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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的時候，林懷民會在家掃地、擦地、洗盤子。「這個時候，我覺得非常幸福，因為

這是我人生難得可以獨力完成、做到完美境界的事情。」林懷民輕輕歎

一口氣說：「現在我退休了，終於

只要對自己負責就好。接下來，

我要『耍廢』！」 

二十六歲創辦舞團

「雲門舞集」，到去年

七十二歲退休，近半個

世紀，林懷民幾乎只為

雲門而活。四十多年來，

他發表了九十幾齣

作品，經歷數

千場演出；

雲門的足跡

踏遍世界，在

許多臺灣人眼中，

雲門幾乎成為現代舞的代

名詞。這位亞洲的重要編舞

家，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肚

子餓了隨手吃超商沙拉和三明治。

因為他創辦了雲門，願意一輩子

接受分內的苦難和喜悅。「是

舞蹈選擇了我，之後變成我

生命的全部。」

林懷民 
亞洲重要編舞家。1973年創辦

雲門舞集，作品包括《行草》、

《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1983年創辦臺灣第一所藝術大

學的舞蹈系。2019年底退休。 

Getty Images v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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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每部作品都在發抖 
舞臺上的水波晶瑩靈動，滿牆明

鏡倒映出舞者的水上身影，這是《水

月》。金黃色稻穀流淌而下，打在舞者

的頭頂，迸射出美麗的弧線，這是《流

浪者之歌》。林懷民的每部作品，都在

挑戰自己。這麼多年，會不會有失去

靈感的時候？「其實我每一天都靈感枯

竭，面對每一部作品都在發抖，但是當

你真的必須要做，也只好去做了。」 林

懷民坦言：「每次創作都會碰到僵

局，我唯一能掌握的，只有

工作、工作、工作。不

能坐在那裡發急，

不能停下來。只能

發抖，同時繼續

工作。」 

無止境的要求 
林懷民工作時說話很急，急著要

求自己；在他眼中，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因此，他嚴以律己，也嚴格要求雲

門。雲門舞者一週要跳五或六天，每天

八小時；除了練舞，還要練武、學書

法、學太極，因為他相信舞者不應只有

舞姿，還要有氣度和內涵。「不要只給

我那個動作！我要看到那裡面的汁液流

出來！」「你臀部落下來的一剎那，要

像開汽水瓶一樣，『啵』一聲，別拖泥

帶水！」年輕時，他被稱為「排練時的

暴君」；能撐下來的舞者，身體受苦，

精神卻很滿足。有人說，全世界只有雲

門這樣跳舞，全神貫注，身心合一。

1998 年作品《水月》

雲門《行草》舞者上書法課。在深刻的文化

訓練下，雲門舞者展現獨特的肢體風格。 

劉振祥 攝

劉振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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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把世界串起來！

來吃一頓道地的異國料理吧！在日

本餐廳點份豬排飯；進義大利餐廳，看

看有沒有賣以番茄為基底的瑪格莉特披

薩；吃四川菜，當然什麼都要加點辣椒

才夠味。

只不過，你以為的道地特色食物，

沒有一項是原生自這些國家。義大利麵

的番茄、四川菜用的辣椒，最初產在墨

西哥；一百多年前，日本人根本沒有豬

排，因為他們覺得豬「不乾淨」，自然

不會想吃它。

現在，可能沒有什麼是「道地」的

了─這正是全球化的影響。

感到很神奇？還是因為生活被入侵

而覺得有一點恐怖？這倒不一定。國家

之間互通有無，大家都能過上更好、更

方便的生活，通常是當自由過了頭，才

會出問題⋯⋯

所以，全球化的現象，有點像坐雲

霄飛車，好玩之餘，也帶著危險性。為

什麼這麼說？請繫好你的安全帶，跟緊

這趟全球化列車，出發嘍！

撰文、企編／胡純禎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全球化是什麼？
簡單來說，是指打破國家的疆界、創

造某個沒有國界的交流網絡─包含有形

的貨物、人員、金錢，以及無形的溝通、

資訊⋯⋯等各種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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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海中的發電巨人—

離岸風電
撰文／李弘善　繪圖／Hui　企編／李艾澄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一排白色大風車，頂著海風轉呀轉，彷彿矗立海中的發電

