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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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JUMP! JUMP! HISTORY  
         匈奴來襲！  
 作者╱胡純禎　漫畫╱狷。

43    龍居小鎮 2

         來演奏傳統樂器！  
 作者╱林迺晴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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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ing

59  腦袋轉一轉 
 編撰╱李世榮 

72  笑哈哈
 編撰╱詹亞穎 

72  哈克與尼克
 漫畫╱SANA 

78   黑白找
 繪圖╱Singing 

特別企劃

36 好拿、好用
         ── 聰明設計    
 撰文╱徐意筑　繪圖╱ 22

64 一起看蟲去！   
 撰文╱李世榮　繪圖╱ Chiu Road 手路

創作故事

82  說故事時間 
        神祕的魚乾事件   
 撰文╱錵九九　繪圖╱九子

  本期閱聽內容，請上網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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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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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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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哈尼愛家事  整理書桌  
 繪圖╱SANA   撰文╱林韻華

2 編輯室報告  
 一步一步變來的
 陳季蘭

名家來上課

8 幾米繞圈圈  珍惜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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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林世仁    繪圖╱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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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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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科學家推測，人類由

北方遷徙到澳洲途中，

可能經過印尼，但始終

沒有太多證據，這幅壁

畫讓研究出現了曙光。

這 幅 畫 告 訴 我 們 什 麼 ？

讓我想想，野豬

應該這樣畫……

繪製這幅畫的遠古人類，已經有能

力使用工具來創作，也會特殊的繪畫

技巧。考古學家認為，創作者應該是

和我們相差不遠的晚期智人。

科學家研究

堆積在壁畫表

面的沉澱物，

利用放射性定

年法，確定它

的年分，因此

推斷出這幅畫

的年代。  

這幅畫是誰畫的？

怎麼知道
壁畫的年分？

2021.04 未來兒童 7

印度洋
澳洲

太平洋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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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Oktaviana提供

研究人員用電腦處理了壁畫，可以清楚看到野豬

和手印。

野豬1

野豬2

野豬3

野豬4

考古學家在印尼東部一座島嶼的洞

穴中，發現一幅野豬壁畫。這幅畫用

深紅色的顏料畫成，野豬體型跟實際

一樣大，身上有清晰的短鬃毛，姿勢

好像在觀看同類互鬥。壁畫上還有另

外幾隻野豬，可惜只殘留一點輪廓。

據研究，這幅畫至少有四萬五千年，

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洞穴壁畫。

印 尼 發 現 史 上
最 早 洞 穴 畫 ！

編撰／黃瑗瑗　繪圖／蔡元婷　

企編／良月　版面／豆豆

6 未來兒童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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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荷小時候個性內向

安靜，體弱多病，八歲

時得了「舞蹈症」。這

是一種手腳會不由自主

亂揮、無法自己控制的疾

病。沃荷上臺寫黑板

時，手不停發抖，因

此被同學嘲笑。

為了把病治好，醫

生要他在家休養。媽

媽擔心他無聊，準備

了好多漫畫、雜誌、

剪貼本和著色簿。養病

期間，沃荷整天在床上閱

讀、繪畫，愈畫愈開心，

也愈畫愈好。

普 普 藝 術 的 大 師
安迪・沃荷是普普藝術大
師。「普普」是英文  Pop 
的音譯，意思是大眾的、
流行的。普普藝術家以日
常事物為創作題材，拉近
了藝術和生活的距離。

普 普 藝 術 的 大 師

2021.04 未來兒童 11

安安迪迪． 沃沃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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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志影像 

你喝過畫面中的金寶

罐頭濃湯嗎？它除了可

以在超市看到，也曾經

出現在美術館呢！

用這種罐頭當作繪畫

主題的藝術家，名叫安

迪．沃荷。他很擅

長把一般人覺得

平凡無奇的日

常用品，變

身成藝術品。

別 想 著 要 創
作 藝 術 ， 做
就 對 了 ！

別 想 著 要 創
作 藝 術  做
就 對 了

撰文／唐炘炘　繪圖／右耳　

企編／黃小璐　版面／寶小林

安安迪迪． 沃沃荷荷
普普普普藝一術數大大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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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欣庭、李世榮　繪圖／右耳　企編／李世榮 　

