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偵探福爾摩斯的故事裡，有一回，華生拿出一個舊懷表，要福爾摩斯猜測，

懷表主人是怎樣的人。福爾摩斯二話不說，看一眼表背刻的英文縮寫、表蓋鑰匙

孔的磨損痕跡，立刻宣布答案：懷表主人是華生的哥哥。這下，華生嚇了一大跳，

福爾摩斯怎麼如此神準？

其實，大偵探福爾摩斯的神力來自犀利的觀察。他注意所有細節，在事務所

每天爬上爬下的樓梯有十七階，他都沒放過，不像華生視而不見。所以，眼睛東

看西看，並不是觀察，能主動記住感官接收的訊息，還能好奇提出疑問、加以分

析推論，這才是觀察力。觀察力量大，請繼續看下去。 

撰文／鄧小非　繪圖／顏寧儀．右耳　企編／林韻華　版面／李健邦

觀察力 ，好犀利！

掂掂你的觀察力

瀏覽
右邊
這張
露營
圖畫
，看
看

你能
答出
幾題
？

1. 有幾
個人
來露
營？

2. 這是
什麼
季節
？

3. 時間
是早
晨還
是黃
昏？

4. 吹的
是東
風還
是西
風？

5.  Adam在抓
蝴蝶
，請

問正
在煮

飯

的是
誰？

 （答案
請見第

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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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右耳　圖片提供／JR LEE　版面／小鬥士

播電臺，四十歲要寫書、到處演講。還不到

三十歲時，他人生清單上的目標幾乎都已達

成，比預計的還早十年。他實踐夢想的祕

訣，就是這股「正能量」。

JR小時候在美國麻州長大，當年他的爸

媽是半工半讀的窮留學生，白天讀書、晚上

去餐廳端盤子、半夜去老人安養院照顧老

人，給他的愛卻一點也不少。「在那個小鎮

裡，路上的人都會掛著一抹微笑。」這些笑

臉在JR心中開出一朵一朵的花，也在他臉上

刻劃出快樂的線條。講起那段日子，JR的臉

上仍然發著光。

走向困惑和低潮

然而，十歲搬回臺灣後，不習慣臺灣的

教育制度、求學過程充滿挫折，生活都被刷

上一層灰色。「求學時期，我唸單字被老師

糾正，全班爆出哄堂大笑。那種被恥笑的感

覺，我直到今天都還記得⋯⋯」JR對學業始

終沒有自信。

「但我人生中最最挫折的時候，是我

二十多歲離開外商公司、看不清未來方向的

那段日子⋯⋯有長達一年半時間，我都在找

尋人生方向。」JR曾在外商公司擔任客戶經

理，擁有人人稱羨的薪水，但每天工作十幾

個小時，甚至睡過公司，隔天一早又得拜訪

名人
故事糖

「我會成為YouTuber，跟我對人生的

期盼很有關係。」話匣子才剛打開，JR燦

爛的笑容已經點亮了整間咖啡館，彷彿

午後的陽光都被收進他的笑容裡。JR是臺

灣知名的「網紅」，他的YouTube頻道標

榜：「給你滿滿的正能量！」從影片下方

的留言就知道，他是很多粉絲的能量補給

站，樂於當別人生命中的陽光。

「我從大學就夢想可以幫助人，聽

起來很籠統，但這是真的！我相信思想決

定人的行為，行為左右人的命運。」JR在

大學時就列好了自己的「人生計畫表」：

二十四歲進入外商公司，三十六歲進入廣

JR LEE  
被封為2017年迅速竄紅的「網紅」YouTuber。自2016年底

正式經營散發正面能量的中、英文節目，短短一年內累積

超過15萬粉絲。曾在ICRT、環宇廣播電臺擔任DJ、主持人

的他，創作時常分享自己的故事，來傳遞好的想法，散播

快樂、鼓舞人心。

JR LEE
當別人生命裡的陽光

求學時期的挫折

清楚你在做什麼，享受你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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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芬蘭，大家立刻會想到什麼？

