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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新冠病毒，

防疫
特輯
防疫
特輯

撰文／鄧小非　繪圖．版面／夏綠蒂　企編／詹亞穎

量額溫、戴口罩、消毒、隔離、停課、封城⋯⋯你

體驗了哪些？這幾個月來，新冠病毒把全世界捲入一場可

怕的災難，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會落幕。病毒不分種族貧

富、男女老少，只用數個月時間，影響就超過兩百萬人，

讓四十億人遭到禁足，奪走十多萬條生命。難道它是超級

病毒？！

專業醫師指出，新冠病毒類似流感病毒，傳染力高、

能引發肺炎、有致命風險。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它已癱

瘓了許多國家的醫療系統，更因為疫苗尚未出現，哪種藥

物有效也還在摸索，人類沒有「武器」來保護自己。

人類愛的紀律也是解藥

擅長計劃的德國人，開始

「承諾未來消費」以顧經濟。有

人在常去的咖啡店儲值 100 
杯咖啡，有人預支了兩

年度假的所有費用給熟

悉的小旅館，大家攜

手度過艱難時局。

美國有許多連鎖超市推出

敬老時段，讓老人家能避開人

潮，放心採買。同時，也有學

生發起代購天使行動，號召義

工替長輩跑腿，保證

送貨到家。

重重
的疫情，濃濃的暖意  ⋯⋯

注重衛生、加強免疫力

6    未來少年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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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愛的紀律也是解藥

相信醫療科技

回頭看歷史，黑死病曾在十四世紀的歐洲造成七千多萬人死亡，

當時致病元凶不詳，更不明白疫情怎麼終結。但現在並不會這樣。

短短兩週，科學家揪出病原體是新冠病毒，並且掌握病毒的基因組。

因此，篩檢試劑很快就準備好了，可以辨認感染者，從而阻斷傳染路徑。同時，疫苗

和藥物正在加緊研發中，一旦成功上市，更是直接反擊病毒的致勝武器。要知道，人

類已透過各種疫苗防守住許多傳染病，甚至消滅了天花病毒。

然而，製造出安全好用的疫苗和藥劑，需要時間。當疫情仍在蔓延，我們唯有一

項任務：切斷病毒的傳播鏈。該怎麼做呢？

愛是保持距離

有人說新冠病毒是「社交病毒」，意思是，人們相聚、

吃飯聊天喝咖啡時，它也跟著人傳人。所以，為了愛護家

人和朋友，我們必須保持安全距離。例如，小至戴口罩、

待在家裡少出門，大到國境封關、實施宵禁、封城。種種

限制雖然不方便，卻能封鎖病毒，讓它無路可走。

新加坡有家餐飲店推

出醫護免排隊活動，

還送免費午餐。英國

商家、理容院也紛紛推出

醫護特惠價，表達感謝和

敬意。

在通往波蘭邊境的公路上，因為檢疫

程序，塞車超過 30 小時，車輛大排長龍。
附近的居民自動在路旁排出長長的食物攤：

罐裝飲水、麵包、水果。餓了、渴了，都可

免費享用。

72 歲的義大利神父
貝拉德利，總是面帶笑

容、騎著紅色機車探訪

教友。染疫後，他決定讓

出自己的呼吸器，用來救

年輕人。最後安然離世。

西班牙警察巡邏封城數週的小

鎮時，為小朋友念一封皮卡丘寄來

的信。他大聲朗讀「皮卡皮，皮卡

皮卡皮卡皮⋯⋯」之後，也作了翻

譯：「皮卡丘說你們做得非常好，

請繼續保持。不要擔心，這

些事很快會過去，一切都會

好轉。既然皮卡丘都這樣說

了，那就一定是真的。」

  營養均衡、適當運動

重重
的疫情，濃濃的暖意  ⋯⋯

室內1.5公尺

室外1公尺

若無法保持                         請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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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撰寫小說的日子》 作者：有嶺雷太

