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見過豆漿上面浮著一層薄膜嗎？那是高蛋白，非常營養！

豆漿不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還有纖維、皂苷   ，

就像腸道的菜瓜布，能清除腸道無法吸收的雜質和廢物。

相傳，豆漿最早出現在一千九百年前的中國。

中醫的經典《本草綱目》也記載，夏天喝豆漿，消暑解熱，生津止渴；

冬天喝豆漿，驅寒暖胃，滋養進補。豆漿這麼好，老闆，來一碗豆漿！

豆漿表面浮著那一層，是營養很

高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呈纖維

狀，分子長長的，彼此靠得很

近，密度很高，稱為高蛋白。

這種長長的蛋白質分子，裡面沒

有水，比另一種糾結成團的蛋白

質分子更容易浮起來。

＊豆漿製作過程依各豆漿店作法略有不同。

老闆，
來一碗豆漿撰文／陳季蘭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顧問與審訂／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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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宣妙、陳季蘭　繪圖／希拉.Shilala　企編／歐宇甜　圖片提供／天下文化　版面／小鬥士

專注、冷靜、放鬆

陳金鋒不只專注、冷靜，也非常放鬆。

專注和冷靜，幫助他做出精準的判斷，但唯

有放鬆了，揮棒的動作才會俐落流暢，完成

自己最想做的事：打好眼前這一球。

「棒球打的是心理戰，」二十多年來陳

金鋒練出高超球技，更悟出許多人生哲理，

包括他的經典名句：「把事情簡單化，別想

太多，該做的事只有一件：球來就打。」

球來就打？什麼意思？故事得回到1999

年。當時他是第一位被延攬進入美國職業

棒球隊的臺灣選手，一個人離開家鄉去

和世界的球員較量。面對陌生的環

境，他花了兩年才適應。

自我要求高，加上得

失心重，陳金鋒打球

時，心裡緊張，身

體也很緊繃，教練告

誡他：「嘿，看著球，來

了就打。」這句話烙印在陳金鋒心中，漸漸

的長根、發芽、茁壯，領著他一路衝上大聯

盟，創造許多讓球迷津津樂道的戰績。

現在回想起來，他仍有點自豪：「我花

了很多年咀嚼教練那句話，把它變成信念，

幾十年的棒球生涯，就濃縮在這四個字裡：

球來就打。」

把雜音統統關掉

球員要面對球賽、球迷和球評。一場球

打下來，若表現好，別人無論怎麼分析都像

灑花，有激勵作用，一旦打不好，百百種指

責和評論，可就像磚頭一樣，痛痛的砸中球

員身心。

「棒球是一種70%會失敗的運動。你想

想，一場比賽，球員能上場打擊的次數大概

只有三、四

次，三次都

打 不 出 安

鋒陳金

名人
故事糖

九局下半，球數兩好三壞，陳金鋒站在打擊區，這一球

如果沒能打出去，比賽可要輸掉了。球迷激動的吶喊，期望

他們的「鋒神」能轟出一支全壘打，讓比賽逆轉勝。

球迷喊得愈大聲，陳金鋒愈專注，專注到整個宇宙只剩

下投手和那顆球。

他緊張嗎？「不能緊張啊！」話是沒錯，緊張會讓自

己無法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可是，知道歸知道，還是很難做

到啊。陳金鋒告訴自己：「面對這種情況，投手一定也會緊

張，所以我要比投手更冷靜，這樣才能做好我該做的事。」

掩不住的光芒
陳金鋒從小崇拜大他四歲的哥哥陳連宏，

哥哥國小身高就180公分，是棒球隊最重要的

大將。陳金鋒個頭矮小，父母本來不答應讓

他打棒球，最後阻止不了才勉強同意。

透過長時間規律練球，他逐漸在棒球界

嶄露頭角。國三那年他突然長到180公分，教練、隊友開始

注意到他打球、跑壘的驚人爆發力，球探和對手球隊也

驚豔於他的速度。高二那年，他在菲律賓的亞洲青

棒賽，轟出一支穿越球場的全壘打，全場觀眾興

奮的起立叫好。高中畢業第一次參加成棒秋季

聯賽，就拿下三冠王，之後一路打進美國職棒

大聯盟，留下許多輝煌紀錄⋯⋯英雄的光芒

掩不住。

球
來就 打

英雄的一顆體貼心
 每當球員轟出全壘打，球迷總忍不住激動的大叫、歡呼，

氣氛熱烈！反觀場內投手，被擊出全壘打，心情必定非常煎熬

與痛苦。

隨年紀增長，陳金鋒懂得顧慮對戰投手的心情，加上他認

為團隊紀錄遠比個人成績重要，所以轟出全壘打後，他跑壘速

度反而加快，一方面減少在壘間接受歡呼，同時也縮短投手的

痛苦時刻，展現了難能可貴的氣度與體貼。

第一位登上美國職棒大

聯盟的臺灣球員，並帶

起球員旅美風潮，外號

「臺灣巨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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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位在北美洲聖羅倫斯河

