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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多年以前，稻子、小麥或玉米，都只是野外平凡無奇的草本植物。沒想到，這

些「野草們」最後竟然登堂入室，躍上人類的餐桌，成為主食。

無論亞洲人吃的米飯、歐美人吃的麵包、麥片，或是中

南美洲、非洲人常吃的玉米餅、玉米糊，這些主食的原料統

統都是穀物。而且，它們的「本尊」全是禾本科植物。

有這麼巧嗎？全世界植物種類那麼多，為什麼大家

都選擇禾本科結出來的種子？因為特別營養好吃？還是

有其他理由，讓人們偏愛這些「野草籽」？一起來了解開

啟人類文明的穀物故事。 

從野草變主食 我們吃了
多少穀物？

地球上75億人口，每年吃掉25億公
噸的玉米、稻米和小麥。如果換算成

食物熱量，人類多達43%的熱量，全
靠這三種穀物提供。很難想像，

要是沒有穀物，75億的人口能
依賴什麼食物生活？

封面
故事

（小米）

（玉米）

（小麥）

（稻米）



習慣走在不同的小路

上，選擇志向時，她依然

「特立獨行」。原本打算念

中醫，考慮學費壓力後，她

決定改讀戲劇系導演組。

「醫學治療身體，

但身體和心靈密不可分，

戲劇也是一種治療，而且

更深刻的療癒我們心靈。」

簡嫚書想得深，突兀的轉向卻引來同

學耳語紛紛。她沒有動搖，只在心裡惱怒

的想：我和你們想的不一樣！

我很不快樂

2009年，莫拉克颱風

帶來巨大災變，豪雨沖垮

了無數家園。隔年公視拍

攝《那年，雨不停國》，描

述風災中失去至親的少女，

從此害怕下雨，總是帶著大

大耳機隔開心碎的滴水聲，

孤獨的把傷痛封閉在心底。

還在念戲劇的簡嫚書，偶然看見劇

本，深深被打動，很快便試鏡成功。外表

青春、內在超齡深沉，這個角色宛如量身

打造一般，讓她迅速成為注目新星。入圍

金鐘獎、戲約接連上門，無心插柳竟奪得

超乎預期的名氣和光環，許

多人羨慕她的星運，簡嫚書

卻說：「我很不快樂。」

現實和理想的拉鋸

當時，她剛從藝術大

學畢業，滿心想實現導演

夢。因緣際會間踏上了演

員之路，現實衝擊頃刻

席捲而來。

「我打算考北藝大戲劇系，念導演

組。」十八歲的簡嫚書站在講臺上，分享

升學規劃。臺下一片沉默，鴉雀無聲。

她讀的是第三類組，同學不是準備考

醫學系，就是計畫當藥劑師，以「戲劇」

為志向簡直是怪胎。

果然，流言耳語迅速傳遍各班：簡嫚

書想紅啦！她想當明星⋯⋯

「當時很生氣，但現在回頭看，」 

簡嫚書俏皮的說：「好像應該謝謝他們的

預言喔。」從憤怒到釋懷，註解著她一路

走來的轉變。

「怪怪」美少女

搬家、轉學、搬家，小學六年簡嫚書

讀了五所學校，多數小孩可能適應不良，

簡嫚書卻很自在，因為⋯⋯

下課鐘聲一響，同學咻的奔向操場，

只有簡嫚書一人待在教室，悠哉的翻遍課

外讀物。「我很習慣做自己，完全沒意識

到別人，常常全班跑個精光都沒發現。」

不太熱衷團體交友，她連喜好也和

別人不一樣。當同學迷追星、瘋偶像劇，

簡嫚書卻是標準的明星絕緣體，只愛看新

聞、報紙，鑽研人性剖析類型的小說。

名 人 故 事 糖

認識自己，有什麼好方法？

       每年生日寫一封信給
自己，聊聊這一年的

心得，對未來的期待
或目標，想說的話。

五

年、十年後回頭讀，會
幫助你看清自己的轉變

和心路歷程：以前我有
什麼夢想，現在還一樣

嗎？當時我對自己說的
話，現在讀起來有什麼

感覺？和過去對話，能
幫我們重新認識「我是

誰」，想起自己的初衷
和心念。

擁抱生命

簡嫚書以電影《菜鳥》，拿下2016臺北
電影節最佳女配角。

插曲

私 房 書 單

「這是我從小喜歡到大的
繪本」。簡單動人，讓人
難以忘懷，是簡嫚書鍾愛
繪本的原因。

撰文．企編／劉芝吟   

繪圖／九子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簡嫚書、小鳥遊映製所

簡嫚書

的

       我很喜歡讀繪本、聽床邊故事。有一段時間失眠
得厲害，每到晚上我便把床邊故事錄音帶拿出來播

放，隨著故事、畫面、聲音，慢慢的放鬆入眠。

       很多人覺得繪本很簡單，正是因為文字精簡、
插圖飽滿，透過畫面傳遞出來的感染力，反而

更加深刻直接。對我來說，繪本的力量就

像戲劇，穿透人心，甚至遠遠超越文字。

  2010年以《那年，雨不停國》初登螢幕，
  第一部作品便入圍金鐘女主角獎。

  之後陸續拍攝《大稻埕》、《菜鳥》、

《雖然媽媽說我不可以嫁去日本》多部電影，

  曾入圍金馬獎女配角、榮獲臺北電影節

  女配角獎，也參與編劇和導演工作，多向發展。

眼前的選擇可能不是你的最

愛，如果你盡力投入，也許

就能看到另一片風景。

人生未必只有一個

選擇，有時不是原

本設想的那條路，

反而更精采。

英文漢聲出
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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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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查理大橋！」我推開窗戶，