巨人。這是近年很夯的風力發電，由於架設在海上，機組遠離

陸地，因而簡稱「離岸風電」。

2016年10月，苗栗龍鳳漁港外海，兩支風力發電機連

接運轉，象徵臺灣有能力開發海上風力。運轉當天，幾個

大人擁抱歡呼，甚至感動得滴下眼淚。可以想見，離岸風

電的興建歷經了千辛萬苦。

綠色能源，乾淨又有競爭力
為什麼要大費周章開發風力發電？原因很簡單：火力

發電不但有空氣污染，也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核能

發電雖然比較乾淨，卻有輻射外洩的風險。

考量乾淨和安全，風力、地熱或海浪能等綠色能源，既不產

生二氧化碳，也沒有核安問題，成為大家期望的替代能源。

據估計，光是苗栗外海兩支試辦的離岸風機，產生的八百

萬瓦電力，就足可供應八千戶家庭用電。而藉由風力節省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能力，等同於四十座臺北大安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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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發電機是利用磁力來發電。簡

單說，是在兩個大磁鐵中間，放一個可

以轉動的線圈，並藉由外力的推動，讓

線圈轉起來。一旦線圈轉動，造成磁場改

變，就會產生電流。

在電力公司，這項「磁生電」的工

作，是藉由渦輪來驅動發電機。不論

用水力、風力或蒸氣，只要讓渦輪

的葉片轉起來，便能帶動線

圈，產生電流！

渦輪轉動，電就來了！ 

今天電力能配送到千門萬戶，多虧了科學家的

重大發現：電會生磁，磁也能生電。

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歷經十年失敗終於發
現：把磁棒反覆進出繞好的線圈，居然使沒有通電的

線圈產生電流。原來，產生電流的關鍵是「改變磁場」

呀！法拉第利用這原理，製造出人類第一臺發電機。

電生磁、磁生電

吹風就可以發電？
風力如何能夠發電？原理可能讓

你大吃一驚，因為它和水力、火力、核

能都一樣，只是提供動力讓渦輪轉動，

如此而已。

水力發電，利用水位高低落差─水

往下沖的力量，去推動渦輪。火力發電，

是燃燒煤炭，把水加熱產生水蒸氣，再利用

水蒸氣推動渦輪。大家聞之色變的核能發

電，則是用核能把水煮滾，同樣利用水蒸

氣推動渦輪。

風力發電呢？顧名思義，是

直接利用風的力量來推動。

磁力線

1 風力驅動葉片轉動

2 葉片又驅動交流發電機運轉

電子流

電子流

電流每過半圈就會轉向。

線圈轉動，切割了磁鐵的磁力線，

造成磁場改變，產生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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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鯊你幾歲？
核彈爆出答案

動物沒有身分證，怎麼知道牠們幾歲了？「看牙齒嗎？」

不錯，牙齒的替換與磨損狀況，確實會洩漏年齡。掌握年齡才能

實施後續的管理，近年來鯨鯊成為全球保育的焦點，科學家花了許多

心思研究牠們的年齡判定方法。只可惜，鯊魚的牙齒經常替換，

新牙不斷長出來，實在很難從磨損程度做出精確判斷。

科學家發揮偵探精神，追根究柢，終於發現：鯨鯊的脊椎骨

藏著年齡的祕密檔案，而且借重核彈試爆的資料，便能推算年齡。

鯨鯊幾歲，「爆料」給你
剖開鯨鯊的脊椎骨，有一輪一輪的「骨輪」，就像樹木

的年輪。科學家認為，骨輪的數目應該也與年齡有關，但

究竟是一年一輪，還是一年兩輪？不同的研究各有看法。

今年四月，學術期刊《海洋科學前線》刊出了鯨鯊年齡的判別研究，初

步確定骨輪的算法。這篇研究另闢蹊徑，居然從核彈試爆得到靈感！這一切

要從鯨鯊的食物講起。

鯨鯊和其他動物一樣，食物來源都含有碳。自然界的碳，大部分是

「碳12」，少部分是多了兩個質子的「碳14」，兩種

碳互為「同位素」。

撰文／李弘善　繪圖／顏寧儀　企編／蔡珮瑤　版面／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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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14具有放射性，而19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與蘇聯處於「冷

