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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探險家謝克頓立志

橫越南極大陸，卻在途中遇上

大量浮冰，搭乘的「堅忍號」因

此受損沉入海中。探險失敗了，謝克

頓在嚴寒中仍保持冷靜，帶領全體隊

員歷經七百多天，終於平安回家。

而沉睡在海中的堅忍號，最近終於

找到了！船雖然是木製的，在深海裡

仍保持原貌，成為珍貴的研究資料！

Falklands Maritime Heritage Trust / National Geographic

為什麼這艘

沉沒的船會

受到大家注

意呢？

海洋考古學

家都不敢相

信他們這麼

幸運！

沉 沒            年 ！
找 到 堅 忍 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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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一直想「聽懂」

動物的聲音，過去光靠

人耳，很難分辨出動物

叫聲中的細節。現在有

科學家用 AI人工智慧，分

析比對各種豬叫聲，從中找出規律，

成功解讀豬的情緒。例如：短促的小

聲音表示開心，低聲咕嚕代表害怕，

幫助豬農更能照顧豬的身心健康。

「今天過得好嗎？」

現代人凡事講求要有

效率，連購物都要選

「快速結帳」通道，而法國竟有賣場

開設「聊天收銀檯」，鼓勵店員放慢

結帳速度，和顧客閒話家常，結果大

受歡迎。疫情期間人與人的交流變少

了，反而讓人們開始珍惜面對面聊天

的機會，連年輕人也很享受。

達志 / Shutterstock

                                達

志
 / Shutterstock

請支援聊天！ 
收銀檯變溫暖了

AI 聽懂小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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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時的願望，你會記得嗎？吳

季剛說：「我要成為服裝設計師。」這

個夢想，他在二十六歲時實現了，

全世界都看見他設計的衣服！你知

道吳季剛是怎麼辦到的嗎？

他從小喜歡玩娃娃，

認真幫它們打扮，設計

衣服。「每個禮拜，我

都會請媽媽帶我逛婚紗

街，回家就把喜歡

的禮服畫下來。」

有哪些事，你一做

就很投入，而且感

到很滿足？

吳 季 剛
喜 歡 ， 就 要 堅 持喜 歡 ， 就 要 堅 持喜 歡 　 就 要 堅 持喜 歡 　 就 要 堅 持

吳   季   剛
撰文∕未來兒童編輯部　繪圖∕蔡元婷　企編∕良月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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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玩娃娃開始

男孩子玩娃娃，別

人可能覺得奇怪。但媽

媽看到他的藝術天分，

一直鼓勵他，陪在他身邊。

吳季剛想自己捏娃娃，為它們縫衣

服，媽媽就去幫忙找老師。只是

娃娃的衣服那麼小件，還要「打

版」，把衣服拆開、畫在紙上，

實在很困難。吳季剛好幾次哭著

想放棄，但最後還是堅持下去，

而且愈做愈好。

吳季剛設計的娃

娃禮服，在國際

比賽得冠軍，那

時他才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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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咦，餅乾屑怎麼咕溜溜往前動？

仔細瞧，原來是被長長的螞蟻隊伍

接力抬走了。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Chiu Road手路

版面∕Amann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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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螞蟻並不起眼，但是恐

龍稱霸地球時，牠們已在恐

龍腳下挖出一片地底王

國。恐龍消失了，螞蟻

還在！

一隻螞蟻沒有什麼特

別，靠著團結力量大，一群螞蟻才驚

人：有些蟻窩足足有半個教室大，三

層樓那麼深，挖出來的土要八輛卡車

才載得完。除了蓋房子，螞蟻還會種

田，遇到敵人像軍人那樣英勇抵抗，

一點都不能小看。

你覺得螞蟻

是害蟲嗎？

螞蟻、蜜蜂、白蟻、

蟑螂，猜猜看，誰和

誰是親戚？畫線把牠

們連起來。

誰誰和翰誰誰是是親親戚戚？

（答案請見第 98 頁）

螞蟻

蜜蜂

白蟻

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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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魚片彎彎的，像

