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酵素小檔案
　　酵素也稱作「酶 」，從細菌、植物、動物到人類，都有它的活動軌跡，連傷

心流下的眼淚，也有它的存在。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已發現兩千種以上的酵素。

　　在生物體內，酵素通常扮演「酶」婆的角色，穿梭在各種物質之間，好讓它

們迅速發生化學反應。有趣的是，每種物質都由特定的酶婆來幫忙，這是酵素的

「專一性」，也是身體工廠亂中有序的祕訣。

　　有三位美國科學家把酵素純化、結晶，發現它的構造是蛋白質，還因此贏得

諾貝爾化學獎。此後，酵素愈來愈紅，跨界躍向食品、工業、環保、醫療領域，

到處都歡迎酵素光臨。

動手做個實驗：加點藥劑在溶液裡、搖一搖，變色了！再加另一種藥劑，又變色

了！很奇妙吧？跟你說，這種變來變去的魔法，我們身體每天都在做，像一座不打

烊的化學工廠，不斷製造出五花八門的產物。更神奇的是，人體工廠中，數不清

的原料和產品全混在一起，卻從來不爆炸出錯，到底怎麼辦到的？

幕後的靈魂人物就是酵素。西元1833年，法國科學家從糖廠裡的麥芽汁

發現它。四十五年後，研究釀酒的德國科學家為它取名「enzyme」，至今通

用；希臘文原意是「在酵母菌裡」，中文翻譯作酵素。直到二十世紀，科學

界終於知道它的厲害：每個人，以及所有生物，都是酵素運作的結果。

原來，酵素是生命的活力源頭，誰都不能沒有它。

撰文／鄧小非　繪圖／Tai  Pera　漫畫／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有酵素， 
身體就笑了

1918    未來少年   2018.03

封面
故事



1219一月名人.indd   48-49 2017/12/19   下午12:05

撰文／陳季蘭　繪圖／希拉.Shilala　企編／劉芝吟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何達睿