戰」狀態，兩大陣營動不動就試爆核彈威嚇敵營，使得大量的碳14進

入大氣。

碳14並不穩定，會放出能量變成碳12，這個過程稱為「衰變」。隨

著時間推移，碳14的比例會愈來愈低。由於同位素衰變的時間很規律，

因此只要測量碳14比例，就能推測年代。

核彈釋放的碳14終究會進入海洋，連同碳12一起成為鯨鯊的食

物成分，最後變成身體的一部分。所以，只要分析脊椎骨特定骨輪

的碳14比例，便可推知每條骨輪生成的年代。

跨國、跨領域，擦出創意火花
來自五個國家的科學家，利用臺灣以及巴基斯坦取得的兩尾鯨鯊，取出體

內的脊椎骨，測量不同骨輪的碳14比例，推斷每條骨輪生成的年代。結果

發現，鯨鯊的骨輪是一年一輪。來自巴基斯坦的鯨鯊，脊椎骨共有五十條     

骨輪，因此年齡是五十歲。想不到吧？鯨鯊的歲數居然可媲美人類。

根據生態學家估算，年齡愈大、愈老產下後代的生物，如果因獵捕

造成數量下跌，族群的數量愈難恢復。這篇研究，創意連結了「鯨鯊」

與「核彈」兩個看似沒有交集的主題，不但證明鯨鯊屬於「長

壽」物種，更凸顯生態保育的重要。

參與研究的五位科學家，分別來自

臺灣、巴基斯坦、冰島、美國及澳洲，

而且每位學術專長都不一樣，證明了

跨國界與跨領域合作，最有

可能產出突破性的

科學發現。

碳14怎麼推算年齡？ 
自然界的碳14與碳12，有一定的比例。核

爆後，碳14會漸漸衰變，因此比例會降低。
在核爆後，科學家曾經逐年監測海水中碳14
與碳12的比例，建立了可供比對的資料。
理論上，鯨鯊脊椎骨的碳同位素比例，應

該和當年的海水碳同位素相同。因此，假設某

一輪的骨輪，碳14與碳12的比值與1976年相
同，就表示那一輪是1976年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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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尋找古文明古文明餘暉餘暉
大英博物館（下）大英博物館（下）

從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廳往下

走，你會看見巨大的人首獸身像，一左

一右護著拱門。它們來自埃及東方的國家—亞述。

在數千年前，亞述威名赫赫，極盛時期不只踏平西亞，

還深入埃及，成為勢力橫跨亞、非的大帝國；而首都尼尼微，更

是被《聖經》形容為「要走三天三夜才走得完」的大城市。

力量，就是真理
這麼強盛的國家，依靠什麼崛起呢？答案是絕對

的武力。眼前這兩尊雕像，就是亞述人的守護神「拉

瑪蘇」，在宮殿、神廟、城門，都能看見它們成對出

現，守衛大門。

守護神雕像通常有著男人的臉、獅子或公牛的身

體，以及巨大的鳥翼。這些勇武的象徵，加上明顯的

肌肉線條，刻劃出亞述人的民族性格—追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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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為了讓正面

「立正站好」的守

護神，從側面看起

來也有四隻腳。

守護神為什麼

有五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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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獅子更凶殘
追求力量不只是說說而已，亞述王室熱愛獵獅，與凶悍的獅子

搏鬥，可以證明自己的勇猛。大英博物館裡有一整個房間，收藏了

亞述國王獵獅的浮雕。

看！浮雕上，凶猛的獅子被放出牢籠，與武士搏鬥；國王毫不畏懼，

掐住獅子的脖子；獅子重傷倒地後，屍體被高高抬起，歡呼遊行⋯⋯

嗜虐暴力的性格，讓亞述人成了戰場上的惡魔，不僅殘忍

殺害俘虜，甚至「將城牆、房屋夷為平地，引來河水淹沒。」

尼尼微的陷落
亞述的殘酷好戰，最終迎來其他民族的聯合反擊。尼尼微

被攻陷，城市火光沖天，亞述帝國再不復生。

只是誰也沒想到，毀滅帝國的大火，竟讓尼尼微圖書館的

楔形文字泥板因火燒烤而更加堅硬，得以保存至今。博物館裡就

有一塊來自尼尼微的泥板，上頭記載著全世界最

古老的大洪水傳說。

帝國已死，只剩下博物館裡的文物，向我們

訴說久遠的故事。
Fæ/©創用cc授權

記載大洪水傳說《吉爾加

美什史詩》的泥板。

注意到雕像捲捲的

長鬍子了嗎？亞述人認

為鬍子是男子氣概的

象徵，所以不僅留長鬍

子，甚至像編頭髮一樣

「編鬍辮」。為什麼有

些人沒鬍子？原來他們

是服侍王族的宦官，所

以沒有鬍子。

男人就該留鬍子

Osama Shukir Muhammed Amin 

FRCP(Glasg)/©創用cc授權

Osama Shukir Muhammed Amin 

FRCP(Glasg)/©創用cc授權

Ealdgyth/©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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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1000元 月利率1%