畔，原是印第安人聚落。十七

世紀，法國人抵達魁北克

市，開啟貿易、移民，這

裡成為法國殖民地。當時

為了抵禦北美另一殖民者

英國，法國人築起城

牆，屹立數百年。

古城魁北克

發源於五大湖區的聖羅倫斯河，往東流入大西洋，在魁北克市這裡河面收緊

後開闊，「魁北克」來自印第安語，意思是「河流變窄的地方」。

聖羅倫斯河

＊ 加拿大屬於大英國協，官方語言為英法雙語，僅有魁北克省以
法語為官方語言。

＊ 魁北克省面積占加拿大 1/6，境內有蒙特婁與魁北克兩大城市。
＊ 魁北克市古城區，1985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
＊ 「楓葉大道」長達 800 公里，沿途從尼加拉到魁北克市，是北美
大陸賞楓季最美的一段公路。

魁北克市

魁
北
克
省

加拿大

蒙特婁
渥太華

美國
北美五大湖

阿拉斯加

有人告訴我

一種旅行方法：從

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出

發，沿著美麗的「楓葉大

道」向東行，你將會在北美

遇見歐洲！

在同一個國境內，感受

截然不同的文化風景，我迫

不及待想展開這麼奇幻的

旅程。當車子緩緩進入魁

北克省，路標和招牌上

的英文迅速褪去，全

換上法語。一眨眼，

我抵達了終點魁北克

市，北美大陸最後一座

古城牆映入眼簾，柏油路變成石板

路，眼前的建築老了百歲⋯⋯噢，我踏入時光隧道了嗎？

魁北克城堡，北美唯一保有城牆、堡壘、

城門、防禦工事的古蹟。圖中的聖路易斯

門附近常見觀光馬車，馬蹄聲「叩叩叩」

在石鋪面街道上的回音特別響亮。

法國探險家山繆爾．德．尚

普蘭，十七世紀初來到加

拿大，建立了魁北克市。

臺灣早已春意盎然，這裡

的冬天卻要到四月才盡，大人

小孩再也忍不住，跑出來享受

歡樂「楓糖季」。

楓葉是加拿大的象徵。冬

末春初，孩子們像參加戶外教

學般，開心的穿梭楓樹林。最

期待的好戲上場！把楓糖漿澆

在白雪上，趁著楓糖凝固成膏

狀，趕忙用小木棒捲起。嗯，

嘗起來軟糯香甜，真像沾著冰

渣的麥芽糖。

冰雪＋ 糖

抬頭遠眺，我遙遙看見矗立高處的古堡⋯⋯不對，路

人搖搖頭糾正我：「那是

芳堤娜城堡飯店。」磚紅外

牆、青銅尖頂，充滿文藝復

興風格，被譽為「全世界最

上相」的飯店。

最上相的地標

芳堤娜城堡飯店是魁北克著名地標，

熱門韓劇〈鬼怪〉有不少場景在這裡

拍攝。

撰文／淡姬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撰文／淡姬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撰文／淡姬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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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鄧小非　繪圖／KIDISLAND兒童島
企編／李世榮　版面／丘山