活出二次元的精采

真實世界是立體空間，有長、寬、高，屬於「三次元」；動漫世界

出現在平面螢幕，實際上只有長和寬，所以大家稱為「二次元」。

怎麼在三次元的真實世界，活出二次元的正義、勇氣、善良、誠

實⋯⋯等動漫主角的特質呢？何達睿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寫下一則好故

事，精采程度一點也不輸日本動漫。

左腦、右腦一起生氣了！

何達睿喜歡寫程式，而且表現優異。高中一年級時，他入選參加

「臺灣資訊奧林匹亞（簡稱資奧）選訓營」，不料卻在第二階段被刷下

來。難堪的是，他國三時的手下敗將，有兩位竟雙雙晉級了！

那天下午，他抱著筆電，痛苦又深覺恥辱的蹲坐角落，同樣

的姿勢維持了七十分鐘。他是這麼形容的：「我的左腦和右腦一

起生氣了！」

平常，何達睿理性的左腦，和感性的右腦是可以對話的，

它們就像好朋友，能彼此分享切磋，也會互相鼓勵勸告。比如左

腦會說：「嘿，這樣熬夜看動漫，第二天上課會生不如死，何必

呢？」右腦也會在左腦振振有詞時，提出告誡：「就算有道理，講

話也要委婉一點，這麼直接會刺傷別人的。」

可是這一刻，左腦右腦全生氣了，何達睿巨大的悲痛得不到一

絲勸誡和安慰。

還好，他國中時曾經輸過一場比

賽，已經用生命體驗過「人外有人」。

小學五、六年級，何達睿迷上電

玩，班上有一股電競熱。「我們玩跑跑

卡丁車，最沉迷的時候，我每星期玩十

幾個鐘頭。」何達睿是班上最厲害的高

手，神氣活躍在六個按鍵裡：上、下、

左、右、甩尾、氮氣推進器。

「當時我這麼想，電競選手那麼

強，可是他們也跟我一樣，面對六個

鍵。所以，只要熟悉這六個鍵的排列組

合，練成反射動作，我就能跟他們一樣

強了！」

後來他報名參加「跑跑卡丁車」

競賽，每天練習三、四小時樂此不疲。

「比賽一開始我拿到第一名，心裡好得

意喔！沒想到晉級十六強時卻被刷下

來，這種幻滅的感覺，給我很大的打

擊，我第一次感受『人外有人』那種苦

澀滋味。」

輸了，體會「人外有人」

左腦說⋯⋯右腦說⋯⋯

畢竟是輸過，高一無緣晉級「資

奧」國手的第二天，他的左右腦便恢復

了對話。

忽然，右腦拋出一個關鍵問

題：「現在金牌離你有多遠？」

理性的左腦立刻分析：「在

134個項目中，我有107項還需要

練得更熟，每一項大概要花15小時。從

現在到明年比賽還有50週，算一算，我

每週只要花32小時就能辦到。」

把遙不可及的夢想變得這麼具體？

左腦太神了！

何達

名人
故事糖

1999年生，畢業於國立科

學工業園區實驗中學科學

班，目前是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MIT的學生。曾代表

臺灣奪得2016年國際資訊

奧林匹亞競賽金牌。

跳脫
現實
框架
，你
才能
超越
自己

！

我的手下敗

將都能反敗

為勝，我也

可以。

你的天分夠嗎？

你有那麼多時間

練習嗎？

夢想不能妥協！

不 可 能 ！
我 怎 麼 會
輸？！

小時候的何達睿喜

歡玩七巧板，每次

成功拼完就會拍一

張照。

何經泰攝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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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城二月均溫-3℃ - 7℃（臺灣二月
均溫15℃ -21℃）
＊人口約156萬人，現為美國第六大城
＊費城早上九點＝臺灣晚上十點

費城之父─威廉・賓恩

這裡的天空比想像沁藍，就算被極地渦旋掃過，陣陣寒意湧上，望向藍得透入靈魂

的穹蒼，也能讓人感到希望。眼前的磚瓦比想像古老，看過尋寶電影《國家寶藏》後，

這個城市仿若鮮活了起來。我踏出的每一步，似乎都與美國建國元老共同呼吸。

眼前的城市，沒有太多高聳的建築奇 ，卻隱然有著捨我其誰的氣勢。我真好奇，

生活在這片開國之地，費城人的骨子裡，刻著什麼樣的密碼？

自由鐘，在許多重要時刻被敲響，也是

獨立戰爭的象徵。鐘上的銘文，成為廢奴、

婦女投票權運動的精神標語─直到各方

土地上所有的居民均宣告自由。我唸出的瞬

間，內心不由得激盪熱血起來！

當自由被敲響 

東方嬌客

冬日過後，最能為費城增添暖春色彩的，

便是全美第二大的櫻花節。西費城有一座

日式庭園「松風莊」，每逢櫻花盛開時，

來自四方的遊客幾乎要踏破門檻。

遠遠望向市政廳，鐘樓塔頂竟然立著一個人？！能立足在市政

廳之頂，俯視城市，自然非同小可，他是1682年自英國跨海來此的

威廉・賓恩爵士，後來獲得英王賜地，成為費城早期的領主。

做為費城的創建者，賓恩做了一系列都市規劃，包含棋盤式的

街道格局、綠色的公共空間、寬闊的中心廣場，是日後其他城市的

典範之一。就連現在華盛頓區，都以費城為藍圖。

因為信仰派別的不同，賓恩在英國連連受到打壓，到了費

城，他寬容接納不同教派的移民，樹立了包容、民主、宗教自

由的美國精神。費城「Philadelphia」之名，就是由希臘語的「友

愛」（philos）和「兄弟」（adelphos）結合而成。

我想像著昔日賓恩治理這片土地的心情，立

在塔頂的人像，彷彿無視時間流逝，三百年後，

依然靜靜俯視這座他曾經守護的城市。

費城舊城區保留了十八世紀的建築物，風格樸

實，彷彿可見當年移民墾荒的務實精神。路上，許多

老師帶學生參觀歷史建築，最大重頭戲就在國家獨立

歷史公園。當年，北美十三州代表在此簽署《獨立宣

言》，將費城定為首都，美國就此誕生。

美國，從這裡誕生

撰文／張詩芸　繪圖／顏寧儀　企編／劉芝吟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見證美國誕生的重要之

