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塵

撰文／陳季蘭    顧問‧審訂／王文竹（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   

繪圖／右耳    版面／小鬥士    

企編／林韻華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很小也很大

哈啾！一早出門狂打噴嚏，可能吸入

塵埃，過敏了。晨間打掃，窗戶、桌子、地

板到處是塵埃，清掃完畢，隔天一早又要清

理，沒法一勞永逸。

塵埃引起的不只過敏、打掃這類小事而

已。實際上，宇宙是由塵埃聚集而形成，我

們的地球也來自星際塵埃的碰撞聚集。地球

上稱霸一時的恐龍，因隕石撞地球揚起的漫

天塵埃，滅絕了。近代令人頭痛的全球議題

「氣候變遷」，塵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塵埃雖小，影響力巨大無比。

塵 埃 是什麼？ 
塵埃是指微小的顆粒。太空除了星球、星系

之外，並不是真的空空如也：一望無際的空間散

布了許多宇宙塵埃。這些四散在宇宙中的塵埃，

成分除了水之外，大致還有岩石微粒、金屬微粒

和碳⋯⋯等元素。

太陽系的星際塵埃，成分與地球本身相似，

只是這些塵埃目前沒機會聚集形成星球，而是飄

浮在太空中。

至於地球上的塵埃，成分比較複雜，不但有

大自然的砂土微粒，也有煤塵、橡膠、石英塵、

碳灰⋯⋯等工業廢氣廢料，以及豐富的有機物，

像是細菌與其他微生物、從生物剝落的纖維、花

朵碎片、鱗片、樹皮和毛髮或皮膚碎屑、花粉、

真菌孢子⋯⋯。

塵 埃 有多小？ 
塵埃有大有小，單位

用「微米」計算，1微米＝
0.000001公尺（即：百萬分之
一公尺）。小塵埃通常不到1
微米，大塵埃也不過幾百微

米——塵埃真的很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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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武？ 體格不壯，但練功興致高昂

