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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是舉世聞名的巧克力王國。

根據調查，比利時每人每年平均吃掉10

公斤巧克力！有五分之一的比利時人幾

乎天天都吃巧克力；絕大多數的比利時

家庭也隨時備有巧克力。此外，定期

舉辦的巧克力展覽，吸引了數萬人

潮，首都布魯塞爾甚至設有巧克力

博物館。

這個「甜中帶苦」的國度，還

有哪些故事呢？一起來看看吧！

布魯塞爾大廣場

石塊鋪砌的地面，周圍環繞了四十

棟巴洛克與哥德式建築，許多外牆和屋

頂還有細緻的金色雕塑，美輪美奐。再

加上偶有馬車經過，給人一種穿越到中

世紀歐洲的奇妙感受。

這裡是布魯塞爾大廣場，位在首

都布魯賽爾的中心，號稱全歐洲最美

麗的廣場，在 1998 年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

比利時

甜蜜又苦澀的中立國

市政廳是大廣場上最顯目的建築，不僅外觀

雕刻精細，高90公尺的尖頂鐘塔更是哥德式

建築的典型特徵。

撰文／徐芊芊　繪圖／顏寧儀　企編／史黛西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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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廣場」在荷蘭語的原意是指大市場。平

日，白天有花市與鳥市，漫步其中，氣氛悠閒。

到了晚上，所有建築物都打上燈光，彷彿進入一

個夢幻世界，真可說是「一個廣場兩種享受」。

布魯塞爾大廣場以市政廳和國王之家為主

體。市政廳是行政中心，為廣場最高建築。國王

之家原本是公爵的住處，現在則是市立博物館，

裡頭收藏了「尿尿小童」的衣服。尿尿

小童雕像和比利時巧克力一樣舉世聞

名，它的本尊就在廣場附近，只是

雕像非常小，身高不過 50 公分，一

不小心便會錯過。

地處西歐，1831年宣布為永久中立
國。總人口約 1100 萬人，國土面積為 
3 萬平方公里。首都布魯塞爾有「歐洲
首都」之稱，是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等大型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

官方語言為荷蘭語、法語與德語。

比利時

布魯塞爾街上

一隅，有個站在石

雕噴泉上的小男

孩—尿尿小童。

這座青銅雕像已有

四百年歷史，關於他的傳聞豐富

又離奇，其中最有名的一則是—

有個男童半夜起床看見法軍正要

以火藥炸城，他靈機一動，撒尿

把引信熄滅，拯救大家。為了感

念小童，才有了這座雕像。

尿尿小童

布魯塞爾區

荷語共同體

法語共同體

德語共同體

比利時的行政區有兩種劃分方式，

一是以地區，一是以人民的母語。

弗拉芒區

瓦隆區

三個共同體三個地區

國王之家在市政廳對面，裡面

展示尿尿小童的衣服，是各國

使節送給小童的特色服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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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一顆岩石組成的星球，它不只擁有獨特的生物，還有另一種豐富的寶藏──

礦物。藏身在石頭裡的礦物雖然沒有生命，卻和生物及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

礦物來自地底的岩漿，以千變萬化的樣貌出現在我們身邊，堪稱是地表上的大明

星。看看它們在地球扮演的角色──哇！這不就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景象嗎？沒錯，礦

物能組成各種岩石，經過巧妙的變身與裝妝，還能在我們周遭上演精采戲碼，不知

不覺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礦物們高明的喬裝、完美的融入，常常讓我們忘了它們的存在。如果把生

活場景，看成是一部由礦物主演的電影，那可是眾星雲集。不相信嗎？來瞧

瞧礦物明星們現身說法！  

撰文／張馨心　繪圖／顏寧儀　版面／李健邦　企編／林韻華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高科技產品裡，

常有銪銪、鑭鑭等稀土

金屬的成分。

現代建築是礦

物完美的演出：玻璃從

石英砂提煉，牆壁裡有鋼

筋，混著石灰岩做成的水

泥，外面鋪上美麗的花

崗岩。

地底來的 礦物百變巨星

14     未來少年   2020.06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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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礦物，什麼關係？
在地底下滾燙的岩漿裡，有各

種元素和化合物，例如鋁、鈣、二

氧化矽。當岩漿冷卻之後，就會形

成岩石。在冷卻過程中，岩漿裡的

元素和化合物會單獨或組合形成礦

物，例如硫磺、石英和長石。換句

話說，礦物和岩石是同時誕生的，

而礦物是組成岩石的成分。如果把

礦物比喻為一個個的明星，那岩石

就是明星們組成的團體──不同礦

物會組成不同岩石。 

珠寶、首飾，還

有化妝品內的成分，

都少不了礦物幫忙添

加顏色和亮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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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理學，能知道別人心裡想什麼嗎？那倒未必。