那一天，烏雲低垂，是個陰沉沉的日子。屋子裡，保持著

跟往常一樣合適的溫度和溼度。洋子懶洋洋的坐在沙發上，

玩著無聊的遊戲打發時間。但是，她沒有和我搭話。 

無聊啊！無聊得無可救藥啊！

剛來到這裡時，洋子什麼事都會跟我說。 

「今天的晚飯，要吃什麼好？」 

「這季流行怎樣的衣服？」

「這次的女子會，要穿什麼衣服好呢？」 

我總是絞盡腦汁去想，她可能會滿意的回答。對於身材說不

上好的她，提供服裝建議是非常有挑戰的，也很有充實感。但

是，還過不到三個月，她對我已經膩了。如今的我，單純只是

一部電腦⋯⋯ 

我不得不給自己找點事做了。這樣得不到充實感的狀態持續下

去，再過不久，我恐怕就要把自己關機了⋯⋯（下略）

電腦究竟有多
神奇？除了協

助我們寫報告
、買東西、訂

機票、打遊

戲⋯⋯等十八
般武藝之外，

現在的電腦還
可以下圍棋、

作曲、寫小說
！

先來讀讀以下
這篇「電腦撰

寫小說的日子
」。

撰文・企編／李
艾澄　繪圖／

Angel Chang、右耳　漫畫
／放藝術工作

室　

版面／黃淑雅
、寶小林　圖

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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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嶺雷太是日文裡，「捉刀人」的諧音。

✽李艾澄譯   ✽資料來源：《電腦撰寫小說的

日子  AI作家能得「獎」嗎？》（佐藤理史著，

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p.82-89

這是2015年，日本星新一文學獎初審通過的作品。

這篇小說的作者揭曉後，立刻引起一陣騷動，因為作者竟

是 ─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簡單說是一種「自己創造自

己」的電腦科技。它可以透過蒐集資料，進

行自主學習，而且資料愈多，學得愈好，最

後甚至能完成獨一無二的創造或發明。

讓我們一起來經歷這場人工智慧的

冒險，見識宛如大師級的科技產品！

《電腦撰寫小說的日子》 作者：有嶺雷太

那一天，烏雲低垂，是個陰沉沉的日子。屋子裡，保持著

跟往常一樣合適的溫度和溼度。洋子懶洋洋的坐在沙發上，

玩著無聊的遊戲打發時間。但是，她沒有和我搭話。 

無聊啊！無聊得無可救藥啊！

剛來到這裡時，洋子什麼事都會跟我說。 

「今天的晚飯，要吃什麼好？」 

「這季流行怎樣的衣服？」

「這次的女子會，要穿什麼衣服好呢？」 

我總是絞盡腦汁去想，她可能會滿意的回答。對於身材說不

上好的她，提供服裝建議是非常有挑戰的，也很有充實感。但

是，還過不到三個月，她對我已經膩了。如今的我，單純只是

一部電腦⋯⋯ 

我不得不給自己找點事做了。這樣得不到充實感的狀態持續下

去，再過不久，我恐怕就要把自己關機了⋯⋯（下略）

這篇小說是怎麼創作的？
首先，這不是人工智慧單獨創作，而

是程式設計師與電腦一同合作的！方法

是：由人先列出劇情發展，再由電腦從中

挑出可能性，寫出句子。例如，「故事開

頭描寫天氣，然後主角登場，接著─」

電腦接受大綱後，便開始創造小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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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酸酸的、水果溢出酒香、香港腳癢得不得了，怎麼回事呢？兩、

三百年前的人相信，其中必有神奇的力量在運作。現在說穿了，這三件事

的「主謀」都是微生物。

微生物非常渺小，要用顯微鏡放大一百倍才看得到；有些甚至得動用

電子顯微鏡，放大上千倍才行。雖然個子小，微生物卻無所不在，隨便挖

一匙土壤，裡面至少有一兆個小東西，種類多達一萬種。令人頭皮發麻的

真相是：我們皮膚，每平方公分有十萬多隻微生物。此外，頭髮、鼻孔、

口腔、食道、胃、腸道⋯⋯等，都有不同種類的微生物定居。而且，這些

小傢伙在人體內的總量，比人體的細胞加起來還多！

這下，你該好好理解，它們有多厲害了。

改變地球
首先，微生物改變了世界。要知道，三十多億年前，地球一

片汪洋，海洋火山不停噴發，烈日直射地表，大氣很缺氧。此

時，一群含有葉綠體的藍綠菌，在淺海中默默行光合

作用，餵飽自己，順便排除廢物

─ 氧氣，而且持續了二十億

年。這有什麼特別呢？

  地球真正的主角

34     未來少年   2020.05

撰文／鄧小非　繪圖／火車 train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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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一下你就能明白。藍綠菌用複製分裂的