一座座橋；珍珠般的米粒，

帶點微酸的氣味——哇，是好看

又好吃的壽司！壽司身為世界知名

的美食，卻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小祕

密，來看看你多了解壽司！

發酵的米

粒，聞起

來很像起

司！

大人請

享用！

因為口味酸酸

的，就叫 sushi 

嘍（與日文的

醋 su 相近）！

相傳，東南亞山中居

民會把魚和煮熟的飯

拌在一起，就可把魚

保存將近一年。這是

壽司的原型熟壽司。 

傳入日本後，深受喜愛。在

一千多年前，日本人民甚至

用壽司當禮物和稅金。

壽壽司司進進化化史史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Ino Lai　

版面∕Amann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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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本來撥掉不吃？

壽司的「祖先」，早

在幾千年前就出現了。

當時為了保存得來不易的魚，

用煮熟的飯把魚「醃」起來。因

為飯會「發酵」，產生乳酸菌，

變得酸酸黏黏，能防止腐敗。要吃

魚時，再把飯撥掉。後來發明了醋，

不必再用飯來保鮮，就能達到殺菌、

去腥的效果，壽司也成為魚料和米飯

一起入口的美食！

現在能吃到

生鮮食材捏

製的壽司，

得感謝冰箱

等冷凍技術

的進步！

十七世紀的箱壽

司，是把醋飯塞

在盒子裡，鋪上

魚片再切片吃。

十八世紀，日本江戶的師傅發明

了握壽司。當時的握壽司是現在

的兩到三倍大，在路邊販賣。

說說看，你吃過

哪些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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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世界第二高。

這裡是甘迺迪太空中心，是重要

的火箭發射場，就連上太空的交通

工具「火箭」，也由我們組裝！

小心！起重機正吊起火箭其中一

節。從下面開始，一節一節往上，

把火箭接起來。最後裝上要載運的

衛星、探測器或太空船等，火箭完

成了。

每個部分都要

經過測試再組

裝才安全。

火箭不是

整支做好

送過來？

一意節節一意節節的的好好處處

想衝上太空，需要非常強大的

動力和速度，但引擎造得太大

會飛不快，怎麼辦？科學家想

到，火箭若能「邊飛邊丟」，

丟掉燃料燒完的部分，就可以

變輕，加速往上衝。於

是設計出一節節的

火箭外型。

去看去看
火火箭箭發發射射！！夥

去 看

見
發 射

62 未來兒童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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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每節

都有燃料

和引擎，

燒完就脫

離，並啟

動下一節

引擎。

沒有翅膀的人

類，就是靠它

上月球嗎？

最強火箭「農神

五號」，肚裡的

燃料能讓汽車環

遊世界800圈。

火箭在裝配大樓裝好後，便

搭乘運輸車，緩緩移動到發

射平臺。

達志 / Shutterstock

NASA

備用發

射平臺 發射平臺

火箭

載滿燃料的火箭很

危險，平臺要離大

樓五公里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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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要到了，Jack和Jill 想送花給媽

媽。花店裡有好多種不同的花，兩人

東看西看，遲遲無法決定  ⋯⋯

That’s a good choice. 
Let’s make a bouquet.
選得好，我們做

成花束吧！

Serves you right! 
Don’t touch!
活該！不要

亂摸！

How about some lilies? 
They smell lovely! 
百合花如何？

好香！

These roses are so 
beautiful! Ouch!  
這些玫瑰好

漂亮！痛！

sunflower
向日葵

rose
玫瑰

What kind of flowers should we buy?
我們要買什麼花？

Buying Mother’s Day Buying Mother’s Day 
FlowersFlowers

撰文∕吳敏蘭　繪圖∕王秋香　企編∕史黛西　版面∕豆豆

74 未來兒童  2022.05

今天說英語今天說英語

JackJack  &&  JillJ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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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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雛菊

carnation
康乃馨

Happy Mother's Day!
Do you know?Do you know?

