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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數學拓樸*
，酷！

在數學家眼裡，馬克杯和甜甜圈，可能一樣喔。

「馬克杯和甜甜圈一樣？！怎麼可能？！」

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疑惑？明明一個是杯子，一個是甜  

點，長得一點也不像，怎麼說它們一樣呢？

可別這麼快就下結論。要判斷物體一不一樣，不單單只能

憑它們現在的模樣。至少，數學家就提供了一個超脫外形的判

斷標準。

現在，發揮一下想像力，想像自己是一個法力高強的魔法師，然後給馬克杯（圖

① ）施個「軟身咒」，讓它就地軟軟的、像黏土似的攤成一片⋯⋯

看，馬克杯是不是變成了中間有個洞、似圓非圓的形體？動手把這個似圓非圓的

形狀調整一番，讓它盡量變圓，再把原先那個洞挪到圓形的正中間。好了，瞧見沒？

這不正是個甜甜圈嗎？

同樣的，也給甜甜圈（圖② ）施個「軟身咒」，讓它攤成一個中間帶有圓洞的圓形。

現在，試試看能不能把它變成馬克杯。方法是：把圓洞的左側盡量往外延展開，圓洞

和右側則保持不變，然後把延展出的平面往上堆攏成杯子狀，圓洞

和右側也順勢豎起來。看到沒？它不就成了帶把手的馬克杯嗎？

從上面馬克杯和甜甜圈的變形過程中，你可以發現：一個幾何

形體經過拉扯、延伸、扭曲後，可能有些性質會改變，比如說大小、

形狀，但有些性質卻始終不變。在馬克杯和甜甜圈的例子裡，不變的

就是「中間有個洞」這個性質。數學領域中，

這種專門從幾何形體的變形，研

究它們不變性的學問，叫

作「拓樸學」。

今天這堂課，

得發揮你們的想像

力，千萬別被外形

給迷惑了！

變軟⋯⋯

變軟⋯⋯ 

＊ 拓樸一詞來自英文“Topology”的

翻譯，是一門從幾何學衍生出來

的學問。意思是：把球體、杯子

等形體，透過壓縮、捲曲之後，

有些性質變了，有些不變。拓樸

學就是在專注研究連續變形中，

有哪些性質是不改變的。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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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2%

