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

果要說世界上最難預測的事物，「天氣」和「人生」

大概並列第一。抬頭望，天空時陰時晴、雲霧飄移，

無時無刻不在變化。

不用肉眼看，用現代儀器測量，總該能摸透天氣

了吧？

打開天氣預報，氣壓、氣團、鋒面⋯⋯

各式名詞搞得你眼花撩亂，即使是最專業的

預報也無法確定，明天中午十二點，溫度

會是多少度；雨會從幾點下到幾點；下雨

時，城市的哪幾條街會有雨，哪些地方

可以幸運保有晴天⋯⋯

撰文／張靜如　繪圖／Singing
顧問・審訂／周仲島（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其他行星也有天氣嗎？
天氣主要源於太陽與空氣的互動，所

以，除了空氣稀薄的水星，其他行星都有天

氣現象。只是，每顆星球空氣成分都不相

同，天氣也會天差地遠。例如金星的空氣充

滿硫酸，雨也成了真正的「酸雨」；火星水

氣稀少，滿是荒土，一旦颳風，就成了劇烈

的沙塵暴；再向外的四顆巨行星，颳的則是

氨風、甲烷風等。

「對 。」你肯定要發出驚呼了，「連科學都沒辦法完

全摸透天氣，天氣這麼亂、這麼複雜，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趣的是，天氣雖然變來變去，但形成地球天氣的要素

卻很簡單─只需要陽光、空氣、水。

「這不是光合作用的要素嗎？」

沒錯，這三要素既促成了光合作用、孕育了生命，它們

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形成了天氣。想知道它們是怎麼運作的

嗎？讓我們把鏡頭拉向遠方那顆大火球，開始嘍！

2120    未來少年   2019.08

事封面故



國小五年級，爸爸就請家教幫亞里補智力測

驗，還在知名學區買了房子，望女成鳳。就

連學樂器，也是因為當時的「音樂班」是所

謂的「資優班」。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Angela Huang　版面／小鬥士

的乖女兒，亞里拚了命滿足他的期望，稚嫩的小臉總在仰

望爸爸，以為得到他的肯定就是人生的解答。

然而，一路走來，亞里總是差那麼一點點，沒

能考上爸爸心中的第一志願。她進了公立國中，仍

加入國樂社團練習；考進臺中女中，大學念了排名

僅次牙醫系的物理治療系。在外人看來已經是資優

生，但在爸爸眼中，卻打了折扣。直到今天，亞里

都不喜歡吃東西，因為爸爸總是在吃飯時間訓話，告

訴她應該如何如何。

遲來的「叛逆」

上大學後她離家北上，第一次嘗到自由的滋味。小

時候那個天馬行空的她從牢籠中解放出來，才發現世界

原來這麼寬廣，有這麼多新鮮有趣的事情可以嘗試。雖

然讀的是與醫學相關的物理治療系，但她對嚴謹的醫學

訓練興趣缺缺，反而發現表演藝術充滿了變化和趣味。

當了十幾年的乖女兒，她第一次發現自己想爭取的東西。

名人
故事糖

午後，亞里比約訪時間提早

到了，她一身輕便，盤腿坐在花圃

外等候，一副大孩子的模樣。看到

《未來少年》團隊前來，她大方伸

出手說：「嗨，我是亞里。」

擔任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的

她，一如螢幕上親切可人，笑容爽朗自信、柔美中帶

點調皮。但她對誇讚並不習慣，直說自己其實個性孤

僻，很難和人親近。

框架下的乖女兒

在亞里明亮的笑容背後，是一個從小被壓抑的

孩子。在傳統家庭長大，爸爸是醫生，時時提醒她以

後要踏上相同的路，「女生最好當牙醫，比當醫生輕

鬆。」原本喜歡放空、作夢、四處玩耍的亞里，一進

小學，發現自己和爸爸之間的話題只剩讀書考試，

未來的藍圖也已經規劃好：私立國中的音樂資

優班、私立女中、大學讀牙醫系。身為爸爸

亞里

亞里（廖敏君）  
1981年生，畢業於陽明大學物理治療系。公共電視《下課

花路米》、大愛電視《蔬果生活誌》主持人。2016年以

《成語賽恩思》獲得金鐘獎最佳兒少節目主持人肯定。

亞里是爸爸眼中的小公主。

不當一百分女孩
亞里 提供

所有的與眾不同，都來自於
和別人不一樣的看法。

小時候在藥房「實習」的亞里。

亞里 提供

公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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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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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

