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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審訂／趙丰（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高涌泉（臺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快問快答！是什麼力量讓雨水掉下？潮汐來回？地球繞太陽？銀河系凝聚？

黑洞吞噬一切？

答案很簡單：重力。

宇宙裡的每一個物體都有吸引力，會互相吸引。這種萬物都有的吸引

力，就稱為「萬有引力」，也就是「重力」。宇宙之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夠

不受重力擺布，堪稱宇宙最獨霸的力量。

地球當然也深受重力影響。地球的重力將我們牢牢束縛在地面上，連最輕

的空氣都別想跑走。

想像一下，地球有一個控制重力的開關。今天，宇宙惡魔決定關掉地球重力，

為了安全起見，只關掉五秒鐘，你猜會怎樣呢？

「太棒了！在那幾秒，我就可以像超人一樣，一飛衝天。」

是一飛衝天沒錯，但這並不是歡樂的場景，而是一部超級災難

片。即使重力只消失五秒，等待你的絕不是驚喜，而是

一生都忘不了的驚嚇⋯⋯ 

！ 重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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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買圖鑑給我，到野外對照後就認

識了，一認識就想跟人分享。」

上課就像聽故事

愛逗人笑又愛分享，當老師似乎

順理成章，但這並不是吳沁婕原先的

計畫，她一直以為會在國家公園當解

說員或到動物園上班。「大四的服務課，

我跟同學一起到國小教昆蟲。」可能是天

分，吳沁婕第一次上臺，面對三十幾個小

朋友毫不怯場。「看到孩子被我逗得哈哈

笑，真有成就感！那時我想，假如將來這

是我的工作，就太棒了。」

說也奇妙，與孩子分享昆蟲的感覺上

了癮，機會也接著來。天上突然掉下一個

昆蟲課的打工機會，吳沁婕昆蟲課漸漸受

注目，有家長特地帶孩子來，因為聽說她

的課能讓人不怕蟲。「其實，我是擅長把

枯燥的事說得有趣。從小我愛聽故事，所

以我的課一定要像聽故事，如果有

人睡著，我會受不了。」

我是過動兒

這是親身經歷，吳沁婕是過動兒。

她常因老師講課太無聊，與同學聊天而挨

罵；考試時「ㄅㄠˋㄓˇ」寫成「ㄅㄠˊ

ㄓˇ」；放學後老是忘了帶便當，甚至書

包回家。過動症讓她衝動控制力差，沒舉

手就發言，干擾其他同學上課⋯⋯有次，

媽媽下了最後通牒，吳沁婕又在課堂嘰嘰

喳喳，打斷老師上課，讓同樣也是老師的

媽媽忍不住，狂搧她好幾巴掌。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媽媽完全失

控⋯⋯我摸著兩邊腫起來的臉頰哭不

停。」吳沁婕靜靜的說：「我看見媽媽也

在哭，她問我：『你到底要我怎麼辦？你

告訴我好不好？』『我打你，我比

你更痛。』『我好認真教你了，有

沒有？』」

迷霧有了出口

上了國高中，情況似乎一樣。

高三留級，大學一年級差點二一

（學期修的總學分超過一半不及格

必須退學），最後念了五年畢業。

「小朋友，老師今天帶來一隻小螳

螂，牠很活潑，等一下可能會在你身上跳

來跳去。牠現在爬我臉上，可是一點也不

會痛，因為牠跟你一樣也是小朋友⋯⋯」

對怕蟲的人來說，讓螳螂在臉上爬簡

直是地獄，但看著

吳沁婕一臉陶醉，

再恐懼的人似乎也能

卸下心房。果不然，

「誰想試試看？」話

才說完，臺下孩子全

舉手，閉上眼，準備

用臉迎接螳螂。

昆蟲有一種天然呆

吳沁婕，臺灣著名的

昆蟲老師，她的昆蟲課除

了可以摸到活生生的動物，

最重要的是讓孩子了解小生

物的習性，學會尊重牠們。

「雖然與昆蟲、蜥蜴相處，不像

跟貓狗那樣互動多，但牠們身上有一

種天然呆。」談起工作夥伴，吳沁婕

嘴角與語調輕輕上揚。「我是真心真

意覺得牠們很可愛。」

「不只蟲，我喜歡各種小動

物。小時候住北投，到處有昆蟲。

名 人 故 事 糖

過動症是什麼？

    許多人把「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ADHD)」的小朋友稱作
「過動兒」，其實他們不見得好

