貨，
擅長圖文創作、紙膠帶拼貼。目前從事生活畫畫

教學，引導第一次學畫畫的朋友愛上創作與想像。

用鉛筆在紅

包袋上畫一

個圓形。

貼上深色

的長形紙

膠帶，當

作蒂頭。
將橘色紙膠帶撕

成碎片，貼在圓

形上。

將整個圓形都

貼滿。

最後裝飾邊條

就完成了。

用顏色鮮豔

的細版紙膠

帶，拼貼出

吉祥字。

1

3
用簽字筆畫

上表情。

5

6 7

4

2

也可以做出

「年年有餘」

的紅包袋！

先完成窗戶，

再用許多小圖

形貼出全家人 
的笑臉。

選幾種橘色系的紙膠帶，

拼成一個大圓，看起來生 
動又活潑。這是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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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茉莉鎮蓋了商店廣場，茉莉街尾巴的茉

莉圖書館就慢慢被人們遺忘了。老館員看著來

館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決定退休，搬去城裡跟

自己的孩子住。

鎮長打算關閉圖書館，但鎮上長大的阿芯剛

從城裡念書回來，她說圖書館是她小時候最愛

去的地方，她不能看著它被關起來。

阿芯跟鎮長爭取到館員的工作後，便立刻替

過時的圖書館梳洗上妝：做告示牌、刷油漆、

在花圃種滿植物、幫茉莉花施肥，還換上一個

茉莉花形狀的大招牌。

可是，幾天後，這間打扮得像隻花蝴蝶的圖

書館，依舊像是一隻午後無精打采的老狗，和

櫃臺後拖著腮幫子的阿芯，輪流打著哈欠。 

這天，阿芯數到第九個哈欠時，聽到了一陣

怪聲，她以為是白日夢裡的老狗在叫，等她回

過神來，發現花圃旁，有一隻全身溼答答的小

狗，陷在水溝裡。

撰文／幸佳慧　繪圖／黃祈嘉

企編／何儀慧　版面／王書曼

英國新堡大學兒童文學博士。從事

童書翻譯、創作和研究。愛讀書、

愛做白日夢、愛把美好的事物說出

作者‧幸佳慧

喜歡安靜和獨處，喜歡植物和小動

物，希望畫畫時，能被這些事物圍

繞；討厭噪音和菸味，有一點點電

話恐懼症。

繪者‧黃祈嘉

來，所以有寫不完的故事。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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