耶誕老人的故鄉、有十八萬個大小湖

泊的「千湖之國」、四分之一的國土在北極

圈內、絕大多數的土地被白雪所覆蓋⋯⋯沒

錯，這些都是芬蘭給人的既定印象。

除此之外，芬蘭也是聯合國公布的

「2018 年全球幸福報告」中最幸福的國家。

意外嗎？一個每年幾乎有一半時間都在下雪

的國家，為什麼會讓人感到特別幸福呢？

每個芬蘭人擁有 21 棵樹

雖然芬蘭的大地、湖泊和沿海常常結

冰，但人民卻有著豐富的林業資源，國土 

78% 的面積，都被森林覆蓋。芬蘭全國只有 

550萬人口，平均下來，每個人都能擁有 21

棵樹。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你甚至能

在芬蘭的拉普蘭地區，呼吸到全世界最純淨

的空氣。

美麗又廣闊的森林，是芬蘭的「綠色金

庫」，在電子產業興起前，造紙工業甚至占

了芬蘭出口額的一半。除了出口樹木，芬蘭

答案或許正是「天寒地凍」。

曾有專家分析：冰天雪地的環境，永無

止盡的冬天，似乎會對居民的幸福感帶來正

面影響。因為處在艱困的環境中，人們會透

過緊密的互相扶持，讓彼此團結在一起。

這種說法，正好反應出芬蘭人獨特的

「sisu」精神——「sisu」是一個赫赫有名的

芬蘭字，而且是芬蘭人認為最棒的詞，它的

意思是擁有長時間的決心、恆心與毅力，能

夠理性面對困境與挑戰。

也利用森林工業的副產品，投入再生能源的

開發。每砍下一棵樹，一定會再種下三株幼

苗，好讓「金庫」源源不絕。

擁有景色絕美的自然環境，即使冷到受

不了，芬蘭人還是熱愛親近大自然。政府鼓

勵小朋友一天至少運動 2 小時，在戶外游泳

跑步是家常便飯；下大雪了，趕快把握機會

溜冰滑雪。

芬蘭人從小就知道，氣候惡劣並不妨礙

你在戶外運動，該學習的反而是怎麼和它和

平共處。

耶誕老人住在哪？
傳說中，耶誕老人和他養的馴鹿，就住

在芬蘭最北邊的拉普蘭地區，那裡有座「耳

朵山」，可以幫助耶誕老人，聽見全世界孩

子的心聲。每年耶誕夜，耶誕老人會駕著馴

鹿拉的雪橇，從壁爐煙囪進來，把禮物放進

孩子睡前掛在壁爐旁的長筒襪裡。

其實這是1927年芬蘭人蘭提歐在電臺編的故
事，因為廣泛流傳，拉普蘭成了耶誕老人的故鄉，那裡還有一座

真的耶誕老人村，設有耶誕老人樂園、耶誕老人辦公室和郵局！

芬蘭官方旅遊網站甚至自豪的宣稱：拉普蘭的耶誕老人從世界各

地的小朋友們那裡收到的信件是最多的。你也可以寫信給耶誕老

人，說不定會得到回信喔。

耶誕老人郵局：Tähtikuja 1, 96930 Rovaniemi, Finland

俄羅斯

瑞典

赫爾辛基

挪威

芬蘭

撰文／歐陽百麟　企編／張靜如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愈冷愈幸福的 蘭芬

13

遊戲下載數超過30億的憤怒鳥
《憤怒鳥》是芬蘭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益智射擊遊戲。遊戲中，

