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 106年度「閱讀新桃園」 

閱讀專題報告競賽報名表 

 

 

 
 

 

 

 

 

 

 

 

 

 

 

報  名  團  隊  學  生  資  料 

就讀學校 自編序號 指導老師 1 指導老師 2 年 班 姓    名 

大華中學 01 陳貞如 鍾幸純 

9 仁 易子榆 

9 仁 許雯媛 

9 仁 劉  樺 

8 賢 黃煜晏 

8 賢 王乙因 

聯絡電話 03-4820506轉 222 

承辦人 

核  章 
 

主  任 

核  章 
 

校  長 

核  章 
 



 

 

 

 

 

 

 

 

 

 

 

 

「鈔」乎想像，迎向夢想 
 

 

 

 

 

 

 

 

 

 

 

 

 

 

 

 

 

 

 



書名：鈔寫浪漫：在這裡，世界與你相遇  

出版社：天下文化 

作者：謝哲青 

報告主題：「鈔」乎想像，迎向夢想 

主題簡介： 

壹、前言 

一、寫作背景 

二、作者介紹 

貳、內容議題探討 

一、議題討論一：關於人物 

（一）獨裁的君主──北韓金氏政權 

（二）景仰的名人──英國威靈頓公爵 

二、閱讀議題二：關於藝術 

（一）文學的傳承──日本 

（二）藝術的結晶──西班牙 

    三、閱讀議題三：關於生物 

（一）自由的象徵──巴布亞新幾內亞 

（二）永恆與感性—─荷蘭 

    四、閱讀議題四：關於景觀 

       （一）嗚咽的建築──羅馬尼亞 

       （二）山野與牛羊──蒙古 

    五、閱讀議題五：關於歷史 

（一）哥倫布創舉──西班牙 

       （二）農業與經濟──哥斯大黎加 

参、延伸探討 

一、與臺幣紙鈔相遇 

二、臺幣與他國比較 

三、紙鈔主題課程設計 

四、問卷調查 

肆、想像後的獨白 

   一、廣納文化的多元 

   二、記錄歷史的軌跡 

   三、承載夢想的起點 

 

 

 

 

 



「鈔」乎想像，迎向夢想 

參賽緣由：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每一種經濟活動，鈔票皆為主要的交易媒介。藉由鈔

票的流通性及印刷圖像的傳播，將該國的風俗民情、文化特色推展向各國，間接

達到宣傳與介紹的目的，更可說是具有國家名片的功能之一。其圖樣上的設計與

製版實為藝術與技術的結合，當中所選用的主題，佈局的安排，都可見設計者的

用心及巧思。這本書即是融合了多國的紙鈔設計的概念及發想，也是作者迎向夢

想的第一步，這也驅使著我們想一窺其中的奧祕的動力。 

 

【報告內容】 

                              

                        

                         

 

 

 

 

 

壹、前言 

一、作者寫作背景 

文史工作者謝哲青的旅行足跡遍布全球，不只

看遍各地風土民情，同時也收集世界各國的紙鈔，加

上自己所學的考古及藝術專長，在各式各樣的紙鈔

中，他所看見的不只是金錢交易的價值，他更看見了

世界的樣貌與遺產，紙鈔上的藝術家、科學家、獨裁

者、女王或自然景物、建築物等圖案，每一張都有故

事，作者認為每張紙鈔均以自己的語言訴說著願景理

想，而其繽紛與純粹的色彩背後，都藏著無限的心

情、秘密與夢想，而我們只需以好奇的雙眼去凝視那美

麗的過往，透過紙鈔的媒介及我們的好奇心，去發掘更

多世界的歷史與知識。 

 

二、作者介紹 

謝哲青是台灣作家、節目主持人、登山家、文史學

者，也是旅行家，他認為旅行是印證『知識』最好方式。

《鈔寫浪漫》獲得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透過旅行，

慢慢你會發現，紙鈔不僅僅是圖面上的設計，還有很多

深層的文化和歷史，甚至神話的意涵。他曾說，「旅行時，
（圖片引自維基百科） 

（圖片引自博客來書籍館） 



有時街角可能就有一家傳承兩三代的郵幣社，可以進去跟他們聊一聊，他們會拿

紙鈔出來跟你講他們國家、地區，甚至家族的歷史，透過紙鈔，我才知道原來歷

史有這麼多不同說故事的方式。」 

 

