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蜂和蒼蠅，你喜歡誰？相信大多數的人都喜歡蜜蜂，

勝過蒼蠅。這是為什麼呢？明明牠們都是昆蟲，有頭、胸、

腹，有六隻腳，甚至都有大大的複眼。

其實，受歡迎或招人厭，是人類的標準，從大自然的角

度看，蜜蜂和蒼蠅是非常不同的兩種昆蟲，牠們有各自的習

性、生存法則、對環境的貢獻，無法比較，也沒有高下。

如果好好認識牠們，將會發現，不論是蜜蜂或蒼蠅， 

都各自有獨特厲害的地方喔！

撰文／蔡珮瑤　繪圖／顏寧儀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找一找，這張圖中，除
了蒼蠅之外，還有一隻 
昆蟲，不是蜜蜂喔！

（答案請見20頁）

  工蜂

每隻工蜂從小到大會輪流負擔

不同的任務，像是採集花蜜、

餵食和照顧幼蟲、建造和修補

蜂巢、將蜂巢裡的異物清掃出

巢外、負責守衛蜂巢不被其他

生物入侵等。通常較小的時候

留在巢內工作，長大後才出外

採集食物。

  雄蜂

唯一的使命是和蜂后交

配，不必工作，所以到

了冬天糧食短缺時，可

能會被趕出家門。

  蜂后

負責產卵，一天大

約可以產下兩千顆

左右的卵。
你沒聽說過嗎？「跟

著蜜蜂會找到花朵；

跟著蒼蠅就找到大

便。」誰叫你們蒼蠅

愛吃大便，誰看到，

都想捏緊鼻子走開。

有奸細！

為什麼大家看到蜜蜂都

稱讚牠們好勤勞好棒

棒，看到我們蒼蠅都嫌

噁心，還用蒼蠅拍追打

我們，明明都是昆蟲，

真是太不公平了！

竟然潛入我們蜂

群裡，有什麼企

圖？走，跟我上

蜜蜂法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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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歐陽百麟　繪圖／WaHa Huang 哇哈　企編／李世榮　版面／小鬥士