地─費城獨立廳。

紐約

費城

為表尊敬，費城的建築

曾經不得高於我喔～

隱藏版首都費城

15

特別
  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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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夜的花火盛宴
每年七至九月開花的穗花棋盤腳，屬於

愈夜愈美麗的類型。它不趕在白天開花去跟

別人爭搶授粉機會，而是等待黑夜降

臨才綻放花朵、散發花香，吸引晚上

出門覓食的飛蛾們來當授粉使者。

穗花棋盤腳的花朵非常美，當天

色漸暗，四枚乳白色的花瓣緩緩打開

後，數百條絲狀的淡粉色雄蕊便會以

爆漿的勢頭從花心炸裂開來，看起來

就像一朵朵綻放在夏夜裡的花火。從日落開花到清晨花謝，

穗花棋盤腳的花朵只有短短十多個小時的壽命，為了在最短的

時間達到最高的授粉效率，穗花棋盤腳把「數大就是美」的策

略貫徹得非常徹底── 不只一株穗花棋盤腳能開出上百朵花，

而且一朵花裡就有多達二、三百條的

雄蕊！

撰文／喬望舒    繪圖／種籽設計、詹波    企編／愛米粒　版面／嵐子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常聽到有人感歎：「美麗與智慧難以兼得呀！」這句話用在花朵身上可就不怎麼

靈驗了，因為很多花朵不但長得美，還美得非常有智慧。它們懂得根據環境和氣候的

不同、周圍動植物互動的不同，發展出最適合自己的生存策略。不說別的，光是為了

招攬各路傳粉昆蟲來幫忙完成繁衍任務，花朵演化出來的花招就可謂千奇百怪。

   刷你一腦門花粉
花一開，就等於吹響了植物進行繁衍大業的號角。為了能在百花

爭豔的花海中被傳粉者一眼相中，很多花朵都選擇用最鮮豔奪目

的色彩來搏能見度。又大又紅的朱槿顯然就屬於這一種，它的

豔紅花色對鳥類尤其具吸引力。

朱槿可不單只有這一招。只要鳥類上了門，它還有「毛刷

子」策略等著上場。朱槿的花柱

突出於花朵中心，上面簇生著

雌蕊及滿布花粉的雄蕊，乍看之

下就像蓬鬆的毛刷子。當鳥類探頭

找花蜜，首先碰觸到的就是毛刷最

前端的雌蕊，雌蕊便能因此接收

到沾在鳥類頭部的其他植物花

粉。而當鳥類再往裡探，頭部擦

過毛刷外圈的雄蕊，不可避免便

會蹭到雄蕊上的花粉，被刷上一腦

門粉。於是，等鳥類心滿意足飽餐

一頓飛走了，朱槿的花粉也就順理

成章跟著選到別朵花上了。

花花世界的美麗心計

原生於熱帶地區的朱槿，如今是公園和
校園常見的園藝花卉。

穗花棋盤腳是臺灣原生的海
濱植物，花朵成串生長在長
穗狀的總狀花序上。

那裡有採
蜜的祕密
通道！

什 麼 是 蜜 標 ？

把昆蟲們引誘上門只

是第一步，有些花朵在花瓣

上還長有指引花蜜所在的

「蜜標」。花朵上那些由內

而外延伸的條紋和斑點，看

在昆蟲眼中，就像黑夜裡的

霓虹燈般亮閃閃昭示著：

「花蜜，就在這裡！」

可愛的鳥兒，
帶走我的花粉
去傳播吧！

絕招：用突出的毛刷子

將花粉刷上鳥兒的腦門，

讓鳥兒帶著一腦門的花粉

去傳播。

絕招：因為花朵

壽命短，所以用

數量取勝，密密

麻麻的雄蕊，增

加授粉機會。

啊～邊喝花蜜
邊看花火，真
享受！

蜜標

P038-043_特企花花世界-new.indd   38-39 2018/2/13   下午8:42



撰文‧企編／吳寶娟、賴佳慧

繪圖／達姆　版面／丘山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打開十七世紀臺灣史，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1662年，鄭成