貳、內容議題探討 

                            【組織圖】 

 

 

 

 

 

 

 

 

 

 

 

一、閱讀議題一：關於人物 

1. 世界有兩種武器：精神和利劍，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精神的力量必然超過

利劍！—─《鈔寫浪漫》p.120 

2. 環顧四周，每幅肖像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每個故事幕後都塵封著流離與動

盪。—─《鈔寫浪漫》p.122 

3. 每一張印有獨裁者肖像的紙鈔，隨時提醒著我：在這不完美的世界中，還

有許多可能，值得為它奮戰。—─《鈔寫浪漫》p.172 

（一）獨裁的君主──北韓金氏政權 

    獨裁，由統治者個人獨攬國家最高權力，以

專制殘暴之手段實行統治之方式，它們或許比民

主制度更果斷，但卻可能導致行政失衡，意見遍

向單一，而缺乏多角度的整合。著名的例子如：

北韓、泰國、緬甸、伊拉克、利比亞，而他們的

舉動往往導致國家的民生、經濟危機。 

    就北韓為例，在金氏家族的專制統治下，

不斷進行一系列的形象塑造行動以豎立自己的權威和鞏固政權的地位，近年來金

氏家族雖然逐步想要改革開放國家，然而在軍事上及統治手段上，卻依舊保持強

硬且積極的態度，例如聲稱成功發展核武，又如單方面廢除朝鮮停戰協定，對南

韓採取強硬態度，使東亞地區局勢曾一度緊張。北韓「先軍思想」的統治方式，

在其紙鈔上的表露無遺，由上位者決定的紙鈔肖像、圖案，也在在說明者北韓的

個人崇拜、中央獨裁仍持續延續著。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二）景仰的名人──威靈頓公爵 

    除各國的領導者外，鈔票上的圖案都在

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特質，有可能是曾居功厥

偉、受人景仰的大人物。 

    好比是英國的威靈頓公爵，他這一生經

歷過大大小小的戰役，為英國帶來無數場戰

役的勝利，而他最著名的戰役是在滑鐵盧之

役擊敗拿破崙，阻止了「世界征服者」拿破

崙征服歐陸的腳步，而因此被譽為「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威靈頓公爵不僅是

英國的陸軍元帥，其後更出任為英國首相，對於英國著實貢獻良多，甚至可以說

若沒有公爵的功績就不會有今日的英國。此外，其於英國鈔票上的肖像有著沉默

堅毅的氣韻和溫和內斂的眼神，卻又帶有某種危險的特質，則顯現出擇善固執，

不會輕易妥協的個性。不論是其功績或性格皆堪為英國的最佳代言人。 

 

二、閱讀議題二：關於藝術 

1.當我們再回頭，悉心端詳這紙上溫潤的筆墨與纖麗線條時，對日本古典文 

  學及繪卷藝術，似乎就有一點不一樣得感受。—─《鈔寫浪漫》p.78 

2.縹緲的愛、熱切的愛，無論是哪種形式的情感，都要一一道來……因為這 

  都是我們走過的痕跡阿！—─《鈔寫浪漫》p.69 

3.每當我端詳指尖的哥雅，都讓我撇見一個世代的繁華與頹玘，這些精緻優 

  雅的版畫印刷，都在提醒著：「我擁有的不是財富，而是夢想。」 (P.118) 

4.每一幅畫，似乎藏著無限心事，留待旅人叩問；每一張紙鈔，都有自己的 

  故事、溫度、色調及思量。—─《鈔寫浪漫》p. 111、p. 198 

 