基
就是一個人跑去海邊，聽海浪、撿石頭、           

撿貝殼⋯⋯

一條擱淺在岸上的魚

可是，當你看到廖鴻基

擔任海洋生態導覽員，穩穩

站在甲板，滔滔不絕的樣

子，一定很難把他跟「內

向」聯想在一塊兒。

生態導覽並不是他的第

一份工作。喜歡晒太陽、勞

動的他，曾做過送貨員，割過

稻子，也在水泥公司擔任過庶

務。那是他最後一份「正當」工作。

「我一下子就把工作做完，剩下的時間都

在發呆。」他形容自己當時「很困

頓，簡直就像一條擱淺在岸上的

魚。」

幸好，魚一回到海裡就活

了。三十五歲那年，廖鴻基毅然

辭職成為「討海人」。他不愛跟

人打交道，船上除了船長跟他就沒有別人

了。在甲板上望著大海，享受美好的那

一刻，廖鴻基覺得自己好「富有」，這

是長年生活在岸上的人不會有的。

離岸12浬的「黑潮漂流」

大海難免喜怒無常，也曾令他望之卻

步。「人很脆弱，海上處處是威脅，一不小

心就會發生難以挽回的意外。」

2016 年，廖鴻基以無動力方式，沿著黑

潮漂流—從臺東大武漂流到宜蘭外海，全

程 87 個小時，總長 300 公里。這件事從來沒有

人嘗試過，過程中面臨經費、人員不足、毫無

方向參考等難題，很多人都說不可能成功。

廖鴻

名人
故事糖

突然一個風向轉變，平靜大海立刻翻臉

不認人！狂飆的海浪把小船拋上拋下，船上

不能固定的東西，都被浪頭捲走了，才剛撈

起的漁獲也全被大海討了回去。強勁海風將

原本平坦海面變成一道立體水牆，不斷拍打

著船舷⋯⋯

這樣的鬼門關，廖鴻基不知道走過幾

回，每次都嚇得告訴自己，絕不再搭船出

海！可是在岸上時間一久，又不禁想念起海

風拂臉、海鳥爭鳴、鯨豚噴水玩耍，還有

豐收的漁獲⋯⋯再再呼喚他回到大海。

不賴床的意外收穫

廖鴻基在花蓮出生，一

邊山，一邊海。每天一

早，家裡的孩子們都還

黏在枕頭上，只有他

一聽見阿嬤喊：「起床

嘍！」就會立刻爬下床，

跟阿嬤到海邊散步。廖鴻基

瞇著眼睛回憶：「我喜歡去海邊，是從小養

成的習慣。」

從小個性內向，表達能力不好，還有

點口吃。其他小朋友不跟他玩，甚至欺負

他，所以廖鴻基不喜歡團體活動。最常做的

創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也曾經討過

海、做過鯨豚生態導覽員，對臺灣海洋

環境、生態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

長年與海為伍，深受大海啟發，用文字

和影像與實際行動，翻騰起不同於陸地

的海洋文學浪花。

「黑潮」是什麼？
黑潮是全球第二大洋流，約兩百公

里寬，七百公尺深，因顏色較其他正常海

水深而得名。從菲律賓開始，穿過臺灣東

部，沿著日本往東北流，在和親潮相遇後

匯入北太平洋洋流。水溫在24到26℃間，
會將來自熱帶的溫暖海水帶往寒冷的北極

海域，成為適合生命生存的溫度。黑潮流

速快，每秒為一到二公尺。它就像高速公

路，提供洄流魚類一條快捷路徑。

熱愛海洋，長年與海為伍的廖鴻基，就連新書分享會

也選擇在海上與讀者共享。

林煜幃攝

林煜幃攝

大海變化莫測，只有

接近它、理解它，才

能免除對它的恐懼。

我想做、想寫的事情還

很多，海洋是我一輩子

學不完、寫不完的。

大海教
我戰勝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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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無雲、陽光閃耀，橫

亙於希臘國境之南，克里特島

由湛藍海水輕輕擁抱。走下渡輪，

我不禁深呼吸，胸中裝滿清爽空氣，耳邊彷彿聽見吟

遊詩人撥動琴弦，唱出海神波塞頓對克里特國王的詛

咒：王后將愛上一頭牛，還要生下牛頭人身的大怪物。

神話故事中，會吃人的牛頭怪被國王關進迷宮，就在克里特島

中部的克諾索斯。你相信這種事嗎？英國考古學家埃文斯就深信，

希臘神話一定有某部分的歷史事實。不管別人如何嘲笑，1900年，

他前往當地考查，結果⋯⋯

　　來到克諾索斯遺址，寬廣中庭

四周環立兩、三層樓的建築，一千

多個房間由數不清的樓梯和長廊串

起，真的像迷宮。雖然斷垣殘壁，

四千多年的古老宮殿卻有先進設

計：住房採光明亮、不時吹進徐徐

涼風，石頭砌鑿的水管，完整的下

水道與汙水處理系統，令人懷疑他

們是否早已發明沖水馬桶了。

看！身手矯健的運動員正翻身飛越牛頭。專家認

為這是古時候的跳牛運動，也是崇拜神明的儀

式。許多邁諾安時期出土的壁畫、陶器、雕刻

品，常見大公牛的形象。

　　十九世紀末，歐洲興起一股希臘史

前時期的考古熱─考古家謝利曼堅信

史詩與傳說，找到了特洛依與邁錫尼古

城。神話竟是真的 ?! 這股熱潮也影響了
埃文斯。他來到克里特島，認為這裡應

該是忒忒修斯殺死牛頭怪、逃出迷宮的

地方。果然，一座占地四千多坪、結構

宛如迷宮的宮殿，重現世人眼前。

　　迷宮的主人─邁諾安人，擅長航海貿易，有文字、也懂得冶煉青銅；儘

管我們仍不知邁諾安人如何稱呼自己（邁諾安一詞來自克里特島的國王），但

他們的出土文物讓古希臘文明往前推了一千多年，也讓大家看見神話的魅力

──神話裡隱含的歷史線索，不容小覷覷。

  他身高超過2公尺，下身穿著傳統

的男性短裙及護襠，頭冠綴飾的百

合花是邁諾安的聖花。配戴的項鍊

及手鐲顯出他的身分高貴，很可能

是克諾索斯的領袖。

  出土於斐斯托斯宮殿遺址，同屬邁

諾安文明。圓盤上的神祕符號可能是

當時文字，到現在仍無人能解。

克諾索斯宮殿

　　故事裡的邪惡牛頭怪被雅典王子

忒修斯殺死了，考古遺址也沒有牠的

蛛絲馬跡。倒是宮殿的溼壁畫有頭大

公牛。希臘神話裡，天神宙斯曾化身

為公牛追求女朋友，還載她渡海到克

里特島結婚生子，其中一個孩子就是

克里特國王。由此可猜，古文明時期

的公牛可能相當受到重視。

嘿！

撰文／鄧小非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斐斯托斯圓盤

神話竟然是真的？！

百合王子

鮮紅氣派的大殿
裡，端放一張國

王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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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設障礙、打開來

