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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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載漫畫

26  JUMP! JUMP! HISTORY  
         遇上秦始皇  
 作者╱胡純禎　漫畫╱狷。

43    龍居小鎮
         養雞生雞蛋  
 作者╱林迺晴

  本期閱聽內容，請上網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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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黑白找 
 繪圖╱Singing

77  眼力大挑戰
 繪圖╱Singing 

94  快樂寫 ‧ 快樂畫 

96  活動看板
 編撰╱史黛西

趣味百寶箱

42  歡樂迷宮 
 繪圖╱尤淑瑜

59  笑哈哈 
 編撰╱詹亞穎 

59  哈克與尼克
 漫畫╱SANA 

64  腦袋轉一轉
 編撰╱李世榮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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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周思芸　繪圖╱右耳

68 糕餅的幸福滋味    
 撰文╱胡純禎　繪圖╱火車

創作故事

80  說故事時間 
        我們都是番茄  
 撰文╱陳素宜　繪圖╱黃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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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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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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拿尺量。科學家運用多種

科學儀器，像是水平儀、 GPS 衛星定

位系統 ……等，再經過比對和計算，

就可以得知山的高度。

差別在山頂的

冰雪。中國先

前只計算到峰

頂的岩石；尼

泊爾則是根據

1954 年測得的

數字，當時把

山頂長年不融

的冰雪都算進

去了。

這是正常的現象。許

多山是由地表下的板塊

推擠形成。板塊會不斷

移動和推擠，所以山也

會一直移位和長高。  

山這麼高，怎麼測量？

原來山會長高？

為 什 麼 之 前
高 度 不 同 ？

2021.02 未來兒童 7

我被歐亞板

塊和印澳板

塊擠出來！

在聖母峰上架

儀器不簡單，

天氣太冷，地

形崎嶇，隨時

有危險。

印澳板塊
歐亞板塊

P006-007-新聞聊天室-0111-OK.indd   7 2021/1/13   下午3:08

這是真的嗎？沒錯，中國和尼泊爾

共同宣布了世界第一高峰 ──聖母峰

的最新高度是：8848.86 公尺。這個數

字，比之前尼泊爾認定的，高了 86公

分，更比中國測量的高了 4公尺。

幾年前，尼泊爾發生大地震，大家

懷疑可能影響了聖母峰的高度。因此

兩國重新展開測量，最後達成共識。

世 界 第 一 高 峰
長 高 了！

編撰／黃瑗瑗　繪圖／蔡元婷　

企編／良月　版面／何心瑜

6 未來兒童  2021.02

達志 / Shutterstock

聖母峰位在中國和尼泊爾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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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除舊布新」，自己

大掃除、貼春聯，希望好運來我家。

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去「辦年貨」，

買好吃的年菜和糖果、餅乾，每一種

都有祝福的含意。

全家人「圍爐」吃完年夜飯，就能

拿「紅包」分享福氣；接著「守歲」

玩過半夜十二點，搶先迎接新年！

想讓今年過年更有年

味嗎？快跟我們一起去

發現！  

春聯要怎

麼貼？

為什麼要

圍爐？

P012-025-封面故事新年-OK0114.indd   13 2021/1/14   下午6:04

密度世界第二高。

過年是一年的結束和

開始，許多有趣又有吉

祥意義的「年俗」活

動，從過年前一週就

開始嘍。

跟我一起去發

現有趣的「年

俗」活動！

歡迎試

吃！吃

甜甜過

好年！

好熱鬧！有

各式各樣的

年貨！

我 的新年
大發現

12 未來兒童  2021.02

封面
故事

撰文／王文娟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李世榮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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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喬治         治•  C• 佩配奇其博博物物館管  　小小檔檔案案

‧在美國洛杉磯漢考克公園附近

‧博物館旁邊的瀝青坑裡，埋藏大量動植物化石

瀝瀝青清坑坑怎怎麼麼來來？

這裡的地底下有油

田，石油從地殼縫

隙冒出來，在地表

形成大大小小的瀝

青坑，表面還黏著

昆蟲、樹葉、種子

和灰塵，動物以為

是陸地呢！

冰冰河河的的巨巨獸獸
波波被拉進了瀝青坑時光隧道，回

到三萬年前的冰河時期  ……         

這時候沒有公園、汽車和高樓，放

眼望去，只有森林、荒野、原始人和

各種野生動物。波波看到好多奇怪的

大型動物，都是牠從來沒見過的。到

底牠們是什麼生物啊？

你的牙齒

好尖啊！

吼！快

拉我一

把啦。

2021.02 未來兒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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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這是

什麼可怕的

東西啊？

撰文／周思芸　繪圖／右耳　企編／李世榮 　版面／寶小林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冰冰河河的的巨巨獸獸

這裡的太陽好大、好刺眼！貓頭鷹

波波在漢考克公園裡又蹦又跳    ……         。

忽然，一個不留神，波波掉進一個黑

壓壓、黏呼呼的瀝青坑。瀝青很濃很

黏，牠想把腳拔出來，卻陷得更深了。

救命啊！咻       ─

來來自字

36 未來兒童  2021.02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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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之路。爸爸為她找專業教

練、轉學到有羽球隊的學校，就

連全家的休閒活動，也都是去各地的

羽球場比賽。

「天才」的努力

雖然被譽為天才少女，戴資穎

其實付出很多努力。她不愛跑

步，連強化肌肉的重量訓練也

很想躲開，但身為職業選手，

她要求自己忍耐。

戰 場 上 沒 有 永 遠 的 贏 家 ，

 只 有 不 斷 努 力 的 人 。

Zhe Ji / G
etty Im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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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鄧小非　

繪圖／陳沛珛　

企編／黃小璐　

版面／劍魚

不怕輸的羽球女王

看！戴資穎大轉身，反手拍出長

球。高大的對手逮住機會，猛力殺

球。只見戴資穎跨出大步，右膝

幾乎跪地，穩穩回擊   ─得分！

在國際比賽中，戴資穎經常

讓觀眾驚呼連連。大家都很

好奇，她這身好功夫，是

怎麼練出來的？  

走上羽球之路

戴資穎從小就看

著父母在球場上揮

拍，直到七歲，她

終於開始打羽球。戴

資穎天生力氣大，技

巧也學得快，爸爸看

出她會是運動健將。國

小三年級時，她決定踏上

戴資穎

60 未來兒童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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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odles
麵

pizza
披薩

menu
菜單

flyers
宣傳單

telephone
電話

Home - made food
 

is the best!