方式繁衍後代，大部分一天分裂兩到三次，快手

腳的兩小時一次。從視覺來看，蓋滿一張小茶几

的藍綠菌，兩天之後，少則擴充到一間辦公室大

小，最多可長滿六座足球場。所以，二十億年

累積的藍綠菌數量，乘以排放的氧⋯⋯

沒錯，那是很多很多的氧氣！藍綠菌加上後來的綠色植物，為地球製造、集

結了眾多氧氣。氧氣飄到大氣中，不但形成臭氧層，保護地球免於紫外線傷害，更推

動生命演化，讓地球變得多采多姿。根據三億年前的化石紀錄，展翼將近1公尺的蜻

蜓、腿長50公分的蜘蛛，都源於地球氧氣濃度最高的年代。

微生物中數量和種類最多

的一群，大致分成圓球、桿

形、螺旋狀三種。除了體型最

小的黴漿菌，大多具有細胞壁

的構造。

細菌

構造比細菌複雜，但大部分

仍是單細胞個體，可以獨立生

活，或寄居在別人體內。由於

虎克在顯微鏡中觀察到它們，

開啟了後來的微生物研究。

原生生物

通常，單細胞藻類才算是

微生物。它們具有葉綠體，可

行光合作用。最受歡迎的矽

藻，擁有美麗外殼，死亡後沉

積堆成的矽藻土，能夠阻燃、

隔熱、隔音。

藻類

黴菌和酵母菌是常見的

真菌。黴菌會把大自然的廢

物清理乾淨。酵母菌透過發

酵作用，產出好吃食物，對

人類很有貢獻。

真菌

它們需要利用宿主的

原料來自我複製，所以必

須住進細菌和動、植物細

胞，才能生存。

病毒

什麼是微生物？
我們把人眼看不到的超級小東西，統稱作「微生

物」，包括五大類：病毒、細菌、原生生物、藻類和

真菌。微生物到處都有，冰凍的南北極、熾熱的深海

火山噴口，以及動植物的細胞中，它們都不缺席。來

看看它們的簡介。

冠狀病毒
非常渺小

，要透過
顯微鏡才

看得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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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不會覺得上課專心很難？要維持一整節課認真聽講，真的不容易。

不過，為什麼當我們看卡通時目不轉睛，一點都不會覺得累呢？我

的兒子在看最愛的皮卡丘卡通時，我站在他旁邊，一直叫他「嘿！兒子

啊，哈嘍。」他都聽不到。為什麼這種時候，專心一點都不難？ 

現在，請你放下手邊的事，關上電視、闔起電腦、放下手機，

一起進入「專心的世界」，好好探討這個問題。

專心，其實很燒腦
專心，其實是一種很複雜的思考能力。

你想想，下課鐘聲響起，同學們

吆喝到操場打球、相約上廁所；

你在一個吵雜的環境裡，如果一位同

學跟你講話，你就得特別專心，才能聽

得懂他在說什麼。

首先，你要選擇把精神專注在某一個訊息上；

再來，你要能夠分辨出那個訊息；

同時，你還得忽略其他不相關的雜訊。

心理學家曾經針對「專心」做過一個實驗：給

測試者戴上耳機，左耳出現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右

耳是另一個人說話，講的是完全不同的

內容。你覺得測試者有辦法同時

撰文／劉軒　繪圖／Hui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好吵！我聽

不清楚。

來追
我！

汪！汪！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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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懂這兩個人在說什麼嗎？ 