（一）文學的傳承──日本： 

    紙鈔結合了紫式部〈源氏物語〉，可稱

為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因有「日本

紅樓夢之稱」，且為日本平安王朝中期文學

的一時瑜亮，此一女性文學巨著，對日本文

學發展有顯著的影響，所以結合紙鈔為紀念

此一重要文學經典的誕生。 

    我覺得結合文學的創作以傳承是件很

有意義的事，畢竟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嘔心

瀝血創作出來的，而此著作代表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國家。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二）藝術的結晶──西班牙： 

    哥雅與其作品是西班牙紙鈔上

的常客，哥雅因替西班牙皇室設計

63 幅原圖畫作，其數之大，所以今

日才見得哥雅的藝術與人像出現在

紙鈔上。例如哥雅創作的〈陽傘〉

一圖深刻描繪貴族既親密且疏遠的

主僕關係；而〈飲酒〉與〈陶販〉

則透露西班牙不修邊幅的平民生

活，雖然是邊緣微弱的族群，但畫

家卻透過繪畫看見他們。〈飲酒〉與

〈陶販〉中的貴族也顯示上流上會

對陰暗現實的無知脫俗。對經濟窘困的貧民，歐美國家常有歧視；但慶幸的是，

畫家卻透過繪畫看見他們樸實真情的模樣！ 

 

三、閱讀議題三：關於生物 

1.在神話、傳奇占有一席之地的天堂鳥，自然也不會在紙鈔世界裡缺席……   

  無論如何，天堂鳥羽高氣昂的姿態是不變的主題。──《鈔寫浪漫》 p.20 

2.我們的存在是一片巨大的殖民地，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所有各自相異 

  的想法及心思都在這樣交會融會……。──《鈔寫浪漫》 p.143 

3.夏日、春花，歲月之美，在於它必然的流逝；秋月、冬雪，歲月的真，在  

  於他霜洗水色盡後的磊落。──《鈔寫浪漫》 p.120 

4.看來，有些人事物，還是留在過去，最美。──《鈔寫浪漫》 p.230 

  （一）自由的象徵──巴布亞新幾內亞： 

    一九七五年脫離澳洲管轄獨立的巴布

亞新幾內亞，在國旗及紙鈔都有幾內亞極樂

鳥的身影。 

    從 15 世紀起，西歐婦女就以它們的飾

羽作為帽飾。極樂鳥又是巴布亞新幾內亞的

國鳥，是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自由的象

徵。在他們的國旗、國徽甚至航空公司、

電台、商店、郵局、錢幣等地方都有極樂鳥的標誌，巴布亞幾新內亞航空公

司的飛機尾部上也印有一隻展翅飛翔的藍色極樂鳥。 

    獨立，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幾世紀以來的期望；自由，則帶給人民不放棄

的希望。展翅高飛的天堂鳥，將他們獨立與自由表露無疑。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二）永恆與感性—─荷蘭 

    七○年代，紙鈔設計更加

有創意。設計師奧克斯納爾捨

棄原始以歷史、宗教與個人意

義為圖案的想法，採用向日

葵、針尾田鷸與 West Schouwen

燈塔作為題材，道出人與大自

然的親密互動。這一系列紙鈔

呈現出世故優雅，卻又不失純真童趣，不僅受到民眾青睞，還影響了荷蘭海

外領地（荷屬安地列斯）的紙鈔風格，至今仍舊是設計的經典代表。 

    雖然在二○○二年因歐元的發行而使荷蘭盾退出市場，但是這張一九八

二年所發行的太陽花（向日葵），和畫家梵谷筆下的向日葵一樣，永遠留在

屬於「美」的永恆。 

 

