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為亞馬遜公司

位於德國萊比錫的物流中心。

亞馬遜在全世界約有兩百多個類似這樣的物流中心，

其中面積最大的在美國鳳凰城，約 28個足球場那麼大。

撰文．企編／賴佳慧

繪圖．漫畫／陳沛珛　版面／趙璦

顧問．審訂／李柏峰 (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CSCMP）臺灣圓桌會會長 )

　　　　　　陳巨星 (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社 總編輯 )

愛妃，聽說 21世紀
物流很厲害，爾後

你天天都有荔

枝吃了。

陛下，臣妾不

懂物流。此處商

品真多，員工卻沒

幾位？為何？

我一天在物

流中心要走

8∼14公里。

購物旺季我

一天要工作

12小時。

我是機器人，

也是物流中

心員工。 Ulrich Baumgarten / Getty Images

在美國，只要申請

就能參觀亞馬遜物流中心。

在臺灣，你可以拿起手機體驗。

哇！
走進物流中心，你一定會被眼前景象震懾─數不盡的貨架，一重又一

重，滿眼都是貨品；「隆隆─」、「咻─」各種聲音襲來。仔細看，

原來是貌似鋼彈的機器手臂，正轉動它的大臂膀，馬不停蹄的卸貨。輸送帶穿過

頭頂，上面的貨品一箱接著一箱，像電車進站似的，魚貫進入包裝站，等待裝箱。

最叫人覺得驚訝的，莫過於一臺臺穿梭在貨架間的機器人，它們是訓練有素

的士兵，與人類分工又合作，一同擔負將貨品送到客戶手中的使命。

物流，是 21世紀最獨特的產業，為了讓貨品快速、安全抵達客戶手中，它們

愈來愈科技，愈來愈酷⋯⋯讓我們來體驗一下現代物流帶來的不可思議！ 

物流 超乎你想像！

故事面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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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我會做很好

