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 Chiu Road手路　版面／李健邦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上天下地看海洋
你是怎麼形容海洋的？「浩瀚

無垠」、「無邊無際」、「深不可測」⋯⋯

沒錯，從以下這些很容易查到的數據來看，

確實是這樣—海洋約占地球表面的 71%，從

太空看地球，會發現海洋才是主角；平均深度3795公尺，

把玉山丟進去，剛好冒出山頭；最深的海溝有一萬多公尺，如果地球上所有

的山都被剷平了拿去填海，海洋還有 2000公尺深。

以人類的眼光來看，海洋真的既深且廣。但相較於地球，它不過像敷在

地球臉上的一張薄「面膜」。要是把所有的海水匯聚成一顆球，跟地球擺在

一起比，差不多是彈珠比籃球的大小。可是，地球之所以成為萬物賴以生活

的地方，這層薄膜般的「微量」海洋，扮演著無與倫比的關鍵角色。

海有多「薄」？
我們會說，什麼什麼比海還要深，

用海洋來比喻事物深刻的程度。海到底

有多深？如果拿雞蛋比喻，深度還不如雞

蛋殼呢！

把雞蛋想成球形，它的半徑約3公分，
而0.03公分厚的蛋殼是雞蛋半徑的1%。平
均水深3700公尺的海洋呢？和地球6400公
里的半徑相比，只有它的0.058%，竟
然比雞蛋的殼還要薄。

1514    未來少年   2019.07

封面故

事



小草立大功
不是每一種草都可以種在山坡，必

須經過專家挑選。例如喜歡溫暖、潮溼氣

候的「假儉草」，它的再生能力強，而且

莖會順著地面匍匐蔓延，形成茂密的草坪。

另一種「培地茅」的根垂直向下生長，深

度能達 3到 5公尺，讓水更容易滲入地底；而
且彼此盤根錯節，更能牢牢抓住土壤。遠遠望

去，培地茅直挺挺的外表，宛如一道籬笆，能

有效攔截泥沙，減少土壤流失。

「新聞快報，部分山區降下豪雨，造成溪水暴漲。土黃色的泥水，

夾帶土石滾滾而下，沖毀了橋梁⋯⋯山區道路旁的山壁應聲崩塌。一陣

白煙之後，整個山坡像是脫了一層皮⋯⋯」這樣的場景，想必你再熟悉

不過。受傷的山坡地不但會帶來災害，更會影響生命安全，因此必須展

開一連串的「療傷」工程：刷坡、整坡、復育。

刷坡：清理傷口
山坡上的大樹，是水土保持的尖兵。它們用葉子

阻擋雨水，減少雨水對土壤的直接衝擊；用盤根錯節

的樹根，牢牢抓住泥土；而雨水就順著樹根，慢慢滲

入地底，成為地下水。一旦山坡崩塌，樹林傾毀，光

禿禿的坡地有如傷口，直接承受雨水沖刷；雨水來不

及滲入土壤，大量集中於地表，可能發生土石流。因

此，要先「清創」：清除傾倒的樹木、大石頭，並在

坡面頂端，做一條橫向排水溝，阻止上方的水繼續流

入崩塌地。

整坡：固定傷口
受傷的坡地，仍然有土石滑落的危險，怎

麼辦？先在山坡蓋上一層紗布般的網子，避免石

頭砸向道路。接著，將一根根鋼筋打入土壤，就

像在受傷部位打入「鋼釘」，固定傷口。最後再

築出一道道厚實的水泥牆，鞏固山坡。

有一套
治山
防

撰文／張睿尹　繪圖／詹波　企編／史黛西　

版面／黃麗珍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洪

培地茅的根深長、粗壯，

種植一年後就可以深入土

層達 2 到 3 公尺。

復育：治療
若是整片山坡都被水泥牆覆蓋，

不只失去景觀，也會破壞生態環境。

因此，平緩的山坡地會採用「植草」

及「種樹」的方式修復。

「一株一株的種？未免也太辛苦

了吧！」不，是用噴灑的。

將種子混合肥料、土壤、黏著

劑和水，均勻攪拌後，再用壓縮機加

壓，向坡面噴灑，既快速又省力。不過，

這樣還不算完成。氣溫會影響植物生長，

為了維持土壤溫度，最後還要幫大自然的「傷

口」蓋上一層「紗布」——  稻草。經過一段時間，

稻草腐爛後，還能成為土壤的養分。

在坡度六十度以上的坡面，會在光禿禿的邊坡

蓋上一層「紗布」，防止碎石滑落。

先在邊坡打入鋼筋，再築成水泥牆，以穩固

山坡。

「刷坡」就是利用挖土機
，將有土石的坡面

整平，方便接下來進行坡
面綠化的工作。

整坡

復育

刷坡

本篇繪圖參考：《小魚的祕密假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出版

鋼筋如何固定坡地？
被打入坡面的鋼筋叫

「鋼絞線」。鋼絞線穿過

坡地滑動區，到達穩定的

地層；當山坡產生滑動

時，就能透過地層的

拉力作用，阻止邊

坡滑下來。

錨頭

護板

鋼絞線

在鋼絞線末端，用水

泥或機械固定於山

坡，增加拉力

會滑動

的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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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對中國多項產品徵收 25％ 關稅！」今年五月初開始，