面積：約30萬平方公里
首都與最大城市：羅馬

人口：6059萬人左右
官方語言：義大利語

宗教：83%以上的人口信奉天主教。 佛羅
倫斯

科西嘉

薩丁
尼亞

威
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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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西西里

塞爾維亞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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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蒙特內哥羅 科索沃

披薩、義大利麵、提拉米蘇、卡布

奇諾咖啡⋯⋯這些義大利美食你一定不陌

生。不過，關於義大利這個國家，你可不

能只知道食物喔！

美感對義大利人就像呼吸一樣，再自

然不過，也再重要不過。除了美食，義大

利更在時尚、藝術、建築、工藝、精品設

計等方面，有著豐富的文化資產。在他們

從小生長的環境中，不但經常可以見到藝

術大師的經典作品，連路旁的櫥窗、小攤

上的蔬果陳列、路上行人的打扮、周遭建

築的色彩及結構，甚至招牌⋯⋯等，處處

充滿美感及巧思，耳濡目染之下，難怪義

大利人對美的品味特

別好。

歐洲的文化大國

現在的義大利，國土的輪廓就像一隻

長靴，從歐洲南部伸入地中海裡。不過，

當西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有長

達一千四百多年的時間，義大利地區並不

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分裂成好多個王

國，如米蘭大公國、威尼斯共和國、教皇

國、拿坡里王國⋯⋯等，保有各自的語言

及飲食特色。

由於這些王國各自為政，在這期間，

外國不斷入侵義大利地區，包括拿破崙都

曾帶領法國大軍進占此地。直到 1870 年，

義大利才再度統一；又過了將近八十年，

才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為民主國家。

儘管有這些政治上的變動，

義大利對歐洲文化仍帶來非常重要的影響。

除了古羅馬帝國時期奠下的文化基礎，十四

世紀到十七世紀時，起源於佛羅倫斯的「文

藝復興」運動，更在文學、藝術、哲學、科

學、政治和宗教上，帶來新的突破與進步。

例如，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

藝術上有很多曠世鉅作；伽利略在科學上有

很大的貢獻；但丁的大眾文學和「人文主義

之父」佩脫拉克，則在文學上帶動風潮，他

們都是義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

無價的古蹟

現在的義大利，因為祖先留下的無數古

蹟而成為旅遊大國，每年吸引全球成千上萬

人來觀光。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以及其

他很多古城，保留了無數珍貴的古建築與各

式各樣的文化遺產，帶領人們快速穿越時光

隧道，與歷史相逢。

來到羅馬，你會看到二千多年前的競

技場和萬神殿；曾遭火山熔岩淹沒的龐貝古

城，保留了一千多年前的城市樣貌，以及當

十四世紀時，以義大利為中心，掀

起了對世界影響非常深遠的「文藝復

興」運動，包括政治、宗教、藝術、科

學等領域，都產生重大的轉變。

當時的義大利貿易發達，出現了富

有的商人及中產階級，對於政治及宗教

有許多新想法甚至影響到藝術發展。

簡單來說，文藝復興時代的特色，

是重新重視現實世界。例如科學脫離了

以教會為中心的想法，注意到自然界原

本就存在的真理或法則；藝術上，出現

寫實的透視法、合理的人體比例及明暗

的表現，平民生活也成為作品的題材；

藝術家的身分大為提高，而不只是被當

作工匠對待。

文藝復興（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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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荷　繪圖／Hui　
企編／林韻華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美，無所不在



