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編輯室報告  
  捉迷藏
 陳季蘭

目錄  11月號   2019 年11月1日出版 封面繪圖╱達姆   
封面設計╱何心瑜

14     大自然，有數學！  
撰文╱賴佳慧、胡純禎　繪圖╱達姆

主題放大鏡

16      星星與週期 

18      旋風裡的螺線

22      對稱的身體

24      六角形的雪花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精采探索

6 地球新鮮事   
 編撰╱鄧小非

8 這次去哪交朋友  
        智利孩子愛足球    
 撰文╱辛兆瑜　繪圖╱詹波

28 幸福大搜查  
        幸福就是有新鮮趣事等著我  
 撰文╱湯姆牛　繪圖╱夏綠蒂

74 消失生物現形啦！  
        怪異又荒誕  ── 怪誕蟲  
 撰文╱胡純禎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78 哈尼有禮貌  儀容整潔好重要！   
 繪圖╱SANA　撰文╱張馨心

名家來上課

68  倉頡辦公室  
           虹：雙頭龍的變身術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72  動手玩藝術  
           氣球印畫，小小秋日採集袋！  
                設計、繪圖╱Bianco

P004-005-兒童目錄-OK1016.indd   6 2019/10/16   下午6:24

好漫畫

32  非洲酷朋友  猴麵包樹
 編劇╱吳欣庭　漫畫╱陳小雅

45    孩子國鈔票③  金錢河  
 作者╱林迺晴

創作故事

86   說故事時間  
猴麵包樹開花   

 撰文╱王家珍　繪圖╱吳孟芸

好漫畫

32  非洲酷朋友  猴麵包樹
 編劇╱吳欣庭　漫畫╱陳小雅

45    孩子國鈔票③  金錢河  
 作者╱林迺晴

創作故事

86   說故事時間  
猴麵包樹開花   

 撰文╱王家珍　繪圖╱吳孟芸

創作故事

82  說故事時間 
        小象胖胖  
 撰文／點點　繪圖／九子

好漫畫

30  出走的魚  
         勇氣，也會再生的  
 作者／歐陽百麟　漫畫／簡嘉誠　  

43    龍居小鎮 ⑩  
         簡單樸素的醃蘿蔔乾 
 作者╱林迺晴

特別報告

36 我們都有小祕密
        ── 認識隱私權   
 撰文╱李艾澄　繪圖╱陳雅玲 

61 不一樣的星期六
        ── 東西變變變   
 撰文╱張凱希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本期閱聽內容，請上網收聽   

https://futureparenting.cwgv.com. tw/junior/audioList

76  腦袋轉一轉 
 編撰／鄒容

80  熊熊遊臺灣  鰲鼓溼地  
 繪圖／Chien's Chance　編撰／辛兆瑜

94  快樂寫 ‧ 快樂畫 

96  活動看板
 編撰╱史黛西

趣味百寶箱

26  笑哈哈 
 編撰／鄒容 

26  哈克與尼克
 繪圖／SANA 

42  爆笑小學堂  
 撰文／李世榮　繪圖／Hui

60  歡樂迷宮
 繪圖╱李天忻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P004-005-兒童目錄-OK1016.indd   7 2019/10/16   下午6:2419GJ003#P004-005_ - 1 单面 - 2019/10/23 上午 10:44:05 



達志 / Shutterstock啾啾！

啾啾！

有小鳥在旁

邊，吃飯不

用擔心！

美國公園裡

的灰松鼠和小

鳥，都很害怕

天敵紅尾鵟。

一旦察覺到敵

人，小鳥會立

即出聲警告同

伴，灰松鼠聽

到了，也會趕

緊抬頭觀望，

或馬上逃走。

最新的研究則發現，小鳥聊天的聲音，能夠

降低灰松鼠的戒備。研究人員把小鳥唧唧啾啾

的聲音錄下來，播給灰松鼠聽，結果牠們頭也

不抬的專心吃東西，非常放心。

科學家認為，灰松鼠會從環境中蒐集訊息，

幫助自己應變。但是，人類製造的聲音愈來愈

多，可能讓灰松鼠聽不清楚小鳥的叫聲。牠們

會花更多力氣偷聽鳥語，還是有其他生存方法

呢？好奇的科學家將繼續研究下去。

編撰／鄧小非　企編／張馨心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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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腸子

