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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隻腳挺身而立，卻沒辦法四處移動；喜歡穿各種顏色的迷你裙、蓬蓬

裙、束腰長裙⋯⋯就像愛漂亮的女生，但同時是女生也是男生；隨處可見，公園、

街角、戶外野地、森林⋯⋯說不定你家裡的餐桌上也有，可是它卻得靠媒人才有

機會和另一半相遇；渾身散發香甜味兒，許多人把它當作禮物；更重要的是，沒

有它，全世界都要餓肚子。你應該猜到了，那就是花朵 ── 活生生的生命。

歡迎來到花開的花花世界。你可能沒想過，植物要開出一朵吸引昆蟲、鳥兒

的花有多了不起：分泌花蜜、散布香氣、各種顏色、姿態，費盡心機都是為

了讓牠們「拜倒」在花裙下，甚至連人類也甘心情願被花利用。請

繼續閱讀下去，看花兒如何各顯神通，施展十八般武藝，燦

爛了這片大地。

看花朵

大顯神通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右耳　

版面／李健邦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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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構造
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基本上由花萼、花冠、雄蕊和雌蕊組成。

當雄蕊的花粉落到雌蕊柱頭上就會受精，產生繁育下一代的種子。

花托  ●

＊�花冠（花瓣）：保護和幫助雄蕊、雌蕊完

成「終身大事」。

＊�柱頭：可以黏住花粉。

＊�子房：裡頭的胚珠受精後會形成種子。

＊�花藥：產生花粉。

＊�花萼：保護未開的花苞和花瓣。

＊花冠（花瓣）●

●  花藥＊�

●  花絲

●  花萼＊�

●  花梗

雄蕊

＊柱頭  ●

花柱  ●

＊子房  ●

雌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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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詹亞穎　繪圖／阿宛 Awan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大家好，我是蝙蝠小蝙。我知道在這個時間

點跟大家見面，是有那麼一點尷尬，畢竟人類目

前正面臨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很多人懷疑、推

測這種病毒可能源自蝙蝠，看到我們蝙蝠就生氣、

害怕、討厭⋯⋯

既然如此，小蝙我為什麼還是出現了？因為眼下有些真心

話，必須現在就說出來，早點告訴你們、早點讓你們知道，才有

機會避免蝙蝠、人類，雙方都受害啊！請聽我一一道來。 

不抓不吃不干擾，就不怕蝙蝠傷到你
的確，我們蝙蝠與任何生物一樣，會攜帶各種病毒。

不過你知道嗎？蝙蝠是非常古老的物種，早在約

五千萬年前，就已經出現在地球上。除了

「歷史悠久」，我們還有極強的適應

蝙蝠
真心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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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詹亞穎　繪圖／阿宛 Awan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力，這麼多年演化下來，已經能和許多病毒和平共存，其

