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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金香、風車、木鞋，以歐洲花園

聞名的荷蘭，正式的名字其實是尼德蘭

（Netherlands）。Nether是低處的意思，

Netherlands就是低窪之地。幾百年來，荷

蘭人填海造地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

與海爭地
荷蘭地勢究竟有多低？

國土將近三分之一低於海平

面，即使全國最高點也才

海拔321公尺。如果什麼都

不做，大潮一來，荷蘭半個國

境和六成人口，都會泡在海水裡。

然而，先天環境的劣勢，反倒激起

荷蘭人的生存戰鬥力。他們精研水利工

程，七百年前就懂得修建大大小小的堤

防，在海岸圈地，並利用風車抽水；形成

荷蘭簡單務實的美好

撰文／鄧小非　繪圖／Asta Wu　企編／張靜如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荷蘭

地處西歐，國土面積約 4 萬平方公里，
人口約 1700 萬人，首都是阿姆斯特丹。       
荷蘭是君主立憲

制國家，王室姓

氏Oranje意思就是
「橘色」，這也成

了荷蘭的代表色。
阿姆斯特丹

鹿特丹
德 國

比 利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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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埔新生地後，蓋漁塭、闢鹽田，等到土質

改良成功，繼續開墾農田、畜養動物，甚至

打造出城市和機場。荷蘭人把滄海變桑田，

阻絕了水患，也為國增地。

據估計，經由填海增加的陸地，幾乎

占荷蘭國土的五分之一！有句話說：「上帝

創造世界，荷蘭人創造荷蘭。」聽得出來，

荷蘭人對這項成就深感驕傲。

黃金年代
荷蘭另有一項震驚世人的「黃金

年代」。十七世紀的荷蘭共和國，以自

由開放聞名，吸引各地人士帶著技術、

知識、財富移民過來。他們的生意頭腦

很靈光，深知「放眼全球」才是生財之

道。靠著打造出合適遠洋航行的商船，

加上精心繪製的《大地圖集》，荷蘭人積極

向外探索，尋找新產品和新市場。例如，來

自土耳其的鬱金香，引進荷蘭後培育出的新

品種，曾經掀起一波狂潮；一顆高級品的球

根，竟有人願意用一座豪宅來交換。

富裕的荷蘭，還成立跨國的荷蘭東印

度公司，掌握了亞洲的香料交易。荷蘭因而

躋身強國之列，進一步在世界各地占據殖民

地。臺南的安平古堡、淡水的紅毛城，正是

荷蘭黃金年代留在臺灣的痕跡。

2019年，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向媒體宣布，館內
所有出現「荷蘭黃金年代」的語詞，將會全部刪

除。哪裡不對了？

說來的確羞愧。在荷蘭積極拓展海外貿易的年

代，同時涉入暴力征服殖民地、販賣黑奴、虐待奴

隸的不人道行徑。這讓現代荷蘭人感到不安，如果

國家的輝煌歷史，沾染了許多無辜人群的鮮血，真

的值得引以為榮嗎？撤除黃金年代的標記，雖然無

法改變過去，博物館至少表達出對受害者的尊重。

歷史，不是強權者說了算。

「黃金年代」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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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七月，明明是炎熱的夏天，新聞、電影，甚至連遊樂園的

廣告，卻透著絲絲涼意——鬼月到了。

這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月份，長輩可能會提醒你：

晚上不要剪指甲、不能吹口哨、不要把衣服晒在外頭過

夜、避免到山間海邊出遊⋯⋯彷彿在這個月，人間的規

矩要重新設定，不能驚擾回到人間的鬼魂。此外，中元

節人們還得奉上豐盛的食物普渡眾鬼，

以求平安無事。

撰文．企編／張靜如　繪圖／陳沛珛　版面／李健邦

咦，真的有鬼嗎？

14     未來少年   2020.08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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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鬼回到人間
許多文化都相信，鬼魂會在某些日子

重返人間。比如萬聖節，源自西方民族相信

在冬天開始的第一天，鬼魂會前來拜訪活著

的親友，惡靈也會趁機搗亂。墨西哥的亡靈

節，則源自祭祀亡靈女神的祭典，相信在節

日當天，去世的親人會回到家中。

一開始的「鬼」字並沒

有「ㄙ」，許慎認為後

來加上的「ㄙ」，是象

徵鬼魂的陰氣。

「鬼」這個字，早在甲骨文便已出現，字形看來

像是：人的身體，加上大大的頭顱。有人認為，這是

指祭祀時巫師戴的大面具，也有人認為，大頭是為

了強調鬼的樣貌不同於人。後來，許慎編纂《說文解

字》時，給這個字下了定義：「人所歸為鬼。」意思

是，人死後回歸的狀態，就是鬼。

鬼存在於習俗裡，也存在於電影、圖畫和無數的

鬼故事中。但世上真的有鬼嗎？當生命嚥下最後一口

氣，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想像逝去的人會以另一種形

式「存在」？還有，人們既然怕鬼，為什麼又熱衷看

鬼電影、挑戰鬼屋？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查探鬼的真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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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企編／胡純禎　