裡面，住著

各種細菌和

微生物。

近期《科學》雜誌揭開

一項藥學奧祕：住在人體

內的腸道菌，會吃藥！

兩位教授發現，腦部退

化的病人服藥效果不佳，

是因為藥物抵達大腦之前，

已經被腸道菌分解一半以上。

其他科學家也指出，每一種常見

的腸道微生物，都有能力分解藥物。大概有三

分之二的常用藥，都會被吃掉。看來，希望藥

到病除，得先堵住腸道菌的嘴。 

荷蘭人口約一千七百萬，單

車數量卻比人還多！為此，荷

蘭的第四大城—烏特勒支，

最近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單車停

車場，共有三層樓高、一萬多個

車位。這裡的空間明亮又安全，只

要依照電子看板的指示，就能順利停車，而且

二十四小時內免費。

這座停車場直通火車站和客運轉運站，全天

開放，全年無休，讓單車旅行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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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拉！大家好，我叫做馬

可．羅德里蓋茲．貢薩雷。

今天，我們國家的足球隊要

迎戰勁敵阿根廷。鬧鐘還沒

響，我就從床上跳起來，穿

上有智利國旗圖案的上衣。

在智利，足球不僅僅是運

動，更是生活。我們從小就

踢球，從大街踢到學校。對

許多人來說，足球更是改變

生活的夢想：不必買昂貴的

裝備，只要熱情與努力，就

能在球場上發光。

智利孩子愛足球
撰文／辛兆瑜　繪圖／詹波　企編／辛兆瑜、鄒容　

版面／黃建瑜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智．利．小．檔．案

智利在南美洲，形狀像一條長緞帶，

東西寬 362公里，大約是臺北到高雄
的距離；但南北長超過 4000 公里，
從最北端到最南端，得開四天多的車

才能抵達。

聖地牙哥

阿 根 廷

玻利維亞

巴 西

巴拉圭

烏拉圭

智

利

太 平 洋

印 度 洋

復活節島

南

美
最
高
建築「大聖地牙哥

塔」
就
在
智

利
。

這局你們當前鋒，

我來當後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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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競技是智利的傳統。牛仔們

兩兩一組，引導競技場上牛隻碰

觸場邊的軟墊，來取得分數。

名字就是歷史

我的名字  很長，想知

道為什麼嗎？馬可是我

的名字  ，羅德里蓋茲是

我爸爸的姓氏，意思是

強大的領導者；貢薩雷

是媽媽給的，代表戰鬥

者的後裔。在智利，每

個人都有兩個姓氏，一

看就知道你來自哪裡。

我住在首都聖地牙哥。

這裡到處都是西班牙占領

智利時留下的歐式建築：

古教堂高聳的尖塔與現代

摩天大樓新舊交錯，讓聖

地牙哥的天際線既獨特又

美麗。

大部分的智利人，是西班牙

人跟南美洲原住民混血的後

裔，叫做「麥士蒂索人」。

球技精湛的小孩子可以參

加國家青年足球隊，代表

智利出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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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嗎？大自然、地球、甚至整個宇宙

裡，藏了數學。

或許你不相信，但這世界上卻有一群人深

信著，他們是科學家和數學家。科學家透過

觀察與實驗，發現了藏在大自然裡的秩序與

規律，然後，用數學家發明的數學來描繪這

些規律。

這些規律藏在：

太陽，為什麼每天會升起、落下？雪花

為什麼是六角形，有祕密嗎？

鳳梨與向日葵不是同種植物，

為什麼生長方式會一樣？

大自然
  有數學

撰文、企編／賴佳慧、胡純禎　繪圖／達姆　

審訂 ／翁秉仁（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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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發現，這些奇妙的秩序裡藏了數

學，認為它們是宇宙留下的線索；相信自

己像福爾摩斯，只要沿著這些小線頭，便

能解開宇宙的超級無敵大謎團。

人類真的能透過數學，了解浩瀚的宇宙

嗎？這問題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不過，我

們倒是可以換上數學家的眼睛，看看他們

在大自然裡發現了什麼，以及這些現象背

後隱藏的道理。  

好奇，所以數學出現了

只有人，才會好奇為什麼蜂窩跟

雪花都是六角形，颱風跟星系都

是漩渦    ……    它們明明不是同一種

類，卻表現出一樣的特性。

「裡面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道理

在。是什麼呢？」

就是這股好奇心，人類解開許多

謎團，並且把這些藏在背後的祕

密，整理成知識    ─    於是，科學

與數學誕生了。

撰文、企編／賴佳慧、胡純禎　繪圖／達姆　

審訂 ／翁秉仁（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版面／黃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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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李艾澄　繪圖／陳雅玲　審訂／葉美瑩（新北市義學國小輔導老師）　