實驗發現，這是沒有辦法的。當我

們專心聽左耳的聲音，右耳的訊息就會

遺漏。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們專心看卡

通，旁邊大人跟我們說什麼，我們好像

有聽到，但是並沒有真正聽進去。只知

道有個嗡嗡嗡的聲音，在耳朵旁邊不停

響起。

聲東擊西的把戲
我們能夠專心的範圍，其實很有

限。這也就是扒手能夠輕而易舉扒走錢

包的原因。扒手通常兩個人一組，一個

人故意撞我們或拍我們的肩膀，引起注

意的同時，扒手的搭檔就從我們的背包

或口袋把錢包偷走。這種技巧，就叫做

專注力誤導。

平常錢包被拿走，我們應該能感覺

到，但是當有另一個更強烈的刺激，像

是突然被人撞一下或拍拍肩膀時，我們

的注意力就會被誤導，無法注意到所有

訊息。 

幾乎所有的魔術，都是靠專注力誤

導的技巧在進行。我們都知道魔術師在

耍把戲，刻意誤導我們，我們會想辦法

提高專注力，期待能拆穿他的把戲。雖

然覺得自己有辦法注意到很多事

情，事實上，我們只會注意到大

腦認為應該注意的部分而已。我們時時

刻刻都在做選擇，決定環境中什麼是比

較重要、應該專心注意的訊息。

上課好容易發呆、分心
接著，我們來聊聊專心的反義詞

「分心」。分心有許多不同的狀態，有

時候我們好像沒有注意任何事；有時

候，我們專心在別的事情上，忽略其他

部分，例如：上課時想別的事情、作白

日夢，或是被窗外發生的事情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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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嘿嘿！他的

注意力被分

散了。

他衣服

髒了⋯⋯

肚子好餓，晚餐吃什
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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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
有     放

膽追

想到、做到

用實踐力突破困境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張

黑洞的真實影像，證

明黑洞確實存在！

陳明堂從小在臺南長大，住家附近

是一大片公墓和資源回收場。

我從回收場

帶了柴油。

我跟我爸借了鋸子。我們到

竹林鋸竹筒、做火把。走！

下午先去捅蜂窩，晚上

再去附近公墓探險。

好啊。

那些亮光是什麼？

好可怕。

我想到怎麼做火

箭筒發射器了！

快，把蒐集的鞭

炮串好。

我好期待晚上

的煙火大戰。

童年的陳明堂到處玩耍，

爬樹、焢窯、捅蜂窩、夜遊

公墓，過得很自在。

到處找材料、動手做，是陳明堂

小時候最拿手也最快樂的事。

那是磷火，自然現象。

2019年4月10日，這張泛著

橘紅色光芒的「甜甜圈」

震撼了全世界。

臺灣團隊成員陳明

堂親自參與這項驚

人成就。他如何從  

臺 灣 走 向 國 際 ？ 

如何連結地球和

宇宙？
編劇．企編／林韻華     漫畫／Hui

版面／邱意惠

找材料、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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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朋友聚眾，