動，但都會出現注意力不足、衝

動的情況：上課坐不住、插話、

寫作業拖拖拉拉，丟三落四。這

些行為是因為腦部生理功能異

常，而不是後天或故意行為。

愛昆蟲，
  真心真意！

1981年出生的吳沁婕，從小就不是一個典型女生。
帥氣打扮、喜歡各種小動物，除了蟑螂。

臺大昆蟲系畢業，對動物有獨到的觀察。

二十歲發現自己原來是

過動兒，現在除了是昆蟲老師，

也跟過動兒家長分享成長經驗。

吳沁婕

「啊∼螳螂！」一樣都是
尖叫，

吳沁婕昆蟲課裡的尖叫，
卻是

開心的「歡迎」。

吳沁婕眼中的「長戟

大兜蟲」是位南美帥

哥：額頭留著夢幻金

色瀏海，還有一雙烏

溜溜大眼。

有人好奇吳沁婕過動怎麼考
上臺灣大學？她說：「我有
與生俱來的能力，背書快、
很努力。過動症只是一種特
質，每個過動兒有他擅長或
比較弱的地方，找到喜歡的
事，一樣會發光。」

我的

票卡呢？

撰文‧企編／
賴佳慧    繪圖／九子       

版面／夏綠蒂
    攝影／蘇蘇

看影片、畫圖、聽故事、一起做動作模仿昆蟲⋯⋯臺上的吳沁婕使出渾身解數，用最大的熱情帶領孩子進入昆蟲世界。

達志 / Shutterstock

了解自己最重要。無論做什麼事，認真去感覺，與自己對話，幫助自己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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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天堂嗎？空氣好乾淨，四周安

靜不喧鬧。習慣了城市的髒空氣和車水馬

龍，來到瑞士小鎮—策馬特，感覺有些

受寵若驚。不要誤會，鎮上其實有車：電

動車、腳踏車和馬車往來穿梭，不排廢氣

也沒有轟轟噪音。白天，冰與雪輝映著藍

天綠地，到了晚上，屋子紛紛亮起燈火，

成了溫馨的童話世界。

馬特洪峰、冰川天堂

馬特洪峰⋯⋯巧克力！瑞士巧克力

搭配馬特洪峰造型，是這裡到處都買得到

的名產。馬特洪峰，原意為「山谷裡的

角」，有人說它像一顆超級大犬齒，也有

人覺得如獅身人面像。依我看呢，孤立挺

拔的山峰倒像我們的大霸尖山，尤其陽光

將山壁染得金黃，哇，是雙胞胎嗎？！

馬特洪峰屬於阿爾卑斯山脈，高度

4478 公尺，據說是歐洲最後一座被征服的

高山。想征服它，我可沒辦法靠腿力，只

能求助登山火車。在鎮上遠看馬特洪峰

有一種感動，雪白高聳的山壁鑲嵌在天幕

上，雲霧飄過時掩掩映映。搭火車就近一

看，時間彷彿凝凍了，紛亂的思緒戛然而

止—在堅毅大山面前，煩惱是沒辦法立

足的。

另一個驚心動魄的場景是冰川。阿爾

卑斯山的冰川以美麗的弧線繞過山峰，好

一個「山川壯麗」！下山後我又搭了一段

纜車到馬特洪峰冰川天堂，繼續這段冰雪

奇緣。

冰雪白得發亮，天空雲霧飄飛，確

實是天堂等級的美景。可惜白雪太刺眼

了，我只好跟著大家戴上太陽眼鏡。嘿，

附近有個冰宮，瞧瞧去！

這是冰河下方鑿建的展覽館，有冰河

隧道也有冰雕作品。冰雪打造的世界清透

無瑕，配上奇幻的燈光，走在地下冰宮好

似漫步天宮。的的的（牙齒打顫了），冰

宮裡面竟然比外頭的冰天雪地還冷！

到瑞士玩三國

瑞士周邊有三大國：德國、法國、義

大利，因此官方語言多達四種，德、法、

義，加上羅曼語。德語區面積最大，其次

是法語區，羅曼語區最小，不到1%。

在德語區，無論地名路標、教科書或

日出時分，金黃光束灑在馬特洪峰山頂，倒映在

湖水中，景色絕美。有「黃金日出」的稱號。

瑞士

瑞士是聯邦制國家，伯恩是聯

邦政府所在地。境內擁有高

山、冰川、湖泊、瀑布和森林

峽谷等豐富的天然資源，地形

及氣候相當多樣化，有「世界

公園」的美譽。除了天然美景

外，還有許多景點被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

伯恩

瑞士

德國

奧地利

法國

義大利

日內瓦 策馬特

馬特洪峰

瑞士刀、瑞士巧克力、瑞士

鐘錶都是瑞士名品，就連音

樂盒的原產地也在瑞士！據

說，音樂盒是一位鐘錶匠研

發出來的。鐘錶、音樂盒，

你想到其中的關連嗎？

冬天的策馬特小
鎮，覆蓋在皚皚
白雪下，彷彿童
話故事的場景。

撰文／陳季蘭　繪圖／蔡元婷　企編／愛米粒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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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鯨豚協會接獲通知後，會立刻聯繫獸醫和志工前往救援。