指數大發威─指數大發威─

利息愈升利息愈升愈愈高高！！
撰文／翁秉仁    企編／李艾澄    繪圖／rabbit44    版面／邱意惠

我們之前介紹過，指數的威力在疫情蔓延時，產生極大的影響。現在，我們還要介紹另一個

指數發威的例子─利息。

假設，不熟的同事想跟姐姐借 50000元，而且三個月後才能還。就算這位同事可以信任，但

這筆錢本來有很多用途（至少可以存到銀行裡）。因此若想更有禮貌，這位同事可以提供一些回

報。這種回報，就是「利息」的根源。

利息應該怎麼算呢？這是當事人的事情，不過若雙方對錢都不在行，可以參考銀行計算利

息的方式。畢竟在銀行存錢，可想成銀行跟我們借錢。銀行有利息的標準算法：以固定的「月利

率」，一個月後的利息＝本金×月利率，存的本金愈多，按比例可領回愈多的利息。

利息有兩種─單利和複利。單利的利息是固定不變的，但是複利每月的本金都不一樣 ，

要把利息加進來當本金。假設本金 1000元，月利率 1%＝ 0.01，單利與複利分別會是什麼狀況？

單利：

單利的利息是： 1000×0.01＝ 10

下月存款＝本月存款＋ 10

第 1月存款＝ 1000＋ 10＝ 1010

複利：

複利的利息是：本月存款×0.01

下月存款＝本月存款× （1＋ 0.01）

第 1月存款＝ 1000× （1＋ 0.01）

                     ＝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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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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利、複利哪裡不一樣？
假設我們要存款，單利和複利在第一個月時並沒有差別。 

但是從第二個月起，就有點不同。

單利： 第 2月存款＝第 1月存款＋10＝ 1000＋ 10＋ 10

＝ 1000＋ 10×2＝ 1020

複利： 第 2月存款＝第 1月存款×（1＋ 0.01） 

＝ 1000×（1＋ 0.01）×（1＋ 0.01）＝ 1000×（1＋ 0.01）2 ＝ 1020.1

再看第三個月：

單利：第 3月存款＝第 2月存款＋ 10＝ 1000＋ 10×3＝ 1030

複利：第 3月存款＝第 2月存款× （1＋ 0.01）＝ 1000×（1＋ 0.01）3 ＝ 1030.301

我們可以整理出單利和複利的計算方式。單利因為利息固定，計算比較簡單：

單利存款總數＝本金＋利息 ×月數＝本金 ×（1＋月利率 ×月數）

複利則可以歸納成底下的指數形式：

複利存款總數＝本金 ×（1＋月利率）月數

剛剛計算到第三個月，看起來沒差很多。但接下來的例子

要告訴你，單利、複利最後會造成非常不同的結果。

單利、複利大不同！
電視劇裡常看到，商人急需資金時往往被迫借非法的高利

貸。法定利率的合法上限是年利率 20%，如果超過就是高利貸。

右方用稍微不合法的月利率 1.7%（相當於年利率 20.4%）

為例，以本金 1000萬元，計算幾個月到幾年後單利和複利存款

總數的差別。

從右表可知，複利的威力真驚人！拖 10年才還錢，單利利息大致是

本金的 2倍，但複利利息竟然將近本金的 6.6倍。怪不得被迫借錢的

人都得想辦法儘早還錢。

不過，指數威力還不止如此。讓我們看下一個問題，如果

利率加倍，利息也跟著加倍嗎？

1.7%利息表 （萬元）
時長 複利 單利

1個月 17 17

3個月 52 51

6個月 106 102

1年 224 204

3年 835 612

5年 1750 1020

10年 656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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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課作 文