功擊敗荷蘭人，將荷蘭人趕出臺灣。當時與鄭成功談和的荷蘭駐臺

代表，名叫揆一。現在請你猜一猜：

公布答案一

C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揆一是荷蘭東印

度公司派駐臺灣的行政長官。

難以抗拒的味道
在當時，荳蔻

、胡椒、肉桂
⋯⋯這

些只生長在熱
帶地區的獨特

香料，比黃

金還珍貴。醃
肉時加點胡椒

，滋味變豐

富了，過甜的
布丁讓荳蔻來

平衡吧，肉

桂則是無論什
麼

菜都要添入
一

些。除了氣味
，

香料還是財富
與

身分的象徵，
據

說，那時0 . 5公

克荳蔻粉值三
頭

羊，一袋胡椒
能

換一棟房子。

原來家鄉資源不夠，外出是為了找土地、找商路、找教徒，其中又以商路最誘人。

東方的香料、絲綢與瓷器，一直是歐洲人的夢幻逸品。從前，這些貨品都是透過陸

地運到歐洲，但自從蒙古？帝國崩裂，加上恐怖的黑死病，絲路不再安全。儘管還是能

從穆斯林商人手中買到這些貨品（從印度洋運來），商品價格卻被哄抬了好幾倍，歐洲

人於是決定自己另外找路──從海上。

這場海洋冒險，葡萄牙最先啟程，西班牙緊接著，荷蘭與英國後來居上，它們開啟

了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十七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最耀眼。

就是今天的印尼、菲律賓等地。有時泛指整個東南亞，包括印度。

可是這些地方不全都是印度，為什麼叫做東印度？原來，當年哥倫布抵達

美洲後，一心認為自己到了印度──那個歐洲人認定生產胡椒的地方，後

來人們將錯就錯，把南北美洲中間這些島叫做西印度。至於印度以東，原

本以為生產香料的遙遠國度呢？就叫做東印度。

東印度？在哪裡？

 揆一，是荷蘭哪個單位外派到臺灣？

 A 荷蘭外交部  
 B 荷蘭觀光局  
 C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Q1
因為失去臺灣，揆一被判終身流

放，請問他的罪名是：

A 讓國家失去重要領地  
B 讓公司失去重要財產　 
C 讓國家戰敗沒面子

Q2

印度洋

大
西
洋

太
平
洋

B  在當時，臺灣幫荷蘭東印度公司賺

了很多錢，失去臺灣等於失去重要

財產，為此，揆一被判終身流放。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是十七世紀規模最大的私人跨國企業，不只會

賺錢，還創下許多世界第一：

＊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買賣公開，平民百姓也可以認購。

＊第一家股票上巿的公司。1602年，為了讓公司股票能進行買賣，世界第一家證券交易

所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比倫敦證券交易所早了一百年，那時美國根本還沒誕生。

＊第一家跨國企業。光在亞洲，公司約有35個據點，其中日本最賺錢，臺灣排名第二。

荷蘭東印度公司還可以自組招募軍隊、打仗、制定法律，甚至發行貨幣⋯⋯擁有的力量

簡直跟國家一樣。

十五世紀，歐洲人開始海上探險。大海茫茫好危險，
為什麼他們要離開家園？

想不到吧？十七世紀時的我，是被一家外商公司統治，
長達近四十年。為什麼荷蘭人要來臺灣？荷蘭東印度公
司又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十七世紀海上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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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滿載著香料的荷蘭艦隊駛回阿姆斯特丹港。來自神祕東方的絲織品與瓷器，轉手就是暴利，荷蘭商人嗅到商機
─三年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船隊帶來了財富，也讓荷蘭成為十七世紀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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