你知道花有不同的花語 (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 嗎？玫瑰代表愛 ( love ) 、向日

葵代表樂觀 ( optimism )、百合代表純潔

( purity )、雛菊是純真 ( innocence )、滿天

星是幸福 ( happiness )，康乃馨則是母愛

( mother’s love ) 。送花的時候，可以想想

如何搭配花語做選擇喔！

We should buy some carnations 
for Mother’s Day. 
我們買些代表母親節的

康乃馨吧。

baby’s breath
滿天星

lily
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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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算最快？怎麼算最快？
撰文∕賴友堂　繪圖、版面∕豆豆（DOU DOU） 企編∕史黛西

怎 麼 算 最 快怎 麼 算 最 快

誰 輸、誰 贏 ？誰 輸、誰 贏 ？

今天的飛鏢大戰，我們的

分數好接近喔！但一定是

我贏，趕快來算一下！

誰  輸      誰  輸      誰  蠅誰  蠅

動動腦，想一想

你算的速度太慢了，我

覺得你對加法進位好像

不是很熟 ，不如換個

快一點的方法吧！

76 未來兒童  2022.05

數學不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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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小曉的意思嗎？

問問題題一一：如如果果只只是是想想知之道到誰誰輸書誰誰贏贏，
	 怎怎麼麼算算能能更更快會呢呢？

第一局，小卡贏小曉 2 分，

可以記成 ＋2 。

賴友堂   臺大數學所碩士。喜歡跟孩子說
數學背後的道理，曾任數學想想國教學長，

現任邊界之間明日世界工作室負責人。

我們可以不要算總分，只

比「贏的分數」就好。

第二局平手，所以應該記成

 ＋0 。

第三局，小卡輸了 1 分，可

以記成 －1 。

只要把多的分數扣掉少的分數，就

知道小卡總共贏了 1 分，對吧？

小卡多兩分 兩人平手 小卡少一分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小卡 小曉

54

49

48

52

49

49

勝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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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池好同國」

裡唯一的牙醫很有

禮貌，對誰都是客

客氣氣的。

面對愛尖叫的小孩，

他也是笑咪咪的說：「請

您把小嘴巴打開。」

有孩子趁他檢查時，

咬他的手。

幸好，有禮貌的牙醫先生戴著

鋼絲手套：「請小心，別咬壞您的牙。」

你看，就算是被小孩咬，他還是用

敬語，稱「您」不稱「你」呢。

說故事
時間

撰文／王文華　繪圖／尤淑瑜　

企編／蔡珮瑤　版面／吳慧妮

有 禮 貌 的   
 牙 醫 先 生

有 禮 貌 的  有 禮 貌 的  

 牙 醫 先 生 牙 醫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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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有禮貌的牙醫先生

幫公主看牙。公主一口爛牙，因為

她愛吃甜點又不刷牙，好不容易被

皇后押來讓牙醫先生檢查。

「你就把爛牙當成好牙來醫吧！」

皇后的口氣，完全不抱希望似的。

「您請放心，我一定盡最大的努

力。」牙醫先生說這話時，微笑的看

著自己的膝蓋，沒辦法，公主踢了

他一腳。
你看牙醫的

時候，是什

麼心情呢？

插畫‧尤淑瑜

曾任出版社美術編輯，現為專職插畫工作者，

插畫散見於童書及各報章雜誌，合作出版：

《水畫魔法動物世界》、《貓熊・日常》、《微

笑吧！動物天使》、貓巧可系列書籍等。

嗯，他不是外星人。他很忙，忙著讓腦袋

瓜裡的故事飛出來。他寫的書，曾獲得牧

笛兒童文學獎等許多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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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他的臉書粉絲

團：「王文華的童話公園」。

作者‧王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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