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態才是動物的常態

不只蝴蝶和青蛙，昆蟲、兩生類和

許多魚類、軟體類、甲殼類，或是海

膽、珊瑚、海葵等，都會經歷「變態」

這種奇妙的成長過程。

由於昆蟲種類占地球動物的75%以
上，這樣算起來，會經歷「變態」過程

的，才是地球動物的常態。

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蝴蝶，你有什麼感覺？

「很好啊，變成漂亮的蝴蝶，飛來飛去採花蜜，再也不

用吃飯了，哈哈。」

 「不好！不好！這是從一種生物變成另外一種生

物⋯⋯難道，我被異形附了身？」

感覺很恐怖吧？不過，類似的場景隨時都在各地上演，

非但不可怕，你可能也見過，場面還相當華麗炫目呢！謎

底揭曉：毛毛蟲蛻變成蝴蝶，或是水中優游的蝌蚪，變

身為陸地上蹦跳的青蛙。瞧，這種變化像不像另類的

異形變身？要不是學習過相關知識，肯定不覺得

牠們是同一種動物。

像這樣，從毛毛蟲變蝴蝶、蝌蚪變

青蛙的過程，就叫做「變態」。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右耳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變態
生物的

華麗變身

變態才是動物的常態

不只蝴蝶和青蛙，昆蟲、兩

生類和許多魚類、軟體類、甲殼

類，或是海膽、珊瑚、海葵等，

都會經歷「變態」這種奇妙的成

長過程。

由於昆蟲的物種數量占地球

動物的75%以上，這樣算起來，
會經歷「變態」過程的，才是地

球動物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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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封面故

啊，
什麼時候
才能變成
青蛙？

再蛻兩次皮
就能變身了，
期待！

前面有好吃的，
快快吃，
快快長大。



用爆炸的能量創作美，就給人類多一點希望。

撰文／鄧小非　繪圖／李希拉　企編／李艾澄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點燃浪漫的引信

「我的東西很浪漫啊。」在紐約東河

的夜晚，蔡國強設計一千顆安裝電腦晶片的

火藥，炸出一段接一段跨越河面的彩虹。到

了阿拉伯，枯乾的沙漠要怎麼浪漫？蔡國強

充滿熱情和幹勁，他的展覽叫做「海市蜃

樓」，在沙漠大白天搬演爆炸秀。炮聲隆隆

之際，藍天一一浮現頭箍模樣的大黑圈、排

成三角形的飛鷹大隊、飛向八方的渾厚黑

輪⋯⋯大家又驚又喜。

蔡國強也愛拿火藥來畫畫。看他氣定

神閒、懸腕握筆在地上的畫布構圖。完成

後，抓起火藥粉末，好像澆花似的，這裡灑

一把，那裡潑一點，再接上長長的引線。

最後，團隊夥伴一起拿些厚紙板覆蓋整張

圖畫，加些磚塊壓著。關鍵時刻來

也！蔡國強彎身點燃引信，全場觀

眾摀上耳朵，望向地面。咻！砰！火花四

射，濃煙大作。等到煙霧散盡，揭開成品

─蔡國強總是帶著自信、淡淡微笑。

不知不覺的力量

有人好奇，蔡國強哪來源源不絕的創造

力？他想了想，說：「我年少時感興趣的東

西、覺得好玩的事物、學校裡學到的理論、

我的家人與周遭的故事⋯⋯一切的一切，最

終不知不覺匯流成一股力量，全部只為我成

為藝術家這件事服務。」

提起父親為他買了好多書，一向慢

條斯理的蔡國強有點激動哽咽。再想起小

時候，每到週末，鄰里小朋友會招兵買馬

去他家裡畫畫，他又快樂得像個小孩。因

為，他的爸爸是家鄉備受尊敬的書畫家。

得到家人支持，蔡國強在成長過程中不斷

伸展觸角，練習中國武術、拉小提琴、作

詩、寫小說，甚至拍過電影演壞蛋。然

而，他都不覺得這些「能夠耍到

舒服」。直到遇上現代藝術，他

終於感覺自己穩紮穩打了。

只不過，當朋友激他不可能超越畢卡

名人
故事糖

劈里啪啦，咻！福建東南沿海的泉州市，傳出熱鬧滾

滾的爆竹聲，離鄉多年的蔡國強回家了。從小，他跟著同伴

玩鞭炮，炸出滿地碎屑隨風飄。現在，小城男孩已長成國際

知名的當代藝術大師，熟練操作許多炸藥、鞭炮、煙火，走

遍世界各地引爆各種各樣的信息。

蔡國強
炸開藝術新視

界砰！
蔡國強在沙漠的展覽「海市蜃樓」，以黑色煙模擬上

千隻飛向天空的黑鷹。

© Arwcheek / 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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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國強  
1957年出生於中國泉州市。他的創作橫跨繪畫、裝置藝