版面／黃麗珍　

你可能常常聽到一句話：「要尊重別

人的隱私。」但到底什麼是隱私？又為

什麼要尊重呢？讓我們先跟著小明，

看看他今天一天發生的事吧！

小明，我忘了

帶彩色筆，就

拿走你的！

什麼是隱私？

隱私就是不想被別

人知道的事。每個

人都會有一些小祕

密，可能是手機的

照片、日記、家裡

的地址或心事  ……  

只要是隱私，別人

就不能隨便偷看、

偷聽。而我們保有

隱私不被別人知道

的權利，這就是隱

私權。

跟我借沒關

係，但應該

要先問我！

偷偷看一下 ……

36 未來兒童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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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喜歡隔壁

班的小麗，小

明羞羞臉！

翻別人的抽屜，沒什麼

大不了的啊。我只是想

借個筆，也不能翻嗎？

看起來是小事，但只要

小明不舒服，就必須尊

重他。有些東西：信、

日記、手機，即使同學

之間關係再好，被看到

的時候，我們會覺得緊

張、不安，甚至自尊受

到傷害。這些不想被別

人知道的祕密，就是隱

私。我們要尊重每個人

的隱私。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界線。
界線裡的東西，不想被別
人知道或跟別人分享。下
面的東西，哪些在你的界
線裡？動手圈圈看！

今天，小明一整天都很

消沉，他覺得其他同學

的行為不太對，但不確

定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你覺得這些故事中，哪

幾件事是不對的呢？

翻別人的抽屜、說別人

喜歡誰、抄別人考卷，

都是不對的。

小花怎麼全都

抄我的答案？

我只跟小葉說我

的祕密，沒想到

他會說出去……

老師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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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東西變

了之後，還變

得回去嗎？

蘋果變褐色了！透明的蛋白變白色不透明，

而且凝固、不會流動。「有趣吧！」小精靈說。

「優酪乳也變了嗎？」我問。「優酪乳裡有活

的細菌，它們正在活動喲！」

「其實，許多細菌對人體有幫助。像醬油、

醋、臭豆腐、起司，都是靠細菌做成的。」原來

我的生活中有這麼多有趣的事在變化。

早餐後，我跟媽媽騎了好長一段路。看見路

旁用單車零件組裝出來的機器人，有的色彩鮮

豔，有的黑黑髒髒；旁邊還有石雕像，身上的

蘋果變成褐色不是腐壞，是

果肉和空氣中的氧發生氧化

作用，產生褐色的物質。鬆軟土司加熱後，

裡面的水分蒸發了，

所以變得硬硬脆脆。

淡黃色的奶油遇熱後，會從固態

變液態，也會變透明。

雞蛋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加熱會改

變蛋白質的結構，讓蛋凝固、變硬。

優酪乳是牛奶加乳酸

菌發酵而成。乳酸菌

會把牛奶中的乳糖分

解成乳酸，使牛奶變

酸，並讓蛋白質凝集

在一起而變得濃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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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腐壞也是

一種變化。

為什麼這些鐵製

的機器人表面變

得黑黑髒髒？

紋路都模糊了  ……  

「機器人跟雕像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邊想邊拿起三明治，沒想到，有一股可

怕的味道突然飄上來  ……  

「媽！三明治壞了！」「哎喲，

忘記放進保冷袋了，細菌讓它變

臭了。」

又是細菌！細菌真奇妙，

能讓食物變好吃，也能把食

物弄壞。「攝氏 7 到 60度

之間，是食物腐敗的危險

溫度。除了三明治，剛才

你還發現哪些事發生變

化呢？」小精靈飛到我耳

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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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胖是大象家族的長孫，一出生就是

個大塊頭。爺爺看他圓嘟嘟的好可愛，

便給他取名「胖胖」。

胖胖從小胃口好，媽媽稱讚他不挑食，

經常做好吃的食物餵他。身材對胖胖一直

不是問題，直到進入動物小學 ……

胖胖第一天進到教室，才一坐下就聽到

「喀啦」一聲，小木椅塌了。全班哄堂大

笑，最後要放三張椅子，才撐得住他。

說故事
時間

小象胖胖
撰文
／點點

　繪圖
／九子　

企編／周宜靜　版面／吳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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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胖胖
撰文
／點點

　繪圖
／九子　

企編／周宜靜　版面／吳慧妮

從小在媽媽床邊故事的滋養中長大，對「聽

故事」和「說故事」有特別的情感。希望

透過一個一個故事的養分，一點一點孕育

出愛聽故事、說故事的小朋友、大朋友，

還有⋯⋯老朋友。寫這個故事時，想起小

時候為了好玩作弄同學的事，於是像小狐

狸和小野狼一樣流下懺悔的眼淚。希望大

家不要跟我一樣喲！

作者‧點點
個頭矮小、看不出實際年齡，喜愛

看書、畫圖、和阿貓阿狗玩耍，過

著與世無爭的悠閒生活。現正努力

往插畫的世界邁進，作品散見於童

書與報章雜誌。

繪者‧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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