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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

夜幕盛放煙花、人群歡呼擁抱，跨年夜裡，你是否也跟著大家一

起加入迎接新年的狂歡？但你想過，是誰規定新年是 1月 1日，又是誰

規定「這天」就是 1月1日？

「因為大家都用一樣的日曆，上頭寫著今天是1月1日啊。」

要是沒有曆法呢？假如有個反派角色一彈指，把世界上所有日

曆、時鐘都變不見，我們該怎麼知道一年過去了？

「看天氣就知道啦！」沒錯，春天來了又過去，等下一個春天再

來就是一年。

曆法
是誰定的？
撰文／張靜如　繪圖／Chiu Road 手路　
企編／李世榮　版面／丘山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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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025_封面故事-1219.indd   14 2019/12/19   下午9:48

曆法
是誰定的？

「看太陽也可以！」嗯，很聰明。「年」一般是指地球繞著太陽轉一圈的時

間，而日影長短會隨季節變化。所以，只要立一根木棒，測量正午日影由短變長再

變短的時間，就是一年。

除了季節、日影，大自然還有許多往復，也是以一年為計。例如，英國有人觀

察過每年「第一次聽到布穀鳥叫」的日期，經過十幾年記錄，他驚訝的發現─第

一聲布穀鳥叫的間隔時間，平均起來竟然等於 365天！

既然大自然就能記錄時間，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曆法？現在使用的公曆為什麼又

會是大小月交錯、每四年多一天呢？

往下看，你會發現曆法承載的不只是時間，還有對科學真理的追求、亙久的文

化習俗，一切的一切，都從數千年前的人抬起頭開始。

循環往復，就是時間
語言學家推斷，英文的year（年）和hour（小

時），其實來自同一個古老的字根yer，在兩千到
四千年前，它既可以指季節，也可以指一年，而它

最原始的意義，是輪迴或循環。可以說，先民對於

時間的概念，就起始於日升月落，季節往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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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塵囂的
撰文．企編／徐芊芊　繪圖／顏寧儀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探險者的樂園

「啊∼」我的朋友小珊在我眼

前從卡瓦勞極橋縱身一跳，消失了。

嚇壞你了嗎？別擔心，我們在紐西蘭

的皇后鎮，她正在體驗刺激的高空彈

跳，飛翔著欣賞峽谷的壯闊。

「你跟紐西蘭的發現者好像喔！

大膽又勇敢。」

「他是誰啊？」

庫配酋長啊，他是位受人尊敬的

毛利戰士，為了追擊騷擾自己部落漁

場的怪獸章魚，離開家鄉哈瓦基島。

在海上與大章魚苦戰的過程中，遠眺

見一列高聳入雲的雪峰，他便將矗

立這些高山的島，命名為「奧特亞羅

瓦」（毛利語即長白雲之鄉）。

紐西蘭

8     未來少年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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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大山大河的紐西蘭，

完全是小珊的冒險樂園。「告

訴你，我曾穿著雪鞋，手持冰

鑿，攀爬發源於庫克山的法蘭

茲約瑟夫冰河喔，庫克山可是

紐西蘭第一高峰呢！過程中我

完全體會了何謂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雪白大地映著千萬

年澄澈水藍的冰川，我彷彿與

自然融為一體，深感生命的美

好。」小珊快樂的向我分享她

受大自然感召的經驗。

紐西蘭主要分北島、南島，

面積約27萬平方公里，為臺灣的
7.5倍大，人口卻只有臺灣的五

分之一，大約450萬人，首都在威靈頓。官方語
言為英語、毛利語、紐西蘭手語。百分之五十

以上的人是基督徒。北島有不少火山、溫泉； 
南島則多冰河、峽灣，地理風貌豐富，因此有

「活的地理教室」的封號。

毛利人傳說，自己的祖先從一處叫「哈瓦

基」的地方飄洋過海，來到紐西蘭。現代研究指

出，毛利人是在西元1000到1300年間，陸續從
玻里尼西亞（太平洋中南部眾多島嶼的統稱）遷

移至紐西蘭生活。有學者更進一步調查毛利人更

古老的祖居地，你猜結果如何？他們相信毛利人

傳說的哈瓦基正是臺灣！臺灣的原住民從文化、

語言到基因上都與毛利人有著強烈相關性。下回

造訪紐西蘭時，你肯定會更感親切吧！

奧克蘭

威靈頓

基督城

庫克山

塔拉納基山

皇后鎮
蒂阿瑙湖

米佛峽灣

塔

斯

曼

海 庫   

克   

海   
峽

太

平

洋

故鄉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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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發財、新年快樂！