中也包含了冠狀病毒。換句話說，即使冠狀病毒存在我們

蝙蝠身上，也不大會讓我們生病。

蝙蝠有能力與冠狀病毒相安無事，繼續繁衍族群，

但人類呢？具備這樣的能力嗎？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人類為什麼會害怕、恐慌。

然而，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的起源、傳播媒介等，

眾說紛紜，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尚未有定論，急著定罪

於蝙蝠或任何一種野生動物，然後趕盡殺絕，這不妥

吧？畢竟地球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園。

人類當前最迫切要做的是，不抓、不吃、不碰觸包括蝙蝠在內的野生動物（包含牠們

的體液、糞便），也不干擾、不進入野生動物棲息的地方（例如蝙蝠洞），才能大大降低

接觸、感染病毒的機會。這就是小蝙我要說的第一句真心話。

少了蝙蝠，並不會讓人類更好
隨著疫情升溫，開始有人類認為「如果沒有蝙蝠，病毒就會不見了」，真的是這樣

嗎？絕對不是！要知道，為了生存，即使沒有蝙蝠這個宿主，病毒們也一定會想辦法找其

他生物當宿主。所以病毒不會因為少了蝙蝠而消失，人類也不會因為少了

蝙蝠，就能免於病毒的威脅。

如果人類因為恐懼而執意要傷害蝙蝠，甚至消滅我們，

不僅無法解決人類的疾病問題，反而在失去蝙蝠的同

從這塊約五千萬年前的化石可看出，古代蝙蝠已有跟現今蝙蝠相似的外型，沒有多大的差別。

©Tommy from Arad/創用CC授權

生活在臺灣的

你，請放心，自SARS

之後，政府部門和相關保育團

體，開始對蝙蝠野生族群進行監

測。從近五年的監測來看，並未

從臺灣原生蝙蝠體內發現狂犬

病毒和人畜共通的冠狀

病毒。

也就是說，

臺灣蝙蝠沒有新型冠狀

病毒。看到牠們不用害怕，也

不需要刻意驅趕，更不要聽信

網路謠言，而去傷害無辜的

臺灣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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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的藥房不發號碼牌，每天19:00準時販售。那天我19:00到藥房，前面

已經排了很多人。排在後面的人心情都很忐忑，擔心買不到口罩。

沒多久，社區志工走過來，跟我後面不遠的人說：「你是第126個。」我數了

一下，她在我後面6個，所以我是第120個。這個資訊當然不足以安撫民眾躁動的心

情。為什麼？

藥房總共有200份口罩（每份3個）。按規定，每個民眾可買1或2份。如果大

家都買1份，我當然買得到。假設每個人都買2份，只有前100個人（200÷2＝100）

買得到，我就得打道回府了。

關鍵顯然是：有多少比率的人會買兩份？我先假設每5個人有3個人（比率    ）

要買2份，平均每5個人就會買掉2×3＋1×2＝8份口罩。想像5個人一組，總共可

賣給200÷8＝25組，因此可賣給5×25＝125人（好險！）。如果每5個人有4個人

（比率    ）要買2份，用類似的計算，會得到可賣給5×（200÷9）≒111.1，大約是 

111人，那我就不太有希望了。

怎樣的比率才安全？也許我應該算算，怎樣的比率會讓我變成最後一個人。為

了方便計算，我以比率     為例：

撰文／翁秉仁    企編／李艾澄    繪圖／陳佳蕙    版面／邱意惠

口罩排隊買

4
5

3
5

3
5

口罩數 ＝ 人數      ＋ 人數     ×

用更簡單的記法就是

 口罩數 ＝ 人數      ×（1＋   ）

保留這個算式的形式，可以得到口罩數的公式：

 口罩數 ＝ 人數      ×（1＋比率）

 由於我排在第120人，如果到我剛好賣完，那就表示

 200＝120×（1＋比率）

用大家都熟悉的乘除關係，可以得到

 （1＋比率）＝200÷120＝

因此知道這時的比率是

 比率＝    -1＝

3
5

5
3

5
3

2
3

3
5

≧

×÷±π
跟
數學
家學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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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如果我前面的隊伍裡，購買2份口罩的人數

比率不高於    ，那我就安全了。我看了看前面的人龍，年

輕上班族可能只買1份，但人數似乎不多，倒是有很多爸媽

爺奶在冷風中排隊⋯⋯

就在我觀察評估時，熱心的志工又回來了，這次他一個個確實詢問購買數量，到

我的時候，他說：「還有20份」（也就是到我是180份）。心寬之餘，運轉中的腦袋馬

上出現兩個問題：第一，依照志工給的資訊，

實際比率應該是多少？第二，估

計一下，這家藥局今天可

以讓多少人排

隊買口罩？

以上是不確定的預測情境。雖然我們知道「購買兩份的比率」不見得是確定的比

率，但這樣的思考，會讓我們更實際掌握處境，也能協助我們判斷─數學絕對不是

只有無聊的計算喔！

翁秉仁
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現為《數理人文》編輯委員。

≧
×

÷

±

π
學習數學不是悶頭計算，
也不是背公式，需要花時
間沉澱思考。

2
3

第一個問題留給讀者（答案在114頁）。

第二題，我要用一個有趣的方法來解答，這個方法不需計算購

買兩份的比率。假設比率是固定的，從公式

 口罩數 ＝ 人數      ×（1＋比率）

可以把（1＋比率）想成「口罩數：人數」的比值。由於我排在

第120人，到我的口罩份數是180份，全部總共有200份口罩，

所以得到下面的算式

 200：今天人數      ＝ 180：120 

因此得到

 今天人數      ＝120×（200÷180）≒ 133.3

也就是大約133人左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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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學時最大的嗜好，就是收藏「恐龍卡」。那是買口香糖附贈的卡

