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把白天加黑夜當成一天，那麼月球的一天，好∼漫∼長。

早上，太陽緩緩升起，非常非常緩慢的，大約經過 160小時，終於「日正當中」。

是的，月球的早上長達 160小時。

下午也一樣漫長，太陽從頭頂逐漸落下，耗費了 160小時。

比照地球的上學習慣：清晨出門，傍晚放學，第二天一早再上學，在月球讀小學，

必須上課 200小時才能放學；放學後，休息 450小時再去上學。這是因為月球自轉一

圈大約 650小時。

網路時代的中秋節，想到月亮瞧一瞧，不必上太空，上網

就可以了。中秋佳節，《未來少年》為大家做了一段「月球

直播」，陪你一睹月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包括月球如何

驚天動地誕生。當然，更要見證月球對地球的重大影

響：沒有月球，地球根本不會有生命。這是科學

家的推論。 

撰文 / 陳季蘭　企編  / 愛米粒　繪圖‧漫畫 / 放藝術工作室

顧問‧審訂 / 葉李華博士　版面 / 李健邦

月球直播

月球離地球多遠？

約 38萬公里。所以我們
從地球上看到的月光，是 1.3
秒之前從月球上反射出來，因

為光線一秒鐘大約可以走 30
萬公里。另外，從地球搭火

箭到月球，至少需要 10
小時。

月球引發了地球

的潮汐，又在海邊弄了

一鍋鍋化學濃湯，潮汐像

實驗室裡的攪拌器，攪啊

攪，把這鍋濃湯攪出了地

球最原始的生命⋯⋯

月球大小：直徑

3474公里，是地球直
徑的四分之一。月球是

一顆很大的衛星，在太

陽系排行第五大。

月球年齡：

45億年，這是科學
家從阿波羅 14號帶
回的月球鋯鋯石分

析計算的。

月球直播

請看精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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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客中心出發，要走1.5公里才會到

俗稱「蛇道」的西克峽谷。為了節省

體力，許多人還會租用馬匹或驢子。

瑰麗的砂岩

時間與陽光，讓岩壁出現

炫爛、不可思議的光芒。

陽光折射，加上佩特拉的

砂頁岩特殊結構，古城隨

著時間顯露不同面貌。

時間與陽光，讓岩壁出現

炫爛、不可思議的光芒。

陽光折射，加上佩特拉的

砂頁岩特殊結構，古城隨

著時間顯露不同面貌。

若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荒煙沙漠裡，竟有

如此瑰麗顏色！

「沙金、橘黃、酒紅、粉藍、靛紫⋯⋯」我瞇

著眼，細細琢磨佩特拉古城岩壁上的光影變化；

「噠！噠！噠！」遠處空蕩的峽谷傳來陣陣蹄

聲，是不耐步行的旅客，雇用馬車的跫 音。

聽說，等一下要冒險的步道很長；聽

說，兩千年前，此處人聲鼎沸，往來的商

人摩肩擦踵；聽說，步道盡頭的神殿，

藏了當年遊牧民族納巴泰人數不盡的

寶藏⋯⋯望著峽谷，我開始幻想。

踏進狹長蛇道，我想像自己是

千年前乘著駱駝的商人，開始一路

蜿蜒⋯⋯

　　「卡茲尼」原意是「寶藏」，因為傳說神殿內藏有寶物，不過

當考古學家在神殿地下發現墓穴後，浪漫神話被打破了。神殿高度

近 40 公尺，第一層有四隻老鷹，象徵帶領亡靈進入天界；第二層是
亞馬遜女戰士雕像，第三層則有宙斯的孿生子波路克斯以及卡斯特護

衛著神殿入口。神殿於西元一世紀時，為游牧民族納巴泰人所建。

卡茲尼神殿

蛇道果真像蛇，彎彎曲曲，給人無窮無盡之感，我突

然有些害怕，好在沿途壁上，有一些古代壁龕、聖石，據

說是為了保護進出佩特拉的每一個人。就在疑惑終點何時

出現時，前方傳來「到了！到了！」的驚呼聲，我屏住氣

神，往前迎接這朝思暮想的一刻。

卡茲尼神殿就在眼前。

考古學家在神殿兩側的方型凹洞發現端倪─原來

納巴泰人先在最上方的岩壁向內鑿出空間，再挖出

孔洞以支撐平臺，好方便站在平臺上頭施工雕鑿；

也就是說，神殿是從上一路往下鑿成的！

一路由上往下

動物來幫忙

沙漠築城，首先要解決飲水問題。

納巴泰人在蛇道兩旁鑿水道，利用

陶製的水管，將泉水引入城市。

納巴泰人在神殿

兩旁鑿出一長排

方型凹洞。

卡茲尼，我
來了！

撰文／李弘善、賴佳慧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哇！」任何的圖片，都無法複製卡茲尼神

殿，坐落在龐大巨岩中、給人震懾的氣勢。

　　兩千年了，歲月在神殿上留下不少痕跡，但讓

人遺憾的是人為破壞。導遊說，過去曾有個傳說：

貿易致富的納巴泰人，把財寶藏在古城了。神殿中

央最上方的石罐成為尋寶者的目標，覬覦者掃射石

罐，希望財寶能夠現身。我用望遠鏡細看，罐身

果然彈痕累累！其實罐子是實心砂岩雕鑿的，不

可能有東西藏裡頭。

爬到高處欣賞卡茲尼，又是另
一種風景。讓人好奇這麼高的
岩壁，當年納巴泰人是怎麼爬
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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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是飛舞在夜空中的彩帶，只有在

