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12月號   2019 年12月1日出版 封面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封面設計╱何心瑜

14     晚安，睡個好覺  
撰文╱張凱希、賴佳慧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主題放大鏡

16      人為什麼晚上睡覺？ 

18      身體怎麼知道該睡覺？

20      演自己的故事 ── 做夢

22      糟糕，睡不著！

24      祝你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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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聊天室    
 編撰╱鄧小非　繪圖╱蔡元婷

8 現代人物  
         用一輩子，為全人類奮戰   
           ── 何大一    
 撰文╱辛兆瑜　繪圖╱長耳朵、右耳

40 驚奇萬花筒  
        1公分的小怪獸 
 撰文╱李世榮

60 夢想，前進！  
        我想成為亞洲第一女賽車手  
 撰文╱徐意筑　繪圖╱右耳

2 編輯室報告  
  睡出健康好活力
 陳季蘭

名家來上課

66  Jack & Jill 今天說英語  
           Mind Your Table Manners!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68  動手玩藝術  
           換個新髮型  
                設計、繪圖╱九子

70  Bubu 老師說  
           傾聽，讓對話動起來  
                撰文╱蔡穎卿　繪圖╱吉娜兒

P004-005-19GJ004.indd   4 2019/11/18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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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  
 撰文／陳素宜　繪圖／黃雅玲

好漫畫

28  出走的魚  
         說晚安的模樣  
 作者／歐陽百麟　漫畫／簡嘉誠　  

43    龍居小鎮   
         暖呼呼的冬至湯圓 
 作者╱林迺晴

特別報告

34 廟埕
        ── 神與人，鬥鬧熱  
 撰文╱胡純禎　繪圖╱王書曼 

  本期閱聽內容，請上網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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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歡樂迷宮 
 繪圖／田小佳

80  黑白找
 繪圖／Chien's Chance

81  眼力大挑戰
 繪圖／Chien's Chance

94  快樂寫 ‧ 快樂畫 

96  活動看板
 編撰╱史黛西

趣味百寶箱

42  腦袋轉一轉 
 編撰／鄒容

59  笑哈哈 
 編撰／鄒容 

59  哈克與尼克
 繪圖／SANA 

74  搶鮮閱讀  跟柿子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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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1114.indd   7 2019/11/14   下午5:00



當你面對一個可能永遠打敗不了的對手，你

是轉身離開，還是留在原地繼續

奮鬥？

何大一選擇留下。他是發明

「雞尾酒療法」的人，這是目

前治療愛滋病最有效的方法。

自從    1981    年第一宗愛滋病毒感

染案例被發現，全世界已經超

過三千萬人因此失去生命；

這是一種嚴重威脅人類

性命的傳染病。

即使可能永遠無法

治癒愛滋病，何大一

仍選擇用人生剩餘

的時間與它奮戰。

來看看他的故事。

生於臺灣臺中。

十二歲移民美國，是世界最早認識、研

究愛滋病毒的科學家之一。1995年與團

隊發明雞尾酒療法。2010年被《時代》

雜誌稱為「打敗愛滋病的人」。

把每次的失敗都看成

是一種挑戰，挑戰的

另一面就是機會！

© David Ho / 創
用CC授權

撰文／辛兆瑜 繪圖／長耳朵、右耳 

企編／史黛西 版面／寶小林、黃淑雅

用一輩子，為全人類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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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為自己負責
何大一堅毅的個性從小展露無遺。他常

告  自己，課業一定要保持第一名，連

生重病，也想趕快回學校上課。這樣拚

命的個性在移民美國時也沒有改變。何

大一在短時間內克服語言障礙，學好英

文，再一次成為學校的資優生。

愛滋病毒小檔案
． 正式名稱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 病毒會透過體液傳染（例如輸血）。
．擁抱、牽手或一般咳嗽，並不會感染此病毒。