四、 閱讀議題四：關於景觀 

1.英國詩人艾略特曾經說過：「這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 

  咽……。」──《鈔寫浪漫》 p.182 

2.對我們來說，教堂迴旋的鐘塔立面、牆上的印記、井邊的凹痕，就是那無 

  盡的涰泣嗚咽。──《鈔寫浪漫》 p.182 

 （一）嗚咽的建築──羅馬尼亞 

在中世紀時期的羅馬尼亞東南方有個瓦拉幾亞

公國，當時的親王聘請了一位馬諾萊工匠來建造特

有扭曲式窗戶的教堂，但卻因無法如期完工而惹怒

了親王，著急的馬諾萊夜晚夢到了解決方法──必

須犧牲一位年輕女子，也就是他懷有身孕的妻子。

最後美麗的「庫爾泰亞教堂」完成了，親王貪心的

想讓教堂成為獨一無二的建築，並在塔樓頂端設法害死

馬諾萊，最後馬諾萊只能以手邊材料打造一對簡陋的翅

膀，試圖逃生，卻仍墜地身亡，故後人又稱此教堂為「鳥人教堂」。 

以可貴生命及精妙工法建成的教堂，不論在建築史、藝術史，甚至是羅馬尼

亞的歷史上都有其重要的象徵意義，為了發揚鳥人教堂的美，要後人記住這個教

堂與故事，不被時間掩埋，羅馬尼亞便將它放在最流通的一列伊紙鈔上，使今日

的我們得以認識了解如此特別的「鳥人教堂」。 

 

（二）山野與牛羊──蒙古 

    風吹草低見牛羊，蒙古，草原民族熱情奔放的故鄉，杭愛山，是蒙古最為重

要的一座山，杭愛一詞，及代表著水，水源，即是蒙古最為重要的資源之一，因

為他的重要性，發行的紙鈔當然也有杭愛山的影子，格里克上就描述了杭愛山山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下那寧靜的草原風光，靜靜的，沒有多餘的

色彩，很舒服，很乾淨的印在了鈔票上，彷

彿時間靜止了一般，留在最流通的鈔票上，

要人們記住它最美的樣子，也讓每一個國家

的人透過鈔票感受蒙古草原的遼闊與雄渾。 

 

五、閱讀議題五：關於歷史 

1.從不同角度觀察，哥倫布揭開了全球化時代的序幕，在接下來的五百年間所衍 

  生而出的衝擊與混亂，形成今天世界的樣貌。──《鈔寫浪漫》p.192 

2.遠古時期的人們，在漫長的漂泊中，想望著平穩與安定，於是，停下腳步，馴 

  化動、植物，眷戀土地，農業就此展開。──《鈔寫浪漫》p.266 

3.我們在採菊東籬下、帶月荷鋤歸的田園幻想中尋回純真。透過農業生活，我們  

  反思人與自然的依存、互動關係。人類需要自然，自然卻不一定需要人類。                                    

  ──《鈔寫浪漫》p.272 

（一）哥倫布創舉──西班牙 

國家格言原為這裡是世界的邊緣，哥倫布發

現美洲後改為 Plus Ultra 通向更遠方 哥倫布為

西方的冒險家，他改變了世界的歷史，也為世界

帶來了一個新的篇章。他一生對新航路懷抱無比

憧憬，勇於挑戰空白。哥倫布登陸盧卡亞群島，

隨後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納維達德堡。但隔年

即遭到風災後廢棄，如今遺址上只有殘留下來的

地基及簡單的紀念碑。 

1992 年多明尼加共和國發行 500 披索，紀念哥

倫布發現新大陸 500 周年 1943 年西班牙發行 1

比塞塔，背面描繪哥倫布登上新大陸的景象。由

此可見哥倫布創舉對世界各國所產生的影響十

分深遠。 

 

（二）農業與經濟──哥斯大黎加 

1975 年由哥斯大黎加的中央銀行特別發行

的五科朗紀念鈔上，就以《咖啡與香蕉的寓言》

為概念，透過對農業的理解，貫穿歷史與現代。

英文農業源自於拉丁字根，意思是土地的培養。 

1894 年，拉斐爾‧卡斯特羅當選為哥斯大黎

加的總統，年輕時曾遊歷歐美，了解當地的經濟

與科學，於是把這些知識引進，建了國家大劇院，

這座劇院最華麗的裝飾是天花板上的一幅巨大的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圖片引自《鈔寫浪漫》） 