它跟算命一樣嗎？也不是。學心理學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除了可以學到知識以外，最大的收穫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

在揭曉之前，我想先分享一個親身經歷。去年暑假，

我帶著家人到美國奧蘭多市度假，那裡有迪士尼樂園、環

球影城，簡直是遊樂園的天堂。我們全家都超

級期待這趟旅行。

差點搭不上飛機，怎麼辦？
我們從紐約準備搭飛機，一踏進大廳，看到人山人海，

櫃檯前的隊伍繞了大廳好幾圈。原來，幾天前有暴風雨，天候不佳，

造成飛機班次大亂。我們只好拉著行李排隊，祈禱能順利搭上飛機。 

等著等著，兩個小時過去了，櫃檯離我們還有好長一段距

離。不只我們著急，其他乘客也快受不了。有

幾位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站在四周維持秩

序，面對不斷抱怨、情緒化的乘客，他們

看起來好疲憊。

撰文／劉軒　繪圖／Hui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78    未來少年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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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抱怨，還可以……
我聽到前面的大叔對著服務人員大

罵：「我要趕不上飛機了，現在叫你的

主管出來！」這位服務人員無能為力，

只能不斷道歉。後來，那位服務人員走

到我旁邊，我趁機對她笑了一下，說：

「你一定等不及下班回家泡個舒服的熱

水澡吧。」

服務人員原本以為我要跟她抱怨，

完全沒想到會聽到這句話。她愣了一

下，然後笑著回答：「我要邊泡澡，邊

吃一大桶冰淇淋。」比起幾分鐘前的疲

憊喪氣，她看起來變得有精神，也友善

許多了。

我說：「你們這兩天真是辛苦。」

她說：「謝謝，我們盡力了。」

這時候，我用平靜的口吻跟她說：

「我跟我的孩子真的很困擾，飛機剩不

到三十分鐘就要起飛了。他們期待很久

的迪士尼樂園，說不定今天到不了。你

建議我們怎麼辦？」

她聽完，看了一下我們全家，

揮揮手帶我們到

另一個櫃檯，跟

她的同事說：「嘿！他們快趕不上飛機

了，先幫他們辦理一下。」

因為她的幫忙，我們一家人真的在

最後一秒成功搭上飛機！我跟我太太看

著小孩們開心的微笑。為什麼我能夠獲

得那位服務人員額外的幫助呢？因為我

們對彼此發揮了「同理心」。

同理心意外化解驚險
「同理心」就是心理學帶給我最

大的收穫。如果那位服務人員沒有同理

我焦急的感受，可能只會讓我們繼續排

隊，而我們就沒辦法趕上飛機，也沒辦

法當天抵達迪士尼樂園。

同樣的，如果我沒有發揮同理心，

理解這位服務人員的辛苦；如果我也和

前面那位大叔一樣劈頭大罵，你覺得她

會想聽我的訴求、帶我到另一個櫃檯，

請同事幫忙嗎？

在這個經驗裡，因為我們都運用了

同理心，體諒、理解彼此，因此翻轉了

這趟驚險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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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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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為了買一送一或特惠折扣而瘋狂排隊搶購食品，最後把冰箱

變成吃不完商品的倉庫。怎麼讓農家辛苦收穫的農產品，尤其是有機農產

品（不使用毒性化學農藥和速成化學肥料），被好好珍惜，這是我很在乎

的事情。

剛務農時，不懂得如何避免香氣強烈的土芭樂被果蠅入侵，導致大

部分的果實變成垃圾丟棄。幸好後來找到方法，在芭樂幼果期套上紙袋保

護，才有機會嚐到芭樂的香甜。軟熟的芭樂加上我做的手工黃梅果醬打成

4

撰文‧圖片提供／陳淑慧　繪圖／大頭針盒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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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金黃色果汁，在市集冰涼販售，很受大人小孩喜愛。