兩腿蹲成騎馬式，三分鐘、

五分鐘⋯⋯，撐不住了，腿好

痠，好累啊！身體虛弱、力不從

心，這是他練武的頭號困難。怎

麼克服？

「堅持。」從小對武術有濃

厚興趣，加上老師鼓勵和指導，

不顧雙腿抖顫痠麻，他堅持蹲著

騎馬式，八分鐘、十分鐘，慢慢延長時

間，鍛鍊體能。

有努力就有成效。體格不壯，但練功

興致高昂，「高中練武後，沒人知道我原

本是病秧子。」他參加救國團活動上山下

海，徒步走過下雪的橫貫公路，甚

至八級風搭船到澎湖，風浪顛簸，

他的身體因為練功變得健朗了。

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 

「練武潛在的改變了我。」徐紀

有所感悟：「不只身體強壯了，心性

也得到鍛鍊，但當時我並不知道。」

原來，中國武術要求：把過去所有

習慣全部丟掉，重新建立武術習慣。「徐

紀，你的手不能這樣出拳，腳步不能跨這

麼大。還有，後手不能比耳朵低⋯⋯」過

去習以為常的動作，這也不能做、那也不

能做。

「老師是在找麻煩嗎？」就是啊，出

拳打倒老虎才是重點，後面那隻手有什麼

作用？難道舉得高可以嚇死老虎？！

儘管心裡嘀咕，但老師怎麼交待，

他都老老實實做，不敢偷斤減兩。長期下

來，武術精進了，品格操守也建立得紮實

穩固：好事，主動做；壞事，不做。

「有所為，才會有成

效，例如要出拳、要

踢腿。」徐紀語重心

長的解釋：「可是，

有所不為，一樣重

要！」不為，就

是把老習慣放

掉，不做。「只是積習難除啊，當一個人

居然能把不對的老習慣改掉，這個人就會

有自制力，做人做事守得住分寸。」

意念？那是什麼玩意兒？

「徐紀，你出拳時要注意從腳開始

發勁。」老師這麼要求。他揣摩著卻不

有人愛唱歌、有人愛跳舞，一代宗師

──徐紀，從小愛武術。家住上海附近，

三歲的他擁有各種西洋玩具，會跑的火

車、冒金星的機關槍。只是，西洋玩具再

怎麼奇巧酷炫，都比不上本土製的木刀和

木劍。

「我特別喜歡鄉下人做的兵器童玩，

長槍、大刀、寶劍⋯⋯，百玩不厭。」西

洋玩具可以分享，木刀木劍卻不給別人

玩，「那是我的寶貝啊！」

說起童年兒戲，武術大師徐

紀笑得一臉淘氣。

「爸爸，今天的京戲有

沒有武打的？」父親喜歡看

京戲，只要有武打戲，徐紀

便雙眼發亮看得入迷。

   天生是個「病娃娃」

從小體弱多病，

上課會喘、會咳，

他經常請病假，臺語

「破病嬰仔」是上小學第一個綽號。

生病在家，除了打針吃藥，還能做什

麼？「動彈不得，一活動容易喘，我只能

躺著看課外書。」《封神榜》、《水滸傳》、

《西遊記》、《七俠五義》⋯⋯，不只武

俠小說、演義故事，就

連爸爸書架上的文學名

著，他都超齡閱讀。

上了高中，「你

去打拳，把身體練一

練。」受父親鼓勵，徐

紀高一開始啟蒙練武。

名 人 故 事 糖 練武，就是重新做人
         武術是格鬥技術。雖然打架是很粗暴的動作，但中國武術卻把這件事做得很細緻。         學習中國武術，第一要義是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舉手投足、打拳、踢腿，所有動作全部重來，都要變成「中國式」的。         例如，出手打一拳，拳頭可不能直直伸出去，而要一路旋轉打出去。踢腿也不是把腿踢出去就好，而要彈踢──踢出去能彈回來。         這種「重新做人」的過程很重要。除了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培養「自我教育」的能力，也讓人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練武是身心內外兼顧的修鍊，把武術鍛鍊好，體能、品格、心性都能煥然一新。

小時候的徐紀耍起大刀一點也不含糊，架式
十足。

徐紀提供

徐紀

撰文／陳季蘭    繪圖／九子  

企編／林韻華、李世榮    版面／夏綠蒂

武術家，師承多位名師，學習各派正統武術， 如長拳、

八卦掌、形意拳、螳螂拳、陳式太極⋯⋯等。

旅美二十年，創立「止戈武塾」，曾獲選全美十大武術

高手、中國武術百傑、黑帶名人堂、武術名人堂、

功夫名人堂。致力推展武術，建立基本功法，保存並

傳揚中國武術精髓。

「學游泳一定要下水，練武    
也一定要自己練，親身投入，

用全身去感受、理解和體

悟。練武讓我凡事親力

親為，不怕吃苦，包括做

學問、待人處事都是如此。」

「中國武術不只鍛鍊體格，

也鍛鍊心性，有所為、

有所不為。有所為，

讓你成功有出息；有

所不為，讓你有品

格有操守。」

還是練人？

徐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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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頭戴橘色帽子、身穿橘色上衣，

歡慶女王節（今年已改為國王節）。

盛夏，我來到位在地中海畔的巴塞隆納。在碧海藍天之間，巴塞隆納好美！它是西

班牙第二大城，有古老的歷史背景，同時也是一座文化及藝術的前衛之都。我穿梭在現

代藝術之林，仰望盛名遠播的高第建築，徜徉在藝術家創造出來的奇思妙想世界，真是

太美妙了！

高第的建築奇蹟

來到巴塞隆納前，我對這裡的聖家堂早就耳熟能詳，它

實在太有名了，照片、影片中經常可見。不過，當我到了現

場，站在它面前，仰望高聳入天際的高塔，那種震撼難以形

容。再仔細看看建築上的裝飾細節，細膩繁複，不可思議。

聖家堂在1882年動工，最初的設計師

另有其人，一年後才由當時三十一歲的高

第接手。由於高第對每一個細節都很講

究，不惜花費很長的時間，甚至不在乎

有生之年是否能完成。1926 年高第離世

至今，這座偉大建築的興建工程仍然持

續著，預計在 2026 年高第逝世百年才完

工。聖家堂也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座尚未完

工就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建築。

奎爾公園也是高第的建築作品，卻

呈現另一種風格。我彷彿走進童話國度，

到處矗立著可愛的堡壘，遍布了小瓷磚拼

貼的裝飾。一隻色彩繽紛的蜥蜴尤具吸引

力，許多人都想跟它拍照呢！

走進一道粗獷石頭堆疊成的長廊，怎

麼突然覺得有點頭暈？哈！原來廊道的柱

子都是傾斜的。高第曾說：「直線是人類

的，曲線是上帝的。」他認為自然界的線

條不會是直通通的，所以他設計的建築，

有著斜斜向上螺旋的柱子，也有波浪狀的

曲線。絕妙的點子、趣味橫生的造型，讓

人看了心情開朗。我想，住在這裡的人一

定也感覺很幸福吧！

同樣是住家，米拉之家就顯得比較

奎爾公園就像
一座色彩繽紛
的童話城堡。

巴塞隆納小檔案

巴塞隆納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的

首府，原本是由羅馬人統治的羅馬

帝國殖民地，從西元前二世紀的小

漁村發展成現在的國際大都會。不

但舉辦過兩屆的萬國博覽會，以及

1992年的奧運會，城市裡更有八座
建築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其中的

六座：聖家堂、奎爾公園、奎爾

宮、米拉之家、巴特由之家和文森

之家，都是由高第設計。

西班牙

比斯開灣

地中海

馬德里
葡
萄
牙

法國

巴塞隆納

壯觀的聖家堂，是世界第一座尚未完工就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建築。

奎
爾
公

園
內
有
趣的
大蜥
蜴，相當受到大家喜愛。

高第對建築的每
一個細節都很講

究。聖家堂的外觀
繁複中見細膩，

十分震撼人心。

 

