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到「細菌」，可能會讓人覺得不舒服：凡是有它們存在的地方，代表

不乾淨，容易讓人生病。於是醫院的門把、公共場所的電梯扶手、廁所的洗手

臺和馬桶，到處都看得到「已消毒殺菌，請安心使用」的標示。

確實，有些細菌會威脅人們的健康，最可怕的例子是六百多年前，

鼠疫桿菌引發的黑死病，當時造成歐洲一半以上的人死亡。

看吧！都說細菌不是什麼好東西。

然而，科學家卻說，其實細菌沒你想的那麼壞。多虧了住在我們

身上的細菌，人類才能健健康康生活。奇怪了，讓人生病的不就是細

菌？不只是這樣，科學家還說，地球上所有植物、動物，都是細菌創造的，

要是沒有細菌，人類可能不會出現。不，我不相信。難不成，我的祖先是

細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Chiu Road手 路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細菌
那麼壞

沒你想的

看得到的細菌

細菌是比細胞還小的微生

物，除非放在顯微鏡底下，根本

看不到。不過，納米比亞嗜硫珠

菌卻是例外，它是一種用眼睛就

看得到的細菌。多大呢？大概是

0.75毫米，差不多是用原子筆在
紙上輕點一下那麼大。

  
  
  
  
 
顯

微

鏡
下

連成一串的納米比亞嗜硫
珠

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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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然在山谷裡飛！

機身穿過白色雲霧，綠山離我好近好近。

「怦、怦、怦、怦⋯⋯」我心跳加速，呼

吸開始急促，正當驚喜難得的飛行

時，突然間一個大迴旋，飛機隨

後降落在山谷間的一處平地。

「終於到了。」機輪緩緩

停住，乘客們忍不住鬆了口

氣；聽說，全世界只有少數

幾位機師，才有如此高超

的飛行技術。

出發前，我便

耳聞高山之國不丹，

有著無數好山好水，

人民的熱情堪比臺灣

人。在這個曾是全世

界最幸福的國度，全

世界最後一個開放電

視與網路的國家，我會

有什麼奇遇呢？

250 美金一天
下機後，鑲嵌在彩雲間的巨大國王全家福

肖像，立即映入眼簾。我的導遊，穿著傳統服

飾，臉上掛著羞澀微笑，安靜的看著我們，並為

大家舉辦了歡迎儀式。在不丹，無法自助旅行，

就算是一個人，也必須有當地的導遊與司機，

旅客一天需繳給不丹政府美金 250 元（約新臺

幣 7000 元），包辦行程中所有食宿交通。

不丹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佛教徒，生活離不開佛教。國王掌有

大權，但僧侶的意見是國王施政的重要參考。上圖為金色的

釋迦牟尼大佛，坐落在首都辛布，是世界最高佛像之一。

唯一的機場
帕羅機場是不丹唯一的機場，就位在

不丹第二大城，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帕羅。

不丹全國都是高山，著名的喜馬拉雅山就

在旁邊。帕羅機場是少數的平地─當初

為了找蓋機場的地方，還費了一番功夫。

除了找地難，飛機機型也有限制，

大飛機無法降落，小飛機載客少，續航較

弱。這使得飛往帕羅的飛機，起飛地不能

太遠─比如鄰近的印度加爾各答或泰國

曼谷，想來不丹，得到這些地方轉機。

　　傳說，有個到印度取經的

僧人，回途不小心弄溼了經

書。僧人攤開經書晾晒，在樹下

打坐，不久竟聽見梵音迴盪，疲

憊盡消，對所修之法也有了新的體悟。

這時，他睜開眼，發現滿天都是晾晒的

經書。大徹大悟的僧人長笑而去，後人

為了紀念這段奇遇，便把經文印在布

上，掛於天地之間。

黑頸鶴
　　身體灰白，頸部以上大部分都是黑

色，黑頸鶴住在 2500∼5000公尺的高山
高原。目前除了中國，世界上只有不丹

能看見牠。為什麼？高原寒冷、食物不

多，鶴寶寶很難生存。近五十年來，人

類活動範圍不斷往高原靠移，迫使黑頸

鶴往更高的地方生活。

帕羅的虎穴寺，果如其

名，位處三千多公尺的

險巔之上。沿著峭壁而

建，像是鑲在壁上的模

型；印有經文的五色風

馬旗隨風飄動，更顯得

地勢嶔嶔崎險峻。

帕羅的虎穴寺，果如其

名，位處三千多公尺的

險巔之上。沿著峭壁而

建，像是鑲在壁上的模

型；印有經文的五色風

馬旗隨風飄動，更顯得

地勢嶔嶔崎險峻。

到不丹，不能不認識「宗」，這是一種類似「縣」

的行政區。整個不丹有20個宗，每個宗裡，都有一

個像上圖一樣外型像碉堡，集合了政治與宗教功能

的建築。圖中的普納卡，位於普納卡宗，曾是不丹

首都，整棟碉堡有著高聳外牆，繁複木雕，沒有使

用釘子，是不丹特色建築之一。

飄揚的五色風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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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未來少年   2018.12