顧問．審訂／劉慧雯 ( 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　

繪圖／右耳　版面／寶小林

看到這些標題，是不是有股衝動─好想知道發生什麼事呀！不過，被這類標題吸

引、看完文章後，常常發現：又是一些早知道的消息、一點也不讓人驚訝，或者，根本沒

回答問題呀！文章說了等於沒說，我們是看了等於白看，再次因誇張的「釣

魚式標題」而上鉤，平白浪費了時間和精力。

洩氣的是，有時明知道標題聳動得過分、不可能發生，我們的手指依

然會不爭氣的「點」進去看⋯⋯唉，這就是人性，怎麼辦呢？

誇大的描述+標點符號

其實，當標題出現「一億人」、「一秒內」這種極端數字，

或「驚呆」、「史上最狂」這樣誇大的情緒用語，大家幾乎

都能察覺：太聳動了！可是，為什麼還是忍不住點閱呢？

因為標點符號也在旁邊推了你一把。什麼意思呀？

42     未來少年   2020.08

P042-045_媒體通識課-0720.indd   42P042-045_媒體通識課-0720.indd   42 2020/7/20   下午6:302020/7/20   下午6:30

傳遞某種不確定感。

當人不確定時，常會

使用問號。但它也可

能是一種卸責方式，

例如「原來是某人密

告？」，作者可以辯駁：

我又沒確定是他，只

是懷疑而已。

製造沒讀完的印象。

刪節號代表刪掉某個

重要的東西。所以當

標題出現刪節號，其

實是在告訴你：「想

知道嗎？趕快點擊我

吧。」

情緒相對強烈的標點

符號，容易引發人

的好奇心。這類標題

點進去之後，有可能

「標文不符」，內容

根本與標題無關。

標點符號一般是用來展現各種語意。例如標題打上問號，

可以代讀者提問，這樣讀者就知道，讀完後可以得到解答、獲得更多內容。

釣魚式標題裡的標點符號，卻是用來創造懸疑感，讓人覺得：事情好像沒說完，不點

進去看，就不曉得究竟怎麼樣了！

只不過，為什麼文章不能好好表達，而要想盡辦法用標題「引你上鉤」呢？是不是有

可能──寫的人自己也不曉得事情或內容怎麼樣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問題可就大了，表

示你看完這則內容，還是不會有答案，不會有任何收穫。

所以當標題聳動，還搭配以下標點符號，就要提高警覺──標點符號已變成「勾引」

符號，內容可能不是你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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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世界末日
撰文／葉李華　繪圖／rabbit44　企編／張馨心　版面／小鬥士

1998年出品的《世界末日》是一部標

準的科幻災難片，故事是說一顆小行星即

將撞到地球，眼看就要造成世界末日。還

好結局有驚無險，地球在最後關頭逃過了

一劫。

事實上，科學家非常肯定，這種

災難至少真的發生過一次，時間大約是

六千六百萬年前。當時有個起碼十公里寬

的星體從天而降，落到了墨西哥

東南部一個半島附近，同時引發了超級海

嘯和鋪天蓋地的塵土。那些塵土擴散到全

世界的上空，讓整個地球有好一陣子不見

天日，許多植物因此枯萎了，

於是吃素的恐龍開始大量

死亡，最後吃肉的恐

龍也絕種了。

科幻裡的科學

準備登上小

行星，拯救

地球！

48    未來少年   2020.08

P048-050_科幻裡的科學-0720.indd   48P048-050_科幻裡的科學-0720.indd   48 2020/7/20   下午6:592020/7/20   下午6:59