撰文‧繪圖／吳立萍

企編／李世榮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斜斜的長廊卻還

能保持平衡，是

建築的奇蹟。

米拉之家像不像

隨著水波扭動的

倒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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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怎麼做？想法

很簡單：在原本的衣服

纖維裡，加入可產生涼

爽感的礦石粉體⋯⋯「纖維＋礦石？這

樣的衣服一定又硬又笨重，能穿嗎？」

別擔心，奈米科技來幫忙！先把

礦石切割成奈米級大小，混入人造纖

維（尼龍與聚酯）內，再把纖維拿去

紡紗、織布，完成的布料就能保持柔

軟、輕薄。

當這種衣料貼近身體，裡面的

礦石散熱快，吸收身體的熱能後，

會很快向外擴散傳送，藉此降低一

到兩度的體溫，達到涼爽的效果。

好戲還在後頭！發熱、發光、

發電、除臭、抗菌、防紫外線、防

靜電⋯⋯科學家繼續在傳統纖維

加入不同性質的礦石粉末，賦予

布料更多神奇的功能。這些「纖

維＋礦石粉末」製成的衣

服，就是這幾年夯到不

行的「功能衣」。

衣 服 裡 還 能 加

入什麼厲害的「小東

西」，增加衣服的「超

能力」？嗯，加入電路

怎麼樣，讓衣服有感覺，甚

至會思考？

當衣服有了感覺⋯⋯　

主動式智慧衣，就是將大量

微小電子元件與電路隱藏

在衣服裡。如此一來，衣

服就能隨時偵測、記錄身體

狀況，接收、發射訊息，甚至

回饋有用資訊，成為一臺「穿著

走」的電腦。

涼感衣能降溫、竹炭纖維會

除臭，最酷的是，衣服還能量測心跳、體

溫、心情，甚至變色發光、幫手機充電，

成為一部可穿著走的電腦，比智慧型手機

還酷炫。　　

傳統紡織＋最新科技，賦予布料過去

無法想像的「超能力」，甚至讓衣服有感

覺、長智慧。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關鍵是：把許多厲害的「小東西」，

混入傳統紡織的原料─纖維、紗線中，

一起織成布，把它們的功能神不知、鬼不

覺的混進衣服裡。

 功能衣：纖維＋礦石粉末

　棉布透氣吸汗，但流汗後容易黏

上身；尼龍、聚酯韌性好又不起皺，但吸

水性差又悶熱⋯⋯人類很早就會混合不同

纖維，結合它們的優點，改善原本纖維的

問題，製作功能更棒的布料。

但不管哪一種纖維，都是

為了保暖，沒有一種纖維可

以降溫。近年來夏天愈來

愈熱，如果衣服可以愈穿

愈涼爽，就像把皮膚貼在

涼涼的石頭上，冷氣就不

用愈開愈強，超級環保！

這正是「涼

感衣」的發明

功能衣，是在傳統纖維中加入特定礦物的顆粒，因為沒有電路，又稱「被動式智慧衣」。功能衣的超能力，取決於纖維中加入了什麼樣的礦石。纖維是組成衣服的最小單位，把纖維集合成束，就成了「紗線」，「紗線」再經過編織，就會變成「布」。
除了涼感衣，還有發熱衣。把陶瓷粉末加入纖維，陶瓷粉末吸收身體發出的遠紅外線，再轉化成熱能，達到遠紅外線發熱的效果。加入「竹炭粉」可以除臭！竹炭表面有非常多細小的孔洞，這些孔洞可以吸附氣味分子，甚至使它們分解，讓臭味變淡或消失。　

功能衣還有什麼超能力？

運動員鞋子和衣服

可加裝感測器，蒐集

運動員的心跳、血壓、

呼吸、左右腿肌力，

消耗卡路里等等。

竹炭纖維
衣物的製
作過程

取用四到五年
的孟宗竹。

將竹炭顆粒製成
奈米級粉末。

將竹子放進傳統土窯，以攝氏800度窯燒八天。
把燒成的竹炭
切成顆粒。

將竹炭粉末混入一般
纖維，製成竹炭纖維。

從竹炭纖維
抽取紗線。

把紗線編織成布，
裁剪成各種衣物。

外在
環境
26 度

體表
溫度
32 度

涼感衣物

攝氏29 度

礦石
粉末

        撰文‧企編
／黃曉君    繪圖‧版面／

夏綠蒂

        顧問‧審訂
／鄭國彬（逢

甲大學紡織與材
料工業研究中心

主任）   105

587

好神奇的衣服，居然可以

偵測心跳、呼吸和血壓！

怎麼辦到的？

電路藏在哪裡呢？

聰明有智慧

布料內加入螢光粉末，

可使衣服在可見光或

紫外光源照射下，

在暗處發光。

cal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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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應該是地球最特別的博物館了。