探訪破落的街村
昔日繁榮的省道公路臺六線街上店家，因產業沒落而紛紛歇業。只有路口

麵店每逢假日造成鄉間小路大塞車，還有整修完成的穿龍豆腐坊生意愈來愈興

隆。只是戶外桌面每天因來往車輛揚起的塵砂而蒙一層灰，臨路兩旁的屋子被

迫緊閉門窗、拉上鐵捲門。

不久前才流浪到這裡的橘色花斑貓活潑愛玩，逢人就磨蹭，在腳邊

撒嬌，幾天後，卻在過馬路時被疾駛的車輛輾過。肇事車主毫不

遲疑的將車開走了，抱起痛苦身亡的橘貓，我心痛的想，能做

些什麼來終止破落的老街呢？ 

有同樣理念的年輕朋友一一探訪鄰居，將踏查的資

料畫成街村活力圖。我和這些年輕人有了新目標：要讓

一百八十年前客家先人以手修築、有著穿龍圳水流經的

老屋──臺六線福基村，成為新移居人的快

樂村落。

注入年輕新活力
夢想很快成為進行曲，豆腐

坊對面正在招租的老屋，立馬成

為我們改造福基村的新據點。嚮

往農村生活的都市青年，在工作

之餘，動手整修門廳塌陷的天花

板，去除斑駁的壁癌，重新整修

粉刷牆面。我們將租來的屋子當

成自己的家整理。

農村裡將開設一間販賣有機土

芭樂和各式農產品的小店，這想法打動中興

大學的客座教授，出錢安排國際學生進駐四

天三夜，一起投入改造。木工師傅帶著學

生們在老屋旁的空地拆解回收來的舊棧板

撰文‧圖片提供／陳淑慧　繪圖／大頭針盒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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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課作 文

學生描述生活經驗，多能交代事件的開

始、過程、結束，向讀者傳達「來龍去脈」，

但要讓讀者「感同身受」，「臨場感」的經營

是很重要的鋪寫。

一次受傷的經驗
「我騎著表哥的變速腳踏車，感覺威風極

了……一隻黑狗衝出來，嚇得我連人帶車摔倒，

流了好多血。表哥背我去診所擦藥，痛得要命，

但我不敢哭……傷口好得很快，我忘記了痛，又

踩上腳踏車，兜風去。」

文章描寫了如何受傷、擦藥、傷口復

原等過程，事件的表達雖然完整，然而以

「受傷」作為主題，讀者並未感受到主角的

驚慌、疼痛，甚至連傷口的位置、模樣也不

清楚。這樣一篇的書寫，僅止於呈現出作者

「本身」的經驗，少了與讀者的連結、碰撞，

較為可惜。

經營臨場感，要能為經驗「截圖」。

就像影片的預覽縮圖，流動的影片是一段情

節，縮圖即是截取情節中感受最深刻、轉折

最精采的一幕，運用定格的畫面發揮引人點

閱、召喚記憶的效果。

為傷口截圖
敘述受傷的經驗，當然要為傷口「截圖」。

比如描寫擦傷：「泛血的膝蓋上，有小

石粒磨劃的線條。潮溼的表面漸漸乾涸，凝

成一層褐色的薄痂」；傷口隨著時間的變化

也有觀察的趣味：「握把在手肘上啄出一枚

灰色如胎記的吻，漸漸暈染成青紫抽象畫，

再淡化成一抹芥黃，如不小心沾上的醬油印

子」；還能加點想像力，用比喻來寫：「強

風一拍，來不及收回的拇指瞬間被門夾扁，

凹陷的透明指甲竄上暗紅，彷彿一片薄薄的

昆蟲甲殼。」

寫出臨場感
撰文／李崇建　繪圖／王孟婷　企編／詹亞穎　版面／李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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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小 檔 案