美國川普總統對中美貿易採取強硬的懲罰手段。

消息一出，不僅讓全球金融市場暈頭轉向，連帶臺灣的經濟也受

到波及。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不甘示弱，採取各種措施，想要鞏固

世界強國的地位。

提到美國，數十年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自由女神像。雕像手

中拿著美國的法典—獨立宣言，而另一隻手上高舉的火炬則告訴世

界，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度！美國的自由與富裕，吸引了無數的人，決

心離鄉背井，到這兒來完成自己的夢想。

其實，最早居住在美國土地上的，是被哥倫布等西方人稱為「印

第安人」的原住民。而後，愈來愈多來自歐洲的人移民到美國，又因

為開發新天地需要人力，硬是從非洲載來大批奴工；之後，來自中南

美洲、亞洲等地的人也愈來愈多，

讓美國成為種族大熔爐。

目前，美國人口中，白人占了 73%、非裔占了

約 13%、亞裔占了約 5%、原住民只占不到 1%。

土地龐大、文化多元

如今美國共有五十州，地理環境非常多元。阿

拉斯加是一片冰天雪地；加州氣候溫暖、四季如春；

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整年下雨下不停；夏威夷州是由

十九座島嶼和珊瑚礁所組成的群島；亞歷桑納州有乾

燥的沙漠和壯麗的大峽谷⋯⋯

由於美國的土地非常龐大，全國涵蓋了六個不同

的時區。比方說，當美國西岸中午十二點時，東岸已

經是下午三點了，而夏威夷則是上午十點。所以，當

你想要打電話給美國的親戚朋友時，可要看好時區、

算準時間再打，以免吵醒正在睡覺的親友。

撰文／徐荷、葉子華　繪圖／Hui　企編／林韻華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首都：華盛頓特區

國慶日：7 月 4 日
面積：約 980 萬平方公里
人口：超過 3 億2千萬人 
官方語言：英語

識字率：99% 
主要宗教：基督教

美國

加拿大

大西洋

紐約

華盛頓芝加哥

拉不拉多高原

洛杉磯

墨西哥灣

夏威夷阿拉斯加

白宮是美國總統的工作場所，

也是他和家人的住處。

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川普在從政前，是一

名房地產開發商。競選時，他大聲疾呼「美

國優先」的口號。川普的言行充滿爭議，像

是不承認氣候變遷，執意在美墨邊境蓋圍

牆，就招來不少批評。

現任美國總統

兩百年前，班傑明．富蘭克林曾經

建議使用火雞來當作美國的國家象徵，

因為火雞既有智慧，又是早期移民重要

的糧食。然而，現在的美國精神象徵卻是

老鷹圖案。硬幣上的老鷹是美國的白頭海鵰，

棲息在高處無法被豢養，象徵著自由；牠緊握著橄欖

枝代表和平；十三顆星星則是最初獨立的十三個州。

墨西哥

老鷹 vs. 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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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對許多學生來說，是個令人頭痛的科目，但在專業的數學家眼

裡，數學可是座美妙的藝術殿堂，數學甚至可以像一段好聽的音樂，讓他

們聞之起舞。大部分的數學家都同意，這座殿堂裡最獨特的超級名模，就

是神祕難測又令人著迷的「質數」。很不可思議吧！

孤單的存在 
質數是什麼？它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呢？大部分的數字都能被拆成另外兩