興奮的大聲問好。

抵達捷克布拉格首日，我幸運訂到了

地點絕佳的旅館，一推開窗就能看見城市

地標。倚著窗臺喝咖啡，仰頭望向沐浴在

日光中的橋塔，據說它有 47 公尺高。

嗯，我決定就從查理大橋開始，好好

領略「百塔之城」─ 布拉格。

蛋黃黏成的石橋

查理大橋，建於十四世紀，是捷克第

一座石橋。據說為了讓橋身穩固，抵抗冬

日冰雪結凍，當時工匠遠從境內各城載來

一車車雞蛋，把生蛋黃摻入石材裡！

我走上橋面，沿著橋墩豎立了三十

座雕像，都和宗教故事有關。隨處停下腳

步，「喀嚓！」身後伏爾塔瓦河的美麗景

色，陪我一同留在相機。

橋上人潮熙來攘往，走走停停的旅

客，不只留影，還因為這裡匯聚了無數藝

品小販和街頭表演。瞧！眼前是專心作畫

的肖像畫家，一旁有人獨秀木偶劇，遠處

的樂團正拉奏著手風琴和大提琴呢。

有別於我們的河岸觀光區，橋上雖

有眾多小販，卻見不到任何食物攤，唯有

河景、表演、美妙旋律。五百多公尺的橋

路，我宛如走過一座露天藝術廳。

世界最大的古城堡

足足爬了138 層階梯，我氣喘吁吁登

上橋塔，舒暢的大口深呼吸。站在高處眺

望，高低錯落的尖塔，一幢連著一幢，在

天際畫出漂亮的曲線，「百塔之城」果然

不負盛名。

喔，我瞧見下一個目標了：布拉格

城堡！全世界最大的古城堡，始建於九世

紀，數百年間陸續增添新建築，包括數座

教堂、火藥塔、黃金巷，總面積達 7.28 公

頃，想逛完得花上一整天！城堡名列典藏

古蹟，現今也是總統府，巧妙的串起了歷

史亙古與當代政體。

順著長長的排隊人龍，經過安全檢

查，一個轉彎─震懾人心的聖維特大教

堂，矗立眼前。1344 年，查理四世打算興

建一座榮耀王國的大教堂，自此耗費五百

餘年，直到1929 年才竣工。高達 97公尺

的哥德式尖塔、精緻的玫瑰花窗、金碧輝

煌的雕飾和大門，每個細節都美得讓人移

不開雙眼。

仰望著五百年時光所造就的工藝，我

升起滿心崇敬。漫漫時間洪流裡，多少工

匠投注了畢生靈魂和心血，才能淬煉出如

此偉大的不朽之作啊。

紅瓦屋海間，豎立著一座座尖塔，

宛如復古燭臺，讓布拉格贏得「百

塔之城」的美譽。

聖維特大教堂費時五百年完工，融合了文藝復興、

哥德、巴洛克風格，裡頭不只是皇家禮拜堂，還珍

藏了皇室寶藏、聖人之墓。

布拉格小檔案

捷克首都，1992年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市區保留不同時期的古典建

築，包括哥德、巴洛克、現代主義

等風格，天文鐘、市政廳都是重要

文化資產。

除了布拉格，捷克境內還有十一個

文化遺產，包括以歷史建築聞名的

克倫諾夫小鎮，和當代新建築圖根

哈特別墅。

奧地利

捷克

布拉格

波蘭

斯洛伐克
德國

撰文．企編／劉芝吟　繪圖／蔡元婷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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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橋橫跨伏爾塔
瓦河，步行橋面、乘
船遊河，都有絕佳的
視野美景。