片，每個包裝裡的卡片都不一樣，拿到哪一張，完全看運氣。只要拿到珍

貴稀有的卡片，我一定會帶去學校向同學們炫耀。

「哇！好羨慕喔！」他們總是這麼說。那時大家都在蒐集恐龍卡，聽到這些話，

我覺得自己好有面子喔！

後來，我移民到美國。那裡的孩子不蒐集恐龍卡，他們蒐集另外一種卡片：

棒球卡，上面印有各個美國大聯盟職業棒球員的照片，背面是球員的各種數

據，像是打擊率、全壘打次數等。

同學間有話題，很重要
你能夠想像，一個黃臉孔的孩子，英文很破，拿出恐龍卡

秀給美國同學看嗎？我一次都沒有拿出來過。我反而跟美國同

學們一樣，開始蒐集棒球卡。當時，我連棒球比賽都還看不

太懂，就跟著同學們一起瘋狂買棒球卡、討論棒球卡，我

也覺得棒球卡超酷的。

撰文／劉軒　繪圖／Hui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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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經花了不少零用錢，對我非

常重要的恐龍卡呢？竟然就這麼被我打

入冷宮，收進紙箱。

每次我想到這件事，除了覺得好可

惜、好浪費之外，同時也提醒我：同學

的喜好，從眾的心理，對我們有多麼大

的影響。

好影響？壞影響？
和朋友們相處，總會彼此影響。有

些影響或許是好的，例如朋友個性特別

好，讓你很欣賞，想要模仿他。

但有些時候，同伴們也會帶來負面

影響。在學校，同學找你一起翹課、慫

恿你去便利商店偷東西，或者跟

你講不要和某某人當朋友，甚至

聯手起來霸凌他，這樣的情況

也是有的。

大家會想「跟別人一樣」
我們會屈服於同伴的壓

力，有幾種不同的心理原

因。有些人想要被別人喜

歡、被別人接受。他們

害怕如果不跟著大家

一起做，其他的人

就會取笑他們，甚至欺負他們。

而有些孩子忍不住誘惑，看到同

伴在做什麼，就會好奇，想跟著嘗

試。有些時候，光是聽到別人說

「大家都這樣」，就已經有足夠的

理由了。

你可能聽過大人說：「你們這些孩

子都在想什麼啊？胡亂跟風，花那麼多

金錢和時間去追星，真是不懂你們的流

行！」其實他們這麼抱怨，只會讓孩子

覺得大人不了解他們的世界。

大人的世界，也有大人的流行啊。

時尚雜誌裡，每一季不也在討論流行穿

什麼、買什麼。我們看手機或是等公

車，隨時隨地都會看到各種廣告，這些

也在影響著我們的喜好。其實，「從

眾」是很正常、也很難避免的行為。

劉 軒

哈佛教育學院博士班畢業。劉軒多年來鑽研心理學

領域，不但幫助他更認識自己，也給予他方法和力

量，度過人生各種階段和考驗。為了讓更多人和他一

樣獲益，他致力於利用各種平臺和形式，推廣「正向

心理學」，用輕鬆、多元的方式，讓生硬的理論化身

有趣、有用的知識。

45

P044-047-超好用心理學.indd   45 2020/3/17   下午8:58



例如同樣在南美洲、同樣是嚙齒動

物，史前的「莫尼西鼠」體重，居然

是水豚的十八倍！

由此可見，從化石即能推知，遠

古與現代的環境及生物，一定歷經了

天翻地覆的改變。

臺灣南投山區，挖出了深海鸚鵡

螺的化石；臺灣海峽的海底，竟有犀

牛和大象的化石。不只如此，酷寒的

南極大陸，出現了喜歡溫熱環境的蕨

類化石。奇怪，化石怎麼會出現在不

該出現的地方？還有，化石顯示的生

物大小，也和現生的種類大不相同。

窺探遠古的窗口—化石
撰文／李弘善　繪圖／火車　企編／蔡珮瑤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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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石頭的化石
除了硬邦邦的化石之外，足跡、印痕、毛