10%

低於30分鐘
30分鐘
至 2 小時

92% 8%

73% 26%

長安國小

大同國小

有 沒有

應該：53票（約65%） 不應該：29票（約35%）

你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嗎？
小朋友用手機做什麼？

平均每天使用多久？

達志 / Shutterstock

徐意筑 攝

查資料很方便啊。 會弄壞或弄不見。

而且視力會變差、

成績會退步。

應該。時代在進步，小
朋友也應該要有手機！

不應該，可以去看
書、看電視，或運動，

不一定要有手機。

大人都在玩，為什

麼我們不能玩？

需要打電話，用公

共電話就好了。

除了看書、看電
視，玩手機也是
很好的娛樂啊。

「手遊」超好玩的啦！

汪！有了手機，大家都

不理我...... 呼叫老師！

YouTuber 又分享新的

遊戲實況了！

＊感謝新竹縣大同國小、臺北市長安國小協助調查。這次的調查對象為二到五年級學生，共有約80位小朋友提供意見。

每間學校的狀況不同。不過，以這兩間學校來說，小

朋友擁有智慧型手機的比例都很高喔！

根據本次調查，高達 90%的小朋友
每天都會使用手機至少三十分鐘，其中有

22%會用兩小時以上！有的週末甚至可以
使用五個小時，而且希望可以無時無刻一

直用。

臉書規定十三歲以上才能申請帳

號，沒想到已經有70%以上的小朋友會
玩臉書，甚至自拍影片上傳「抖音」

App。手機除了聯繫功能外，已經成為
「行動遊樂器」了。

有人會使用手機剪輯

影片、上教育網站學習；

也有人使用手機查造句、

用計算機功能算數學。

2小時以上

戴同學

池同學

阮同學 黃同學
黎同學

鄭同學

趙同學

嘿，你是小小低頭族嗎？在數位時代，很多大人不擔心忘了帶錢包，但沒帶手機⋯⋯

全身好像都不對勁！那麼，你的手機使用習慣為何？覺得自己應不應該擁有手機呢？來看

看我們的調查：

  大多數小朋友從中年級開始使用手機，主要用來玩遊戲、看影片和聯絡。

  這兩間學校均禁用手機，90% 的小朋友是在家裡使用。

  使用時間是：平日晚上、假日和寒暑假的任何時間。平常功課寫完、表現良好及需要和 

 父母聯絡時，都會使用手機。

  功課未完成、視力變差、成績退步、不聽話時，爸媽會限制使用手機。

  40% 的小朋友表示，不能自由使用手機，會感到生氣、痛苦和「怪怪的」。

採訪／歐陽百麟．徐意筑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右耳　版面／Amann

本次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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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上癮了嗎？

享受科技，也要小心副作用

手機使用守則
  不摸黑用手機，應在光線良好的地 

 方使用，並把螢幕的亮度調低。

  上廁所玩手機，會干擾如廁，可能 

 導致便秘。

   為保護個人隱私及避免手機中毒，

不輕易點來路不明的連結、App。

  設定密碼，不輕易讓陌生人使用自 

 己的手機。

  中高年級的小朋友，每天手機使用 

 時間最好不超過一小時；睡前一小 

 時不使用，避免藍光干擾睡眠。

症狀：上網的時間一次比一次

還要長。

診斷：輕度沉迷。

建議：使用定時器，提醒自己

必須適時休息。

症狀：因為上網而影響到原本

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吃

飯、不睡覺、耽誤寫作

業的時間。

診斷：二級沉迷。

建議：需要爸媽幫忙，試著培

養其他興趣及能力。

症狀：一旦不能使用手機，情

緒就會變得暴躁，不願

意做其他事情，嚴重影

響生活。

診斷：重度沉迷。

建議：需要專業輔導。

達志 / Shutterstock

數字會說話

全世界兒童

手機上癮的

比例

美國兒童擁有第

一支智慧型手機

的年齡

南韓兒童手機上

癮的比例（世界

最高）

全世界兒童平均

擁有第一支智慧

型手機的年齡

美國科技公司微軟創辦人

比爾 ·蓋茲讓自己的孩子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年齡

世界第一支智慧

型手機的年齡

網路查資料固然方便，但是

資訊太快得到，沒有經過腦

袋消化吸收，很容易忘記。

算數學、寫作業，還是自己

動動手、動動腦吧！

43% 6歲10% 10歲 14歲 27歲

聽聽專家怎麼說？

重點是「如何用」
手機方便又好玩，就連大

人都很容易無法自拔。尤其當

上學被限制一整天，手機就像

是個祕密花園，可以逃離呆板

的生活。但我們不要忘記，手

機的目的是拿來溝通聯繫、緊

急使用，而不是遊戲平臺。世

界很大，還有很多新鮮有趣的

東西值得探索，手機可不能成

為生活經驗的全部喔！

聰明用手機
用多久？小朋友的視力容易受

影響，建議每使用三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不要長時間連續

使用。

校園該不該禁用手機？

根據統計，十歲以下的小朋友很

容易對手機成癮。為減少電子產品對

學生的影響，不少國家採取「限制使

用」的措施。自2018年 9 月起，法國全
面禁止十五歲以下學生在校園內使用

手機。比利時、瑞典、英國等國也都

頒布禁令。

拿來做什麼？手機是很好的創作及學習

平臺，例如可以剪

輯影片、學習各

種課程。試著讓

自己從被動的

使用者，變成

主動的創作者！

你認為呢？

你覺得使用手機的優缺點是什

麼？為什麼手機容易讓人著迷？

看完專家的意見，你願不願意

改變自己的使用習慣呢？

黃葳威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教授

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召集人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