天頂畫，名為《咖啡和香蕉的寓言》，表現了哥斯大黎加人收穫咖啡和香蕉的情

景。哥斯大黎加的咖啡舉世聞名，但畫這幅畫的畫家雖然吃過香蕉也喝過咖啡，

但他完全不懂哥斯大黎加的歷史，於是又有人稱《咖啡與香蕉的烏龍》。鈔票不

只是財物，更是承載歷史的最佳媒介。 

参、延伸探討 

    臺灣處於多元文化刺激的社會面向下，在新台幣紙鈔上圖像及主題選用之

下，不僅顧及經濟的興衰、政黨的輪替、台海兩岸關係的變化、本土文化與外來

文化的衝擊等，對於抽象存在的價值觀念、邏輯思考、象徵意義以及理想典範，

產生了本質上的轉變，構成台灣人和台灣新的內涵有了大幅度的轉型和蛻變。對

於青少年的我們，更是以哪一面向當作台灣形塑國家文化認同與人民集體的想像

的元素？這是我們想探知的方向。 

 

（一）與臺幣紙鈔相遇 

   經由一連串的外國紙鈔的認識後，反觀台灣現今流通的紙鈔，不難發現新版

的紙鈔上少了許多政治意涵及個人意義的圖樣，反倒是台灣的保育動物和屬於台

灣的運動也逐漸凸顯，所展現的是不一樣的風格。 

1.以 100 元為例： 

     背面是中山樓，中山樓起造於 1965 年 10 月，位於臺北市北投區的陽明山上，  

中山樓興建之初是作為國民大會執行職務之所在，亦是國民大會舉行會議的場

所；後來總統改為民選之後，中山樓也多次作為總統選舉之場所，也是中華民國

憲法歷次增修的場所。在臺灣逐步邁向民主的過程裡，中山樓可說是歷史的見證

者，也象徵著臺灣民主進步的里程碑。正面則是國文孫中山先生，以及精神標語

「博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沒有錢人的辛苦耕耘，就沒有當今民主進

步的臺灣，這樣的圖案設計，也代表著臺灣人民不忘本，謹記古聖先賢遺訓的美

好傳統。 

2.以 500 元紙鈔為例： 

    背面是梅花鹿，台灣的梅花鹿野生族群已在 1969 年完全絕跡，目前只有墾

丁國家公園裡的社頂以及綠島有復育及野放梅花鹿群。梅花鹿過去生活於台灣西

部的平原或低海拔的丘陵地帶，有水源且可藏身的樹林是牠們最理想的棲息環

境。然而隨著台灣西部快速的開發腳步，梅花鹿的棲息地一片片消失，終至毫無

立足地。又以大霸尖山、梅花鹿為圖案，表現台灣景觀及生態保育。梅花鹿是中

國古代的吉祥物之一，象徵靈氣活力和騰飛，儒雅權貴等，又因它與「祿」諧音，

故深得人們的喜愛。 

3.以 1000 元紙鈔為例： 

    背面是台灣特有的黑長尾雉，以前稱為帝雉。黑長尾雉的發現讓台灣的鳥類

登上世界舞台，但豔麗絕倫、數量稀少的黑長尾雉還一度列入第一級瀕臨絕種的

保育動物，經過二十餘年的保育努力以及玉山、雪霸等高山的國家公園成立，讓

牠們的棲息地得以完善保留，目前數量稍有回昇，但仍屬第二級的珍貴稀有保育



動物。正面則是因為台灣的教育已從九年國教慢慢推廣為十二年國教，因此也顯

示出教育倍受重視。圖中的學生認真討論研究的樣子象徵台灣教育的普及。而當

中也繪有梅花，是中華民國的國花，它通常在冬末春初開花，其在寒冷的季節綻

放最美的姿態、釋放宜人的芳香，因此在品德象徵、堅毅精神與相關的文化意義

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最後登場的是：帝雉，為特有種且其中的意義

即是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威嚴。 

4.以 2000 元紙鈔為例： 

    背面是櫻花鉤吻鮭，櫻花鉤吻鮭是珍貴的冰河時期遺存的生物，被封為台灣

的國寶魚，是第一級瀕臨絕種的保育魚類。櫻花鉤吻鮭在台灣生活了數十萬年，

演化成為陸封型的鮭魚，不再需要每年循著河流洄游至大海，發源於雪山的七家

灣溪就是牠們獨一無二的家園。秋天來到武陵農場，吊橋下方清澈的溪水，很容

易發現櫻花鉤吻鮭的身影。而正面圖示為中華衛星，象徵台灣的科技進步，可以

進階到世界地球村，與全球的世界接軌。 

     

