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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的冬天翩然來臨，在臺灣，太

陽只是提早打烊──大概跟你的放學時間

差不多。但在接近北極圈的地方，比如冰

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太陽只出現在正午前

後，每天「上班」不到五個鐘頭。

沒有太陽、地處極圈，又被叫做

「冰」島，肯定冷到發抖吧？可不盡然。

冰島跟臺灣一樣，處於地震頻繁的板塊交

界處，地底藏著板塊縫隙噴湧而出的熊熊

烈焰，境內有超過一百座火山！

轟隆！火山爆發

想到冰島玩嗎？先上網查查「火山預

警顏色」！

冰島位處板塊交界，一星期就有超過

五百次小地震，氣象局每天都會更新火山

預警，好讓居民、遊客跟航空公司都能有

所準備。

為什麼火山活動跟飛機航行有關係？

因為火山爆發時，除了熔岩，還會把很多

小碎屑噴進大氣層，火山灰不但阻礙飛行

員視線，還會磨損機翼、堵住引擎，讓飛

機熄火。

藍湖溫泉位於冰島的死火山

上，湖底蘊藏大量的矽泥，

終年呈現夢幻的乳藍色。

藍湖溫泉

雷克雅維克

8    未來少年   2019.12

：火山‧溫泉‧冰火之島冰島
撰文／張靜如　繪圖／顏寧儀　企編／徐芊芊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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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冰島的埃亞菲亞

德拉火山爆發，大量火山灰覆蓋天

空，幾乎造成全歐洲的機場關閉，

九萬多次航班被取消，一千萬名乘

客受到影響，成為歐洲繼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來，最大的空中交通關閉事件。

幸好在科技進步下，現在已經能更

精準、提早掌握火山爆發的時間，你甚至

可以參加火山觀光行程，安全的近距離觀

察火山，甚至進入火山裡哦！

地熱的一百種用途

在冰島打開水龍頭，可要小心點

─因為水管裡流出來的，可能是高達

攝氏七、八十度的熱水。

聞一聞，咦？怎麼有股硫磺味？

板塊交界不僅形成火山，也讓冰島

擁有六百多座溫泉，首都雷克雅維克在冰

島語的意思，就是「冒煙的海灣」。

不只扭開水龍頭就有溫泉，冰島還

利用溫泉管線，提供房屋熱烘烘的暖氣。

此外，溫泉也為冰島提供乾淨無汙染的發

電方式──地熱發電。當世界各國還在爭

論要怎樣減少火力發電才能更環保，冰島

已經使用水力跟地熱，完成百分之百使用

再生能源發電的目標。

冰島甚至計劃，未來透

過海底電纜，將多餘的

電賣到英國，幫自

己賺筆外快呢！

冰島是孤立於北大西洋中的島國，

面積大約有三個臺灣大，卻只有三十五

萬名國民，是人口密度最低的歐洲國

家。冰島靠著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度經濟發展，在全球

和平指數、世界快樂報告、人類發展指數等全球性指標

名列前茅，是著名的幸福國度。

阿克雷里

格陵蘭海

挪威海

黛提瀑布

瓦特納冰原

北大西洋

將麵糰放進木桶，埋進溫泉附

近的地底，利用地熱蒸熟的黑

麥麵包，比用烤的更鬆軟！

將麵糰放進木桶，埋進溫泉附

近的地底，利用地熱蒸熟的黑

麥麵包，比用烤的更鬆軟！

將麵糰放進木桶，埋進溫泉附

近的地底，利用地熱蒸熟的黑

麥麵包，比用烤的更鬆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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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大腦