個數的相乘，像是 12 可以等於 2×6 或是 3×4。但有些數字，除了1和自

己，再沒有其他的朋友了，它們就是孤獨的質數。像是 2、3、5、7，或是

大一點的 23、29、31、37⋯⋯等等。

除了2 和 3，之後每個質數中間，都至少相隔一個數，像是

3 和 5、5 和 7、11 和 13。它們雖然被稱為「孿 生（雙胞胎）質

數」，但比較像是分別住在兩座山上的鄰居，中間隔著深不見底的

山谷，只能揮手相望。愈後面的質數，會愈來愈孤單，有的甚至

和下一個質數中間隔了九十九個數！

質數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特性喔。介紹之前，我們先來玩個小

小的推理遊戲。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顏寧儀　版面／丘山　

質數 
 第一題的答案是 20，因為每個數之間都差 2。

第二題是13，因為從第三個數開始，都是前面兩個數相加的結

果。第三題⋯⋯咦？有沒有發現，前兩排數字都有一定的規律，但是到了第三題

卻一點規則也沒有，除非有特別背過質數列，才會知道答案是 17。為什麼呢？

雖然數學家已經證明質數有無限多個，但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到現在還

是沒辦法找到質數出現的規律。要確定是不是質數，只能慢慢的把數字

拿來一個一個檢驗，看是不是不能被整除。目前找到最大的質數有兩千

兩百多位數，下一個質數會長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數學家還在努

力尋找答案，如果能順便找到驗證質數的公式，那就更棒了！

沒有用的質數？
古希臘時，人類就發現了質數的存在，一代代的數學家們，

在研究質數的過程中，訓練自己的思考和驗證能力，享受找到

答案時突破和解謎的樂趣。不過質數也曾被認為是最沒用

的數學，因為它似乎和一般人的生活沒什麼關係。一直

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發現它的妙用。

的祕密

哈囉！

請觀察下面三排數字，想想看空格
中的答案應該是什麼？

一：10、12、14、16、18、         
二：1、1、2、3、5、 8、         
三：2、3、5、7、11、13、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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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達爾文，很多人都知道他曾提出

大名鼎鼎的「演化論」。但你可能不知道，

這位偉大的生物學家在他人生最後一年，出

版了一本研究蚯蚓的論文，而且為了研究蚯

蚓，他足足投入了近四十個年頭！

誰把石頭地變成了綠草坡？

達爾文為什麼會對小小的蚯蚓感興趣

呢？事情要從他搭乘「小獵犬號」返回英國

的第二年說起。

1837年10月，剛巡航了整個地球的

達爾文，拜訪了他的舅舅約書亞。面對

支持自己遠航的長輩，達爾文興致勃勃談起

了一路上的新奇見聞，最後還透露了一項大

膽推測：「英國多佛海岸那個白堊斷崖應該

是魚類造成的，是魚類咬碎了珊瑚，珊瑚碎

屑堆積在海底，愈積愈多、愈積愈多，堆積

成了岩石，然後岩石又露出了海面⋯⋯」

「真的？」約書亞舅舅顯然很感興趣。

「嘿嘿，這是我的推論，還沒有證實

啦。」年輕的達爾文很誠實的說。

「照你這麼說，那牧場上的草坡有沒有

可能是蚯蚓造成的？」約書亞舅舅也提出他

的大膽推論。

「什麼？」

「你看，牧場地上不是常常

可以看到一堆堆蚯蚓排出來的糞土嗎？蚯蚓

吃了地底下的土之後，會鑽到地面上排泄出

糞土。那麼，一天天下來，地面上不就都被

蚯蚓的糞土覆蓋了？以前牧場上都是石頭，

哪像現在長滿了草，一片綠油油的？所以我

在想：這會不會是蚯蚓造成的？」

約書亞舅舅這一問，大大勾起了達爾文

的好奇心。

地底下的大發現

對新奇現象充滿熱情的甥舅倆，馬上相

偕跑去牧場看個究竟。徵得牧場主人同意，

他們開始動手，從草坡往下挖洞。結果發

現，距離地表7.5公分深的地方有一層白白的

石灰。

根據牧場主人回憶：十年前他為了改

善土壤，的確在牧場上撒了一層石灰。重點

是：以這條白線為界，往下是石礫和粗沙

子，往上卻是肥沃的黑土！難道這些肥沃的

黑土，是蚯蚓的糞土堆積出來的？

什麼也阻擋不了他探索真相

達爾文把他在牧場上的發現，拿到英國

地質學會發表，有人很讚賞，但也引發不少

質疑：「說不定黑土是枯草和落葉腐爛後堆

積成的。」「小小蚯蚓怎可能那麼厲害，能

把劣土變成沃土？」

1842年的秋天，達爾文搬到倫敦郊區

的唐恩村居住。雖然距離「牧場挖草皮」已

經過了五年，達爾文也忙著整理、研究從小

獵犬號之旅帶回來的資料，但他始終記得：

「蚯蚓還沒研究出結果！」

剛好，新家附近就有牧場。他每天外出

散步時，都能在步道邊看到不少蚯蚓

糞土。有了天時地利的配合，達爾文

決定開始對蚯蚓展開研究。

達爾文在世時，「生物學家」這個頭銜根本還沒

出現，那時候無論研究的是地質還是河流、是恐

龍還是花朵，統統都稱為「博物學家」。

說起探索真相的熱情，達爾文一點也不比現代科

學家遜色。他充分發揮對自然生物的無比熱情，

路旁不知名的花草、途中不經意遇見的鳥獸……

無不吸引他好奇觀察。

位於英國東南部多佛海岸的白堊斷崖，後來研究證明，白堊斷

崖應該是藻類和浮游生物的化石累積而成的，達爾文的假設只

對了一小半。

遇上當 達 文爾 蚯蚓
撰文／喬望舒　  繪圖／顏寧儀　 企編／林韻華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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