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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呵呵呵、嘻嘻、嘿嘿、咯咯咯、齁齁⋯⋯

你今天笑了沒？預告一下，這篇封面故事目的是：讓你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哎唷，當然是開玩笑的啦。

不管是微笑、開玩笑、嘲笑，笑在人類生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嬰兒時期，笑

容比語言發展得更早。它能快速的傳達正面意義──只要你露個笑容、發出笑聲，不必

說話，就能告訴夥伴：「喔，我很好！」

但奇妙的是，笑也帶來不少困擾，比方說：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不該笑？為

什麼有些人特別好笑？聽不懂別人的笑話，該怎麼辦？

笑還可能成為點燃衝突的引信。

就 跟 你 說

「我這麼難過，你還笑！」「別亂開玩笑好不好？」

除了單純被搔癢、喜悅，人類的笑好像牽動更多：和幽默、情感、衝突、

社會聯結有關。接下來，我們將要好好說說笑。準備好了嗎？通關密語是：

哈哈哈哈哈。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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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風險管理公司提供

撰文／陳宣妙　繪圖／希拉.Shilala　攝影／張志成　企編／劉芝吟　版面／小鬥士

明用創意打敗關卡

「其實，我從沒想過會自己創業當老

闆。」因為喜歡大氣科學，彭啟明一路念到

博士，計畫畢業後考公職。直到某天，他

偶然和一位氣象局員工聊天，結果大受

打擊。原來他想考的公職，既辛苦待遇

又不好。年近三十，突然發現未來一片

迷茫，彭啟明頓時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轉個彎，用專業創業

他陷入沮喪，掙扎著是否放棄氣象。幸好，老師主

動關心，鼓勵他：「沒有人能永遠順利，重點是如何發

揮創意，突破難關，那才是你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彭啟明豁然開朗，他轉念一想，「是啊，氣象是

別人不會但我擅長的，原本的路遇上瓶頸，那何不轉個

彎？不如，我就用專業來創業吧！」

彭啟明決定放手一搏，把氣象打造成個人產品，提

供客製化服務。這個點子新穎卻大膽，臺灣從來沒有人

做過，他免不了遭受各種質疑。

「看電視、聽廣播，就能知道明天的天氣，怎麼會

有人花錢找你？太笨了！」

「堂堂名校博士，不去教書，還要到處拜

訪客戶、叫賣拉生意？」

面對這些嘲笑，彭啟明全當作養分，把

老師的提醒記在心上：用創意解決難關，成功的

果實更甜美。

彭啟

名人
故事糖

氣象學家，現任天氣風險

管理開發公司總經理，大

愛電視臺氣象主播。取得

臺灣第一張個人及公司氣

象預報證照，成功將氣象

生活化及產業化。

「你好，我養了一些鳥，想要問天

氣。」啊？養鳥還需要問天氣？彭啟明聽著

電話那頭的說詞，心中隱隱不安。他創立

「天氣風險管理公司」，初衷是想幫助大家

精準的預知氣候變化，提前防範。可是對方

吞吞吐吐、閃爍其詞，感覺好奇怪！該不會

想做什麼壞事吧？

被打亂的人生計畫

彭啟明被封為「氣象達人」，他擔任氣

象主播，也成立天氣風險管理公司，把氣象

預測轉成商機。

   六月雪任務
有個客戶想舉辦夏日飆雪活動，推廣極限運動，特別上門

委託：「滑雪表演臺有十層樓高，一定要避開強風，也不能有

颱風攪局，請幫我們監控天氣。」

接到這個六月雪任務，彭啟明很快開始動工。

他在活動場地搭建氣象塔，掌握地面的風速、

風向，同時回溯夏季氣候紀錄，隨時分析

臺灣周遭海面的氣旋與雲圖變化⋯⋯

團隊忙得人仰馬翻，持續監控半

年，做好萬全準備。最後如

何？活動圓滿落幕！

沒那麼簡單，我
們的工作像偵探，
要用科學方法還原
現場真相。

這就像房間裡有
人偷放屁，你得從聞
到臭味的人的位置和風
向，找出放屁者。

有一次，高雄大寮鄉散逸不明臭氣，

造成鄰近學校師生集體中毒，上百人

送醫。

附近工廠密布，到底是誰偷偷排放毒

氣？空保處趕緊委託彭啟明想辦法。

彭啟明研究再三，最後利用當時的風

向、風速、風量資料，再比對氣體分

子，篩選出最有可能的工廠。原本看似

無解的難題，順利破案！

氣象只是預告晴雨冷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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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帶季風氣候，四季皆夏，山區氣候
較涼爽。