非洲侏儒鼠
與侏儒跳鼠並列世界上最小

的齧齒目動物。成年體重約

3～12公克，體長（含尾巴）

約3～8公分。主要棲息在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水豚
世界上最大的齧齒目

動物。成年體重約40～

50公斤，體長約1～1.3

公尺。主要棲息在南美

洲靠近水域的熱帶雨林

或莽原。

撰文／詹亞穎　繪圖／Singing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大鼠、小鼠，

上臺一鞠躬！

大鼠
──

水豚
小鼠──

非洲侏儒鼠

可不是嘛，這一等可是等
了十二年呢，想想人類的
十二生肖真不公平！

不公平？怎麼說？

等了好久，

終於輪到我

們齧齒目鼠

族當家了！

過年到了，

小老弟，

我們先跟

《未來少年》

的讀者拜

個年吧。

演 員 介 紹
40%的哺乳動物
都是齧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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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地球上的哺乳動物約有六千種，

我們齧齒目有兩千多種，就占了約四

成，比十二生肖中其他的哺乳動物多很

多吔，鼠年是不是應該多輪幾次？

嗯嗯，你說得有理！不過，

先別氣了，好不容易送走前

面那頭豬，我們先高高興興

過年⋯⋯

嘿嘿，說
到豬，也

就是「豚
」，

水豚兄你
這雄壯威

武的身材
，果

然是「鼠
如其名」

啊！

不過比起我們的老前輩，生活在四百到兩百萬年前的莫尼西鼠，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牠是目前已知最

大型的齧齒目動物，身長約 3 公尺、肩高 1.5 公尺，體重可達1噸，體型直逼河馬呢！

哇！好大的一隻鼠！相比之下，我⋯⋯真的好小好小啊！

雖說「吃甜甜好過年」，

水豚兄你是不是吃太多糖

了？嘴巴這麼甜。

我說的是實話。而且，最

重要的是，齧齒目的生存

利器，你一個都不少！

齧齒目征服全世界齧齒目動物除了種類數量非常龐
大，也是生活型態最多樣的哺乳動
物。牠們對環境的適應力超強，從凍
原雪地到熱帶沙漠；從大陸到海島；
從海岸到高山；從土裡到水邊；從樹
上到地下，包括人為環境在內，世界
各地幾乎都有牠們的蹤跡。

小老弟，不許你妄自菲薄！我們家族裡大部分的成員都跟你

一樣，有小巧的體型，可以在狹小的棲息處所，穿梭自如，

深切體現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精神！

小老弟，承蒙你的誇獎，

我的確是當今世上體型最

大的齧齒目！

水豚

非洲侏儒鼠莫尼西鼠

©Nobu Tamura/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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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覺得過年不用上學，還有壓歲錢可以領，很棒呢？呃⋯⋯

是這樣的，春節可不是一般休假，而是牽涉許多傳統習俗的重要節日。不論

期待緊張或開心，人一旦身處特殊狀況，就可能感到壓力。

但別擔心，我們一起請教楊俐容老師，了解過年可能碰上的壓力，並

學習破解壓力的密技吧，Let's go !

撰文‧
企編／

徐芊芊
 　

繪圖／
Hui 　

版面／
小鬥士

　

顧問／
楊俐容

　

馬上就要過年了，

你期待嗎？

！

情境一 大掃除
阿仁，別再睡

了，還不來幫

忙打掃！

幹麼掃除啦？過年就是

要放、輕、鬆。林大偉

家沒有大掃除，還出國

玩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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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這種措辭和語氣，就算沒跟父母大吵一架，

肯定也會挨罵，到頭來徒增壓力，甭想放鬆啦！！

那我該怎麼做？聽到爸媽要我大掃除，就覺得煩，

真不想掃。

你覺得大掃除很煩，進一步分析有兩種可能。第一，你不

認為過年時要大掃除。第二，你願意大掃除，但無法完全

配合父母的步調。

仔細想想，平時家事幾乎都是爸媽在做，過年時要準備

東、招呼西的，非常辛苦，雖然我不喜歡打掃，卻不至

於厭惡到無法忍受。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不妨當作偶爾幫爸媽忙，減輕

他們的負擔。心態一轉，免除了爭吵，家裡氣氛和

樂，自己的壓力也會減輕。

第一種狀況屬於價值觀的衝突。也就是對於某件事

的是非對錯，雙方認知不同。

碰上價值觀衝突時，首先，千萬不要掉入「誰對誰

錯」的陷阱。價值觀的建立來自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經驗，

沒有絕對的標準。像大掃除這種事，有些人覺得：過年一

定要除舊布新；有些人認為：過年就要休息，不想花費力

氣在掃除上。這是生活態度上的價值觀衝突，沒有孰是孰

非，所以爭論不僅是多餘，還可能引爆衝突。

第二步，嘗試理解

爸媽大掃除的動機，包括為什麼這麼在意大掃

除，但這不代表自己的觀點是錯的。

思考完父母大掃除的動機後，接著就得

問自己願不願意為彼此的關係，關照對方的需

求。在這件事上，你覺得呢？

71

P070-075_特企-紓壓.indd   71 2019/12/19   上午12:51



112    未來少年   2020.01

小甯

顧問／楊俐容      繪圖／蔡豫寧      企編／林韻華      版面／何心瑜・邱意惠

  人際關係是一生的功課，成功失敗都是學習的機會。只要繼續探索

和努力，一定會找到突破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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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願意跟我同一組，