版面／寶小林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哪 些 是 果 實 ？  
注意！有種子的，才是果實喲！

果實 火龍果、蒲公英、絲瓜、葡萄、桃子、蓮蓬

非果實  地瓜、可可豆、蘆薈、洋蔥

果實非常重要，就

像植物的「育嬰房」，

裡頭住著種子小寶貝。為了要

保護種子，果實的顏色和

長相有千百種，有的像流

星錘，有些硬邦邦，還

有彎彎的，太有趣了！

，果實裡一定藏了

許多小祕密，我們

一起去發現！  

蓮蓬是果實，

蓮子是種子。

果實上有像降落

傘的白色絨毛。

可可豆是種子，

豆莢才是果實。

通常使用的是

蘆薈的葉子。

2021.04 未來兒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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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果實，你會想到什麼呢？

「當然是好吃的水果啊！」口感

爽脆的蘋果、香甜多汁的桃子、

酸酸的百香果 ……真是讓人口水

直流。

不過，果實可不單指水果，我

們吃的玉米、

南瓜、小黃瓜

也都是果實。

撰文／吳欣庭、李世榮　繪圖／右耳　企編／李世榮 　

版面／寶小林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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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就懂人體工學？

人體工學聽起來很先進，其實這不

是新概念。兩千多年前，古羅馬建築

師已經知道建築和城市應該根據人體

的比例來打造，才適合居住，例如

柱子的位置、門的寬度。但是幾百

年來進步很慢，一直到人類開始用

機器來提升效率，人

體工學的概念才

飛快進步。

這個碗的

大小剛剛

好！

小碗的直徑差不多

是12公分。因為雙

手圍成圓的直徑，

大約是這

個大小。

傳統話筒是根據嘴巴

和耳朵間的距離而設

計。曲線的造型，可

以讓人把話筒夾在頭

和肩膀中間，手空出

來做其他事情。

2021.04 未來兒童 372021.04 未來兒童 37

P036-041-特企人體工學-OK0315.indd   37 2021/3/15   下午7:18

「這枝筆怎麼這麼好寫？」「這張椅

子好神奇，坐久了屁屁也不痛！」

有些東西看起來沒什麼不同，用

起來就是特別舒服、順手。祕密在

於：它考慮了「人」的需求！

從身體比例、日常習慣，甚至

使用時可能犯的錯都考慮在

內，就是希望東西能以最有

效率的方式被使用，這

就是人體工學！

好拿、好用
 聰明 設 計

磚塊的尺寸是單手拿起

最方便的大小，也適合

一塊塊往上疊。

21
公
分

10公
分

6公分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22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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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雷雷聲聲嚇嚇醒醒？

「驚蟄」是二十四節

氣之一。據說這天的

春雷會把躲在土裡的

昆蟲嚇醒。驚蟄通常

在每年的三月五或六

日。其實，昆蟲是因

為天氣變暖才出現，

不是因為打雷。

我只看到草，沒有蟲啊。叔叔要我

趴下，瞧瞧草叢底下和葉子背面。他

說：「草地的昆蟲有保護色。想發現牠

們，最好蹲低或趴下來。」

啊，我的動作太大了。咻，蟲子一

下子全飛起來！

「牠們會不會都飛走了？」

叔叔要我別擔心，草地的

昆蟲只會跳或飛遠一點，

不會離開草地。

蟻獅：躲在

自己做的陷

阱底部。

螳螂
蜻蜓：飛走後

也可能再飛回

原處。

螻蛄：會往

自己挖的洞

躲避。

數
一
數
，
你
看

到
幾
隻
昆
蟲
？

螞蟻

（答
案請
見第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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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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天氣變暖和，叔叔說：「走，

我帶你去看蟲！」

我們來到河堤，叔叔指著草地：「驚

蟄過後，昆蟲就會現身。」據

說，驚蟄那一天會打雷，

躲在土裡的蟲子被雷聲

吵醒，才跑出來活動。

虎甲蟲：不愛

飛，就算飛走

了，很快又會

落在地面。

突眼蝗：能

跳很遠。

寄生蜂

紅后負蝗：

不太會飛。

大黑星龜

金花蟲

螽 若蟲：「若蟲」

是螽 小時候。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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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問候，彬彬有禮