二十四歲，蘇國垚到美國留學，起初是為了把女

朋友追回來，可惜沒成功，他決定把心思放在讀書

上。畢業後，頂著美國學歷回臺灣，求職卻是連

連碰壁，好不容易才被亞都飯店錄用。

面對挫折或困難，別人可能選擇逃避，蘇

國垚則是悶著頭就去做。飯店業臥虎藏龍，許

多人畢業自歐洲優秀的學校，蘇國垚二十七

歲進飯店工作，三十六歲就當上了總經理。

「不是他們能力不好，而是我更積極，願

意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我要讓人家知道我能、

我可以做很好！」

蘇老師溝通小訣竅

在陌生場合

很沒安全感，

不知道怎麼跟別

人聊天？

     試試挑一個想

認識的對象，從你好奇的部分開始問（比如：

你的球鞋很好看，哪裡買的？）。大部分的

人最有興趣的話題是「自己」，當別人關注

自己，很容易就熱絡起來。當然，有些人防

衛心強，如果他的回應不熱烈，換個角度

想：也許他現在不需要新朋友，你不用

為此挫敗受傷。

分享、不自私

嚴長壽總裁對蘇國垚的評語是：體貼、無私，

把自己放在最後一位。小小年紀就掌握大家庭生存

之道，蘇國垚並沒有變得追求名利、一切只為自

己。為什麼？蘇國垚說：「這都要歸功我父母的身

教，正向、積極又樂於分享。」

他們一家後來搬到臺北，因為爸媽的好客，訪

客總是絡繹不絕，讓蘇國垚也成為樂於分享的人。

3 X 5 = 15  
3 X 6 = 18  
3 X 7 = 24

你會說答錯一題，
還是答對兩題？

「每天用讚美魔法：
哇，有你真好！」你
會發現周遭的氣氛不
一樣了。

撰文／吳寶娟、劉芝吟　繪圖／希拉.Shilala　企編／劉芝吟　攝影／黃菁慧 　版面／小鬥士

垚 對自己的承諾  
說到做到

蘇國垚曾經是臺灣最年輕的五星級飯店總經理，在臺北亞都麗緻大飯店

工作時，上司嚴長壽總裁稱讚他「能發自內心，隨時為他人著想」。後來他

當老師，很受學生歡迎，因為他能找到學生的優點，幫每個人建立自信。

這些能力從何而來？蘇國垚笑著說：「我從小生長在大家庭，眼睛當然

要放亮一點啊。」

嬸婆起床氣很
嚴重，千萬不
要吵到她！

兩種說法都沒錯，但是我們常常只挑別人做

錯的，卻很少看到人家做對的部分。多看看自己

的優點，給自己鼓勵，也放大旁人的優點，你會

發現大家的優點真的放大，缺點縮小了！ 

哇喔，又有
客人來了！

搬一張小板
凳，我也可以
吃得到！

蘇國

名人
故事糖

童年環境讓我學會察顏觀色，面對競爭時
也要勇敢爭取。

大家庭的生存之道

蘇老師正向思考題

１   察言觀色
蘇國垚的爸爸有

十五個兄弟姊

妹，全住一起，

嬸嬸、伯母、叔

叔、堂兄⋯⋯人

數很可觀。

 2       動腦筋、秀出能力
大家庭人數多，

資源競爭。

比如哥哥、

姊姊的個子

高，一伸手就

能吃到桌上的

食物，他的個子

小，該怎麼辦？

懂得察顏觀色，

才能知道大人的

情緒，不會踩到

地雷。

面對競爭要活

用動腦，不能

被眼前的條件

限制了。

餐旅界成功經理人，曾任

臺北亞都麗緻大飯店總經

理，被視為嚴長壽總裁的

接班人。現任高雄餐旅大

學旅館管理系助理教授、

王品集團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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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裡還有「戰爭博物館」，