遠東廣播公司臺北辦事處董事

1110    未來少年   2019.05



嘿！你知道大家最想移民到哪個

國家嗎？德國是最受歡迎的歐洲國家。

但不必搬家，你的生活中，其實早就

充滿德國產品。賓士、BMW等耳熟能

詳的汽車廠牌，愛迪達、PUMA 等知名          

的運動用品廠牌，全都來自德國。

這樣講起來，我們好像對德國很熟

悉；可是，除了嚴謹精密的工業產品，

德國還有什麼樣的風景跟特色？又給  

世界帶來什麼影響？就讓我們一起來探

索吧！

工業與環保並存

身為產品行銷全球的工業大國，德國

該如何對抗伴隨工業而來的環境汙染？其

實，德國也曾黑煙滾滾。但在環保團體不

懈爭取下，政府輔導工業轉型，並陸續制

定各項法案，例如「生產者負責」政策，

要求廠商為披薩盒、咖啡紙杯等產品包裝

負起回收責任，或委託專業公司處理。

德國也從 2000 年開始推動能源轉型，

到了2018年，風能、太陽能等綠色發電比

例已經跟火力發電一樣多；他們甚至計畫

在2021年關閉國內所有的核電廠，成為世

界上第一個對核能說再見的國家。

文化與科技的巨人

你讀過《白雪公主》、《睡美人》、

《小紅帽》等故事嗎？它們是格林兄弟蒐

集流傳在德國的床邊故事，改編而成的童

話經典。德國也是著名音樂家的搖籃─

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都是德國人。

在科學上，德國還有很多重要的發

現與發明，包括X 光、電腦、掃描器、液

晶螢幕、磁浮列車、太空火箭等。現代物

理學的奠基者愛因斯坦，也是猶太裔的德        

國人。

德國國會大廈是一棟十九世紀末的古典建築，卻

增添了現代的環保新科技。擁有自然照明和空

氣循環，而且利用油菜花籽製造的生質柴油

發電，80%的能源都是自己生產的。

德國位於歐洲的中央，面積

約35.7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8200萬人，是歐盟人口最多
的國家，也是歐洲最大的經

濟體。因為優秀的經濟發展

和社會福利，名列全世界第

二受歡迎的移民國家─僅

次於美國。

荷蘭

北海

德國

柏林

漢堡

比利時

法國
奧地利

捷克

波蘭

波羅的海

在德國，買飲

料時要多付

「押金」，成

功提高寶特瓶

回收率。

把喝完的空瓶

放到回收機，才

能拿回押金喔！

　　你喜歡速食店的漢堡嗎？你知道

德國也有一座城市叫做「漢堡」嗎？

　　大約三百年前，德國漢堡的碼頭

工人喜歡吃一種用碎牛肉製成的肉

排。當他們移民到美國時，也將家鄉

味帶過去，當時的紐約餐館把這道菜

命名為「漢堡排」。後來，有廚師將

漢堡排夾進麵包，配上生菜跟醬料，

就成為我們今天吃的漢堡了。

什麼！漢堡也來自
德國？

撰文／劉藍玉、張靜如　繪圖／李希拉　企編／李艾澄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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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四年級同學在教室熱烈討論，

手裡的工作也沒閒著，有人拆開模組，重

新組裝，有人試著調整蠟燭熱源⋯⋯這是

一堂STEM課程，主題是「中華藝術走馬

燈」，結合光學、機械、藝術和中華文

化，還有紙雕課程，真是一舉多得！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發展主任，主要工作為支援香港中、

小、幼及特殊學校，在課程、教學、評估層面協助學校作「以學校為本」的改

進工作及專業支援，擅長科學、常識及STEM教學設計。

    潘穎程

走馬燈是怎麼轉起來的？

走馬燈的原理並不難：利

用熱空氣的流動來推動機械。簡

單說，這是一種物理現象：空氣

受熱後往上升；相對的，冷空氣

向下降，最後形成了「對流」狀

態。在這種對流狀態下，空氣的

流動推動了走馬燈的扇葉，使走

馬燈轉動起來。

好，明白了走馬燈的運作

道理，接著就要開始動手做做 

看嘍！

什麼是 S T E M ？

STEM教育是一種綜合性的科學教育，
S 代表科學（Science），
T 代表科技（Technology），
E 代表工程（Engineer ing），
M代表數學（Mathemat ics）。

