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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是什麼？它讓你連上網，就能跟

另一座城市的爺爺奶奶視訊、跟另一個國

家的朋友交換照片，甚至和你根本沒見過

面的人們談天說地。

網路的功能只有人際交流嗎？不，它

還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有一天，

全世界的網路都斷線了，你猜會發生什麼

事？火車、捷運無法透過中央控制系統調

派；銀行無法存錢、領錢；迷路時，只能

自己看地圖或詢問路人；查資料時，得到

圖書館搬上厚厚一疊書──對了，只能手

寫借閱單，因為借書證也不能用了。

網路到底是什麼？你可以這麼想：網

路就像是道路，把一個個獨立的機器連結

在一起，不僅跨越距離，而且無遠弗屆。

可是，連結代表的不只是「你連上世

界」，你也同樣會「被世界連結」。透過

網路，你的任何公開訊息都能被陌生人找

到；只要搜尋某個關鍵字，網頁就會源源

不絕向你提供相關訊息；遇上駭客或病毒

程式，更是讓電腦裡的資料無所遁形。

網路是好是壞？下定論前，不妨讓我

們先透視網路、了解網路文化，也許你會

有更聰明的結論。

撰文‧企編／張靜如　繪圖／達姆　版面／丘山　

網路，起源於軍事？
起初，電腦無法與其他電腦連結、互通

訊息。美國和蘇聯冷戰期間，美國擔心軍事

資料若只存在一臺電腦，一旦被攻擊就糟

了，於是開始研究，如何讓不同地方的電腦

互通資料。1969年，研究人員終於成功將訊
息從洛杉磯傳到五百多公里外的舊金山灣區

（雖然只傳了兩個字母就當機了），而當時

的「網路」，只連結了四臺電腦！

網路：當我們
「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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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徐芊芊　繪圖／Angela Huang　版面／小鬥士