南北緯60~65度的地區才容易看到，我們稱

為「極光圈」。有趣的是，如果由太空中往

地球南北兩極看，它就像戴在地球頭上的皇

冠！

這回，我特別選擇晴天數最高的美國阿

拉斯加觀測極光。咦？怎麼秋天就能看極光

呢？不是冬天才有嗎？不，秋天就有極光，

而且天氣還沒有那麼寒冷，也不是旅遊旺

季，白天欣賞這北國之秋，楓葉紅紅，白楊

木黃葉滿山遍野，真是令人心矌神怡的人間

仙境。

有相機待命，還有拍攝人和極光合影的，以

及全天魚眼鏡頭，全都各就各位蓄勢以待！

誰用手電筒照天空？
果然，八點四十五分天還未黑透，一

抹淡淡的薄霧白光，在東方天空豎立起來，

肉眼是看不見的，只有透過相機才能看見。

我早就啟動「縮時攝影」，每隔十秒拍攝一

張照片，記錄黃昏到夜晚極光突然出現的      

過程。

這很淡很淡的白光大約維持半小時，

慢慢的，亮度增加了。一柱微弱的白光橫跨

四臺相機，各就各位
九月初的阿拉斯加正值深秋初始，筆直

公路兩旁，白楊木的葉子剛剛開始轉黃。白

天氣溫攝氏18度，晚上10度，還好這裡很乾

燥，身體並不覺得冷。

接連三個晚上，陰天、多雲，我和四位

朋友一直耐心等待。我們千里迢迢橫跨太平

洋，又北上來到這裡──距離北極圈200公

里，就為了一睹極光女神的風采。

昨晚天上多雲，極光依然在雲後閃耀。

今日黃昏晴朗無雲，我心中暗暗發誓：非看

到極光不可！

早早將攝影器材檢查一遍，四臺相機逐

一擺放在預先計劃好的位置，湖邊、草原都

天際，不理解的人可能會以為：「誰用手電

筒照向天空呀？」才剛有了這念頭，白光突

然生龍活虎起來，彷彿有了生命。極光爆發

時，它會在天空中「跳躍」，一下子從左邊

循序或快或慢跳到右邊，一下子又從右邊跳

到左邊，就像調皮的鋼琴師在鍵盤上左右快

速的「玩耍」！而且極光還會捲曲或伸展，

難怪古代中國人把它形容成「青龍」，青取

其顏色「綠」，「龍」則是描述極光動態的

反應。

秋天也能捕捉到極光
夏至是一年之中白天最長的日子，在北極圈太陽甚至不下山，一

整天都是白天，能看到極光的機率微乎其微。但是，從這一天以後，

白天漸漸縮短，夜晚慢慢變長，就有機會看見極光。例如我在8月21
日的觀察，太陽在晚上九點下山，到隔天凌晨三點天才亮，夜晚的六

個小時正好可以觀測極光。

其實，要看極光並不需要等到冬季，像九到十月中旬是阿拉斯加

的秋季，在這一個半月的夜晚，已有足夠時間可以觀看了。

建議你，黃昏就要把觀測器材、相機準備好！好幾次我在黃昏看

見極光突然出現，在天空飛舞長達十分鐘以上，但也有閃耀數十秒然

後消逝的。

陳培堃攝

陳培堃攝

撰文／陳培堃　繪圖／顏寧儀　

企編／林韻華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極
光秋天的

來到阿拉斯加，可以乘坐遊輪到峽灣看壯

闊的冰川。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棕熊、

極地松鼠和駝鹿的蹤跡。

網路也可查詢極光出現時間的預

測，顏色愈偏黃紅色，表示看見極

光的機率愈大。

秋天時，樹幹筆直的白楊木，隨風飄落滿地

黃葉，充滿詩意。

NOAA Aurora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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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

洞」，這些現象憑的是遺傳物質DNA的本

事。

然而，一身銀白的斑馬魚，卻能生下

螢光閃閃的仔魚，藍、綠、紅、黃，好不

熱鬧。「咦，基因突變了嗎？」嗯，猜對

一半，的確跟基因有關係。

原來，科學家把水母的螢光基因「剪

貼」到魚的受精卵內，才組成令人耳目一

新的螢光魚。像這樣，將遺傳物質又剪又

黏的基因編輯技術，也可以把人類胚胎的

生病基因撤換掉。科技再進步下去，說不

定訂做完美人類也沒問題。

如此厲害的生物科技，其實是向細

菌學來的。「跟細菌學技術？！」不相信

嗎？看了就知道。

編織生命的神技
基因編輯
撰文／施仰哲、鄧小非　繪圖／三木森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細菌怎麼對付噬菌體

我是細菌，

有自己的DNA，

我的天敵是

噬菌體。

我身體裡都是敵人

的DNA……

好傢伙，

說，你怎麼

活下來的？

不久前，我曾被

同樣的噬菌體感染，

當時快掛了……

為什麼

這樣做？

下次相同的敵人

入侵，就能對付

它。你看右圖的

CRISPR……

那時，我身體的

CRISPR 剪下

一段敵人的DNA，

帶回來存檔。

因為我身體裡

有一部分敵人

的DNA。

什麼意思？

故事說來

話長……

謝謝 CRISPR，

讓我活下來了。

我是噬菌體，

也有自己的

DNA。

CRISPR！

敵人已經入侵，

趕快防禦！

哈哈！就讓細

菌幫忙製造我

的後代吧！

我GG了。

Hi

噬菌體把自己的DNA

注射到細菌裡

派出RNA，辨識出敵人……

當敵人DNA無法作用，我們便得救。

Cas9，請把敵人

的DNA剪得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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