遠在兩億多年前的中生代時期，正當恐龍以龐大身軀的壓倒

性優勢稱霸陸地之際，海洋裡也有種生物正以爆炸般的演化速度，

攻占世界各大洋─牠們就是有著螺旋狀外殼的菊石。

長了菊花紋的石頭？

菊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牠們螺旋般的外殼了。因

此，在人們剛發現菊石化石、還搞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

多半憑著對外形的想像來給牠們取名字。在西方，菊石被稱之為 

“Ammonite”，意即「阿蒙神之角」，形容牠們長得就像古埃

及阿蒙神頭上那卷曲的羊角。而「菊石」這個中文名稱，則來

自對螺旋外殼上花紋的聯想，覺得那像極了繁複的菊花瓣。

盤成螺旋狀的菊石，常常是很多人認識或接觸到的第一個

化石。這跟牠們曾經在恐龍時代盛極一時、留下夠多的化石脫

撰文／喬望舒　繪圖／Hui　
企編／張馨心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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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圓圓上了天，

什麼圓圓在水邊？

什麼圓圓街上賣，

什麼圓圓姑娘前？

聽過這首唸謠嗎？那你是不是也猜到

了，謎底就是太陽、荷葉、西瓜和鏡子呢？

人見人愛的圓，是數學界裡的寵兒，堪稱是

最完美的圖形。在大自然和生活中，圓形也

十分常見喔。

太陽、地球、月亮，還有天上的星星

大都是圓球狀的，為什麼呢？這和星球的大

小有關。

原來，星球誕生之前是一堆碎石塊，

它們彼此互相吸引、靠攏，漸漸聚集起來。

起初星體並不圓，必須聚集得夠大，才會產

生足夠的重力，讓石塊更緊密的往中間靠

攏。石塊一邊靠攏、一邊轉，最後轉成了圓

球形─外圍到中間的距離都一樣。如果

星體不夠大，重力不足以吸引距離稍遠的石

塊，就沒辦法形成圓球嘍。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顏寧儀　

版面／丘山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好轉的圓
圓的半徑固定，邊上每個點到中心的距

離都一樣，在旋轉時，是很大的優點。人類

在製作輪子時就發現，輪子的外圈必須和中

央的輪軸，維持一樣的距離，這樣在地面滾

動時，才能保持平穩。若改成用正方形當輪

子，那坐在裡面的人，一定會覺得很顛簸！

圓形的輪子還有個好處，因為它跟地面

的接觸面積很小，這讓輪子在地面產生的摩

擦阻力也很小，可以輕鬆又快速的滾動。如

果是正方形輪子，當它的一邊貼在地面，接

觸的面積變大，要推動它，就需要更大的力

氣了。

同樣的道理也被應用在很多地方，例如

家裡的電風扇也都是做成圓形的，這樣只要

扇葉設計成一樣長，旋轉時就不會打到框。

另外還有遊樂園的摩天輪，想想看，要是摩

天輪的每條手臂不一樣長，就會有座位碰不

到地面，人要上去還得另外架樓梯呢！

 

愈長愈大還是圓
大自然裡還有什麼

圓，也是中間一個點，

外面會泛出愈來愈大的

圓呢？答案就是漣漪！

水中的漣漪很奇特，不管你往水裡丟下去的

石頭，是大是小、什麼形狀，最後產生的漣

漪都是圓形的。神奇吧！這是因為當有東西

掉進水面時，水滴們會把這股能量用最快的

速度，同時朝四面八方送出去，好讓水面早

點恢復平靜。想像一顆石頭忽然打到你的頭

頂，你將感受到的能量，用很多很多隻手同

時往外一推─登愣！你推出一個圓形啦！

圓圓的，
什麼道理？

到中心的距離不一樣長 到中心距離一樣長

如果摩天輪的輪軸變成正

方形，轉到短臂時，就會

碰不到地面，裡面的人也

下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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