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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故事糖

夏日午後，毒辣的陽光炙烤牆面，人

們鑽進咖啡館躲避酷暑，帶進自己的心事

和紛雜。但尤虹文一撥動琴弦，氣氛立刻

不一樣了；她的琴聲一如她的人，有一種

安靜的力量，將喧鬧化為和煦的聲波。人

們慢慢放下心裡複雜的擔子，空氣中不同

的音域凝聚成和諧。

尤虹文的舉手投足間，有一股由內而

外的自在。年紀輕輕的她，是標準的「人

生勝利組」：十五歲赴美學大提琴，三年

後申請上哈佛大學，是經濟系畢業的高材

生。她同時還是茱莉亞音樂學院大提琴碩

士，總是在世界各地巡演，有「女版馬友

友」之稱。許多人追求的成就巔峰，她似

乎輕易達成；只有她自己知道，這頭銜和

代價有多麼沉重。

撰文．企編／徐意筑　繪圖／Ino Lai　版面／小鬥士　照片提供／尤虹文

暫停的樂章
許多年前某一天，應該搭機前去和

小提琴大師合奏的尤虹文，在房間蜷縮

成一團泣不成聲，無法動彈。大師的助理

不斷來電催促，她整個人已陷入無盡的黑

洞裡，痛苦沒有邊界，不斷蔓延。「我當

時整個人是空的，

覺得生命是灰

色的。我沒有

尤虹文 
哈佛大學經濟系、茱莉亞音樂學院

研究所畢業。多次和小提琴天王帕

爾曼及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合作演

出。現為音樂表演者、教育工作者

及文字創作者。

尤尤虹虹我決定自己的價值我決定自己的價值 文文

10    未來少年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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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去做任何事情，覺得自己沒辦法再走

下去了。」那時的她，不知道自己病了很

久，那個病名叫憂鬱症。

憂鬱，來自於「我不夠好」
無止境的雕琢、自我苛責，即使身心

已逼近崩潰，她在乎的仍是別人的眼光。

「美國音樂圈的人會怎麼想？臺灣的家人

朋友會怎麼想？為什麼我這麼多年孜孜不

倦的努力，竟然只是一場夢幻泡影？」

回想五歲時，彈錯一個音，老師拿鉛

筆打她；七歲開始，變成自己打自己；到

了十歲，比賽輸了在場外哭；十五歲赴美

學琴，沒有任何親人陪伴，每天關在琴房

練習十幾個小時。躋身最優秀的人群中，

她要得獎、要競爭；吃的苦愈多，就愈要

求自己必須有成就。「如果得不到，我就

覺得自己澈底失敗；得到了，骨子裡仍感

到空虛失落，因為還有下一場千人音樂

會、下一個偉大目標要達成。」

追求卓越的路上，苦的是自己的

身心。演出前，她曾痛到趴在地上討止

痛藥；親人在臺灣過世，她仍堅持長

途奔喪、再照常演出，結束後馬上住院          

打點滴。「經年累月的長途跋涉、時差顛

倒，我到底在求什麼？這些年，我獲得

了什麼？經歷了什麼？又失去了

什麼？」

奶奶曾對尤虹文說：「虹文啊，你知道嗎？再苦
的路，還是要勇敢走下去。」不管尤虹文到世界
哪個角落，這句話一直伴隨著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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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票選「地球最受歡迎的生物」，恐龍一定

排前三名。牠們不僅是電影故事裡的超級巨星，真實

世界裡也相當迷人，比如—

地球最強而有力的下巴，有一副就在暴龍臉

上，張開嘴能撕爛一部汽車；恐龍演化

出水陸兩用品種，棘龍是最新發現。

撰文、企編／賴佳慧　繪圖／Asta Wu　版面／黃淑雅　
顧問 ／蔡政修（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圖片提供 ／達志影像

演化力量演化力量
恐龍恐龍— — 神祕的神祕的

演化力量
恐龍— 神祕的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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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地球所有物種裡，同時擁有

