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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Foster + Partners

科學家找到

創意解決方

法，真是太

厲害了！

人類一直夢想在

月球建立基地。最

近，歐洲太空總署

研究出新配方，以

3D列印技術，把月

球表面的砂土，添

加太空人的尿液，

做出有用的混凝土

建材！

原來，尿液中的「尿素」，可以讓混凝土變

得堅固又有彈性。而且，等混凝土硬化後，非

常耐壓，放上十倍重的物品，仍能保持原狀。

此外，這種混凝土禁得起月球環境的考驗，

面對攝氏零下 80度到 1 1 4 度的極端溫差，完全

沒問題。

最棒的是，所有原料都能在月球取得，

不必特地從地球送貨，真的很環保。接

下來，研究團隊將針對太空中

的輻射線，繼續改良配方，增

強混凝土的防禦力。

編撰／鄧小非　企編／張馨心

版面／何心瑜

打造月球基地
用太空人的尿液？

6 未來兒童  2020.07

P006-007-地球新鮮事-0601-OK.indd   6 2020/6/15   下午4:50

達志影像

達

志
 / 

Shutte
rs

to
ck

聽聽他們的

口哨對話：

土耳其的庫司寇伊村，

位在群山之中。這裡的村

民不用手機，只要把手指

放在脣間，就能吹出響亮

的口哨，跟遠方的親友打招

呼，四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鳥鳴般的哨音內容豐富，有

約兩百五十個語詞。因此邀同學寫功課、請朋

友來喝茶，都能對答如流，不會雞同鴨講。

這麼奇妙的口哨語，已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

產，加以保護。 

為了控制肺炎疫情，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柯

林斯教授，帶領團隊研

發智慧口罩，只要沾到病

毒，口罩就會發出螢光。

其實，教授早就開發出多

種病毒的感測器，現在，必須提升感測器的靈

敏度，才能在一點點口水中測出新冠病毒。

不過，團隊充滿了信心，希望今年夏天結束

前，能產出商品供大家採購。

研發口罩有亮點
碰到新冠病毒會發光

土耳其小村傳「鳥語」
吹口哨邀客人來喝茶

2020.07 未來兒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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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下的國度南非
撰文／李靜宜　繪圖／Hui　企編／徐意筑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南非位在非洲大陸最南端，

是個南半球國家，面積有33
個臺灣大，但人口只有臺灣

的2.5倍。南非有三個首都，
分別位在北、中、南部，這

可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南．非．小．檔．案

你好，我是博卡莫索，今年八歲，

住在南非最大的城市約翰尼斯堡。

說到非洲，你是不是想到皮膚黝黑

的黑人？南非的居民們，確實多數是黑

人。不過，還有幾百年前移民過來的歐

洲人、亞洲人         ……         ，我的朋友就來自

不同種族。因為南非的種族、文

化很多元，所以又叫「彩虹之

國」            ─          就像彩虹有七種顏色

一樣，美麗又和諧。

非　洲

南 非好望角

蘇伊士運河

8 未來兒童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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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和運動都重要

我們跟臺灣小朋友一樣，也

是七歲上小學。其中我最喜歡

「生命導向課」，能學到不同宗教的重

要節日，如基督教的復活節、印度教的

排燈節和伊斯蘭教的開齋節等。

對了，我們也喜歡運動，尤其是橄欖

球和足球。2019 年的世界盃橄欖球賽，

南非打敗所有國家拿到冠軍，全國上下

都興奮得不得了。長大後，我也希望成

為傑出的橄欖球選手。

以前政府會將不同種族和膚色的人隔開，公

共廁所分成白人專用及非白人專用；連學校

也分成白人學校及黑人學校。後來，在南非

國父曼德拉以及許多人的努

力下，政策已經廢除。

我們都是南非的孩子！

2020.07 未來兒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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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來兒童  2020.07

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封面故事

地大發現
打開地圖，在陸地和海洋、陸地與河流的交

界，你看到了什麼？咦，不就只是一條彎彎曲

曲的線嗎？

其實，大自然的水陸交界，並不像地圖上畫

的，只是一條線。如果把交界放大、再放大，

你會發現，那是一大片區域，如果不小心踩進

去，很可能是⋯⋯一團爛泥巴！

撰文、企編 ／李世榮　繪圖／Chiu Road手路　版面／蔚藍鯨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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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偵探
  任務