      所以當時

的婦女才走上

街頭抗議？

對，街頭運動

是不得已的。

可是現在的政府

比較尊重民意，

人民不必上街頭

了吧，有話好好

說嘛。

世上沒有完美的政

府，政府永遠有需

要改進的地方。記

得洪仲丘事件嗎？

          記得啊。他當兵

          就快退伍，卻因

為長官不當管教，「被

中暑」致死。

被中暑？

那是當時法醫的說法。國防部

遲遲沒有把真相講清楚，最後激怒了

老百姓，引起十萬人上街頭抗議。

對，隔壁那家人擔心兒子

以後當兵被不當管教，也

去抗議了。

國防部不敵群眾力量，終於低頭

道歉，嚴懲相關人員，在軍中建

立暢通的申訴管道。

街頭運動是民主國家常見的現象，很多人對它的看法停留在媒體的火爆場面。

但你可知道？現代人以為「天生就有」的權利，不少都是街頭運動爭取來的。

        唉～又是抗議遊行，

交通大亂了。為什麼一定

要上街頭？

你們人類也太

歧視女生了！

我們鼠星人就

      不會。

撰文／陳
靜芬、黃曉

君     繪圖／Tai Pera   企編／黃
曉君    版面／夏

綠蒂

到底街頭運動為什麼會出現？跟我們的權利又有什麼關係？

一定會暴動嗎？參加遊行該怎麼保護自己？一起來了解！

因為人民有表達

意見的權利。

         表達就表達，幹麼要犧牲我

走路的權利，明明就跟我無關。

街頭運動怎麼會跟我們無關？許多你以為理

所當然的權利，都是街頭運動爭取來的。

你怎麼知道？

我上星期剛做了「街頭運動」

的報告。你知道嗎？如果沒有街頭運

動，我們女性根本沒有投票權。婦女

為了爭取投票權，抗爭了一百年！           一百年？

要抗爭這麼久！

   你才知道。權利都是爭取來的，不是

天生就有。十九世紀，英國和美國的國

會議員全是男性，他們不希望婦女有投

票權。儘管是民主國家，如果議員不幫

忙，法律就沒機會修改了。

NO
街頭運動不是……

1  為了不當利益的黑社會集會。
2  為了發洩不滿而聚眾
     搗亂的暴動。

街頭運動是……

1  在立法制度之外，以集體遊行的力量，要求政府修改法律。
2  為了大部分人民的福祉與權利。歷史上各大遊行曾促成婦女
            投票權、印度獨立、廢除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
                      3  有組織、有策略的集體行動，大型集會通常還有                                                      
                           糾察隊維持秩序。YES Global Kids  2017.12        3938        未來少年   2017.12

街頭運動是⋯⋯
不是⋯⋯



最惡劣的環境，孕育最厲害的

生物。

北極圈寒冷嚴峻，能夠在這

裡討生活的，除了本領高強，還

要能撐過飢寒交迫的窘境。

「咦，有旅鼠味道！」北極狐是

北極的老大，毫無疑問。牠湊近雪地嗅嗅

聞聞，忽然開始猛烈挖來耙去的。躲藏在

雪地裡的小旅鼠嚇得驚聲尖叫，這下，北

極狐更加確認旅鼠窩的位置。

「應該快耙到了⋯⋯嗯，就是現

在！」牠縱身一跳，咚！再跳，咚！雪地

下的旅鼠窩塌了，一窩旅鼠被

壓得非死即傷，成了

北極狐的大餐。

北極狐在北極幾

乎沒有天敵，除了飢不擇食的北極熊之

外，牠們最害怕的應該是人類──因為貪

圖那一身豐厚雪白的長毛皮。

白得有道理

冰天雪地的冬季，北極白茫茫一片。

如果讓北極的老大們拍張合照，名字裡有

北極的，包括北極熊、北極狐、北極兔，

再加上雪鴞 、岩雷鳥和海裡的白鯨，喀

嚓！也是白茫茫一片。

和環境混成一片，讓自己看起來像雪

堆，不論是保護自己或獵食時偽裝無害，

在生存上都占了優勢。

瞧，大塊頭北極熊

靜靜守在海豹出沒的

洞口。「小海豹過來

呀，不要怕，我只是一堆雪⋯⋯」是啊，

一堆孔武有力、凶猛又帶著尖牙利齒的

「雪」。

漂亮的雪鴞也是一堆迅猛狠「雪」。

憑著銳利的眼睛和耳朵，雪鴞一偵察到旅

鼠，便展露猛禽天性，展翅、追趕、俯

衝、飛撲，一把攫住旅鼠，大啖鼠肉。

「等等，雪鴞身上有斑點，不是全白

喔！」那是因為北極也不是全白的。把鏡

頭轉一下，看到沒？牠們站在岩石上，白

羽毛混雜褐色斑點，恰好與環境融合，偽

裝得維妙維肖！

這些白色老大們也非一年到頭或終

其一生都是「白帥帥」。有一種北極狐

俗稱「變色狐」，冬天穿著厚重的白色

長毛皮，到了

夏天換上輕便

「夏裝」：灰

黑色的輕薄毛皮。

另一種北極狐稱為「藍

狐」，全年毛色灰藍藍，為什麼是藍色

呢？因為牠們大都在海邊出沒。

皮很厚、脂肪多

冬天北極冷颼颼，找個地方躲避暴風

雪是必要的，不過身上的裝備也得齊全才

行。一身厚毛皮如同把毛毯裹在身上、毛

茸茸的腳掌好像穿了雪靴、皮膚底下一層

油油的厚脂肪既保暖又能燃燒產生熱量，

這些都是北極老大們的禦寒高招。

白鯨是北極圈的常客。夏天海冰融

了，北冰洋化身為吃到飽的海鮮餐廳，吸

北極圈裡
的老大們

撰文／陳季蘭　繪圖／楊宛靜　企編／愛米粒　版面／黃淑雅

北極圈裡
的老大們
北極圈裡
的老大們
北極圈裡
的老大們
北極圈裡
的老大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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