只要掌握鎖的構造和運作邏輯，開

鎖並不難。因為不管哪一種機械鎖，一定

包含三部分：卡住、設障礙、開啟。

卡住，專業說法是「固定裝置」。以

喇叭鎖來說，是利用「鎖舌」卡在另一扇

門的溝槽裡，就像門閂，讓門無法開啟。

第二部分是「設障礙」，簡單來說，

就是在鎖裡面預先設好障礙，障礙有兩個

功能：卡住，防止鎖舌這類的固定裝置被

移動或打開；辨別鑰匙或

密碼的正確性，等於用障

礙來判定通關密語正不正

確，正確了才放行。

至於打開，也就是鑰匙或密碼，用來

消除障礙，讓鎖開啟。

嗯？這根本就是足球賽啊！固定裝

置就是球門，開啟裝置就是踢球入門的動

作，阻止進球的障礙

物就是守門員嘍。

驚險刺激的「密室逃脫」進入最後一

道關卡：開鎖！玩家要在一分鐘之內，把

一只上鎖的寶箱打開。「快呀！」我對著

螢幕大喊，時間只剩三十秒，怎麼還打不

開啊？！

286不行，趕快試283！還不行？天

啊⋯⋯

「你在吼什麼？」阿祺哥哥不知什麼

時候「飄」到我身旁。他看了一眼螢幕，

得意的說：「開密碼鎖啊？這個簡單！」

當然簡單，阿祺哥哥是開鎖達人，在一家

製鎖公司上班。可惜他不能「鑽」進螢

幕，幫玩家開鎖。唉呀，時間到了，玩家

任務失敗⋯⋯

遊戲結束，我趁機拜託阿祺哥哥幫我

上一堂開鎖課。他還教我做了一個特大號

的號碼鎖，酷斃了！

撰文．企編／歐陽百麟　攝影／王大華　繪圖．版面／夏綠蒂　

鐵打

鑰匙
鎖栓

門固 插入鑰匙後下壓，抬

起鎖拴，再把門閂往

右拖，門就開了。

彈子鎖構造圖

睜大眼睛盯著的花旗鎖
這把中國古鎖叫花旗鎖，因為特殊、

多樣化的造型而得名。不論是動物還是物

品，花旗鎖的造型都帶有吉祥、福氣的意思。

但花旗鎖最早也最常見的造型是魚。

猜猜看，為什麼是魚呢？

古人會用魚的造型來製鎖，是因為魚

沒有眼瞼，眼睛始終是睜開的，可以日夜

睜眼幫主人看守門戶。另外魚也有「遊刃有餘」、

「年年有餘」的意思，拿來當鎖最

適合不過了。

喇叭鎖的固定裝置—鎖舌

門閂

守門員 鎖的

古埃及鎖構造圖

彈子鎖是目前使用最廣的鎖。

一般分為上下彈子（障礙物

Ａ、Ｂ），彈簧在外筒上頂住

兩個彈子，卡住內筒和外筒。

當插入正確的鑰匙之後，上下

彈子的縫隙會跟內外筒的縫隙

對齊，此時就可以旋轉內筒。

達志/Shutterstock

彈簧

障礙物Ａ

障礙物Ｂ

內筒

鑰匙

外筒

鑰匙孔

彈子鎖的剖面圖

不眠不休睜大眼睛

幫主人看管物品的

古董魚鎖。

鑰匙孔

鑰匙

什麼？！最早的鎖竟然是⋯⋯
自從人類萌生出私有財的概念，為了保

護自己的東西，人們開始利用精巧牢靠的繩

結綁緊東西，成了鎖的雛形，還以獸牙或獸

骨製成名為「觿」的物件來解開繩結，也就

是最早的鑰匙。

鎖的使用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古埃及
時代。在金字塔內的圖畫上，就有當時鎖的

構造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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