千樹成林創意作文，快雪時晴創意作文創辦人。喜歡寫故事、說故

事，常將故事說一半，以故事「懲罰」學生，讓學生氣得牙癢癢，只

好自己找書來看。小時候功課不好，長大後罰自己寫字，成為教育書

作家，因為特別懂得孩子的心靈，至今已出版十餘本書。

生動的畫面能瞬間喚醒疼痛的回憶，將

讀者拉進角色的經歷，這就是臨場感。

搖晃你的感受
下面是根據學生練習，老師改寫過的文

字，試著在閱讀中捕捉「臨場感」：哪段敘述

能引發你感覺「過癮」、「緊張」、「疼痛」、

「輕鬆」或更多心情？哪段文字能在你的腦海

中描繪出鮮明的畫面？

夏日的午後，不怕淌汗的孩子們，在巷子

裡踏著單車呼嘯。那時家裡沒有單車，個兒矮

小的我總蹭在鄰居屁股後面，想沾一點馭輪的

神氣。一回坐上表哥那輛銀色十八段變速腳踏

車，在夢裡練習百萬次的雙腳，總算踩出唰啦、

唰啦響，那一刻真覺得自己是哪吒！　

一個加速轉彎，迎面衝上一頭黑犬，全力

打圈的雙腳頓時失去節奏，連人帶車歪倒在

地，前輪還翹在空中轉呢！劇痛如火竄上我壓

在後輪下方的左腳，表哥急忙搬開單車，一把

背起我回去。鮮血汩汩汩冒出，溼了半隻拖鞋，

染紅表哥的白色制服。

腳後跟的皮讓輪軸削掉了，我瞪大眼睛看

著白色的肉，反覆淹沒在湧出的血裡，紅花般的

紗布開了滿地，腳跟彷彿安了彈簧，一彈一晃的

疼痛在玩鬧著，我咬白了脣，不敢哭。

傷口復原得很好，新生的肉覆在腳跟，像

一朵雲，晚上我都捏著它入睡，疼痛常像夏天

的驟雨，來得凶猛而短暫。半年後我有了自己的

單車，仍馳風如哪吒，不過每逢轉彎，腳上的

踏板，會緩一緩。

請以「受傷的經
驗」、「犯錯的

經

驗」、「離別的
經驗」或其他生

活

經驗為題，書寫
一篇文章。截取

事

件中的「預覽縮
圖」加以描寫，

營

造經驗的「臨場
感」。

牛刀小試

來寶去吃「吃到飽」，

他說：「我吃了好多東西，

好飽啊！」但讀完這句話，根本

感覺不出來寶到底有多飽？若

換成：「我吃太多了，食物都

快滿到喉嚨，肚子脹得跟

氣球一樣，褲頭的鈕扣也

快撐壞了！」是不是讓

你比較有共鳴呢？

請你跟我這樣做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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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認識新字彙

What?!

I see. In Taiwan, 
Father’s Day falls on 
August 8th !

Come on in. I need 
to pick your brains.

I mean I could really 
use some advice.

Two months? 
We celebrate Father’s Day 
on the third Sunday 
in June in the States.

Because August 8th 
sounds like Papa in 
Mandarin.

Why?

list   清單

vest   背心

sweater   毛衣

tank top   無袖汗衫

Father’s Day is coming 
up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to get for my da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t’s June and Father’s Day 
is still two months away. 

六月父親節？

Father’s Day in June  

88    未來少年   2020.06

撰文／詹書婷　漫畫／BaNAna阿蕉　
企編／林韻華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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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5

Well, we usually 
go out for dinner. 

We used to celebrate 
Father’s Day by going fishing 
together. Your family?

Winter in June?

In that case, a 
sweater makes a 
perfect gift.

Then, you need to 
make up your mind. 
What’s on your list?

Maybe a vest 
or a sweater.

A tank top or a vest? You 
don't want to give your 
father a heatstroke.

Yes. The weather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that 
of the opposite to Taiwan. 

I mean something warm. 
My father has been working 
in New Zealand where 
it’s winter right now.

詹書婷 Shirley Chan
愛看書也愛看卡通，擅長改編故事的英文

老師。喜歡融合不同的文化視角與孩子們

一起認識世界。

heatstroke   中暑

southern   南方的

hemisphere   半球

opposite   相反

rack   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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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小圓球
米米從小就跟別人不一樣。

他會把湯匙和叉子綁在一起，同時吃東西和喝湯。

他會把乒乓球切成一半，塗上顏色，綁上橡皮筋，幫小鳥做

安全帽。

喜歡以輕柔筆觸與豐富色彩，

描繪一幅幅小故事。作品富含啟發性但 

不失趣味，讓孩子在閱讀過程中，得到

更多樂趣。對她來說，「沒有規則」是唯

一規則。出版繪本作品有《Mr. White》、

《再玩一下下嘛！》、《美好動物園》。

繪者介紹
李憶婷

撰文／嚴淑女　繪圖／李憶婷　

企編／周宜靜　版面／王書曼

在大學教創作，作品曾獲義大

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獎、豐子愷兒童

圖畫書獎入選、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創作

獎、2012金鼎獎最佳圖畫書獎、漫畫金

像獎最佳圖文繪本等。著有《妞牛的溼地

任務》、《拉拉的自然筆記》、《紋山：中

橫的故事》、《春神跳舞的森林》、《再見

小樹林》、《比利的娃娃世界》、《綠島大

象》、《黑手小烏龜》、《編織的幸福》、

《勇12：戰鴿的故事》等。

嚴淑女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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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米爬出來，盯著那顆發出