俗話說：「禮多人不怪」，回

到家要跟家人打招呼；到安親

班要跟同學、老師打招呼。

同樣的，放學後回到教

室，還是要跟老師打個

招呼啊！

打招呼的方式其實很

簡單，不一定要立正行

禮，只要說聲：「老師，我

回來拿東西。」就行了。

我也要鼓勵大家，隨時

隨地勇敢的打聲招

呼，當一個彬彬有

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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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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0-071-安心國小-0310-OK.indd   71 2021/3/12   下午11:35

撰文／岑澎維　繪圖／張庭瑀　企編／林韻華　版面／豆豆

你是不是曾經放學後才發現忘了帶

習作，又跑回教室拿？

我們三年丁班的同學，常常做這種

事。他們回到教室拿東西，總像一隻

小老鼠一樣：衝進教室、鎖定目標、

拿了就跑。

黑影，好嚇人！

我經常被這景象嚇到，只覺得黑影

閃過，沒有留下一句話。「教室

裡如果有人，記得打招呼！」

雖然我提醒過同學，

還是常常有壓低姿

勢的黑影，在放

學的教室竄進

竄出。

勇 敢 的
打 招 呼

未來兒童  2021.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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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bowl 
紙碗

disposable chopsticks 
免洗筷

plastic lid
塑膠

蓋子

disposable spoons
免洗湯匙

plastic cup 
塑膠杯

2021.04 未來兒童 75

 Please be 

eco-friendly!

Do you know?
每個人都有保護地球的責任，生活中要

盡量「減塑 」（reduce plastic waste），如：

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出門自備環保袋 

（reusable shopping bag）；喝飲料使用環保

水杯（reusable water bottle）、環保吸管

（reusable straw），並記得做好垃圾

分類喔！

Wow, look at all the disposable tableware!
哇，這麼多的免洗餐具！

Can we eat now? 
我們可以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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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recycle.
我們來分

類回收吧。

P074-075-今天說英語-OK0315.indd   75 2021/3/15   下午7:43

plastic bag
塑膠袋

paper bowl 
紙碗

74 未來兒童  2021.04

媽媽買了晚餐回家，餐桌上

堆滿各式各樣免洗餐具，看起

來非常驚人。 Jill 覺得這樣很

不環保⋯⋯

今天說英語

Jack & Jill

Let’s use our own 
chopsticks!
我們用家裡的

筷子吧！

Sure!
Good idea!
沒問題！

好主意！

Do You Recycle?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豆豆

Let’s recycle.
我們來分

類回收吧。

Don’t throw everything 
in the trash can!
不要全都丟

進垃圾桶。

I ordered some take-out 
for dinner tonight.
今天晚餐我買了外帶。

P074-075-今天說英語-OK0315.indd   74 2021/3/15   下午7:43



2021.04 未來兒童 83

他發現除了橘貓胖胖外，大家的門

上都被掛了魚乾！

彩桃透過廣播，召集大家到一樓集

合。「我覺得這是強盜做的記號。」彩

桃緊張的說：「被掛上臭魚乾的，就是

他們的目標。」

狸貓圈圈盤著手說：「不過，為什麼

胖胖的門上沒被掛魚乾？」

大夥的眼神同時望向胖胖。胖胖緊

張的說：「大 ……大概是我剛搬來，強

盜還不曉得我的存在。」

彩桃點點頭，「對！有可能。」

P082-091-4月號說故事時間-OK0315.indd   83 2021/3/15   下午7:48

神 祕 的
魚 乾 事 件

撰文／錵九九　繪圖／九子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

繪者‧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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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牽著小狗四處散步打發時間，登山時總想著

森林裡會不會有魔神仔出沒，也常到海邊眺望礁

石上是否有正在晒太陽的海怪。沒有受過任何專

業寫作訓練，開始動筆後，發現書寫童話表面看

起來簡單，但實際卻是門技術活。

作者‧錵九九

櫻桃鎮上的紅磚公寓，最近發生一

件怪事──神祕魚乾事件。

那天，花兔彩桃準備享用牧草，卻

嗅到門外傳來一股腥味，這才發現，

門上不知被誰掛了魚乾。

彩桃覺得不對勁，將整棟公寓上下

巡視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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