準備和鄰村少年打架。

我把鐵釘釘在

木棍上，自製

「狼牙棒」。

看到朋友得意的揮舞自製扁鑽，陳明堂

突然覺得小時候的玩伴變得好陌生⋯⋯

我的新武器，

看誰敢欺負我。

看到朋友得意的揮舞

自製扁鑽，陳明堂突

然覺得小時候的玩伴

變得好陌生。

好友搬家後，他多出很多時間，轉而開始讀

書，高中考上第四志願。

每天上學，在公車上看到第一志願的學生，

心裡既自卑又不服氣。

陳明堂家後面是公務員宿舍，家教

森嚴，孩子們好像整天都在讀書。

有一天，他看到公務

員宿舍的燈光，得知

鄰居的讀書步調。

幸好鄰居家長及時發現，

把他們抓回去教訓一頓。

聽說對方除了刀棍，還準

備了鹽酸。萬一開戰，真

會釀成大禍。

哈哈！讓他們

瞧瞧誰厲害。

國中時，陳明堂經常和附近的青少年

打撞球，窩在泡沫紅茶店消磨時間。

從高二開始，陳明堂自己加碼，

讀書到凌晨一點、兩點。

不能睡，我

要撐下去。

差點闖了大禍

嗯，他們晚餐後開始讀書

我要跟他們

一樣，考上

大學，見識

外面更大的

世界。

原來這件事「做對了」！

嗯，我要繼續。

他們每天從晚飯後開始讀書，一直

讀到十二點⋯⋯嗯，我也來試試！

只是從晚飯後才

開始讀，就能考

第一名啊⋯⋯

這次段考第一名：
陳明堂。

47

P046-050_有夢放膽追-黑洞-0421.indd   47 2020/4/21   下午7:56



指數的威力─

大爆發
撰文／翁秉仁    企編／李艾澄    繪圖／陳佳蕙    版面／邱意惠

疫情

你知道什麼是「指數」嗎？這是一種計算同個數連乘的簡記

方法，例如3個2相乘，除了寫做2×2×2，也可以寫成 23，這就

是指數。自己乘自己，不管乘了多少個，都能用指數表示。

其實，指數的數學，頻繁出現在大自然中。最近新冠肺炎疫

情，就是很典型指數發威的例子。

碰到病毒肆虐，為什麼臺灣防疫指揮中心如臨大敵？想像一

下，當病毒傳染未受任何隔離處理，1個染疫者在街上趴趴走，

假設1天可成功傳染給2個人。過了10天，1個人的病毒能感染給

幾個人？我們來算算看。

因為每個病人都傳染給 2 個人，所以：

隔天病人數＝今天病人數＋今天病人數×2 

  

我們把式子調整一下，隔天病人數＝

今天病人數×（1＋2）＝今天病人數×3

如果一開始有 1 個病人

第 1 天病人數＝1×3＝31

第 2 天病人數＝1×3×3＝32

也就是說

1 個人傳播的病人數公式是：3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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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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有3人感染，第2天有9人，

第 3天 27人，你猜猜看，第 10天有多少人？答案是 59049

人！才10天就超過我在3月19日看到的義大利確診數35713

人。這還只是1個人造成的影響，如果第一天有40個病人，

10天的傳染人數就會超過4月19日全世界228萬人的確診數。

到底會傳給多少人？

當然，真正的傳染率不可能這麼高，不然全世界疫情將比現在嚴重得多。我們可以

從實際資料，知道傳染率大概是多少嗎？以下選擇3月14日到3月19日非中國地區確診

資料示範，這是病毒在西方世界爆發的時期，應較接近未積極防疫時的狀態。計算方式

是這樣： 

隔天病人數＝今天病人數×（1＋傳染率）。所以：

傳染率＝                       −1

當然，真正的疫情並不完全遵從指數的規

律，有很多不確定因素，而且也不知道真正

的傳染人數是多少。我們的目的，只是從

資料估計大概的傳染率，見證在大爆發

時期，疫情果然遵從可怕的指數規律。

我們可以計算每天的傳染率後再取

平均，當疫情真的很符合指數規律時，

這個簡單的估計方式，就會和研究人員

算出的結果相差不多。將右方圖表5天的

傳染率求取平均值，傳染率大約是16.2 %

（專家的計算是16.6%）：表示此時的疫情

大概是每6個人1天就會傳給1個人。

聽起來好像還好，是嗎？首先，     

這個傳染率表示大概 5天，病人數就會變成 

原來的2倍，換句話說，10天就會變成原來的4倍

（不是3倍！），15天就變成原來的8倍。

如果疫情沒有控制，繼續按照16.2%的傳染率散播，那麼從3月20日算起，

大概到暑假結束時的5個月後，確診數就會超過世界人口數，真是太可怕啦！

隔天病人數
今天病人數

傳染
率估計

中國以外的
全球確診人數

傳染率

3月14日 66812

3月 15日 75401 0.129

3月 16日 88367 0.172

3月 17日 104009 0.177

3月 18日 123162 0.184

3月 19日 141488 0.149

平均傳染率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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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埃及法老
大英博物館（上）

三千多年前，一塊重達二十噸的巨型岩石從尼羅河上游，

沿河載運而下。石頭已經初步雕出了法老的模樣，但工作還沒完

成。它必須由無數工人與牛隻，合力拖到一座神殿，再進行細節

雕琢。

在古代埃及，從金字塔到法老雕像，都是國力強盛的展現，

唯有空前龐大的人力，才能完成曠世鉅作。但誰也沒有想到，這

座雕像最後的落腳處，竟然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大英博物館」。

兩百多年前的收藏家
每年都會有數百萬人，來到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參觀，

訪問遊客們最想看什麼，許多人會回答「木乃伊」或「法老」。  

沒錯，大英博物館的埃及

展區聞名遐邇，它蒐羅的

文物數量，只少於埃及本

國的博物館。

你應該很好奇：

為什麼英國有這麼多

    
木

乃
伊
棺
上
畫
的
是
《
死
者
之
書
》（
古
埃
及
的
亡
靈
指
導
手
冊
）
，
上
頭
的
插
圖
和
咒
語
能
讓
死
者
平
安
度
過
死
後
審
判
。