好奇的愛麗絲跟著白兔跳進了洞裡，這個洞像口井，也像沒有盡頭的漆

黑隧道。愛麗絲不斷的往下掉，直到跌進了一個奇妙的世界⋯⋯等等，難道

她掉進了黑洞，經歷了時空旅行？

黑洞是科幻故事裡的常客。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黑洞的想法，但其他

科學家認為「不科學」，沒有被接受。後來有人發現可以從愛因斯坦的廣

義相對論，推導出黑洞存在的可能，不過連愛因斯坦自己也不相信。

玄妙的宇宙，在天文望遠鏡發明前，人們肉眼無法觀測，天文學家只

能用想像力和數學式，來探索頭上這片無垠的宇宙。隨著觀測科技的進

步，愛因斯坦的理論一一被證實，愈來愈多新的、大膽的想法和行動開始

出現。終於在2019年，人類首度「看到」了黑洞。

這張黑洞的照片鼓舞了全世界。從少數人的推論，到眼見為憑的證

據，黑洞的故事也是天文學家奮鬥史的縮影。霍金曾說，他開始投入研究

時，沒多少人關注或是相信這些宇宙學說。但短短半個多世紀，這群

宇宙探險家帶著我們看見更寬廣的世界，而真正刺激的時刻

才要開始呢！你準備好一起「跳」進來看看了嗎？

看見黑洞
    精采正開始！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版面／李建邦 
顧問．審定／趙丰（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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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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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無事逛網路，無意間看見「器官

晶片」。那是什麼？點下去才知道，它名

列2016年全球十大創新技術，由美國哈佛

大學領先研發。小小晶片，尺寸就跟隨身

碟差不多，卻有辦法模擬人體器官的

複雜功能：會呼吸的肺、收縮自

如的腸子，就連肝、腎、大腦、

心臟組織也一應俱全。

這實在太驚人了。曾經操

作動物實驗十多年的我，既讚

歎又開心，因為需要犧牲

動物生命、完成科學研究的方式，終於有

了替代方案。想起從前解剖青蛙、麻醉兔

子的日子，我的心情五味雜陳。

活跳跳的生命

第一次看到青蛙心臟一縮一放的跳

動，我當時非常入迷。當生物老師滴下不

同藥劑，小小顆的蛙心也

隨之忽快忽慢，呈現明顯反

應，真是太奇妙了。我不理

解的是，有位同學一看到

血，竟然臉色慘白，立

刻去保健室休息。

實驗動物
科學幕後小英雄

撰文／鄧小非　繪圖、版面／夏綠蒂　企編／蔡珮瑤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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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的課堂，我和同學兩人

一組，親自操刀解剖動物。經過麻醉

的白兔被劃開肚皮，躺在解剖臺上。

我專心辨認牠體內的各種器官，尋找

教授指定的部位。滿頭大汗之際，卻

發現同伴神情肅穆，把佛經攤開唸

誦，根本不想動手。我還記得他的眼

神，分不清是同情還是厭惡，冷冷旁

觀忙碌的我們。

和大多數同學一樣，我不太理

會那些無法接受動物實驗的少數人。

畢竟，能夠碰觸活跳跳的生命，是多

麼難得的機會。何況，被實驗的動物

多半來自專業的實驗動物中心，牠們

的存在，純然為科學而生。因此，

我沒有想太多，開開心心投入課

程：去實驗動物中心領取動物，

進入科學大觀園。

科學家用米格魯作毒性試驗已有百

年歷史，累積許多資料，難以取代。而

且，牠們品系穩定、體型適中、性情溫

馴，加上免疫系統與人類相似，是癌症

免疫療法的優良模型，相當受歡迎。

近年來，因人道考量，歐盟、印度、日

本、美國、巴西和加拿大，已不再使用

米格魯進行農藥毒性測驗。

一般來說，為了教學或研究，出現在

課堂、實驗室、展示廳的活生生的動物，

都可稱為實驗動物。此外，臺灣的《動物

保護法》提到，實驗動物是為了科學應

用目的而飼養或管領的動物：包括大家熟悉的大小鼠、兔、犬貓、

猴、魚、豬羊馬牛等經濟動物，甚至小小的果蠅也算。

不過，世界上擁有動物保護法律的國家，

所指的實驗動物，通常只有脊椎動物。

實驗動物是什麼？

實驗好搭檔：米格魯和小鼠

至於小鼠因為繁殖快

速、體積小、易操作，不僅價格便

宜，而且有兩萬多個品系，運用範圍最

廣泛。除小白鼠之外，最常使用的品系是

C57BL/6J，簡稱B6，這種小鼠愛吃甜食、不
愛帶小孩，被戲稱「愛玩咖」。還有基因改

造技術發展出的小鼠，能模擬許多人類的疾

病模式，讓各種疑難雜症

的研究更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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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故事裡，白雪覆蓋大地，世界一片白茫茫⋯⋯如