紅白藍閃光的小圓球。

圓球發出聲音說：「快打開我！」

好奇的米米用手指碰了圓球，圓球

就自動打開了！

圓球在空中投影出神探夏洛克．旺

爾摩斯的黑色剪影，說：「請搭上007

神奇校車，米可樂小學的『顛倒日大冒

險』馬上開始！」小圓球快速關閉。

上學之後，他最討厭星期三。

因為星期三要做好多無聊的事。

今天一早，米米看到日曆就大喊：

「好無聊啊！好無聊啊！」

突然，從窗口飛進一臺無人機，丟

下一顆圓球。

「啊⋯⋯炸彈！」米米嚇得躲進床

底下。

過了一會兒，沒有聽到爆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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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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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入青春期，身體發生變化，內心也變得敏感，試著和信任的長輩

敞開心胸分享感受，讓他們陪伴你度過這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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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情常常很低落，

到底怎麼了？

聊天室心情

楊老師，您好。

我是一位小六學生。

楊老師：六年級正好是從兒童蛻變為青少年的

階段，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但也會有比較多

煩惱。你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我覺得心好

像鎖住了，別人都

進不來。

楊老師：對大部分的人

來說，從人際關係獲得

的快樂，是其他事物難

以取代的。跟別人相處

時無法敞開心胸，的確

很難受。

我的心情常常很低落，

這種情況正常嗎？

楊老師：生活中難免會有不開心，難過、生

氣、壓力都是很正常的情緒。如果長時間強烈

感受情緒低落，甚至因此失眠、沒胃口、無法

專心、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就要多注意自

己的心理健康。

我到底怎麼了？

楊老師：如果之前沒有這種困擾，最近才出

現，可能有以下兩種原因：

1. 受到打擊或創傷：親友過世、父母失和、和

朋友決裂，或碰到很大的挫折、無法解決的困

擾、對自己感到懷疑，都會給人強烈的無助

感。當我們無法適應又無法逃避，情緒

就會變得低落。

2. 日常生活壓力大：身

心快速成長、課業挑戰

多、過於要求完美、過

度仰賴3C，也可能造成

體內荷爾蒙失衡、大腦

的化學物質不平衡，產

生憂鬱的狀況。

那我該怎麼辦？

楊老師：無論碰到什麼問題，都

必須先找到事件的原因，才能有

效解決。希望你先了解自己的問題和情緒的出

口，也請你一定要找到信任的親人或師長，讓

他們陪伴你解決問題。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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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誼發生變化很常見，能修復關係很幸運，無法復原也不能強求。

無論結果如何，都會從中累積交友的能力。

109

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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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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e-mail : gkm@cwgv.com.tw
快

寫信來吧！

我洩漏朋友的祕密，卻希望能和好，

我該怎麼做？

我的心情常常很低落，

到底怎麼了？

楊老師，我和朋友在聊天時，不小心

把她的祕密說出來，被別人聽到了。

楊老師：保守祕密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需要

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說出來。聊天時氣氛輕鬆，

一不注意，容易脫口說出不該說的話。不管是

誰，祕密被洩漏一定很難受、很生氣。不過，

聽得出來你不是故意的。面對無心之過，馬上

道歉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你可以試試。

因為我不擅長道歉，當時我

並不承認洩漏祕密。

楊老師：沒有馬上道歉，效果就

會打折，但只要事後彌補，

誠心表達歉意，還是有挽回

的機會。如果不承認，對友

誼的傷害就會變大，因為

彼此坦誠、互相信任是

友誼的基礎。

事後我寫信和她道歉，

她說沒關係，已經原諒我了。

楊老師：你能鼓起勇氣道歉，就算是事後才這

麼做，也很難得了。聽起來對方好像也很珍惜

彼此的關係，不希望因為這件事就切斷友誼，

所以選擇原諒。

但這件事發生後，我們就很少聊天。

我怕她心裡還很在意，影響我們的  

友誼。

楊老師：皮肉受傷，只要擦了藥，幾天後傷口

就會復原。但友誼的裂痕，往往不是一句「對

不起」就能解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修復。

我希望能和她

和好，我該怎

麼做？ 

楊老師：以下幾個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1.如果洩漏朋友的祕密，

使對方受到實際困擾，

你可以問對方，怎麼做

才能彌補。

2.如果問題不大，但朋友心

裡就是不舒服，請給她時間

和空間。等她心情比較好，再

試試看能不能恢復友誼。

3.維持平常心，不要因為對方不理你，就賭氣不

理她；也不要太著急，一直要對方跟你和好。

謝謝老師，我會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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