2020.07 未來兒童 15

溼地是什麼？

在陸地與水的過渡

地區，只要潮溼，

而且有水、有土、

有植物，都可以叫做「溼地」。那

麼，印象中一望無際的沙灘是溼

地嗎？仔細觀察，在沙灘還是

能發現水、土和植物等構

成溼地的條件。

一邊是陸地，一邊是水，中間這塊有水有泥

土的潮溼土地，有個特別的名 ：溼地。

別小看溼地隨便長著亂草、雜木，人類的城

市、文明，甚至我們吃的許多食物，都是從溼

地來的。還有，水裡的魚也是從溼地蹦蹦跳跳

登陸，慢慢演化成陸地上的其他動物。

說了半天，還搞不清楚什麼是溼地嗎？走，

一塊兒去瞧瞧！  

問問師長或自己找資料，調查桃園的

「草漯」、高雄的「 埔」、臺中

的「水湳」等地名是什麼意思？

P014-025-封面故事溼地-OK0616.indd   15 2020/6/16   下午7:08



據說人類是唯一會說話的動物            ─      這

是真的嗎？「說話」有這麼困難？沒有

錯，「話」可不是張嘴就能說，而且，要

把話說得好，比想像中還不容易呢！

想像一下，你搭乘時光機，降落在幾百

萬年前的大地上，好不容易遇見一位人類

祖先，他卻朝著你喊「啊啊啊嗚嗚唉」並

轉身跑走。你想破頭也不懂他在說什

麼，直到聽見背後傳來猛獸低吼，

才知大禍臨頭⋯⋯這下，你應該恨

不得他能說：「獅子在後面，快跑！」 

人類學說話 

200 萬 ～ 30 萬年前：

出現複雜字詞，如：這

裡、那裡、去、來。410 萬 ～ 240萬年前：

用呼嚕、尖叫、歎息等聲

音來表達。

15 萬年前：

人類演化出說話所

需的生理結構。

啊嗚──

那裡！

有山豬！

去。

撰文／胡純禎　繪圖／楊宛靜、寸寸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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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什麼會說話？

我們現在為什麼可以說出話

來呢？靠的就是百萬年演化出

的生理結構。

發聲器官裡的聲帶，可以發出聲

音，脣、舌、牙⋯⋯讓我們控制聲音

變化。試試看，發出「前」與「年」時，舌頭

怎麼動的？發「安」與「恩」時，鼻子有沒有

覺得癢癢的？ 

對了，還有大腦幫忙。大腦讓我們把字組合

成詞，再把字詞組成有意義的句子。漸漸的，

我們的溝通方式和其他動物愈來愈不

一樣，不需太常比手畫腳或示意做表

情，仍然能聊天、討論事情，甚

至吵架呢。 

人類的

發聲器官
懸雍垂，俗稱

小舌，控制氣

流從鼻腔或口

腔流出，想發

鼻音就靠它。 

聲帶像摺子，可以開關，讓

氣流通過，透過震動發出聲

音。曾經喝水嗆到嗎？是因

為聲帶沒關好，水不小心流

到氣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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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化石的樣貌

© Emöke Dénes / 創用cc授權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標本、化石有祕密

你看過在空中悠游的大魚嗎？我是藍鯨「希

望」，我在博物館的大廳上方「游泳」。

藍鯨是地球上最大的動物，身體和五

輛汽車一樣長，體重等於三十六頭大

象。1891 年我在沙灘上被發現時，引

起了很大的轟動，博物館員把我做成骨頭標

本，還特別為我打造了一間「藍鯨廳」。

變成標本的我，從海裡飛到了空中，在

2017 年游進了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大廳，大

小朋友每天仰著頭，欣賞我游泳的姿態。

博物館裡的寶藏還有化石            ─          它們是大

自然花很長時間，用厚厚的土將動物包起

來慢慢變成的。和我一起來聽它們的故事吧。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程宜方 Yifun　版面／陳聖真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美洲乳齒象化石

這隻乳齒象很幸

運，被埋在充滿泥

沙的沼澤一萬多年，都

沒被壓碎，讓現代的農

夫在田裡發現。

到自然博

物

館

學生物

60 未來兒童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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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希望」，我有世

界上最大的嘴巴，一口

可以吞下像大象那麼重

的食物。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小檔案

‧位在英國倫敦，成立於 1881年

‧是從大英博物館獨立出來的

‧收藏達爾文帶回的標本

‧展出英國最老的獅子頭骨

‧大廳天花板有豐富的植物插畫

至少要超過六千年歷

史才是化石，不然只

是一般的骨頭喔。
© Vincent Perrichot / AntWeb / 創用cc授權

© Emöke Dénes / 創用cc授權

琥珀化石

一隻有翅膀的螞蟻，不小

心被樹汁困住了！樹汁硬

化後，就成了琥珀化石。

植物化石

植物也能形成化石！不管是

樹幹還是葉子，只要安全埋

在土裡，就有機會變化石。
2020.07 未來兒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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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答應要叫小四起床，隔天一忙卻忘了，

最後是爸爸趕來叫他起床。小四好生氣，在家

裡引發一場情緒風暴   ⋯⋯

快起床，上學

要遲到了！

媽媽怎麼沒

來叫我？

不要亂

踢！

我不要上

學了。

你亂發脾氣，我

要處罰你。這個

月零用錢取消！

我不要！

我不要！

媽媽在忙，

別賴床了。

我要媽媽來！

不吵架的
溝通妙招

未來兒童  2020.0768

撰文／李儀婷　繪圖／九子　企編／徐意筑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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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之前，先想想……
生氣時，我們要先明白一件事            ─          絕對不