作者小檔案 / 葉李華
柏克萊加大理論物理博士，致力推廣中文科幻與通俗科學二十多年，

所有管道都嘗試過、各年齡層都接觸過，今後還會繼續推廣下去⋯⋯

不過，目前科學家還不確

定害死恐龍的罪魁禍首是不是

小行星，因為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

彗星。雖然彗星和小行星有著本質上的      

不同，但萬一真的撞上地球，造成的災難

是差不多的。

小行星是什麼？
小行星是一種非常小的星體，它們不

但比太陽系的八大行星小了很多，甚至跟

月亮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不過，小行星

的數量非常多，到目前為止，天文學家已

經在太陽系裡發現了超過九十萬顆。

這些小行星經常成群結隊出現，圖中

火星和木星中間白茫茫的一大片，就是許多

小行星構成的「小行星帶」。在《世界末

日》這部電影裡，那顆惹禍的小行星就是來

自這個小行星帶，它因為受到彗星的撞擊脫

離了軌道，於是朝著地球筆直飛過來。

小行星帶是巧合嗎？
請你發揮想像力好好想一想，如果沒

有這個小行星帶，火星和木星軌道中間是

不是會有好大一片的真空？反過來說，小

行星帶是不是剛好填補了這個空白？

這到底是不是巧合呢？不是！其實，

在很早很早以前，太陽系根本就沒有普通

的行星，只有很多小行星飛來飛去。後來

因為萬有引力的作用，這些小行星開始互

相吸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最後才

慢慢形成了八大行星。

至於小行星帶裡的那些小行星，它們

本來也有機會互相吸引，組成另一顆

正常大小的行星。但是附近的

木星實在太大了，它的萬有

引力不斷干擾這些小行

星，把它們拉來拉

去，害得它們始

終無法結合在

一起。

小行星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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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賴伯駒　繪圖／Singing　企編／張馨心　版面／丘山　圖片來源 ／達志 / Shutterstock

搶風行船─「之」形前進
如同傘面的縱帆朝向斜前方，被

風吹時會產生向前的推力（A）與向側
邊的推力（B）。但因船身是長條形，
向側邊的推力（B）會遭受水中巨大阻
力而被抵銷。所以，船隻面對逆風，

仍然可分別以左右45度角側面受風，以
「之」字形的方式逆風而行。

「暴風雨要來了，快，把帆收起來！」「左前方有魚群，調整風帆，

追啊！」帆船開啟了人類的海上探險。十五、十六世紀，無論航海家、遠

洋漁撈或跨國貿易，都必須仰賴帆船。

風是帆船的動力，唯有熟悉海上狀況，駕馭變幻莫測的風力，才能確

保行程安全。

帆船的基本款
帆船有兩種基本款：橫帆與縱帆。你曾在風雨中撐傘前行

嗎？橫帆就像打開雨傘，傘面朝前，順風時能推你向前，傘

面愈大風推得愈快；但逆風時會讓你寸步難行，只能不斷

後退。

縱帆則像傘面朝向斜前方，順風時雖然不能如橫

帆帆船快速前進，逆風時卻能靠著靈活度「搶風行

船」：以45度角，逆風呈「之」字形前進。

乘乘風風而而行行 帆帆船船的

68     未來少年   2020.08

P068-073_特企-乘風而行的帆船-0720.indd   68P068-073_特企-乘風而行的帆船-0720.indd   68 2020/7/20   下午7:022020/7/20   下午7:02

縱帆的船帆大多是三角形，因為在

「之」字形前進中，當右側迎風變為左

側迎風，需改變帆向時，只要調整三角

帆的最前端，就能讓桅桅杆左邊的帆立

刻移到右邊，非常方便。

中國船與遠洋船
傳統的中國帆船屬於縱帆，特點

是：用木條將帆分為許多區塊，只要用

繩索拉動木條，就能操控帆的方向。但

因木條帶來額外重量，中國船帆大多只

見於季風旺盛的東亞或東南亞一帶。

縱帆能逆風航行雖然酷，但順風

不快，更何況大洋幅員遼闊，實在慢不

得。哥倫布第一次航往美洲行駛的「聖

瑪利亞號」，主要使用橫帆，即使順風

跨洋，仍需兩個多月。如果哥倫布當時

使用縱帆，很可能半途餓死或渴死。因

此，遠洋航行多以橫帆為

主，也會事先確定風向，

確保「一路順風」！

©Bazonka / 創用cc授權

中國船「福船」的前頭總有一對立體雕刻、炯炯有神的   

大眼睛，稱為「龍目」，彷彿船可識途，最終平安歸來。

聖瑪利亞號除了船尾使用縱帆，

其他的帆都是橫帆。

風

受力的帆

讓船向前的
分力 A

垂直船的
分力 B

AB

縱帆

風

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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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課作 文