閱讀學生作文時，常見「不假思索」的

文句：描寫好天氣，是「風和日麗」；懷念

童年的輕鬆，是「無憂無慮」；描寫著急的

心情，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描寫著

急的腳步，是「三步併作兩步」；描寫「安

靜」，是「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

這些形容都生動，運用在文章裡也適

切。但閱讀的經驗告訴我們，能引起讀者共

鳴的文句，常常是生活裡那些微小的細節。

我拿安靜在此提問各位：「你真的聽過

針掉在地上的聲音嗎？」

安靜，有聲音嗎？
「有一種安靜，是喊完『有人在嗎？』

卻沒有人回答的安靜。」

這是圖畫書《好安靜的書》，其中的一

個片段，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如果你曾

有過，對於書中描寫的片段，是否有深刻的

感覺？

這本圖畫書的內容，都是安靜的情景：

「大清早第一個醒來的那種安靜、怕把鳥兒

嚇跑的那種安靜、孤孤單單等著被接回家的

那種安靜、音樂會開始前的安靜、第一場雪

飄下來的那種安靜……。」

一頁翻過一頁，我停留在每一個安靜的

情景，耳邊浮現了不少「安靜的聲音」。

我的學生也有了畫面，屬於自己的體驗：

「那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我站在雜貨店

的門口，手裡握著媽媽給我的一百塊，流了滿

身大汗。雜貨店裡靜悄悄的，只聽見一臺老舊

的電風扇，轉個不停的咻咻聲。

『有人在嗎？』我鼓起勇氣再喊了一

次，我的聲音被電風扇吹散了，我聽見自己跳

得很快的心跳聲，手裡的一百塊捏得更緊了，

整個雜貨店安安靜靜，沒有其他的聲音……」

很多時候我們描述「安靜」，並非全然

闃闃寂的情境，藉由描寫細微的聲響，來凸顯

安靜，就是「以聲襯靜」的寫作手法。

安靜的聲音以聲襯靜
撰文／李崇建　繪圖／王孟婷　企編／張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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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以「安靜的聲
音」為題，運

用「以聲襯靜」
的寫作手法，

敏銳、細膩的書
寫一段情境。

牛刀小試

以聲襯靜的古典詩詞
在古詩詞中，常常可見「以聲襯靜」的

筆法：「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等，都是

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句。

唐代詩人賈島在創作時，曾有一段「推

敲」的典故。

他寫下「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琢

磨著句中的「敲」字，要不要替換成「推」

字？「推」，引人想像門的沉重及僧人小心翼

翼的舉措，而「敲」能襯出山寺的幽靜，各有

精妙之處。

賈島邊走邊想，無暇顧及路況，闖進大

官韓愈的隊伍，倉皇解釋之後，亦是文學家的

韓愈非但沒罰他，還提了建議。韓愈參酌全詩

之後，認為「敲」帶來的動態，還有音效的感

覺，能提高與情境的對比，點亮荒幽的夜晚。

由此可見，描寫安靜情景時，運用聲音

帶來的反差效果，意象更為鮮明。

透過上述圖畫書、古詩的例子，這種以

聲襯靜的寫法，能勾動人更敏銳的感觸，也

因來自於我們生命中的體驗，細緻的連結彼

此的生命，文字就顯得獨特且有共鳴了。

＊〈題李凝幽居〉一詩全文：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請你跟我這樣做
來寶說：「昨晚回家時，

街道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音，

我好害怕。」只說安靜，難以想像有多

安靜，如果加上一些聲音呢？比如：「街

道好安靜，行道樹被風吹過的

沙沙聲變得好大聲，突然一陣窸

窸窣窣，是誰？」通過描寫人車

吵雜的白天不會注意的聲響，

深夜回家的緊張氣氛就被勾

勒出來了。安靜裡的聲音，

是不是很實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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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街的巷子深處，有一間房子。紅色的

木門油漆斑駁脫落，沒人管的攀藤植物，茂盛的爬上圍

牆，嚴密的包圍著房子。

聽隔壁的老鄰居說，裡頭只剩王老先生一個人住。

自從妻子過世後，他很少出門，也很少和人互動，偶爾

從房子裡傳出奇怪的敲打聲，沒人知道主人在做什麼。

這間房子散發神祕的氣味，大家都想一窺究竟。

喜歡漫無目的的散步，也喜歡

研究各種神祕的事物。喜歡在故事畫面中

藏些小細節，讓想像發酵。目前致力於繪

本創作與插畫設計。

繪者介紹
許臺育

撰文／林韻華　繪圖／許臺育　企編／周宜靜　版面／王書曼

喜歡在山裡走路，收集綠樹和

青苔。對人世間很多事情充滿疑惑，希望

自己對世界抱持溫柔和好奇，跟著文字到

更遠更深的地方。

林韻華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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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跟著兩人到處玩耍。

這天，威仔帶著小傑他們，站在王

老先生的門前，阿德奮力將手上的小石

頭往牆上丟。鼓脹的褲子口袋，讓這個

遊戲還可以玩上一會兒。

射擊遊戲開始！
「預備，發射！」發號施令的是威

仔，長得人高馬大，鬼點子很多。他經

常帶著阿德四處調皮搗蛋。

原本朋友就不多的小傑，禁不起阿

德一句慫恿：「要不要跟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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