圖片來源／達志／Shutterstock

蝗蟲起飛了！
今年夏天，國際足球迷殷切期盼的世界盃即將開戰。沒想到，主辦國俄羅斯非

常擔心蝗蟲會來破壞綠油油的球場草皮。因為前年夏天（2016年6月）當地爆發了

大蝗災，二萬八千公頃土地上的所有植物全被吃光。想像一下，那批蝗蟲啃掉幾乎

一千一百座大安森林公園！

更糟的是，全球農夫辛苦耕作的糧食，每年有10%會被蝗蟲啃食。為了對付

這號全民公敵，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紛紛投入研究。告訴你，我也曾參與其中。

揪團飛走
某個暑假，實驗室學長帶我前往亞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保

留區，採集一種讓美國、加拿大農民極端討厭的蝗蟲──遷徙

蝗。牠們擅長飛行，跟其他蝗家親戚一樣很能吃，每日食量等於自己

的體重。你覺得不多嗎？別忘了，蝗蟲會上億隻結黨覓食。據估計，面積

跟巴黎市相當的蝗蟲群，一天吃掉的食物，可餵飽法國一半人

口。而且，牠們是遠征部隊。遷徙蝗能夠飛行超過八百公里，

惡名昭彰的沙漠蝗，更曾創下越洋飛移五千公里的紀錄。1988

年，牠們從西非一路吃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簡直是超級蟲霸！

想到要在野外與牠們面對面，我有點亢奮。

抵達目的地，四野空蕩。光禿禿的土地披蓋著乾熱空氣，幾團乾

絲般的草散落各方。可是，並沒有一大群蝗蟲。

拿著捕蟲網，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人們口中的蝗蟲、蚱蜢、螞

蚱 、草螟 仔，到底有什麼不同？

大致說來，蝗蟲指的多半是會成群

遷移、造成農災的種類，英文是

locust。蚱蜢則是不太飛翔的草叢跳

躍高手：grasshopper。只是，名字

帶著蝗字的，不等於牠們會組團，如臺灣常見的稻蝗。而危害

北美的遷徙蝗，英文名卻是「遷移的蚱蜢」。由於嚴格區分實

在太難，專家傾向專業上用學術名，平常怎麼說都可以。

然而，千萬別把螽蟖扯進來。牠們雖然和蝗蟲共用棲地、

外形相仿，但那絲狀、比身體長的觸角，跟短觸角的蝗蟲不

同。故宮國寶翠玉白菜上的兩隻蟲，正好是大隻的螽蟖和小隻

的蝗蟲。

那麼，螞蚱和草螟仔又是什麼？螞蚱是北平方言的蝗蟲，

草螟仔是臺語的蚱蜢。由此可推，北京比較常鬧蝗災。還有，

昆蟲教授說，在總共約五千多種的蝗蟲或蚱蜢中，會群集飛行

的不到二十種。

蝗蟲和螽蟖的樣子很像，住的地方也差

不多，但仍可從觸角長短區分，短觸角

的是蝗蟲，長的是螽蟖。

蝗蟲的名字

經驗老到的學長優雅的往地面和乾草堆掃起網來。

哈哈，原來我被自己的錯誤期待和蝗蟲的保護色騙

了。仔細看，幾種不同蝗蟲懶洋洋的此起彼落、毫

無節奏的蹦跳，有些居然停靠在死亡的鳥和蝗蟲

上頭。雖然畫面驚悚，但人蟲換位思考：為了生

存，有什麼不能吃呀！這麼一想，我有幾分明

白牠們離家出走的理由了。

害蟲、蟲害 
回到實驗室，我們把蝗蟲安置在恆溫

室，挑出尾端有產卵器、

呈分岔狀的雌蟲，讓牠和

尾端平整的雄蟲成對放

進網籠，好繁殖生產。

螽蟖

蝗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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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煚哲攝

阮劇團

「我們是什麼團？」臺上表演者問。

「暖氣團！」臺下小朋友喊得認真又

賣力。

「不是暖氣團啦，是阮－劇－團。」

為什麼叫「阮劇團」呢？用臺語唸

唸看就知道了。臺語的「阮」，就是「我

們」的意思。阮劇團的成員都是嘉義長

大，而且學過戲劇的大哥哥、大姊姊。

一大清早，劇團的夥伴們七手八腳把

所有行當扛上車，從嘉義最熱鬧的民雄，

開車前往曾文水庫所在地的大埔。那裡靠

近山區，路愈走愈崎

嶇蜿蜒，有時連導

航都不給力，開

了快兩小時才

抵達目的地。

辛苦歸辛

苦，這項名為

「小地方演出計

畫」的偏鄉義演活

動，已經進行六年，阮劇團的足跡也快踏

遍全嘉義。

十八歲的夢想

由於演出規模小、人力吃緊，布置場

地、準備道具、化妝⋯⋯等都得自己來，

三不五時還要跟小朋友「諜對諜」。因為

有些小觀眾早已忍不住擠在窗邊偷看，一

見教室掛了布幕、彩帶，立刻誇張大喊：

「哇，好酷！」「好好玩喔！」這也難

怪，對偏鄉孩子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近

距離接觸表演藝術。

團長汪兆謙有心也很有行動力：

「十八歲那年，我和幾個愛看戲的

好朋友，創立了嘉義第一個現代劇

團。」他們要在嘉義播下

種子，讓藝術文化

往下扎根，「除

了嘉義人演戲

給嘉義人看，

我們更希望

大家能到嘉義

看表演。」

為故鄉的孩子演戲
撰文／羽小鹿　繪圖／蔡元婷　企編／劉芝吟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阮劇團

怎麼會這樣！我

期待那麼久……
早跟你說，

沒人會來嘉

義演出的。

欸！我們都是戲劇社，

那乾脆自己成立劇團，

自己演戲啊！

走走走，

先去找人

啦……

就是「我們」──

這個劇團是「我們」

大家一起搞出來的！

至於，為什麼要叫阮⋯⋯

學長，你開玩笑

吧？我根本不會

演戲！

成立劇團要經費，

我們哪來的錢？

哎呀，先別想這麼多，

我們每年只要推出一個

作品，一個就好。

  蛤？
成立劇團？！

拜託！我們是

戲劇菜鳥，怎

麼可能？！

來看看當年的故事

就這樣，

幾個不知天高地厚

的年輕人一起創立

了「阮劇團」。

唉～想看場戲不是跑

高雄，就是跑臺中，

真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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