術、表演藝術等多種媒材。1986～1995年旅居日本期間，

他以家鄉泉州的鞭炮為靈感，開始以火藥作畫，並逐漸發

展成聞名於世的室外大型爆破計畫。

P008-011_名人-蔡國強-0320.indd   8-9 2019/3/20   下午3:23



美麗又哀傷的伊甸園

伊拉克
如果你可以像鳥一樣，飛越西亞上空，你

會在乾燥的黃色土地間，看見兩條大河潺潺流

過，孕育出一大片綠色地帶。它被稱為「美索

不達米亞平原」，希臘文的意思是兩河之間的

地帶，因此也被稱為「兩河流域」，位置大約就在現

今的伊拉克。

這兩條大河，就像埃及的尼羅河、印度的恆河、

中國的黃河，因為方便取水灌溉，創造了適合發展農

耕的條件。大約一萬年前，人類在這裡定居，學會耕

種、畜牧、磨麥、烤麵包，逐漸建立起文字跟社會制

度，誕生了最早的古文明之一─蘇美文明。

伊拉克國土總面積為  43 萬平方   
公里，總人口數 3800 萬人，國土
大約有十一個臺灣這麼大，但人口

卻不到臺灣的兩倍。北部盛產石

油。流通的貨幣是伊拉克第納爾。

當地人會說阿拉伯語、庫德語。

比甲骨文還古老的
文字

　　兩河流域的人們用削尖的蘆葦桿在潮溼泥板上

刻印，再放到太陽底下晒乾或是用火烤乾。筆畫一

端平又厚，一端尖又細，就像倒三角形的楔子，所

以又叫「楔形文字」。古城尼尼微曾有世界上最早

的圖書館，收藏了數萬片泥板，經過數千年的風沙

掩埋，終於在考古學家的努力下重見天日。

巴比倫帝國的《漢摩拉比法典》以

楔形文字刻在2公尺高的黑色玄武岩

柱，是最早用文字記錄下來的系統性

法律典籍。

沉默的文明大國

你一定知道一小時等於六十分鐘，一分鐘是六十秒，

但你可能不知道，六十進位制就起源於蘇美文明。你也一定

知道十二星座，但你知道嗎？為它們命名的人，正是數千年

前，曾經稱霸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

除了流傳千年的文化成就，這裡還曾經矗立許多令

人大吃一驚的宏偉建築。《聖經》裡提到，有一座叫尼

尼微的古城，大到要走三天才走得完。而巴比倫人不但

用琉璃磚裝飾城牆，還以先進的水利技術，建造空中花

園，遠遠看起來，花草樹木就像懸在空中，名列古代七

大奇蹟。

可惜因為地勢平坦，缺少天然屏障，各個民族在此

相互爭奪資源，戰事不斷，不僅摧毀古蹟，也讓輝煌的

文明日漸沒落，被人遺忘。

盛產石油的人間樂園

傳說上帝創造最早的人類亞當、夏娃，讓他們生活

在富饒的伊甸園。伊甸園有四條河流經，其中兩條就是

流經兩河流域的大河，因此有學者認為，伊拉克就是傳

說中的伊甸園。

從現實來看，伊拉克確實得天獨厚，不僅在乾旱的西亞地區，

有兩條大河，得以發展農耕，還有豐富的石油礦產。

早在數千年前，兩河流域的居民就已經學會把天然瀝青塗在

器具、船隻防水，還用來黏合磚塊。時間快轉到現代，伊拉克

是全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國，全國三分之二的經濟收入，都

依靠石油產業。

長袍頭巾好處多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夏天非

常炎熱，有時甚至會高達攝氏 50 
度！比起臺灣史上最高溫紀錄 40 
度，還要高出 10 度。
　　因此，走在巴格達街上的人，

看起來就像《阿里巴巴與四十大

盜》裡的人物一樣。長袍樣式的裝

束，能在沙漠的強烈日照之下保護

身體，頭巾則可以有效抵擋沙漠的

烈日和狂沙，女性則穿著黑色傳統

長袍，包覆全身。不過現在也有不

少人已經改穿日常便服了。

空中花園

想像圖

沙烏地阿拉伯

敘利亞 伊朗

伊拉克
巴格達

摩蘇爾

撰文／陳孟君　企編／張靜如　繪圖／李希拉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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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拿筆記本記
下來！