果有機會在山上或國外看到這樣的雪景，一定會忍不住想

抓一把雪到手上。有沒有想過，那一大團一大團的白雪放

大之後，到底是什麼樣子？

將近一百年前，有個非常喜歡雪的男孩班特利，當別

的孩子都在堆雪人、打雪仗，他卻在仔細觀察雪花，想著

要如何才能和大家分享雪花的美。用畫的來不及，更不可

能放在手上帶回去。長大後他終於找到方法，用顯

微鏡相機將雪花一片片拍下來，震驚了世人。

班特利一生總共拍下了五千多片雪花，沒有一

片樣子是相同的！和一般的幾何圖形不同，顯微鏡

下的雪花看起來有許多分支、沒有直直的邊長，也

不像圓形那麼平滑，而是破破碎碎的。

大自然中有許多東西，像是雲朵和樹枝，也有

類似的特性，因此數學家們為這種看起來特別複雜

破碎的形狀，取了一個名字叫「碎形」。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WaHa Huang 哇哈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藏在雪花裡的神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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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如果用代表1公里、1公尺、甚至1公分的尺來測量，最後的結果是不是會和一開始的數字差很多呢？

邊長量不完的「碎形」 

碎形一直都在我們的周遭，

但第一個發現這個概念和特

性的人是數學家本華．曼德

柏。曼德柏是研究圖表的專

家，有天他看著英國的地圖，

發現這些彎彎曲曲的海岸線和他研究的

圖表很像，看起來都是歪七扭八沒有規

律的樣子。於是，他開始好奇這些海岸

線到底有多長？曼德柏嘗試了許多方

法，最後意外發現，要知道海岸線的長

度，得看我們拿什麼樣的尺來測量。

想像這裡有一張英國地圖，和一把

代表 200 公里長的尺，將尺盡量貼齊地

圖上凸出的地方，沿著畫出直線，算一

算，大約用十一把尺的長度，就可以繞

英國一圈，所以量出來的海岸線是 2200 

公里。但是圖上許多彎曲的

地方都被當成直線了，這個

數字明顯不太精確。現在我

們換另一把短一點的尺，

代表 100 公里長，這次要畫

二十六條線才能把英國框

住。推算起來，海岸線至少有 

2600 公里長。

以此類推，當我們拿的尺愈短，

需要畫的線段數變多，量出來的海岸線

會更長，結果似乎也更精確。要是真的

到海邊測量，會發現不管怎麼放大，海

邊的岩石中有石頭、石頭中有沙子，凹

凹凸凸的海岸線上怎麼也找不到一條直

線。也就是說，無論怎麼測量，永遠都

不夠準確，總會有彎曲的地方被當成直

線，這樣下去根本沒有盡頭！

這是什麼奇怪

的形狀？

尺的長度（公里） 200 100 50 25
線段數 11 26 64 154.5
海岸線總長度（公里） 2200 2600 3200 3862.5

英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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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俐容小檔案