玩家控制彈弓發射小鳥來打擊建築物和小豬，擊倒所有小豬，才能破

關。遊戲一推出就迅速爆紅，全球下載次數超過 30 億次，周邊產品琳
瑯滿目，在芬蘭還有憤怒鳥主題樂園，粉絲到此，荷包肯定會大失血。

特別
  企劃



想像一下，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總有一天會實現超光速飛

行。那時候，無論你想研究多麼遙遠的星體，都可以搭乘超光速

飛船，親臨現場看個究竟，甚至一天之內來回都不成問題。

撰文／葉李華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脈衝星
太空中的巨型光

劍

像馬表一樣的星球
今天我們要造訪一顆名叫LGM-1的恆

星。它距離地球大約一千光年，如果是以

光速飛行，剛好需要一千年的時間。但因

為我們搭乘超光速飛船，只要幾小時就能

抵達。

這顆星是1967年由幾位英國天文學家

發現的。這個發現在天文學上意義重大，

因為它是人類發現的第一顆脈衝星。

「脈衝星？」想必許多人對這個名

詞感到陌生，其實意思很簡單，這種星體

會向四面八方發射強大的電波，而且這種

電波很有規律，像這樣：嗶──嗶──嗶

──嗶──是不是跟你的脈搏很類似？

比方說，我們今天造訪的這顆星，每

嗶一聲的時間剛好是1.3373秒，而且永遠

那麼準確。

　「哇！簡直可以拿來當馬表！」

沒錯，起初英國天文學家甚至懷疑那

是外星人發送的信號。

「為什麼？」

如果你到野外探險，半夜看到遠方

出現非常規則的閃光，比方說每秒明滅一

次，會不會想到是另一個探險者給你打信

號？所以這顆星的發現者半開玩笑，將它

命名為小綠人一號，這幾個字的英文縮寫

就是LGM-1，因為當時大眾心目中的外星

人都是綠色的。

「嗯，有道理！」

可是不久之後，那些天文學家就想到

即使是自然的天體，也有可能發出這麼規

則的信號。

看見穿越太空的電波
超光速飛船愈來愈接近LGM-1，兩小

時後，這顆恆星已經在我們眼前，果然是

一個又大又圓的星體。可是它實在不怎麼

亮，而且看不到什麼信號。

不過，只要我們改用另一種濾鏡來觀

察，就能看到它所發出的電波。船長按一

個鈕，船艙玻璃閃了一下，再放眼望去，

星體周圍果然變得多采多姿。

「真沒想到，星星也會像天線那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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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時代的姜子牙生活窮苦，他的老婆受

不了，在肉裡下藥想毒死他。但在

姜子牙伸手抓肉的時候，突然飛來

一隻鳥啄他的手。鳥後來停在一株

絲竹上頭，對他說：「吃肉不可用

手抓，夾肉就在我爪下。」姜子牙

於是摘下絲竹夾肉，沒想到竟冒出一

股青煙，這才發現被妻子下毒的

事。從此姜子牙天天用

兩根絲竹夾菜，大家

也學他這樣吃飯。

「身體細長，兄弟成雙，只

會吃菜，不會喝湯。」大家猜猜

看，我是誰？

你猜到了嗎？我就是古人說

「不可一日無此君」，不能一餐

沒有我，你每天吃飯都會用到的

筷子！

中國人使用我的時間，至少

有三千年了。後來，使用筷子的

習慣，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流

傳到東亞跟東南亞，筷子也就成

了另類的「東方特色」。

像我這種一定要成雙成對才

能使用的吃飯工具，中國的老祖

宗是怎麼想到的？到底筷子是怎

麼發明出來的？

其實，老祖宗一開始使用我

的時候，中國連文字都還沒出現

呢！所以到現在，都沒能找到是

誰發明我的文字紀錄。雖然跟我

有關的傳說不少，但是哪個是真

的、哪個是假的，誰也不知道。

撰文／陳孟君 　繪圖／Tai Pera
企編／張靜如 　版面／嵐子
圖片提供／達志/ Shutterstock 

就愛兩兩在一起
是誰發明了
筷子？

有次商紂王和妃子妲己吃飯，

有一道菜還很燙，難以入口，

妲己擔心紂王生氣，急中生智，

拔下頭上兩根玉簪子，夾起

菜來吹涼了，再送入紂王

口中。紂王很開心，

天天要妲己用玉簪子

夾菜餵他吃飯。後來，

人們也開始學妲己

夾菜吃飯。

傳說一：姜子牙的絲竹筷

專家怎麼說：

傳說二：妲己的玉簪簪筷

據說在堯舜時代，大禹為了治理水

患，忙到三過家門而不入。有一次，他架

起鍋子煮肉，肉太燙了，沒辦法用手抓來

吃，趕著吃飯的大禹就用樹枝、竹子撈食

物，久而久之，大家也學他這樣吃飯。

傳說三：大禹的樹枝筷、
           細竹筷

筷子

考古學家在中國河南省安陽侯家莊的商朝墓穴，已經

挖掘出青銅筷子，製作時間比商紂王的時代還要早，可以證

明筷子不是商周時期的妲己或姜子牙發明的。大禹的故事

雖然也沒有正式的文字紀錄，不過專家認為，筷子的發

明，的確很可能是因為煮熟的食物很燙，不方便抓來吃，

古人就從野外隨處取得樹枝、竹枝，撥弄食物，撈夾食

用，漸漸演變成大家現在使用的筷子。

特別
  企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