體型差異最大的生物，或許也只有恐龍

了—無畏龍是一種比座頭鯨還重的恐

龍，蜂鳥只有一公克，比一撮鹽還輕。

恐龍有很多樣子：巨大、迷你、殘

暴、溫和，有些脖子超級長、有的嘴裡

布滿尖銳牙齒，有的生活在沼澤邊，有

些棲身樹林裡⋯⋯兩億三千萬年來，恐

龍演化出的生物多樣性，正是許多人迷

戀牠們的原因。

是不是奇怪，為什麼把蜂鳥

與無畏龍放在一起比？近年研究發現，

鳥屬於恐龍大家族。暴龍這種掠食恐

龍，祖先分出了另一脈支系，體型愈來

愈小，最後成為鳥。

原來麻雀跟恐龍是親戚！恐龍並沒

有完全滅絕，牠們不但飛了起來，還躲

過了六千六百萬年那場空前浩劫。這又

是恐龍帶給我們另一個驚喜。

讓我們一起去感受恐龍身上展現的

演化力量吧。

演化力量演化力量
恐龍恐龍— — 神祕的神祕的

演化力量
恐龍— 神祕的

達志 / Shutterstock

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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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人類還不知道怎麼使用

電。直到愛迪生在美國紐約設置發電廠，

成立「愛迪生電力公司」，以及特斯拉發

明「交流電」之後，電才漸漸走進工廠和

家庭。

隨後，各種電器設備愈來愈多，改變

了人類的生活。傷腦筋的是，無論多方便

好用的電器都得插電，只能在有插座的地

方使用。

如果事先把電存起來，電器就可隨身

帶著走。只是，電該怎麼貯存呢？

夾心餅乾
早在愛迪生出生前，義大利的化學家

伏打發明了「伏打電池」：利用化學反應

來產生電。這就像變魔術一樣，把藏在元

素或化合物裡的「化學能」，轉變成「電

能」。

伏打電池的構造非常簡單，類似夾

心餅乾：兩片金屬（銅和鋅）夾著一片厚

撰文／陳季蘭　顧問‧審訂／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泡了鹽水

的厚紙板

銅片

鋅片

層層堆疊的「伏

打堆」，是最早

的電池組。

34     未來少年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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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板，厚紙板要先浸泡過鹽水溶液。然