兒童青少年心理專家。

熱愛孩子，喜歡做對

別人有益的事情。寫過

幾本書、負責幾本雜誌

的專欄，因此也被稱為 

作家。

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到

處演講，幫助家長成為

好父母，以及在國小推

動情緒教育，幫助孩子

成為EQ高手。

繪圖／蔡豫寧　

企編／林韻華　

版面／夏綠蒂

心情聊天室
楊老師

遇到傷腦筋的事，

不知道找誰幫忙？

心裡有煩惱，

不知道應該跟誰說？

生活裡有疑惑，

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讓楊老師來聽聽

你的心聲。

112    未來少年   2019.12

楊老師，您好。我是就讀音樂班的雷雷。

可以進音樂班，代表你在某項樂器或其他音

樂相關的能力上特別有才華。

可是，自從我進入音樂班後，要準備課業和

練習樂器，真的很辛苦。

進音樂班之後才發現，要同時顧好課業和才

藝，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相當於一般人的

兩倍，甚至更多。即使有才華、有興趣，但

其中的辛苦恐怕是你意想不到的。除了辛苦

之外，還有其他讓你困擾的事情嗎？

同學們都很厲害，班導師要求也很嚴格，

這讓我有很大的壓力。

看起來，你正面臨「壓力管理」的挑戰。

請老師告訴我，我可以怎麼做？

以下幾個方向提供你參考：

 給自己一段適應時間：對任何人來

說，生活上的轉變都會帶來壓力。如

果你是音樂班的「新同學」，同學們

早已習慣的班級氣氛或規則，對不熟

悉的你來說，也會變成壓力來源。只

要放慢腳步，先把目標設定在適應新

班級，不懂的地方多問問班上的同學

們，一旦適應後，你的煩惱就會消除

許多。

楊老師：

 調整學習與生活規劃：進入音樂

班之後，需要投入學習的時間增加

很多，學習課業和熟練樂器的方式

也很不一樣，你可以請老師或爸媽

幫忙，讓他們知道你的困難，再一

起討論怎麼調整作息、分配時間，

或是你需要什麼具體的協助，讓自

己的學習更有效率。

 為自己加油打氣：你提到「同學

們都很厲害」，代表你覺得自己表

現不如別人，也是壓力之一。任何

一個人都有勝過別人以及不如別人

的地方，如果你能告訴自己：「厲

害的人，就是我的學習榜樣」、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不

需要跟別人比」、「目前做不好的

地方，只要找到改進的方法，一定

會進步」等自我激勵的話語，為自

己加油，壓力便能減輕些。

            謝謝老師，我會試試看。

雷雷

祝福你漸漸克服困難，重拾學習音樂的信心和樂趣！

楊老師：

楊老師：

楊老師：

音樂班的老師很嚴格、同學們
好厲害，讓我壓力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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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喜歡的女生告白？害怕做不成朋友？
擺盪在兩端的我，好煩惱！

請問老師我該怎麼辦？

告白好還是不好，只有身在其中的你，才

能判斷和決定。只要誠懇表達自己的情

感，不讓對方有被強迫、威脅，或

者產生對不起你的罪惡感，通

常不會有大問題。你也可以告

訴對方，你沒有要她在你和

原來喜歡的對象之間做選

擇，就算沒機會成為互相

喜歡的人，你仍希望做她

的好朋友。

在十八歲之前喜歡人是錯的嗎？喜歡這種

行為在這個年紀，很正常嗎？

喜歡別人是很正常的情感，跟年紀無關，

但表達喜歡的行為確實有恰不恰當的差

別。十二至十八歲叫做「青少年」，十八

到 二 十 五 歲 會 從 青 少 年 逐 漸 變 成 「 大

人」，這兩個階段大腦成熟度不

一樣，談戀愛的行為也有不一

樣的尺度。追尋感情的過

程中，充滿不確定的挑

戰，如何做出比較好的

判斷和決定，需要你靜

下心來好好思考。

楊老師，您好。剛開學不久，我就認識了

一個女生。跟她在一起，心情會很快樂，

她好像變成我上學的目的。

能擁有特別談得來、相處愉快的朋友是很

棒的事情。小智的困擾是什麼呢？

慢慢的，這種感覺變成了喜歡。

友誼就像一道彩虹，從普通朋

友、好朋友，到喜歡的對

象、親密的伴侶等，關係

會變化很正常。你的情感

有變化，對方知道嗎？

我不敢跟她表白，因為她有喜歡的人，

我怕這樣會影響我和她的友情。

老師相信你知道告白不成一定會帶來難

過、失落，但真正令你猶豫不決的，大概

是怕失去原本美好的友誼，落得「連朋友

都不是」的下場吧！尤其對方已經有喜歡

的對象，告白成功的機率可能比較低。

但是，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

能不能在一起，要看有沒有緣分，

不是單方面付出就會成功。告白不

成後，有可能可以繼續當朋友，也

有可能會彼此尷尬，不再往來，

這通常取決於被告白的一方，恐

怕也不是你能掌握的。

楊老師：

楊老師：

楊老師：

小智

楊老師：

楊老師：

楊老師：

祝福你面對自我鍛鍊的考驗，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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