「老師，『青龍偃月刀』怎麼寫？」

在寫作課堂上，為了開放學生的書寫思

緒，課堂上開放問字。教室裡的問字聲，往

往此起彼落，生字填滿了整面黑板。

學生問了「青龍偃月刀」，班上其他孩

子紛紛作應：「那是關羽的獨門武器！」

是呀，見刀如見人，我不禁浮想聯翩：關

羽飛馬上陣，溫酒斬華雄，沙場上的偃月刀必

然光芒萬丈，正如他當時意氣風發；一旦大

刀蒙上灰影，月光掃過刀刃乾涸的血跡，正是

反映關羽孤戰麥城，腹背受敵之時吧。　

這把刀是枚鮮明的主題標籤，在網路上

輸入 #青龍偃月刀 你不可能不連結到關羽。

#hashtag你的父親
一個小女孩曾跟我分享，

她的爸爸鼻頭有一顆痣，

每次畫爸爸，她都會記得

點顆痣。這樣一來，不管

爸爸畫得像不像，只要看

到那顆痣，大家就知道她

畫的是爸爸。

帶學生描寫人物，我常提

醒要安排「特寫鏡頭」，讓讀者留下         

印象，並進一步將人物特色經營成一枚主題

標籤，收束人物的記憶情感，連結讀者的投

射想像。

如同朱自清父親的背影。朱自清的名

篇，以「背影」寫父親的形象：父親慘澹的

經歷、孩子凝望裡的反省，父子相隔兩地的

思念，濃縮成一幀買橘子的背影，情感有了

具體的寄託，更能收放自如。

東方的作家都擅於如此經營人物，西方

的作家亦是如此。就以

父親為例，美國作家麥

倫．尤伯格的父親是

#hashtag 筆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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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描寫一個人物
，可以是父親、

母親、朋

友或老師，為角
色建立「主題標

籤」，刻

畫角色形象並拉
出互動與關係，

讓情感呈

現更聚焦。主題
標籤亦能是一首

歌、一句

話、一種氣味或
聲音等「抽象」

的概念。

牛刀小試

聾人，以一雙能言善道的手，向家人傳遞無

聲有力的愛。麥倫即以「手形」為標籤，寫

作回憶錄《父親的手》，由手形舞動出的生

命經驗，在奔放演出之後，於回憶裡定格成

愛的符號。

學生在作文中，父親是常見的主題，為

父親建立主題標籤：可能是他嘴邊叼著的那

根菸、一句有年代感的口頭禪、寒冬中他永

遠穿著的一套灰大衣⋯⋯。

主題標籤不只賦予主角特色，運用在回

憶、關係等有歷程發展的事件中，更能發展

出對照的效果。

無所不在的青龍偃月刀
主題標籤是收攏細節的樞紐，往往扣住

了情節的轉折，進而起到睹物思人、藉景抒

情、物是人非等文學效果。有人將這樣的寫

作手法，稱為「支配性印象」，意思是一個

獨立而富有特殊意義的意象，擁有支配整篇

文章的力量。

到了下課時間，教室外頭鬧哄哄，有人

撞到垃圾筒，幾個人正忙亂收拾。我推門探

看究竟，那個寫青龍偃月刀的學生，正手持

長長的掃帚，莊嚴威武的樣貌，擋住想丟垃

圾、看熱鬧的同學。他手持掃帚的樣子很不

一般，在雜沓的樓梯間捍衛著，有一種穩定

的強大力量，就像手持「青龍偃月刀」的關

雲長，彷彿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他的掃帚也

成了鮮明的主題標籤。

請你跟我這樣做
建立「主題標籤」時，標

籤必須和形象緊密相連。假設來寶

給老師下標籤「紅筆」，卻只用「老師經

常拿著紅筆」帶過，就不能建立深刻印象。紅

筆有什麼象徵？能不能和老師的個性結合在一

起？「老師不愛說話，總是板著臉，什麼都用紅

筆寫下來。在習作上、稿紙上，

醒目而沉默的紅字，一遍遍

的叮嚀我們。」把紅筆跟

老師的習慣、個性連結，

老師嚴肅但細心的形

象也就躍然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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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幸福汪汪之家」認識了小魚。