我該怎麼辦？

聊天室心情

  楊老師，您好。我覺得我的

  人際關係不太好。

楊老師：碰到人際問題，年紀小一點的孩子

常說：「他們都不跟我好、他們很討厭。」      

開始思考「我的人際關係好像不太好」，這代

表你懂得反省，是從幼稚變成熟的歷程，很    

難得也很珍貴。不過，「人際關係不好」包括

許多情況，你的困擾是什麼？

  像最近的戶外教學，居然沒有同學肯

  和我同組，我非常難過。

楊老師：無論是分組作業、戶外教

學或畢業旅行，到最後才發現自己

孤零零、沒朋友，不管是誰都

會覺得受傷，甚至不知道該怎

麼辦。當時你的心裡一定非常

難過。

 會不會是我自己的問題，

 還是有其他原因，導致沒

  有人願意跟我同組？

楊老師：偶爾發生或是常態，一直都這樣還是

最近才開始，背後的問題和原因並不相同：

如果以前都沒事，這一次戶外教學才出

現沒人同組的狀況，很可能是最近同學對你有

誤解，或者你不小心得罪比較有影響力的同

學；要不然就是有人故意散播謠言，讓你變成

被孤立排擠的對象。

如果你本來朋友就不多，只是以前都有

老師幫忙安排，或者同學之間還沒有形成小圈

圈，那麼你就需要在交友上多下功夫。

   我該怎麼辦？

楊老師：遭受謠言或誤

解，最好趕快弄清楚

原因和洗刷名聲。你可

以請溫和友善的同學或

信任的老師幫忙。如果

你不擅長交朋友，可以

試著多付出分享，讓       

同學發現你的好；主動

邀約同學參加同組，不

讓自己落單；反省自己

是否有高傲或討人厭的

行為，並積極改善。

   好，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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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不是一天造成的，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下定決心開始行動，

就有機會愈來愈接近自己想要的「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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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婷

  我常常遇到一點小事就不耐煩，

  個性很暴躁。

楊老師：「暴躁」通常是指一個人不順心時，

陷入著急又氣憤的情緒，而且無法控制那股怒

氣，甚至會把它發洩在別人身上。小婷的情況

也是這樣嗎？

  沒錯，我常對父母或同學生氣。

楊老師：嗯，聽起來你不希望自己

一直處在這種狀況，不想破壞和爸

媽、同學的關係。那麼，你知道自

己為什麼會這樣嗎？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楊老師：性情暴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幾個：

1.  天生脾氣火爆：有些人天生敏感、反應激

烈、行為較衝動，一點事情都可能惹毛他。

2.  後天環境造成：事情多、壓力大、環境

糟、生活被干擾，都可能讓人脾氣暴躁。

有時候，身體的疾病、荷爾蒙的變化，也

可能造成性情改變。

3.  對事情過於執著：總覺得事情應該這樣、

應該那樣；碰到衝突，認為自己一定對，

錯都在別人。也可能太在意公正，變得斤

斤計較、憤恨不平。

4.  對人難以信任：個性多疑，常把別人無意的

行為解釋為故意，把別人友善的行為視為敵

意，或者嫉妒別人的成就和擁有。

5.  不擅處理情緒：不順心時，覺得煩躁是很正

常的事。但情緒需要紓解，擁有愈多解決問

題、紓解情緒的方法，就愈不易累積爆炸。

  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

  的心情平靜下來呢？

楊老師：你可以從下面幾個

方向著手，應該會有不錯的

成果：

1. 改善飲食：多吃能穩定情

緒，富含鐵、鈣、維他命B的

食物，如：牛奶、豆製品、

燕麥、橘子、香蕉等。

2. 掌握睡眠：睡不飽也會讓

人脾氣暴躁。當你疲累煩躁

時，可以抽空小睡十到二十分鐘，心情會比較

平靜。

3. 放鬆情緒：學習深呼吸、種花草、烘焙， 

盡量開懷大笑，練習控制衝動、換個角度想事

情、看別人，都能有效管理情緒。

4. 解決問題：如果暴躁情緒來自於外在問

題，就設法找到解決方法。你可以找師長幫助

你面對困擾，解決問題。

  謝謝老師，我會試試看。

楊俐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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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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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來吧！

我的個性暴躁又易怒，有辦法改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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