＊ 跟臺灣一樣，多地震與颱風。另外，
火山也多，全國有近二十座活火山。

＊ 位處東南海，有許多小島與各地移
民：印尼、中國、荷蘭、西班牙、

美國⋯⋯融合東西文化。

＊ 境內的世界遺產有：科迪
勒拉山梯田、圖巴塔哈群

礁與聖奧古斯丁教堂等。

首都馬尼拉是第二大城。

如果你有潛水執照，千萬別錯過圖巴塔

哈群礁。這裡的礁島沒有永久居民，少

了人類的叨擾，三百五十多種珊瑚與

五百多種魚類共生，有機會還看得到鯊

魚藏在珊瑚礁裡面打呼。

除了豐富的歷史遺跡，菲律

賓的天然奇景更吸引絡繹不絕的

遊客。我早早決定一探圖巴塔哈

群礁的海底珊瑚牆，這裡可是潛

水迷心中的聖地。

軟、硬珊瑚琳瑯滿目，魚

群、大海龜、鯊魚、鮮豔熱帶

魚，順著洋流穿梭，自在的像車

隊一般「游」走。哇，眼前奇景

比《海底總動員》還繽紛斑斕！

繽紛斑斕的圖
巴塔哈群礁

這是巨人的階梯嗎？我懷

著朝聖的心，翻山越嶺，終於親

眼目睹「天國的階梯」。稻浪層

層疊疊，彷彿為巨人設下步

道，沿著階梯就能一步步

踏上雲霄。我忍不住幻

想山後會有巨人探出頭，

調皮的跟我打招呼。

千年來，伊富高族人在這裡耕耘水稻，

一階階砌建，綿延的梯田爬過山丘，訴說著一滴汗

一粒米的勤懇。沒有怪手、沒有精密儀器，只能靠

著雙手雙腳，以及「征服這片山坡地才能過日子」

的堅毅決心。這一刻，我看見菲律賓的韌性，代代

相傳，如同這片總長2000公里的世界遺產。

充滿奇蹟的婚
禮教堂

聖奧古斯丁教堂，是菲律賓古蹟也是奇蹟！最初西

班牙人用竹子和泥土蓋這座教堂，但屢次燒成灰燼，最

後毅然從中國請來工匠用石頭建造，成為今日模樣。

教堂歷經火災、地震、戰火，四百多年屹立不倒，

現存的模樣還保有巴洛克風格，讓人彷彿搭乘時光機，

置身在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富麗堂皇的穹頂，是當年義

大利畫師的傑作；華美的水晶燈，來自巴黎。教堂肅穆

莊嚴卻美不勝收，是菲律賓人最愛的婚禮教堂。

天國的階梯—科迪勒拉山梯田

稻，是一種非常需要水的作物；梯田依山而

建，如何讓水留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上？

又如何確保每畦田都有水？科迪勒拉山梯田

是人類與大自然合作無間的智慧見證。

教堂穹頂的「浮雕」好精緻

啊，讓人想不到的是，它們

竟是畫師畫出來的。

撰文／吳宥蓁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菲律賓少數民族，數千年前就居住

在菲律賓呂宋島這片山區。除了梯

田，至今保留古老的傳唱─在播

種或收割時吟唱歌謠，與梯田共為

人類文化的珍貴遺產。

伊富高人

年初，馬榮火山剛剛噴發，如今卻彷彿已煙消

雲散。一問之下才知道，菲律賓各島有眾多火山「定

居」，地震、颱風、土石流也是島國的「常客」，人

們習以為常。我聯想到眾多殖

民者（西班牙、美國、日本）

曾占領此地，不禁對這個忙於

應付侵襲的國家，充滿好奇。

風災、火山，
習以為常

地表最完美的圓錐體─

還在冒煙的馬榮火山。

蒜香飯看起來毫不起

眼，香味卻很迷人；蒜

末加椒鹽拌炒，是菲律

賓的特色料理。

Brent Stirton/
Getty Images

菲律賓

科迪勒拉山梯田

馬尼拉

圖巴塔哈群礁

中國

越南

菲律賓海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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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聽                    怎麼說
滾燙的火山熔岩緩緩流過，