博物館？是的，不只藍天碧海，地中海是

地球古文明密度最高的地方：兩河流域古

文明相隔不遠，孕育古埃及的尼羅河注入

此地，古希臘羅馬更直接誕生於此。

地中「海」其實不大，約七十個

臺灣，但它確實是海，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藝術、文學、海洋、歷史、美食與建

築⋯⋯周圍二十多個國家、說著數十種語

言的人民，一起創造了地中海獨有的風

情。怎麼參觀？從直布羅陀出發。

直布羅陀，地中海的咽喉

來到這理，一開始可能會大失所望：

不就是港口跟一堆房子。不！它複雜的歷

史與文化不亞於台灣。

看地理位置，會以為直布羅陀是西班

牙領土，但它屬於英國。十八世紀

大英帝國奪走直布羅陀，讓西班牙

至今仍耿耿於懷—除了羞辱，更因直布

羅陀控制了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通道。

許久以前，來到此處的遊客總喜歡問

當地人：你是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他

們回答：我是直布羅陀人。2002年，直布

羅陀舉辦公投：是否願意成為西班牙一部

分？絕大多數的直布羅陀人拒絕！

巴塞隆納看高第建築

面海的巴塞隆納，天空碧藍，晚上九

點依然明亮。一幢幢奇妙建物矗立眼前。

「房子好像糖果屋。」

「不，是淋著七彩糖漿的刨

冰。」「不對，你看陽臺是

詭異的骷髏造型。」一棟巴

特由大廈，竟引發不同想

像，但一點也不意外，因為它是天才建築師高第

的大作。

巴塞隆納彷彿是高第的畫布。奎爾莊、奎爾

公園、奎爾宮⋯⋯咦？好多「奎爾」？奎爾是高

第藝術的推手。他也是巴塞隆納人，經商致富後

全力資助高第；因為奎爾，高第才能恣意創作，

他們的莫逆之情，增添地中海燦爛風景。

梵谷與高更的亞爾風情

梵谷與高更的友情也曾在地中海畔發燙。

為了突破瓶頸，梵谷來到陽光迷人的法國亞爾。

他冬天抵達，租了間小屋，同時邀請前輩高更前

來。一開始，兩人碰撞出藝術的火光：畫像、舞

廳、咖啡店的女老闆、亞爾秋景。可惜後來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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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柏─原生西亞，很早就

從土耳其傳入歐洲，常見於

地中海沿岸，與橄欖樹共組

地中海的田園景致。

地中海的植物─地中海夏乾冬雨，因此適

合種植耐旱的葡萄、橄欖，製作軟木塞的栓

皮櫟，或是需要陽光的作物，如柑橘。

  這次你會來到地中海這些地方或國家：

1. 直布羅陀　2. 巴塞隆納　3. 亞爾　4. 蔚藍海岸　5. 尼斯　6. 科西嘉
7. 薩丁尼亞　8. 西西里　9. 龐貝　10. 克里特　11. 土耳其
12. 敘利亞的騎士堡　13. 埃及　14. 利比亞　15. 突尼西亞

  高第巴特由大廈的

牆面繽紛絢麗，你覺

得像什麼呢？

夏乾！冬雨！這是地中海型氣候最大的特色。有

一點很有趣，不是所有地中海沿岸城市都屬於地

中海型氣候，埃及的亞歷山卓是熱帶沙漠氣候；

地中海型氣候也不只在地中海，南半球開普敦、

太平洋旁的舊金山統統都是地中海型氣候。

  走進西班牙的阿罕布拉宮，處處可見小窗、拱

門、迴廊，小水渠、噴泉以及可以看見倒影的水

塘。除了象徵穆斯林的天堂，這些設計都具有通

風散熱等功能，以應付當地炎熱的天氣。

  《星夜》，是梵谷

在亞爾附近的療養院

完成的作品。炫動的

星月、兩株依偎的絲

柏，像是衝入夜空的

火舌⋯⋯透露他焦躁

的靈魂。

歡迎來
到地中海歡迎來
到地中海歡迎來
到地中海

夏天地中海陽光很
強……ㄟ，梵谷的畫
裡，常看到這種樹。

大部分的海包圍
陸地，地中海則
是被陸地包圍，
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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