可以用情緒來溝通，因為情緒一來，說出來

的話，都會是傷害。

什麼是「情緒」呢？簡單來說，情緒就是我

們的心情。例如，考試考了一百分，我們就會

非常「開心」；東西不見了會「難過」，這些

都是「情緒」。心情好壞，正常抒發都是健康

的。如果是利用「打、罵或哭鬧」來表現，就

會變成一種傷害了。

故事裡的小四，因為媽媽答應叫他起床，但

忙忘了；爸爸來叫時，小四不開心而發脾氣。

這一連串的反應，都是拿情緒當藉口，來「傷

害他人」，並沒有真正溝通，解決問題。如果

我們以這種方式向父母溝通，得到的也只會是

「更多的爆炸情緒」。

李儀婷 
小說家、親子教養作家。養育三個可愛的孩子——三三、川川、一一。

現任「新店炫心星自學團」閱讀課專業教師，「走電人電影公司」影像

總監、親子教養與溝通專業講師。但最喜歡的工作，是「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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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字的部首

也是「木」！

唐朝詩人王維，用

芙蓉花開在枝頭末

梢，來比擬春天的

辛夷花，真巧妙！

讓人走路更輕

鬆的棍子。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 ……

字的邊邊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認識的

字愈多，似乎能從字

的邊邊，找出一些共同

「特徵」，例如有些字

都出現木、有些有艸，或

者是人  ⋯⋯

兩千年前，中國東漢的

許慎整理出這些共同特

徵，稱為漢字的部首，

從此，字有了分門別類。

李 桃

杖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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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柱子撐起的板

面，可放東西。

樹幹架在溪的

兩岸，就能輕

鬆渡河。

喝水的容器。

一種遊戲

器具。

有靠背的

坐具。

另外樹立一面旗幟，是

不是很獨特？所以用來

比喻獨具風格。這裡的

「樹」不指植物，而是

指動作喔。

木字國的成員，除

了樹木，也包含木

頭做的東西呢！

現在，人們若想了

解某個字，只要依著

字的部首，就能從字

典裡更快找到它。

找一找身邊的字，

還有哪些屬於「木字

國」呢？ 

柿

橘

獨樹一幟

桌

橋

杯

棋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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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繪圖／吉娜兒　　　　企編／胡純禎　版面／何心瑜　

小野豬一回到家，

就跟媽媽抱怨新搬來

的臺灣藍鵲：「我只是

路過，他們就飛來啄

我。要不是我的皮夠

厚、跑得夠快，一定

會被啄到流血。」

野豬媽媽有點心

疼，不過還是提醒

小野豬：「他們只

是保護自己

的家，下次

記得繞過那

裡，走別條路。

而且你要知道，

臺灣藍鵲不像你

這麼強壯，所以

會更積極、更勇

敢，不然怎麼保

護自己的家？」

其實不只是小

每個人都勇敢一    點，就夠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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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繪圖／吉娜兒　　　　企編／胡純禎　版面／何心瑜　

野豬，小山羌、長鬃山

羊弟弟、穿山甲妹妹，

也都被他們啄過。

雖然媽媽提醒了，小

野豬還是很不高興，隔

天刻意走近臺灣藍鵲的

家，想找他們理論。

小野豬還沒說話，

就有幾隻臺灣藍鵲一

邊大叫、一邊拍動

著翅膀，準備

飛過來啄他。

小野豬看情況

不妙，想到昨天的

痛，頭也不回的逃

跑了。

臺灣藍鵲弟弟看

到小野豬跑走了，

問哥哥：「那是昨天

的小野豬嗎？他的

皮好厚，啄得我嘴

每個人都勇敢一    點，就夠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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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未來兒童  2020.07

天氣晴朗，槐花盛開，通大寺的老和尚在槐

樹下喝茶。一陣風吹，落下一陣花雨，花雨中

有茶香，清清淡淡。

杯子裡的
小和尚

撰文／王文華　繪圖／陳佳蕙　企編／林韻華　版面／吳慧妮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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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看過，老和尚喝茶

時，有位小和尚，輕手輕腳從

茶杯裡爬出來。小和尚不到一

寸高，長得長臉長眉，長手長

腳，還有人聽過他們在對話。

「好暖和的陽光。」小和尚的聲音細

細尖尖的，「好好聞的茶香啊。」

「喜歡嗎？」老和尚的聲音和和氣氣的。

「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小和尚沒好氣

的說著。

曾經有人好奇，走過去想看個仔細。

小和尚也不怕生，向人介紹自己：「我是開心

和尚！」

插畫‧陳佳蕙          
一個夏天出生的女子，喜歡安靜不愛喧鬧；有一個

冬天出生的女兒，喜歡碎念不懂安靜。生活像陀螺

繞著家庭打轉，唯有在畫圖時能享受靜心時刻，所

以變相的熱愛工作。插畫散見於報章雜誌和書籍。

他很忙，忙著讓腦袋瓜裡的故事飛出來，也忙著管

他那班淘氣的學生。他寫的書，曾獲得《國語日報》

兒童文學牧笛獎等獎項。他的心裡永遠住著一個和

你一樣大的小孩。愛讀書，所以一直寫故事。

作者‧王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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