（二）臺幣與他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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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紙鈔圖片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7%BA%E5%B9%A3 

 

※統整資料： 

新台幣的圖示分類大致可分為： 

1.人物：指新臺幣 100、200 元鈔券正面  國父、 蔣公等圖像。  

2.體育：指新臺幣 500 元鈔券正面棒運動的圖像。 

3.生態保育：指新臺幣 2000、1000、500 元鈔券背面櫻花鉤吻鮭、台灣帝雉、梅 

  花鹿等圖像。 

4.教育：指新臺幣 1000 元鈔券正面小學生上課的圖像。 

5.科技：指新臺幣 2000 元鈔券正面 碟型天線、中華衛星一號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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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家代表性建築：指新臺幣 100、200 元鈔券背面中山樓、總統府等圖像。 

 

臺灣紙鈔從早期傳統單一的人物頭像圖案，到 2000 年改版後呈現豐富多樣

的樣貌，除了壹佰圓、貳佰圓仍保持重要人物與建築的設計，伍佰圓、壹仟圓、

貳仟元都加入了新的元素，例如：少棒運動、教育現場、科技發展，以及臺灣特

有動植物生態等圖像，是其他國家紙鈔上很少見到的，是臺灣紙鈔的一大特色。 

 

（三）紙鈔主題設計 

由於紙鈔的設計決定權多半是各國政府決議，較少讓人民參與、表達，因此

藉由本書的引導介紹，也讓學生在課堂上重新思考紙鈔的意義，並讓學生填寫問

卷表達自己對紙鈔設計的想法，並實際操作繪畫，展現自己心中理想的紙鈔圖像。 

 

  

 

 

 

 

 

 

 

 

各國紙鈔分類簡介 逐一介紹各國紙鈔之特色 

  

 

 

 

 

 

 

 

 

學生創意作品──伍角臺灣黑熊(動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壹圓臺灣梅花鹿(動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伍佰圓櫻花鉤吻鮭(動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台灣藍鵲與黑熊（動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壹仟圓梅花精神(植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貳佰圓地球村永續發展 

(環保議題) 

  

 

 

 

 

 

 

 

學生創意作品──貳佰圓蔣渭水紀念碑(景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伍佰圓臺北 101(景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壹仟圓野柳、紅毛城、蔣渭水 

(景物類＋人物類) 

學生創意作品──壹佰圓平溪天燈、國父孫中山(景

物類＋人物類) 



除了讓學生初步了解紙鈔的意義、特色、歷史之外，也透過問卷來了解學生

對於紙鈔的想法，並透過討論、實作，發現學生多半認為中山樓、總統府可以替

換為現今更具特色的臺灣景物，例如：野柳地景、平溪天燈、臺北 101，以及具

歷史意義的紅毛城、蔣渭水紀念碑；在動物方面更多人認為應突顯臺灣特有的生

物，除櫻花鉤吻鮭、梅花鹿外，更多人提到了臺灣黑熊及臺灣藍鵲；甚至還有學

生放眼國際，認為必須將守護地球村概念融入其中。由此可見，臺灣學生對於紙

鈔的定義不只局限於買賣交易，紙鈔更是國家、風俗、人民意識的象徵，是一個

最好的傳播媒介，紙鈔就是國家的身分證、廣告，其中影響之深遠值得深入探討。 

 

（四）問卷調查：  

紙鈔上吸引人的元素 紙鈔上不需要的元素 紙鈔改版後必備的元素 

教育 10℅ 教育 80℅ 教育 16℅ 

人物 60℅ 人物 48℅ 人物 46℅ 

建築 68℅ 建築 26℅ 建築 70℅ 

風景 82℅ 風景 2℅ 風景 82℅ 

科技 38℅ 科技 52℅ 科技 38℅ 

運動 40℅ 運動 48℅ 運動 44℅ 

植物 66℅ 植物 26℅ 植物 62℅ 

動物 88℅ 動物 14℅ 動物 90℅ 

標語 6℅ 標語 84℅ 標語 8℅ 

歷史事件 2℅ 歷史事件 52℅ 歷史事件 2℅ 

※長條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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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相較於其他國家的紙鈔而言，臺灣紙鈔的變革已是走在時代尖端，新台幣的