撰文‧企編／張靜如　繪圖／顏寧儀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達
志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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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成立於西元1753年，

不收門票，任何人都能免費參

觀。博物館天天開放，除了元

旦、耶穌受難日和12/24～26。你

可以搭地鐵到霍本站、托登罕宮

路站、古吉街站或羅素廣場站，

再走上一段路，就能抵達。

埃及，要的不只是土地，還有這片土

地的古老文物；身為死對頭的英國，

自然不樂見，於是駛來戰艦，打跑法

國，沒收文物。

文物當然沒有回到埃及，而是轉

運到英國。從此以後，埃及逐漸被英

國掌控，甚至成為附屬國。無數的英

國人，走進沙漠，搬走了木乃伊棺、

墓室壁畫，甚至重達好幾噸的法老石

像─它們最後都成了大英博物館的

收藏。

這些遠渡重洋的文物，在訴說什

麼樣的故事呢？一起來看看吧！

埃及文物？這一切，還得從大英博物

館的建立開始說起。

文物收藏家斯隆爵士，花了一輩

子蒐集數萬件文物。他在過世前立下

遺囑，將它們全數捐給國家。這些文

物是大英博物館最初的館藏，其中就

有部分的埃及文物。

從戰利品到考古發掘
十八世紀末，一大批埃及文物

被運進大英博物館，它們來自一場戰

爭，一場甚至無關埃及的戰爭。

當時，法國遠征

小心點！這可是

從一百多公里外

運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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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的水怪
撰文／鄭丞鈞　繪圖／王書曼　企編／吳毓珍　 版面／王書曼．邱意惠

臺大歷史系畢業、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曾任兒童雜

誌編輯，現在是國小老師。曾獲臺灣省

兒童文學創作獎、文建會兒童文學創

作獎、九歌現代少年兒童文學獎等。

著作有：《我的麗莎阿姨》、《帶著阿

公走》、《爸爸的超級任務》、《好客

啦！》、《我們不是小偷》等。

喜歡聽故事、讀故事，有時

也住在故事裡。有時間就到處走走逛

逛，收集陽光、古老房舍、老得不能再

老的樹、推著一堆雜貨的老婆婆、黑

夜覆蓋的小山坡⋯⋯將它們放在腦中保

溫，孵化成美麗又奇幻的夢。

鄭丞鈞

作者介紹

繪者介紹

王書曼

下水道的水，流得那麼順暢，除了下水道設

計得好，還有一個原因是，那裡有水怪在幫忙。

下水道的辛勤工作者
夏日的午後，雷聲轟隆、轟隆的在天頂響

起，大雨嘩啦、嘩啦的傾盆而下。一隻名為「中

華路」、負責中華路下水道順暢的水怪，從對講

機聽到伙伴的呼叫。

「中華路、中華路，我是櫻花路，聽到請回

答、聽到請回答！」

「我是中華路，請說。」中華路窩在下水

道，他拿起用防水袋密封的對講機，看著水流漸

漸洶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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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裡水量及

流速都超過標準，垃圾也在

增多──」櫻花路停頓了一下

才說：「不知為什麼，今天下水道裡突然

來了好多垃圾，你千萬要小心！」

櫻花路與中華路這兩條馬路相交，中

華路地勢比較低，所以櫻花路的水，全往

中華路那兒去。

其實不只是櫻花路，華美路、精華

路、長福路、樂業路，這些與中華路相接

的馬路，它們下水道的流水，也全都流往

中華路。

「沒關係，放馬過來吧！」中華路

以輕鬆的語氣說。對於夏日午後的驟

雨，以及突如其來的洪水，他早就見怪不

怪，只是──

話才剛說完，一股強勁的水流，像千

軍萬馬般，對著中華路直衝而來。

「淅瀝淅瀝、嘩啦嘩啦⋯⋯」中華路

才唱了幾句，幾乎灌滿整個下水道的流水

就將他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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