鯨魚為什麼會擱淺？救援現場有哪些處置？可以直接把鯨魚推回海裡嗎？中華鯨豚協會

楊瑋誠理事長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因為生病或迷路了。

學者推測：生病的鯨魚可能以為愈淺的海邊，海浪愈小，愈容易呼吸。於是，牠愈

游愈接近沙灘，最後沒力氣游回大海。

至於迷路擱淺，則是因為鯨魚的「導航系統」故障，無法正確辨識方向。

我們鯨魚大多住在數百公尺深的海域，靠著身體的回聲定位，找食物、躲天敵、和

同伴溝通，當然也包括辨別方向。

回聲定位是我們的導航系統，一旦出問題，弄錯方向，我們就可能迷路擱淺。

　　

如果是帶隊領航的鯨魚出現前面說的擱淺原因，就可能造成集體擱淺。

例如有一種鯨魚稱為「領航鯨」，牠們集體活動，社會關係很緊密，大家共同分攤育

兒和獵食工作。萬一擔任嚮導的鯨魚生病游上岸，整批鯨魚就會尾隨而擱淺。

先觀察生命跡象，像是呼吸、心跳、體溫、抽血檢查，評估這隻鯨魚能不能當場野

放，或需要治療。假如鯨魚身體狀況太差，無法撐到復健池，就必須忍痛讓牠安樂死。

有時擱淺地點不是平坦沙灘，而是礁石岸邊，就算幸運離港口很近，也需要動用膠

筏，把鯨魚移往陸地救治。

擱淺現場第一時間的處置，是鯨魚能否存活的關鍵。除了醫療上的專業判斷，處置也

要明快，立即與各單位溝通協調。

鯨魚擱淺了
撰文．企編／林韻華　顧問．審訂／楊瑋誠（中華鯨

豚協會理
事長）

繪圖／
李小逸

　版
面／
黃淑
雅

找人來幫忙！

新竹海邊有一隻

鯨魚擱淺了！
有明顯的外傷

嗎？體型多大？

外表看起來沒受

傷，體型……大

概3公尺長吧。

好，請提供詳細

地點，我們儘快

趕過去……

糟糕，我被漁

網 纏 上 ， 身

體 受 傷 ， 沒

辦法正常游泳

了……

對，我需要起重

機、吊車，吊鯨魚

用的……

快，幫我召集八個大

人，不然搬不動啊，牠

有300公斤吔！

受傷的鯨魚

游著游著便

擱淺了。

另外，人類

製造有毒物

質，汙染了

海洋環境。

吃不飽，往淺海

去找食物……

唉，吃了中毒的獵物，

我身體也累積了毒素。

毒素累積，抵抗力減弱，加上體力

不支，鯨魚擱淺游不回大海。

長度 3 公尺的鯨魚，體重大約 300 公斤。
長度 5、6 公尺的鯨魚重達 1.5 公噸
以上，幾乎和一輛汽車差不多。

有時鯨魚擱淺是人�造成的。

鯨魚集體擱淺，這又是怎麼回事？

在鯨魚擱淺現場，你們會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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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魚為什麼會擱淺？



Global Kids  2017.10       6968        未來少年   2017.10

我叫阿光，小學五年級，住在臺南市東山區。媽媽說，我們

是 西拉雅族。

「西拉雅族？沒聽過。」唉，沒錯，大多數臺灣漢人都不知

道我們的存在。長久以來，雖然我們很清楚自己是西拉雅族，但

因為漢人的歧視，我們往往隱匿族群的特性，以至於被外界誤認

為漢人。

其實，我們和漢人很不一樣。好比說，我們也會祭祖，可

是不用香、不用火⋯⋯對了！每年農曆九月，部落會有大型祭

典，就是俗稱的「西拉雅夜祭」，表達對祖靈的感恩之情。這一

天，遠在都市的族人都會回家，原本安靜的部落突然變得熱鬧         

非凡。

天黑了，祭典即將開始！想不想一窺究竟呢？走，我帶路！

神祕的夜祭

哇，今年夜祭場中擺放了二、三十隻豬公，一隻豬公代表一

個願望，祖靈真靈驗！先前族人對祖靈許願，一旦願望實現了，

就會拜豬來還願。西拉雅夜祭
壺裡 祖靈的

西拉雅族小檔案
西拉雅族與臺灣原住民族一樣，屬於南島語族。早

在三、四千年前，漢人還未移入臺灣之前，西拉雅人就已

經定居本島。現在的西拉雅族主要居住在臺灣南部，包括

臺南、高雄和屏

東。清末之後，

有些人遷移到臺

東 的 長 濱 和 池

上，當地到今天

仍有阿立母信仰

和公廨 。　

現在的西拉

雅族還有多少人

呢？國民政府沒

有正式登記，所

以很難估計。
從英國探險家約翰 ●湯姆生拍攝的照片可看到，一百多
年前西拉雅人的住房和服飾樣貌。

攝影 / John Thomson, 1871

撰文／陳靜芬   繪圖／Chiu Road 手路    企編／李世榮    版面／小鬥士

審訂／陳叔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