我覺得也可以從這
個角度想……

加上不同觀點會
不會更好？

這個題目很
有趣吧！

聽起來不錯，
但要怎麼做？

雜誌是怎麼誕生的？2019年1月，《未

來少年》、《未來兒童》舉辦了讀者見面會，

跟大家分享製作雜誌的種種「祕辛」。

不管有沒有參與，你一定要往下看，

不只能讀到你問過的，還能知道更多你意想

不到的！

主題怎麼來？
俗話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但是

《未來少年》說，要做好主題，還真的不能

不觀察小細節。

怎麼說？尋找主題時，編輯要把自己

變成最愛問問題的小孩。大家都知道過馬路

要遵守號誌，但編輯會想：號誌怎麼來的？

沒有號誌會怎樣？廣告常說產品殺菌功能高

達99%，但編輯會想：真的嗎？它是怎麼辦

到的？細菌都是不好的嗎？會不會也有很大

的貢獻？ 

編輯部會定期舉辦發想會議。不同的

編輯，來自不同領域，有的擅長生物科學、

有的擅長文學歷史，看事情的角度自然也不

一樣，同樣的主題，就可能延伸出一個又一

個的問題。

找主題，其實就是提出問題，讓

讀者知道，生活周遭其實藏著許多有

趣的學問。

好文章不只靠Google
決定了主題，一篇好文章怎麼來？可以請Google大神幫忙找資料，但絕對不能複製、貼

上，直接印出來給讀者，這樣不只沒有經過整理，也是違法的抄襲行為。

作者要運用各種方法找資料，再去蕪存菁，挑選出適合主題的資料，決定哪個先說、哪

個後說、哪些仔細講、哪些可以放在補充⋯⋯文章前後要有因果順序，知識呈現有邏輯，讀

起來才會通順又好理解。說了這麼多，可見寫文章不簡單，有哪些方法可以幫忙呢？

網路上有很多資料，但要小心查證，才不

會使用到假資料。

藉由訪問該領域的專家、教授，可以獲得

最新的正確知識。

遇到困難時，跟同事互相討論，也許就會

靈光一現。

圖書館也是好幫手，多看好書，說不定還

能找到新主題。

不只一期，還有下
期，下下期……

作者的文字是

雜誌的基礎。

發想版面、聯絡畫家和

美編、催稿、校對⋯⋯

打雜的那個。

烘托氣氛、解說知識⋯⋯

插畫能做的比你想得更多。

配置文字跟圖像的位置，

讓版面舒服又好看。

照片不但有真實感，和插圖

結合，還能創造趣味性。

文章段落怎麼排？
以下是《未來少年》第90期封面故事〈人為什麼會說謊？〉的段落，
試著排排看下列四個段落的前後順序，你和編輯的想法一樣嗎？
a.教大家怎麼不說謊，進而了解自己跟別人。
b.定義什麼是說謊，哪些情況大家會說謊。
c.討論說謊的動機跟目的，說謊會有什麼壞處。
d.舉一個關於說謊的故事，用《國王的新衣》當例子。

（答案請見第118頁）

網
路

採
訪

討
論

書
籍

我查到新資
料有不同的
講法……

撰文、企編／張靜如　繪圖／顏寧儀　版面／丘山　照片提供／未來親子學習平台

一本雜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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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背的九九乘法

乘法是什麼？簡單說，就是把相同的數

連續相加，例如：8 + 8 + 8 + 8 ＝ 32。可以說 

8 相加四次等於 32，或是說四個 8 等於 32。

這種重複相加的次數愈多，計算的時間就愈

長，而且很麻煩。

於是，有人想到如果可以背下來，下次

再遇到，就不用一直相加數字，方便又節省

時間。

只是九九乘法有81個，不是那麼好記，

萬一記錯、算錯，麻煩更大。很久以前，法

國農村裡有人找到一個好方法。6 以上的九九

乘法，只要用兩隻手指比一比，很快就可以

算出來。

我說九九乘法口

訣不是整人，而

是幫人的，你接

受嗎？

那我教你不用背

的法國農夫九九

乘法。先把兩手

伸出來。

黃老師，到底是

誰發明九九乘法

來整小孩？

怎麼可能？我

以前也是背得

很痛苦。

九九乘法用背的？把手伸
出來，比一比、加一加，
很快就算出來了。

來看看我們數學
家是怎麼想的！

+ -
×

√
÷

± 方法： 把兩手伸出來，一隻手比七，一隻手比八。怎麼比呢？把每一隻手指頭數目減5。

①  伸出來的手指頭當作十位數。

     左手20，右手30，兩個相加，20 + 30 = 50。
② 縮起來的手指頭相乘。
     左手3，右手2，兩個相乘，3×2 = 6。
最後，①②相加，50 + 6 = 56。

答案是不是

「七八五十六」？

哇，太神了！

蘋果一顆6塊錢，

8顆蘋果是……

①  伸出來的手指頭──10 + 30 = 40
② 縮起來的手指頭── 4 × 2 = 8
①②相加──40 + 8 = 48

40加8，答案真的

是48吔。

７ × ８ ＝？

請問8顆蘋果，多少錢？

7減5剩2，就伸出
2根手指頭。

伸出來的手
指當作10，
5根就是50

伸出來的手指
當作10相加，
4根就是40

縮起來的
手指相乘
3×2 = 6

縮起來的
手指相乘

8減5剩3，就伸出3根
手指頭。

九一九，九二十八

九三二十七……

６ × ８ ＝？

撰文／紀非　顧問・審訂／黃敏晃（臺灣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　
繪圖／李小逸、蔡豫寧　企編／林韻華　版面／小鬥士

法國農夫的九九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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