Do you know?
點餐的英文應該怎麼說呢？當店

家問 “For here or to go?”（內用還是

外帶？），如果要外帶，可以說“To 

go ”或者“Take out please. ”。如果是

打電話點餐外送，則是 “Call for food 

delivery. ”。

Let’s eat out! 
我們去外面吃！

Let’s order in!
我們叫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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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66-067-今天說英語-0111-OK.indd   67 2021/1/13   下午4:13

Can We Order Food
Delivery?

66 未來兒童  2021.02

fried rice
炒飯

媽媽下班後不想煮晚餐。

Jack  提議去外面吃，  Jill 想

叫外送到家裡。外送要點什

麼才好呢？有人想吃飯，有

人想吃麵⋯⋯

I’m too tired to cook tonight.
我今晚太累，不想煮飯。

今天說英語

Jack & Jill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何心瑜

Let's try 
another one.
我們換另

一家。

Oh no! They don’t 
do delivery.
糟糕！他們

沒有外送。

Finally! I’m 
starving!
總算來了。

我餓死了！

Food delivery 
is here!
外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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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吃的糕，是什麼做的呀？

舅舅說：「看字就知道嘍！糕，是米字

邊，所以是米做的。」其他的糕，像是

印著「金榜題名」的文昌糕  ─碰到

重要考試就會出現；還有祝

賀神明生日的福壽糕，也

都是米做的。

炒熟的米粒磨成粉，再

加糖或餡料攪拌均勻，

放進漂亮的模子，壓緊

塑型，就是糕仔。

糊糊的米漿加入發粉，

倒入小碗，放進蒸籠，

發糕慢慢愈長愈大，就

像從碗中開出大花。

糯米糰也可以用糖、豬

肉或蝦米調味，蒸熟 

放涼，就是軟乎乎 

的粿。

糯米糰包裹豆沙的

紅龜粿，取烏龜長

壽的意思。

字頭糕點米

2021.02 未來兒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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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來了，帶著我最愛的糕餅。你

看，圓圓扁扁的糕，乖乖待在自己的

「位子」上。小糕仔有各種口味，綠

豆、杏仁、梅子  ……  ，一個個軟綿細

滑，吃進嘴裡化成香香甜甜

的滋味。啊，好幸福！

糕 餅    幸 福 滋 味的
撰文／胡純禎　繪圖／火車　企編／林韻華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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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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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整

齊乾淨。整理抽屜，也是

同樣的道理。

找得到最要緊

抽屜一定要非常整齊才行嗎？那也

不一定，有點亂也沒關係。重點是，

需要東西時，伸手就能找到。

可以怎麼做呢？「物歸原位」是一

定要遵守的原則：不需要的物品，隨

時清理；順手丟掉零食

的袋子；歸還借來

很久的書；把課本

排放整齊。

不然，寫功課卻找不

到習作、橡皮擦，可真

是傷腦筋啊！  

岑澎維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畢業，目前為國小教師。

                                 出版有《AQ挫折復原力繪

本》、《安心國小》系列等四十餘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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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岑澎維　繪圖／張庭瑀　企編／林韻華　版面／蔚藍鯨

我常常往我們三年丁班小朋

友的抽屜看，每次都像是做家

庭訪問、走進不同的家。

你的抽屜整齊嗎？

有的抽屜被雜物塞爆；有的書本東

倒西歪，只剩下一點空間；有的則是

按照書本大小，堆疊得很整齊─對

這種小朋友，我真是敬佩

得不得了。

在我欣賞抽屜時，忍

不住會想，這些小朋友

的房間是什麼樣子？

要維持一個整齊乾淨

的家，很不容易。但是

每天花一點時間整理，

亂 一 點
也 沒 關 係
亂 一 點
也 沒 關 係

未來兒童  2021.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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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者‧黃雅玲

生於臺南新營，主要以水彩、不透明水

彩、色鉛筆、拼貼，和一些電腦繪圖技

法來創作。在創作的過程中，喜歡在畫

面上經營堆疊和穿透的視覺效果，常利

用等待與空閒的時間寫生，用生活說故

事，希望呈現的作品是細膩且能與人產

生共鳴的創作。

兒童文學作家，以《柿子色的街燈》一書

榮獲金鼎獎。新竹北埔人。畢業於北埔國

小、竹東國中、新竹師專、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目前專

職寫作。現有童話、小說和散文等五十餘

冊兒童文學創作出版。

作者‧陳素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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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都 是
番 茄

撰文／陳素宜　

繪圖／黃雅玲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清晨，空氣香香甜甜的。菜園裡的

茄子和小黃瓜都開花了，連旁邊偷偷

長出來的龍葵，也開著星星點點的小

白花。

「哇！到處都開花了，外面的世界

真美麗。」第一次出門採蜜的小蜜蜂，

好奇的跟在姊姊後面。

蜜蜂姊姊說：「花裡有好多蜜。我們

採了蜜，順便當媒人，讓花粉沾到雌

蕊上，不久就會長出果實喲。」

說故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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