生於臺灣臺中。

十二歲移民美國，是世界最早認識、研

究愛滋病毒的科學家之一。1995年與團

隊發明雞尾酒療法。2010年被《時代》

雜誌稱為「打敗愛滋病的人」。

什麼是愛滋病？
我們生病時，身體裡有一群小兵會主

動消滅入侵的細菌或病毒，這種保護

身體、恢復健康的能力，就是免疫系

統。得了愛滋病的人，免疫系統被破

壞了，小感冒或小傷口都有可能讓他

們死亡。愛滋病毒還有一個可怕的特

點：很難殺死，常常變身，讓科學家

找不到根治的方法。

雞尾酒療法
過去醫生用一種藥物治療一種病症，何大

一提出以多種藥物治療（就像雞尾酒由許

多材料調製而成），讓愛滋病毒不管怎麼

變，都有藥物可以聯合控

制它，降低了死亡率。

電子顯微鏡下的

愛滋病毒。

達志 / Shutterstock

達
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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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識睡覺前，先做個小測驗，不過時

間最好選在下午兩點到四點之間。

身體坐沙發上，手輕握一顆球，全身放

鬆，看能不能睡著？一、二、三         ……         如果

球在十分鐘之內掉了，表示你很快睡著，

最近晚上可能沒睡飽，而且愈早掉，睡眠

不足的情況愈糟糕。

晚安，睡個 覺好

14 未來兒童  2019.12

撰文／張凱希、賴佳慧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審訂／莊立邦（林口長庚醫院睡眠醫學中心醫師）

企編／許嘉諾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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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 學童 青少年 成人 老人
年齡層

睡眠時數

十歲左右的孩童，一天至少要睡九小時。

一天九小時，算一算，你一年有四個月在睡

覺。如果活九十歲，一生花在睡眠的時間是

三十年！

人為什麼要睡覺？而且習慣晚上睡？你的

身體怎麼知道要睡覺了，誰下的命令？研究

發現，睡眠不足會嚴重傷害身體，現在就來

認識陪伴我們一輩子的重要大事            ─          睡覺，

讓我們晚上都能睡好覺。  

孩子，你最近睡

太少了。這樣不

行，讓我為你上

一堂睡覺課吧。

天哪，看見

您表示……

我睡著了？

請問您是？
我是周公。

應該睡多久？

每個人每天需要的睡眠時間不同，年紀愈

小，需要的睡眠時間愈長。

嬰兒	 十二到十五小時

六到十三歲學童	 九到十一小時

青少年	 八到十小時

成人	 七到九小時

老人	 七到八小時

2019.12 未來兒童 15

周公是比孔子還早出

生的人物，他把周朝

治理得井井有條。孔

子相當懷念那個井然

有序的周朝，於是說

了「我已經很久沒有

夢見周公」這句話。

之後，人們用「夢周

公」形容進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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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動一動……」天光漸亮，

旋律輕聲響，廟門前的廣場上，

阿姨阿 踩著有節奏的步伐，

喚醒半夢半醒的我。

我，是蹲坐廟門的石

獅子，望著廣場發生的大

小事，是我每天的樂趣。人們把

廟前大片廣場叫做「廟埕」，打

從建廟一開始，這片空地就與我相伴。

迎神鬥鬧熱

廟埕什麼時候最熱鬧呢？當然是我的主

人、也就是廟內供奉的神明做生日的時候

啦。一連好幾天，廟埕人群一波波：信

眾擺開桌子，放上五色瓜果，敬請主人

品嚐；或是神將列隊，恭迎主人擺駕出

巡，場面浩大、莊嚴；各家戲班子，

歌仔戲、布袋戲都來此擺臺，熱鬧拚

早安！

嘿，阿

芬啊 !