特別
  企劃



近不近，有關係

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冠軍金

星。「謝謝大家，其實我獲勝是占了

便宜，因為我和地球一樣都在太陽系內，

距離地球比較近，所以就算有其他星星的

亮度和我一樣，從地球上看起來，我還是

比較亮啦！」「什麼嘛！靠距離取勝，這

樣公平嗎？」有些星星發出了抗議。

「各位稍安勿躁，這次比賽規則是依

據從地球上看到的亮度來決定輸贏，所以

還算是公平。」根據記者月亮的了解，從

地球上看到的星星亮度，跟每顆星星的發

光能力及與地球之間的距離有關：同樣的

發光能力，距離愈近，看起來就愈亮。而

且地球上的天文學家，用很科學的方法，

幫大家制定了一套以數字來標示亮度的系

統，只要拿出數字來比較，就可以馬上知

道，從地球上看起來，誰亮

誰暗，不用再吵來吵去了。

「我超亮！」「我才最亮！」

這一晚，天上的星星似乎閃爍得

特別厲害。原來，它們正為了誰是天

空最亮的星星，吵個不停。

月亮被吵得受不了，忍不住來當和事

佬，「不如大家來比賽好了，最公平、最

公正、最簡單。」

「要怎麼比？」月亮想了想，「如

果要說天上誰最亮，那一定是太陽吧！」

「對啊，太陽一出來，所有的星星都不見

了。」「那我們就用太陽做評比

標準，來一決勝負吧！ 」

誰是最亮的大明星

各位地球上的觀眾，記者

月亮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星星

亮度比賽的現場。咻∼一絲太陽光

從東邊射出，比賽開始了！

這時天空大致還是黑色，參

賽的星星們仍老神在在的放著光

明。不一會兒，彩霞出現，啊，一

些較暗的小星星不見了！隨著天色愈來愈

亮，愈來愈多星星慘遭淘汰，連北極星也

哀傷的下臺了。

現在天空變成淡藍色，但是發

出亮眼白色光芒的天狼星還在與太陽

對抗，附近已經沒有其他對手了！加

油啊！不過，它的光亮也愈來愈

淡，終於⋯⋯消失了！看來天狼

星可以榮登最亮星星寶座⋯⋯

不，比賽還沒結束，東方地

平線上居然還有一顆星在閃耀。

是金星！現在確定整個天空只剩

下它，這場比賽冠軍誕

生了，就是金星！

撰文／唐炘炘　企編／
詹亞穎　繪圖．版面／

夏綠蒂

當我們抬頭看滿天星星，會感覺它們都掛在天上的同樣高度。

事實上，星星散布在宇宙中各個不同位置，距離地球有近有遠，

就連同一個星座中的星星，和地球的距離也都

不同。只是，宇宙太廣闊了，星星的距離

遠到我們的眼睛無法分辨遠近，才會

有都是一樣遠的錯覺。

你在地球看到的星星好像都

在同一平面上，但真實的星

星是有遠有近的。

星星的距離

亮度星星

時間：日出時

地點：天空

資格：人們從地球上能觀察到的
恆星和行星

比賽規則：從地球看天空，當太
陽出來後，

                        哪顆星星撐到最後才消失看
不到，

                        就是當天的冠軍。

星星亮度

比賽規則

比賽
金星

金星在夜空中的亮

度僅次於月球，當

它是天上最亮的光

點時，常會被誤為

「不明飛行物」。

那是金星，

並不是飛碟，

好嗎？

從地球上看，金星總是比其他行星或恆星明亮（除了太陽之外），且明亮到足以在海面上看見它的反射光。
有飛碟！

鄰居距離我

很遠呢！

©Brocken Inaglory / 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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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記得繳交鳥類觀察作

業，如果不知道鳥的名字，可

以上網查資料。下課！

有兩位同學是抄網路資料的，作

業發還回去，記得好好觀察，寫

出自己的觀察心得，明天重交。

放學要不要一起
去觀察鳥？

不用麻煩啦，
找資料抄一抄就好！

就是啊，
上網Google再

「複製、貼上」
快速完成。

反正是交作業，
應該不會被發現。

我查的資料上寫「麻雀又名
樹麻雀、家雀、屋角鳥」，
這也不能抄嗎？可是我又不
能亂編名字。

要我們上網查資料，
卻又不能「抄」，那
查了資料要幹麼？

難 道 我 寫 麻 雀 是
「雀科，麻雀屬」
這樣也算抄襲嗎？

糗了。

標示出作者名字，表示
這篇文章的著作權屬於
愛米粒，任何人想要複
製轉載，需先取得作者
愛米粒的同意。

這篇文章的內容
是作者的心血結
晶，請勿不經同
意就一字不漏的
照抄。

照片來源可能來自某位
攝影師或是圖片公司，
引用照片時同樣要取得
同意後才能使用，並註
明創作者的名字。

幾
天
後
…
…

呃，老師怎
麼發現的？ 我看……嘿，

你寫你觀察到
渡渡鳥！渡渡
鳥早就絕種。

而且，渡渡
鳥從來沒有
來過臺灣。

你整個網頁都
複製貼上，連
「下一頁」這三
個字都沒刪！

小心違反
「著作權」
會被告喔！

不好吧，抄襲是
「小偷」的行為。

只是「借」一點
資料來用用嘛！

沒錯，這些文字、插圖或照片都標

示了是誰擁有這件作品的著作權。

當人把想法寫成文字或拍成照片，

成為創作品，它們就受到著作權的

保護。任何人沒有經過作者同意，

都不能複製、抄襲、改寫，或據為

己有。

照片上也有註明是誰拍的。

有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

有文字，還有照片。

我知道，很多書後面都有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你們先看看這個頁面，上面

有哪些元素？

臺灣藍鵲
撰文／愛米粒  

臺灣藍鵲又名紅嘴山鵲、長尾山

娘，是臺灣特有種鳥類，常見於

臺灣中、低海拔山區。臺灣藍鵲

屬於雜食性，大多成群活動，生

性凶悍，領域性強，會集體抵抗

外來的入侵者。求偶時會發出叫

聲，並且搭配飛舞的動作。

這裡的「版權」，
指的就是著作權。

複製 貼上
不可以喔！
撰文／蔡珮瑤　繪圖／Salt & Finger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啊？『
』

、

達志／Shutterstock

圖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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