設計不僅豐富多元，更巧妙地結合了傳統與現代，但國家社會是不斷在進步與改

變的，現今有更多讓人重視的生態、動植物，以及創新的建築物出現，或許在下

一次的鈔票改版可以多多參考臺灣民眾的意見，大家集思廣益創造出最能代表臺

灣精神與在地特色的紙鈔。 

人物 風景 運動 歷史
事件 

植物 



透過本書及延伸活動的思考，使我們更認識了鈔票不只供應人們的日常所

需，還代表著國家的自然景色、人文和歷史，每個國家的鈔票都是獨一無二的，

或記錄了人物功績，或呈現了國家的歷史風情，或者有些紙鈔有著一段故事，也

許是快樂的，也許是難過的，也或許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但這些元素建構一個個

國家，一張張飄逸的紙鈔。認識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就是細讀紙鈔帶給我們真正

的意涵，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深刻且更透徹地了解他們。 

 

肆、想像後的獨白：  

一、廣納文化的多元 

    紙鈔不再只是充滿銅臭味、利益性的交易媒介，仔細賞閱每一個國家的紙

鈔，總能在陳舊的圖像中找到知識的多元與趣味，原來紙鈔也可以這麼有溫度，

許多有趣且溫馨的紙鈔故事構成，甚至融合當地歷史、文化和民俗風情一並介

紹，就好像置身其中一般的生動活潑，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想要深入探討更多不

為人知的小國家、特殊文化。與同學一同討論、設計、比較世界各國與臺灣紙鈔

圖像的過程中，更讓我學到原來思考可以有這麼多的面向，每個人所陳述的理念

更是獨樹一幟，各具意義。一本好書，帶領我們走向更深更廣的學習殿堂，讓人

受益良多！ 

 

二、記錄歷史的軌跡 

這一本書包含許多不同層面，它由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觀察世界各國的

紙鈔，了解各國所寄託、所寓意的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前人曾經的歷史，

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著，無論是故事、文字、亦或者是遺址，它們細細訴說著

那個輝煌的年代，進而成為我們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小故事，而許多國家的領導

者更將那些歷史印在紙鈔上，無論是建築、人物、動植物，甚至當時的文化、歷

史等等，由此可見這些對我們來說是有多麼重要的了。 

每個國家難免都有一些兵荒馬亂的歷史，但「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歷

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古人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何在錯誤中學習成

長才是最重要的事。鈔票，不只代表一個國家的歷史，也隱含著他們願意面對錯

誤，並勇於打敗它。看完這本書後，我也研究了其他國家的紙鈔，很多國家都以

歷史為背景，因為有深遠的意義，可以透過一張鈔票知道那些年，發生的那些事，

讓往後人民可以永遠記得這些故事。沒有紙鈔，我們的些許文化可能不會傳承；

沒有紙鈔，我們可能還拿著大把大把的貝殼交易呢！ 

 

三、承載夢想的起點          

作者謝哲青說：「我收集的不是紙鈔，而是夢想。」作者從小便有屬於自己

的秘密收藏盒，而在這些旁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收藏中，有一張來自遠方國度的舊

鈔對他產生深刻悠遠的影響──「即使關在胡桃殼裡，我也會把自己當作擁有無

限空間的君王」。這一張小小的紙鈔，成為了作者日後踏上考古學、藝術學的起



點，也造就了《鈔寫浪漫》，大大開拓了作者的眼界。對於今日的讀者來說，《鈔

寫浪漫》也是一個觸發，引領我們去探索、去品味、去挖掘、去思考臺灣以外的

世界，最大的收穫就是──懂得用自己的雙眼去凝視美麗的過往，發展自己的長

才，努力堅持，方能築夢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