買花喔！

廟埕── 神與人 ，鬥鬧熱

34 未來兒童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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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胡純禎　

繪圖、版面／王書曼

圖片／達志 / Shutterstock

場，代信徒謝謝主

人的庇佑。

這時候總是人潮洶

湧。大人認真看戲，

小孩忙著玩耍兼吃甜，

哎喲，還喜歡爬到我身

上搶個好視野。

講古繫感情

平常日子裡，廟埕屬於大家的。

早起的人兒跳健康操，擺攤的小販聚

集做生意；日頭炎炎，廣場正

好用來晒穀、晒菜、晒魚乾。

寧靜的午後，老的、小的、

閒的也散步到這兒聊

天喝茶、吹涼風。

廟的第一殿，因

為開三個門，稱

為「三川殿」。

有些廟前有出入口，

稱為「山門」。

進廟前有塊空地，

就是「廟埕」，讓

人們會合或欣賞廟

宇，也是廟會活動

的地方。

阿嬤真

會跳。

正殿

廟埕

後殿

 神與人 ，鬥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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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英語

Mind Your Table 
Manners!

Jack & Jill

66 未來兒童  2019.12

knife
刀子

plate
盤子

dessert
甜點

　           Jack       、Jill     和爸爸媽媽到餐廳吃

西餐。第一次在這麼正式的場合

吃飯，           Jack       有點手忙腳亂，不知

道該怎麼使用餐具。他趕緊向

Jill     求救……

Look at my Mr. 
Potato Man! 
看看我的馬鈴

薯先生！

Jack, please don’t 
play with your food!
Jack，請不要玩

食物！

Put the napkin on your lap! 
Not around your neck!
餐巾要鋪在腿上！不

是圍在脖子上！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吳慧妮

But I think this is 
more convenient!
但是我覺得這

樣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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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玻璃杯

fork
叉子

napkin
紙巾

spoon
湯匙

bowl
碗

Don’t forge
t 

your table
 

manners!Do you know?
吃西餐通常會有開胃菜（appetizer）、 湯（soup）、 

沙拉（salad）、 主菜（main dish）與甜點（dessert），

每一道料理需要用到不同的餐具，例如刀

叉、湯匙、杯盤和餐巾等。記得用餐時要

維持好的餐桌禮儀喲！

吳敏蘭   臺大外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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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凱斯教育機構執行長。

Hold the fork with your 
left hand, and the knife with 
your right hand.
用左手拿叉子，然後

右手拿刀子。

This is so much trouble! 
Do they have chopsticks?
這真的很麻煩！他

們有筷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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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穎卿　繪圖／吉娜兒　企編／胡純禎　版面／Amann　

親愛的丁丁、琪琪：

今天 Bubu老師要討論的問

題，對你們來說應該一點都

不新鮮；不過，正因為缺

點並沒有得到改善，所以

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提

起。希望從今天開始，你

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當成一

件「最重要」的事來處

理；仔細想，也認真做

到，因為，這會使你們所有

的事都做得更順利，也更節

省時間。

一問一答，一呼一諾
進入討論之前，我要先帶你們

認識「諾」這個字。「諾」的意思是：

回應。用什麼回應呢？發出聲音，用語言，所

以，你們看，這個字的部首歸在「言」部。

傾聽讓對話動起來

未來兒童  2019.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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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提出問題，

或者發聲呼喚的時候，我們

會用「問」或「呼」來表

示，而後，接受到訊息的

那個人就「答」或「諾」或

「應」。這種正常的一來

一往，就是人與人之間最

基本的互動。

「不知道該怎麼說」，
真的嗎？
可是，你們現在常常忘了

互動上最基本的禮貌，更不

要說，進行一場美好的溝通。我們為了這個問

題，在課堂上經常損失不該花費的時間，一個

接一個的問，或一次又一次的問。原本用來做

事、讀書的時間，被這麼無聊的事情占用，真

是不值得。

也許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

Bubu老師用「無聊」這麼強烈的

字，來描述你們的問而不

答，他們會為小朋友

解釋說：也許並不是

不想回答，只是不知

道該怎麼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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