監獄展示了多年前犯人使用的

家具與吊床，請掃描QR Code。

天剛亮，山頭上的城堡幽微滲入車窗。暗黃燈光下，靛藍的城堡彷彿

才剛起床，看起來比明信片還憂傷。

憂傷其來有自。這座全歐洲最美的城市有著蒼涼歷史：命運多舛的女

王、誓死抵抗外侮的史詩英雄，以及多年來急於建立自身國族認同的現實

與無奈。

出乎意外
愛丁堡緯度與莫斯科差不多，但這裡的冷不嚇人。

安頓好行李，我即刻外出覓食，英國食物是出了名的無

趣，對於蘇格蘭餐點，我不抱太大期待。不過一家炸魚

薯條小販卻顛覆了我的

偏見─酸甜的醬料搭

配外酥內軟的口感，

滋味好奇妙。

瑪麗很小便加冕為女王。女王身分看似尊貴，卻讓她變成政治

鬥爭的犧牲品。

那時的蘇格蘭主權獨立，親英派強迫瑪麗必須與英格蘭王

子結婚，生下的小孩將來就是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國王。親法派

則希望瑪麗能嫁給法國王子。

起初，親法派占上風。瑪麗五歲被帶往法國，十八歲

丈夫過世才回故鄉。但離家太久，蘇格蘭政局已變。為求

地位穩固，瑪麗只好再嫁給表弟，這讓英格蘭女王伊莉

莎白一世很不高興。

後來瑪麗生下孩子─詹姆士六世，扯進一樁刺殺

英格蘭女王的陰謀。她最後被囚禁，還遭砍頭處死。

由於伊莉莎白沒有子嗣，王位便傳給詹姆士六世

（沒錯，就是瑪麗的孩子！）英格蘭和蘇格蘭歸屬

同一個國王，蘇格蘭從此喪失自主權，也讓想獨立

的蘇格蘭人扼腕至今。

到愛丁堡，怎麼

可以不認識我?蘇格蘭瑪麗女王

蘇格蘭人好親切，問路問景點問

餐廳，大家都笑咪咪，問我哪裡

來？有些人還知道臺灣在哪兒（在

國外滿多人以為臺灣是泰國）。餐

廳侍者說，我「Edinburgh」發音錯

了，brugh 要發類似 bara 的音，愛丁堡

應該是「愛丁布拉」。嗯，又學一課！

Everybody dies, not everybody 

lives.（每個人都會死，但

不是每個人都曾活過。）

蘇格蘭民族食物─肉餡

羊肚（哈吉斯）。

達志影像

十三世紀蘇格蘭的民

族英雄，曾帶領人民

反抗英格蘭，遭部下

出賣，最後被處死，

據說屍體與器官還被

送往各地。

＊愛丁堡一月平均7℃
（ 臺灣一月平均溫度15-

21℃）
＊說英語與低地蘇格蘭語

＊ 愛丁堡早上九點＝臺灣
下午五點

愛丁堡

蘇格蘭

英格蘭

倫敦

威
爾
斯

北愛爾蘭

特別
  企劃

愛丁布拉？

出乎意外

城堡是愛丁堡著名地標，裡面

處處古蹟。圖為「大廳」，曾

是蘇格蘭國會的議事廳。

「大象之家」咖啡廳。J.K. 羅琳

在這裡完成第一本《哈利波

特》：神祕的魔法石。

IRN BRU

蘇格蘭人的「黑松沙士」

撰文．企編／賴佳慧　繪圖／希拉 . Shilala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誕生於冰與火—

三億四千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形成這片火山岩，之後冰河穿蝕，

又讓這兒成了起伏陵地。人們把屋舍隨山而建，高高低低，造就

了獨一無二的天際線，愛丁堡遂成歐洲最美麗的城。

蘇格蘭的象徵

威廉華勒斯

誕生於冰與火—

三億四千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形成這片火山岩，之後冰河穿蝕，

又讓這兒成了起伏陵地。人們把屋舍隨山而建，高高低低，造就

了獨一無二的天際線，愛丁堡遂成歐洲最美麗的城。

誕生於冰與火—

三億四千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形成這片火山岩，之後冰河穿蝕，

又讓這兒成了起伏陵地。人們把屋舍隨山而建，高高低低，造就

了獨一無二的天際線，愛丁堡遂成歐洲最美麗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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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有細菌！」細菌不只讓我們生