挾著攝氏1200度高溫，

就像會走路的焚化爐，一路走一路燒，

房子、綠樹、公路、橋梁⋯⋯無堅不摧。

更可怕的是火山碎屑流，

夾雜大小不等的火山顆粒，

速度快如子彈列車，

能以幾百公里的時速蔓延橫掃，

車子再怎麼狂飆也逃脫不了，

所到之處暗無天日宛如地獄。

火山噴發時，生命和家園可能瞬間毀滅，

沒有人能勝過它。在火山這頭巨大的怪獸面前，

人類顯得非常弱小⋯⋯

不得了，玉米田竟然冒出火山！

1943年，墨西哥小鎮有個玉米田忽然噴

出陣陣濃煙和灰塵。才一天功夫，灰塵在玉

米田裡堆出了三層樓高的「火山寶寶」。

一星期後，火山寶寶長大了，高度直

逼五十層的摩天大樓。火山寶寶繼續不斷噴

發，一年後，這座火山長到365公尺高。它不

但摧毀玉米田，附近兩個村莊也跟著遭殃。

終於在九年後，這座火山熄火了。

「火山可以這樣長出來？」沒錯。目前

地球上有一千五百座活火山，經常噴發的有

二十座，每年大約發生五十次噴發事件。

地表的補給站

兩百萬年前，美國黃石公園的所在地發

生了火山噴發，噴出來的火山灰覆蓋了美國

現今國土的三分之一。

億萬年來，各地的火山不斷噴發，就像

幫地球整容一樣，改變了地表的樣貌。

唉，又有人在說我們壞話。火山怎麼會是巨
大的怪獸呢？我們只是地球上一道道脆弱的傷口
罷了。被誤會成大怪獸，我可以理解，畢竟人類和
地球的尺度相差太巨大！我也聽過蜜蜂和螞蟻家園
被剷平後，控訴人類是可怕的大怪獸。

你們知道嗎？地球今天之所以有山有海有森林，
我們火山功不可沒。億萬年來，火山們前仆後繼猛烈
的噴發，一點一吋塑造了地球的「長相」。

我們火山比人類更早出現，照理說，人類應
該無緣看見火山是怎麼誕生的。不過據我所知，
有人曾經親眼目睹。

撰文／陳季蘭　審訂／宋聖榮（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

繪圖／詹波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那個玉米田小兄弟噴出的火
山灰，蔓延覆蓋了25公頃土地，
相當於一百座大安森林公園。

我說啊，人類現在能生活在
地球上，必須感謝火山。如果哪
天火山熄火，不噴了，地球可能
會像火星一樣，死氣沉沉。

就說嘛，美國有三分之一土地是我們火山的傑作。

火山不但創造了土地，噴出來的氣體也形成了地球的大
氣。火山一直噴、一直噴，大氣愈來愈多，這
些大氣被地球的引力吸住，形成了大氣層。

每次看到大氣層，我就覺得欣慰，過去
的辛苦總算沒有白費。地球有了大氣層，終
於，水分可以留住了，不會散逸到外太空。
要是沒有大氣層，地球不會有海洋。沒有海
洋，怎麼會有生命呢？當然啦，更不會有
人類抱怨我們火山毀天滅地。

來，看一段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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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他甚至還用鋁做了一頂皇冠，從現代

人的眼光來看挺奇怪的，感覺就像小孩子

把鋁鍋戴在頭上玩家家酒。

那麼，當時的鋁到底有多值錢？趕快

拿出你的空鋁罐—一個大概價值新臺幣

9500元！

身價一夕暴跌

曾經的金屬貴公子，又是怎麼進入尋

常百姓家呢？ 

原來，拿破崙的鋁皇冠是以氯化鋁加

入鉀還原出鋁的，這麼做只能獲得很少的

量，還貴得很。有人因此認為，要是能找

到比較便宜的提煉方法，

就有機會賺大錢。1886

年，果真有人找到方法

了。美國化學家霍爾，

和法國化學家埃魯，

幾乎同時想到用通電

（電解）的方式，把

氧化鋁中的氧和

鋁分開。

一個空鋁罐值多少錢？那要看在哪個時代。

一百多年前的歐洲，不管誰擁有一小塊鋁，都能吸引有

錢人捧著金銀，搶著交換。奇怪，明明是生活中隨處可見，

再平凡不過的東西，以前竟然這麼搶手，為什麼？

拿破崙的餐具

科學家告訴我們，鋁是地殼中含量最多的金屬元素。

照道理說「物以稀為貴」，既然鋁的蘊藏豐富，不可能比

金銀更受人喜愛吧！

關鍵就在鋁的個性很「活潑」，它太容易和其他元

素結合在一起了。偏偏鋁又很「頑固」，一旦和其他元

素結合，就很難把它們分開。

也因為這樣，1827年有人提煉

出少量的鋁，鋁立刻成了富人

口中「銀色的黃金」。

由於產量稀少，鋁開始成

為炫富的工具。據說法國皇帝

拿破崙三世宴客時，只有身分

高貴的賓客，才有資格

使用鋁製餐具，其他客

人只能用金盤子、銀湯

這裡、那裡，到處都有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Chiu Road 手路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我們常用的鋁箔，最

早出現在 1910 年的

瑞士，在此之前人們

用的是錫箔，它會殘

留味道在食物上，鋁

箔則沒有這項缺點。

最早利用鋁的是 5500

多年前中東地區的陶工，

他們會用富含氧化鋁的

    黏土燒製陶器。

昂貴的避雷針
　　1884年竣工的美國華盛頓紀念碑，

尖頂安裝了一個重達2.85公斤的鋁塊當

作避雷針。這是很闊氣的設計。這個鋁

塊安裝上去前，甚至還曾放在紐約的蒂

芬尼珠寶店展示呢！

        從建造開始，紀念碑就曾因為經費

短缺停工22年，好不容易完工了，並裝

上向世人炫耀的大鋁塊，鋁卻在兩年後

成了「平民」金屬，

價格一落千丈。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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