藝術走馬燈
精采的STEM課程

香港現場

撰文／潘穎程　繪圖．版面／夏綠蒂　企編／愛米粒
我的走馬燈

怎麼像驢子，

慢吞吞的。 你的好漂亮！圖案

是怎麼做的呀？嗯，我的蠟燭太少了，

轉起來不夠亮，再加

兩支試試看！

STEM教育包括四大方向：
   1 科學：學習科學探究的能力。
   2 科技：學習有效應用科技的能力。
   3 工程：設計以工程學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案。
   4 數學：運用數據及應用數學知識的能力。
 此外，課堂內還會透過「動手做」、「動腦思
考」的創意學習體驗，來提升探究、創意及解

決問題的能力。

準備好材料，

就可以開始

製作嘍～

木筷一支

紙盤2個

紙杯1個

A4紙或塑膠片

蠟燭數個

暗扣一組

黏土

木筷

蠟燭

紙盤

塑膠片

熱對流

冷空氣下降

熱空氣上升，

使扇葉旋轉

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下降

＊感謝潘穎程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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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企劃

給鼻子造個謎語：「左一孔，右

一孔，調節空氣它在行，是香是臭它

最懂。」沒錯，鼻子的模樣和功用，

就是這麼簡單明瞭。不論形狀大小，

所有鼻子都靜悄悄的呼吸，吐納生命

氣息。可是，嘴巴也能呼吸，何必

要有鼻子多此一舉？請看左邊這

張鼻子解說圖，你就會了解：

鼻子還挺厲害的。

進入鼻孔的空

氣，必然經過以下

三道手續：過濾、加

溫、加溼。這些事可

沒法單靠嘴巴。

透過鼻毛、黏液、微血管的合

作，鼻子能把乾淨溫潤的好空氣輸送

到肺臟。有趣的是，呼吸時，鼻子並

不是雙管齊下，而是一個鼻孔出氣。

真的嗎？

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國醫生凱瑟

觀察到：大多數人的兩個鼻道會輪

流「鼻塞」。也就是說，平常只

有一個鼻孔是通暢無阻，每二到

四小時它會自動塞住，換另一邊

打開。這種健康的鼻塞稱作鼻週

期。由於進出兩個鼻孔的空氣速度

不同，呼吸時可自然保持氣流一快一

慢的穩定節奏。為什麼要這樣呢？ 

兩個鼻孔，有道理

其實，鼻週期是身體的精心設

計。研究人員發現，快速氣流帶進鼻

腔的氣味化學分子，只有一部分很快

被鼻黏膜吸收。那些來不及判斷的味

道，反而在慢速氣流的另一邊，可以

聞得出來。如此，一快一慢，就能廣

納不同氣味分子，嗅出更多資訊。好

味道、怪味道，統統跑不掉。

鼻毛可擋住塵
埃顆粒，並保

持鼻黏膜的溫

度和溼氣。
微血管是空氣暖化中
心。挖鼻孔、揉鼻子，一

不小心就會流鼻血。

鼻黏膜會分泌黏液
──鼻涕，每天流出大

約1公升。黏液可以潤

溼鼻腔，並裹住病菌和

灰塵，再經由纖毛排出

體外。

鼻子說哈嘍
貓咪和狗兒與同類相遇時，經常鼻子

碰鼻子，好像在打招呼。專家認為，這不

只是單純的社交，牠們很可能在交換情

報。因為，憑著靈敏的嗅覺，碰碰鼻子可

以聞出：你剛才吃了什麼好東西？

人類也會互相碰鼻子。卡達的阿拉伯

男人、澳洲的毛利人，都會在見面時碰鼻

子行禮，以表問候。

為什麼鼻子要
加溼過濾空氣？

咦？
有肉香味？

還說呢！
我知道你吃了
小主人的餅乾。

乾冷空氣進入鼻腔內時，

鼻毛、黏液、微血管會使空氣升

溫；同時，鼻黏膜也會產生分泌

物，提高溼度，黏住灰塵顆粒和

細菌，避免乾冷空氣直接進入

肺，造成身體不適或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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