病，也是很多動物和植物的剋星。但是自

然界「一物剋一物」，即使剋星也有自己

的剋星！我們的剋星是細菌，細菌的剋星

又是誰呢？答案是─噬菌體，專門噬殺

細菌。

噬菌體到底有什麼本事？為什麼剋得

了細菌？它自己有剋星嗎？一起來認識這

神祕又厲害的小東西。

是病毒家族，無誤

大家應該都有感

冒的經驗吧？前一天還

好好的，第二天開始發

燒、流鼻水、咳嗽、打噴

嚏⋯⋯整個人病懨懨，好難

受。打倒我們的，是連光學顯微

鏡都看不到的微小生物─病毒。

細菌的剋星噬菌體，就屬於病

毒家族。病毒家族各有神通，不只

感染人或細菌，有些病毒會感染鳥

類，例如禽流感病毒；還有些病毒

是感染植物，如竹嵌紋病毒，讓竹

筍變得又硬又難

吃！

感 染 人 的 病

毒有許多種，腸病

毒、流感病毒、伊波

拉病毒⋯⋯，感染細

菌的病毒也一樣，種

類繁多。由於細菌

無所不在，噬菌體

當然到處都是啦！

這些噬菌體大都長

得像登月小艇，蛋白質的外殼

組成三部分：大大的頭、柱狀的

尾、細細的尾絲。

強力接管，把細菌變成血汗工廠  

細菌一旦遇上剋星噬菌體，就是悲

慘的開始。首先，噬菌體的尾先接觸細

菌的細胞壁，並且卡在特定的蛋白質上。

接著，噬菌體把自己的遺傳物質

─DNA（去氧核糖核酸）或RNA

（核糖核酸）從尾端注

入細菌體內，而且

像「乞丐趕廟公」似的，準備接管一切。

很快的，不幸的細菌就被噬菌體完全控制

了，成為製造噬菌體的血汗工廠！

噬菌體的遺傳物質會把細菌的「製造

流程」全部換掉，等於脅迫細菌提供「機

器」和「原料」來複製生產噬菌體，達到

「繁殖」目的。

一個噬菌體進入細菌體內，只需

要二十分鐘便可以產生上百個噬菌

體，撐破細菌的細胞壁，等待感染

下一批倒楣的細菌。

原來，噬菌體是這麼剋細菌：帶

著「製造流程」的遺傳指令，強力

接管細菌工廠，為自己效命。

病毒可說是構造最簡單的生

命實體，外殼為蛋白質，內部是

DNA（去氧核糖核酸）或RNA
（核糖核酸）構成的基因體。

目前已知的病毒超過百萬

種。最小的環病毒基因體只有兩個

基因，最大的潘朵拉病毒

則有大約2500個基因。
不論兩個或2500個基

因，病毒都缺乏許多繁殖必

需的基因。由於基因體不完

整，它們繁殖時都要「借

用」宿主的蛋白質，而且

只能在宿主體內繁殖。所

以，到底病毒算不算一種

生物還是有爭論的。
各式各樣的病毒。

達志 / Shutterstock

病毒，
看不見的
小怪物

看我的厲害！

大腸桿菌

吸附

注入核酸
合成核酸和蛋白質

裝配

釋放

大頭、柱尾、細尾絲。

喜歡成群結隊攻擊細菌，

入侵細菌體內後，

強迫細菌製造噬菌體。

蛋白質
內有遺傳物質

噬菌體

噬菌體
的剋星─細菌 噬菌體正在

攻擊細菌。

尾絲

頭部

頸部

尾鞘

撰文／葉綠舒　企
編／愛米粒　繪圖

．漫畫／詹波

繪圖．版面／夏綠
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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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龍蝦變少了⋯⋯珊瑚也變白

了！」這裡是花蓮豐濱鄉的新社部落，

「5號先生」是農夫，也是漁夫。聽人

說，珊瑚變白是死亡的徵兆，他不免擔

憂了起來。

「怎麼會這樣呢？」他仔細觀察

環境，想了又想：「部落的田離海那麼

近，會不會是農藥汙染了海洋？」5號

跑去問專家，得到的答案是：「沒錯，

海洋被汙染了，必須改變耕作方式，海

洋生態才可能恢復⋯⋯」

海洋健康，才能年年有魚
「一起加入友善耕作，不要再用農

藥和化學肥料了！」多年來，他不斷鼓

吹村民。

「只有海洋健健康康，才能

年年有魚啊！」眼看漁獲減少，

5號更積極說服村民：「我們要種田也

要捕魚，兩邊都得顧好才吃得飽。現在

漁獲量變少，收入少了一大半，何苦自

己害自己呢？」5號說的畢竟是事實，

大家漸漸採納他的意見。

這幾年，珊瑚果然慢慢恢復，魚蝦

也增多了。5號心裡默默和珊瑚約定，

一定要讓它們健健康康活下去！

這是山下的情況，山上也傳來了好

消息。

友善農耕，共享好環境
新社部落往山上走十多分鐘，就會

來到復興部落。居民大都是阿美族，種

稻為生。二十幾年前，許多年輕人到大

都市謀生去了，老人家沒體力種田，農

田休耕已久，荒煙蔓草。

近幾年，年輕人開始回來種水稻，

而且使用友善農法。

「快，田裡有小蟲在吃稻子！」他

們不噴農藥，而是拿長長的掃帚，在稻

子上面掃來掃去，讓蟲子掉進水裡。

「可惜清不乾淨⋯⋯」幸好，田

裡有害蟲也有益蟲，益蟲會幫忙吃掉害

蟲。雖然效率比不上直接噴農藥，可是

農藥不但會殺死各種昆蟲，也會殘留在

作物、滲進土壤裡。

「山豬！」是啊，很久沒光顧的

山豬回來了。牠們趁著黃昏以後四下無

人，闖進田裡吃稻穗。

山豬吃得高興，農民可不

高興，他們從黃昏到半夜守在

田邊不敢闔眼，不讓

山豬有機可趁，真

是辛苦！

撰文／吳立萍、劉芝吟　企編／劉芝吟　

繪圖／WaHa Huang 哇哈　版面／丘山
里山精神

田裡不灑農藥，
魚蝦果然變多，
珊瑚也恢復了!

 不噴農藥，我們
用掃帚掃蟲子!

好好照顧大自然，
我們就能吃飽飽。

海洋、梯田、

山林、村莊，

新社部落的

里山里海好美呀！

花蓮農改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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