正因為在放任自由，卻又不乏關愛

的環境下成長，趙國宗能以孩子敏銳的

直覺與好奇心，自在探索世界，享受無

拘無束的快樂童年。同時，也體會出許

多人生道理。

例如，有一次趙國宗用彈弓射小鳥，

小鳥被擊中墜落的畫面讓他嚇傻了，根本

不敢走近看。當時他便明白，原來自己會

因為做出殘忍的事而難受，「所以我有一

個觀念，判斷是非的能力是自己與生俱來

的，人心本來就不壞。」

他更表示小時候很野，天不怕地不

怕的到處玩，結果「好幾次差點死了」。

有一次，「我從橋上跳到溪裡，被水草纏

住，拚命掙扎卻愈弄愈緊。掙扎好些時間

後，覺得算了，就這樣吧！」不過，神奇

的事情卻發生了，「結果那些

草反而自然鬆開，這個體驗對我來說很重

要。」人碰到困難，緊張是沒用的，反而

要從容冷靜，「把這件事當作沒事，就沒

問題了！」

這些幼時的記憶與人生體悟，不僅成

為他往後珍貴的創作靈感，也形塑出趙國

宗樂天純樸的人格，進而造就出獨一無二

的藝術特色。

不一樣，又怎樣

以鄉下孩子身分考進師範大學的趙

國宗，見識到自己與同學的差異。

「很多同學學問很好，講話引經據

名人
故事糖

「小時候，隔壁鄰居是賣麵的，總是弄得全身麵粉，他很喜歡小孩。結

果，被他親完的小孩，臉都白白的，哈哈！」講起這段故事，趙老師自己笑得

開懷，我們也被逗得笑呵呵；趙老師的作品正如他爽朗的笑聲

般充滿感染力，而關鍵正是他那似乎永遠分享不完的童

年趣事。

穿梭自然的野孩子

趙國宗幼年時，臺灣工業尚不發達，

對他而言那是「工藝勞動的時代，有著

農業社會的純樸」。小時候，大自然就是

他的樂園，總是與花草、樹木為伍，玩著彈

弓、聽著蟲鳴鳥叫，或是在溪裡游泳。

「那個年代教育不普及，我家是做工的，

根本沒時間管小孩，有回家吃飯就好，其他就

讓小孩自生自滅。」雖然如此，父親總是給予

他鼓勵。「小時候父親跟鄰居看見我隨意亂

畫，都會誇獎我，這對我而言很重要。」

趙國宗 
臺灣兒童文學的首批開創者。曾任教於明

志科技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作品充滿童趣，

富現代感又創意十足。曾獲無數獎項，

舉辦過多次展覽，廣受好評。代表繪本有

《我要大公雞》、《你幾歲？》與《蜘蛛

先生要搬家》等。

熱心講解作品概念的趙老師。
《動物和我》是趙國宗與林良老師繼臺灣第一本自製繪本《我要大公雞》後，最新合作的作品。

林韻華攝 ©趙國宗，圖片由小天下提供

關立衡攝

趙國童心未泯的藝術大師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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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

「浪漫」是提到法國時，許多人會

立刻想到的詞彙。人們對法國的印象大多

圍繞著藝術、美食與時尚等優雅的迷人之

物，然而這些僅是法國的諸多面貌之一。

相信嗎？法國散發的浪漫情懷，二百多

年前的一場人民抗爭功不可沒！

追求自由，爭取民主

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占人口不

到  2%的貴族和高級教士，擁有大

部分耕地和政治經濟特權，平民

必須負擔國家龐大的財政。受壓

榨的人們忍無可忍，開始起身反抗。

1789 年 7 月 14 日，憤怒的群眾攻陷象徵專

制王權的巴士底監獄，這就是歷史上的

「法國大革命」，而這天也成為法國的國

慶日。

那時候，法國人民提出了「人權宣

言」，強調人一出生就享有某些不可剝奪

的基本權利。當時的口號「自由、平等、

博愛」，代表了法國的立國精神。

到了現代，法國人仍保有維護自我

權益的抗爭精神。只是不同於當時的革

命，現今的抗議遊行大多和平、合法。民

眾表達意見的同時，仍會顧及他人，盡量

不影響、傷害他人的日常生活。

文化觀光大國

氣候溫和，擁有美麗山脈、森林和

海岸的法國，國土形狀略呈六角形。除了

自然景觀，法國在繪畫、建築、電影、文

學、音樂等方面，都有傑出表現。

法國人自豪於自身文化，1959 年就成

立了文化部，除了鼓勵藝術創作，更制定

政策，全力維護並發展國家的文化。

提到文化創造經濟，法國絕對是全球

的典範。收藏豐富的博物館及美術館、童

話般的城堡、美麗又具歷史意義的教堂和

建築，都令人流連忘返。難怪每年能吸引

超過八千萬遊客，觀光人數是世界之最！

除了善用先人的文化遺產，法國人在

藝文上也不斷創新，引領全球風潮。法國

的時裝及各式精品，一直都是全球流行時

尚的指標，創造很高的經濟收益。

超級猛將
拿破崙

有名的政治和軍事家拿破崙，在法國

大革命中以強人之姿崛起，帶領法軍征戰

歐洲各處，戰績輝煌。他曾希望透過武力

統一當時的歐洲各國，但未能成功。現今

的歐盟，是經由和平協商才整合起來的。

羅浮宮、奧賽美術館及龐畢度中心是巴黎

三大博物館，展品豐富多元。幾千年前的埃及

古文物、十九世紀印象派繪畫與現代藝術，都

可在此欣賞到。不過，當中許多收藏品來自法

國從前對他國的掠奪，不免引起爭議。左圖為

羅浮宮，其有名的金字塔入口是由著名建築師

貝聿銘所設計。

巴黎三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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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宴夙、徐芊芊　繪圖／Hui　企編／徐芊芊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Hui　版面／邱意惠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認清汙垢的種類