那時，我正陪好友雪梨蒐集博士論文資料，走訪幾個貓狗收容中心，

「幸福汪汪之家」是其中之一。

當雪梨如約進行她的採訪工作時，小魚便帶我在院子裡走走看看。

幾隻四肢不全、拖著步行輔助器的狗狗跑來，親熱圍著人舔個沒完，小魚

一邊逗牠們，一邊說她今天帶了暑假作業來陪爸爸─

「晚上會住這裡喲！」原來小魚爸爸在這兒工作，和另一位員工輪班照顧五、

六十隻棄犬和癱瘓犬。

「爸爸原先不是做這個的。」當另一隻老哈士奇在陽光下，也搖著尾巴走來

時，小魚這麼告訴我。「他本來在大樓洗玻璃窗⋯⋯」她望向遠方幽幽的說，那段

日子雖然爸爸總向她保證「安啦」，因為他上工前必戴好安全帽，並仔細檢查垂降

繩索、扣環、吊帶─

「阮啥米攏嘸驚！」這是爸爸的口頭禪。

但小魚說她真的很不喜歡爸爸天天「被掛那麼高」！

因此每年生日許願，她第一個願望必是「爸爸平安」；第二個願望就是「爸爸

換工作」；第三個願望才提自己。

撰文／陳幸蕙　繪圖／莉秦　企編／詹亞穎　版面／丘山

這夏我可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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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去廟裡求平安符，給爸爸當幸運物，規定他每天帶在身上喔！」

但今年三月某日，爸爸如往常一般上工時，沒想到瞬間強風吹斷一條鋼

索，吊籃失去平衡，傾斜在十一樓大廈外─

「當時爸爸和同事就在上面！還好警消很快趕來打破窗戶，把他們拉

進大樓，但爸爸左腿被玻璃割傷，請了三個禮拜假，工作就沒了。」

小魚笑說，她其實很高興爸爸失業，因為「掰了舊工作」 。剛好這時

「幸福汪汪之家」徵新員工，待遇雖較之前的工作低，讓爸爸猶豫了─

「但一定和這裡有緣，六月初爸爸還是接了。」小魚說，她曾把公民老

師告訴他們的一句名言「Do all things with love！」，壓在書桌玻璃板下。

「爸爸現在在這裡就是『Do all things with love』喔！雖然很辛苦，如果狗狗

情緒不穩，還有攻擊性，但能幫流浪狗和癱瘓犬走出苦難，爸爸說這工作很有

意義，他喜歡！而我呢，哈，許願成功，這『夏』我可開心了！」

就這麼聊得起勁時，忽然小魚喊了聲：「爸！」便奔向一名從室內走出

的男子。

我環顧周遭，每一隻原先到處流浪、受苦的狗狗，如今在這安全庇護

所，自由奔跑、晒太陽、撒歡，享受屬於牠們的動物權⋯⋯

當小魚和她爸爸微笑著向我走來時，我想起「汪汪幸福之家」之名，

心頭湧起一陣感動。是啊，除了這美麗之名外，這世上，

我想─可還有其他更合適的名稱嗎？

陳幸蕙

臺大中文碩士。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作品選入國小、國中、大學

國文課本。著有散文集《與玉山有約》、《海水是甜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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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店的玻璃櫃裡擺出了各種巧克力商品，沒錯，

情人節快到了。

那天，店長收到一封信。信上是這麼寫的：

一個喜歡散步到可以花一整天

走來走去、生活簡單、時間卻總是不夠用

的圖像工作者。目前朝著繪本故事的方向

努力著，畫自己的，也畫別人的。

繪者介紹
詹廸薾

撰文／賴曉珍　繪圖／詹廸薾　企編／周宜靜　版面／王書曼

淡江大學德文系畢業，寫作

超過二十年，至今仍認為創作是世上頂

美好的事。期許自己的作品質重於量，

能讓讀者讀完後心中留下懸念，有所思

考。未來想努力創作「療癒系」童書，

將潛藏在孩子心中的悲傷、恐懼、憤怒

與挫折，轉化成力量。作品曾獲金鼎獎

等獎項，著有《貓鬚糖》、《魔法紅木

鞋》、《門神寶貝》等書。

賴曉珍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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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叔叔：

情人節快到了，今年無論如何我都要向他表白。

我知道情人節要送喜歡的男生巧克力，而且最好是親手做的，可是，

唉！我的外號叫「手拙小慧」，連鞋帶的蝴蝶結都不會綁。

所以，我想請叔叔幫我做一款加堅果的巧克力布朗尼。我曾聽他說，

很喜歡吃他阿姨做的特製巧克力布朗尼。我猜「特製」的意思，

一定是裡頭加了很多堅果，因為我最愛吃堅果了。

不過叔叔，拜託你不能做得太「專業」喔，否則他不會

相信是我做的。

這是你我之間的祕密。我不方便在店裡訂布朗尼，怕被

其他同學聽到，因此才用寫信的方式。情人節前一天，我會

在晚上打烊前來拿，免得遇上其他同學。謝謝你喔！

害羞的女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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