髮、包埋在琥珀的昆蟲，或是冰凍的長毛象，

甚至是古早的糞便，都可以稱為化石。

不要小看這些另類化石，從一片大大小小的

恐龍腳印化石，可以推測恐龍的體重、運動方

式，甚至速度。此外，分析糞便成分，還能揭

露古生物享用過的食物。就連琥珀中的氣泡，

都會告訴我們當時的空氣成分呢！

從化石也能推測古代的海流？！
南投縣境內的國姓和中寮兩地，都出土過鸚鵡螺

化石，出土地點附近還伴隨著鯊魚牙、海膽及螃蟹化

石。可見，這些海洋古生物是因為地殼變動，才會出

現在山區。

奇怪的是，目前臺灣海域並不是鸚鵡螺的產地，化

石究竟從何而來？鸚鵡螺死後，空殼會浮上海面。已

逝的地質學家黃敦友指出，遠古鸚鵡螺殼可能被海流

帶到臺灣附近，因此也可藉機推測古代海流的流向。 鯊魚牙化石

琥
珀
裡

的
昆
蟲化石

多久才有資格成為「化石」？
化石，是指很久、很久以前生物

留下的遺骸、遺跡或印痕。至於多久

以前才算？目前科學界還沒有定論。

根據美國聖地牙哥自然史博物館的定

義，年代至少超過一萬年，才有資格

稱為化石。

生物死亡後，身體柔軟的部分會

腐化，或被其他生物吃掉；堅硬的骨

頭、牙齒、外殼，如果被泥沙塵土層

層包埋，就有機會變成化石。

窺探遠古的窗口—化石

動物殘骸經過多年擠壓，原本

的成分會被周圍的礦物慢慢侵蝕、置

換。例如，原本雪白的鯊魚牙齒，可

能會變成紅色、棕色，甚至黑得發

亮！就算富含纖維的木頭，在大自然

億萬年的雕琢加工後，也可能轉變成

瑪瑙般的觸感和顏色。

依照這樣的定義，四千年的木乃

伊可以稱為化石嗎？以年代和成分來

看，顯然不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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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watery eyes   淚汪汪的眼睛

hay fever   花粉熱

fever   發熱

take someone’s temperature   

幫人量體溫

allergy   過敏

認識新字彙

Achoo!

Bless you!

Of course I’m not. 
It’s just the hay fever. 

A fever? Wait! Let me 
take your temperature.

Don’t worry. 
Hay fever is a kind of 
allergy that usually 
takes place in spring. 

Hey, buddy. Your eyes 
are red and watery. 
Are you crying? 

哈啾！Achoo! 

80    未來少年   2020.04

撰文／張齡心・方俊凱　漫畫／BaNAna阿蕉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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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5

take place   發生

itchy   發癢的

runny nose   流鼻水

stuffy nose   鼻塞

symptoms   症狀

pollen   花粉

trigger   誘因

swollen lips   腫起的嘴脣

Sure, I love
chips!!!

I’m sure you need 
some tissue paper. 

Let’s have some 
snacks. Would you 
like some chips?

張齡心

方俊凱

Isabel Chang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及師訓講師，愛說故事的 Isabel 老師常帶給
學生不同的驚喜。從小在南美洲長大，曾居住過北美洲，接受

過不同文化的刺激，在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及中文童話故事

中，找到她的興趣及創作靈感。

熱愛閱讀、運動和說故事的高中生。

Besides sneezing, I also 
have itchy eyes, runny 
nose, or even stuffy nose.

No wonder you 
look terrible.

These symptoms are 
driving me crazy!

 I love spring! Look at 
these beautiful plants.

Achoo! I am sorry. The 
pollen in the air is a trigger 
for my hay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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