要想去除髒汙，最好先弄清楚汙垢的真面目，

知己知彼，這樣才有可能找到對付的辦法。

簡單來說，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髒汙，大致可

分成有機類：這種髒汙多是出自生物性的來源，例

如廚房排油煙機上厚厚的油垢（沙拉油）、衣服沾

到的番茄醬等；另一種則是無機類：包括水裡各種

礦物質化學變化後產生的鏽和垢，像水

龍頭或茶壺內白白的水垢、浴缸或淋

浴間磁磚的皂垢、馬桶的尿垢等；

其他類：例如房間床鋪底下的室

塵、衣櫃和書本裡的黴菌。

汙垢

肥皂及含皂沐浴乳中的

脂肪酸和水中的鈣、鎂

結合成皂垢。

這些都是要打掃

清潔的對象？！

真面目的

「你看你，也不小心一點兒，弄得這麼髒，衣服很難洗吔。」嗚嗚，吃

漢堡時番茄醬不小心滴到衣服，又被媽媽念了。「喔，不！今天又輪到我洗碗

盤。」超油膩的，我可以不要洗嗎？「玻璃上白白的汙漬斑點、浴廁的皂垢、

水龍頭的水垢，刷得好累人喔！」能不能不要大掃除啊？

生活中這些惱人的汙垢究竟是什麼玩意兒？每次清

掃都覺得又累又煩，有沒有什麼厲害的法寶可以一次

搞定？

室塵

我裡頭有人或寵物毛髮、

衣物纖維、皮屑、花粉、

塵土，和塵蟎、黴菌。

食用油裡的碳原子是以雙手互

拉的「雙鍵鍵結」連在一起。

當受熱氧化時，鍵結會被打

開，油分子就會在斷開處黏附

結合成塊，變成油垢。

水中的鈣、鎂離子加熱後，會和

水中的碳酸根、硫酸根離子結

合，變成不溶於水的白色碳酸

鈣、硫酸鎂，也就是水垢。

水垢

悶
溼環
境會滋生黴菌。

加
熱

後
飛
散的
氣體油煙氧化形

成

油
垢
。

尿液被細菌分解形

成的磷酸根、碳酸

根離子，與鈣結合

成尿垢。

番
茄
醬
中
的

茄
紅素
形成的有色髒汙

。

餐具的油汙。李
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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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志 / Shutterstock

等等，問題還有好和不好的嗎？要怎麼問才是好問題？

板擦的問題聽起來莫名其妙，其實它只是用問題表達自己的好奇心。提問

沒有好壞之分，但「好的」問題，通常是指值得我們多思考一下的問題。

不過一開始最重要的是練習「提問」。提問，就是把心中的疑問說出來。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把看到、聽到的每件事視為理所當然，這時可以運用一些

小技巧，幫助我們思考。

三個提問的小技巧
一、保持好奇

沒錯，就是像板擦一樣，想一想，

每天都在做的事，背後有沒有什麼原

因：為什麼上課之後有下課？為什麼上

學時間大約是早上七點開始？善用「為

什麼」，即使是最常見的事物，也會因

為好奇心，看見不懂的地方。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阿宛Awan　版面／丘山

講到這邊有沒有

問題？

這什麼奇怪的問題啊？

因為要把錯誤的地方擦

掉呀。

唔～這可是個

好問題呢。

那為什麼會有錯呢？

我有問題！為什

麼我要擦掉那麼

多東西？

仔細觀察，好奇心會帶你

看到什麼呢？

為什麼這些握把是三角形的？

後面看起來好多人，怎麼都沒人

抓把手啊？

練習一：用好奇心仔細觀察

練習二：改變視角

「在臺灣，路上隨處可見麥當勞、肯

德基⋯⋯等速食店，電視可以看到好

萊塢電影、迪士尼或卡通頻道，還

有星巴克、好市多之類的全球性連鎖

店⋯⋯有沒有發現，美國文化跟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

二、改變看事情的方式

如果不是板擦提出這樣的疑惑，

你是不是也沒注意到它每天要做這麼多

「擦掉」的工作呢？把自己想像成別

人，甚至是別的東西，說不定你也能看

見許多新鮮事。從不同角度觀察，發現

你不知道的事。

美國明明離我們很遠，為什麼對

我們的生活有這麼大的影響？

這個嘛……試著改變一下視角：

要是有位老爺爺住在山上，自己

種菜，不看電視，買東西也去傳

統雜貨店，美國文化對他來說真

的有很大的影響嗎？

會不會美國文化也有受到其他國

家的影響？

問一個好問題問一個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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