後，神奇的事發生了！

鋅片發生化學反應：鋅片的電子

跑進溶液裡；厚紙板下方的銅片，則從

溶液得到了電子。你知道嗎？電子的流

動，就是所謂的電流──夾心餅乾「來

電」了。

所以關鍵並不是把電存起來，而是

透過能量的轉化：促使化學反應發生，

讓電子流動，把電「變」出來。

很可惜，伏打電池的電力並不強。

「單一電池太弱，如果把很多電池組合

起來呢？」是的，團結力量大，伏打一

口氣把二十四個電池組合起來，改良成

「伏打堆」，看起來像一整盒夾心餅

乾，銅片、紙片、鉛片⋯⋯，層層堆

疊。這是最早的電池組。

湯湯水水的電池
科學家不會就此滿足，他們

想研發更簡單的電池。只靠銅片

撰文／陳季蘭　顧問‧審訂／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和鋅片當然不行，

厚紙片裡的化學

溶液才是重點。

「如果把銅

片和鋅片直接泡在

化學溶液裡呢？」

可以，這是最簡單的電

池。實際上，兩片金屬

就是我們熟知的「電

極」：一片是正極、另一片是負極。至

於關鍵的化學溶液，由於能導電，化學

上也稱為「電解液」。

電池的「池」，就是取自電解液，

形容它像帶電的池子。含電解液的電池

攜帶不方便，好比出門多半不會帶著湯

湯水水的食物⋯⋯「嗯，池子要變乾，

功能不變，該怎麼改良呢？有了！」化

學家把電解液改為像果凍般的凝膠狀

（電解質），製作出乾電池，不只解決

攜帶問題，體積也變小了。

堆高機用的深度循環電池

模組，可以提供大電流，

但因為較不環保，現在多

以鋰鐵電池取代。

在伏打的電池
裡，鹽

水溶液會幫助
金屬產生化

學反應，使鋅
片失去電子

後，產生的鋅
離子跑到溶

液中。電子經
過導線，跑

到連結的電器
上，最後回

到銅片。像這
樣，電子跑

了一圈，完成
封閉的迴

路，就能產生
電流。這也

是為什麼在廚
房可以利用

檸檬讓小燈泡
發亮。

要注意的是，
形成迴

路的先決條件
是

「能導電」
，讓

電子或離子通
過，

形成電流。當
然，

除了導線及溶

液，還必須有

兩極：正極和

負極，供電子
進和出。

試試看，把LED小燈的兩極

（兩根金屬絲
）插進檸檬裡

（導電

的溶液），體
驗「化學能」

轉變成

「電能」的驚
奇。

從「
化
學
能
」到「
電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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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看過一些非常不可思議的

藝術創作？例如一首極為震撼的音樂作

品、無與倫比的精采小說、超出想像的

創意畫作⋯⋯

這些作品是怎麼被創作出來的？是

因為創作者是天才？還是他們擁有上天

的祝福嗎？

其實，原因可能是他們的大腦跟我

們不太一樣。

聽見色彩的藝術家─康丁斯基
藝術家康丁斯基是二十世紀抽象

藝術的代表人物。他曾說：「顏色是琴

鍵，眼睛是琴槌，靈魂是鋼琴的琴絃。

藝術家就是演奏的手，撫弄著一個又一

個琴鍵，讓靈魂震顫。」

康丁斯基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能

力，叫做「聯覺」。什麼是聯覺呢？

就是他在聽見聲音時，能夠看見色

彩；在作畫時，就像看到了音樂。因

此，他的作品彷彿是用繪畫把樂句展

現出來。

根據科學家統計，平均每兩千

人，才有一人具有「聯覺」能力。

聯覺這種厲害的能力，是某些人

獨有的「天賦」嗎？其實，它可能是

一種「缺陷」。有一派科學家認為，

我們幼年時，大腦會進行精簡：把不

需要的神經連結剪斷，這是大腦發

展中的重要階段。但擁有聯覺能力的

人，可能是幼年期時，大腦沒有剪掉

這些連結，導致「感覺連在一起」。

曾創作經典小說《蘿莉塔》的作

家納博科夫，也被認為是有聯覺能力

的藝術家。他曾說：「 a對我來說像木

頭的顏色， x和 z是藍色的。」這就是

聯覺最好的範例。

康丁斯基《構成第八號》，1923

44     未來少年   2020.09

心理
解密

撰文．企編／李艾澄    繪圖．攝影／Singing    版面／劍魚

瘋狂的天才瘋狂的天才──

解讀解讀藝術家藝術家的大腦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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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音樂家─舒曼
舒曼是十九世紀德國的作曲家，

他生性熱情、感情豐沛，一生中創作

了大量的作品。少為人知的是，他的

創作與他的精神狀態、大腦，有很大

的關係。

研究舒曼的現代學者普遍認為他

有「躁症」。躁症的患者非常樂觀，

常會對自己過度有信心，連一件小小

的事情，都會覺得意義重大。為什麼

會有躁症？目前認為可能與大腦的

「扣帶迴」部位過度活躍有關係。

擁有躁症的人顯得精神百倍，

之後精力耗盡，因此時常在躁症結束

後，陷入漫長的憂鬱。

舒曼就是這樣。學者研究舒曼的

創作年表時發現，舒曼在輕度躁症發作

時，產出的作品最多。當他精力耗盡，

也就是憂鬱時，作品數量最少，兩者相

差了幾十倍！

舒曼的作品幾乎都在「大腦特別活

躍」時完成。儘管一般人不像舒曼，會

突然充滿精力、之後陷入精疲力竭，但

也創作不出那麼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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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防疫各國防疫比一比！比一比！
撰文／翁秉仁　繪圖／An Chen illustration　企編／李艾澄　版面／劍魚

剛學數學不久，我們就學到用數

字比大小，哪一盒糖果多？誰比較高？

誰比較重？誰年齡大？數字的比較並不

難，難的是針對問題該如何比較。

舉個例子，臺灣人口多不多？查一

下資料，臺灣現在人口約 2360萬人，排

名世界第五十五名左右，還真不少。作

為對比，美國的人口比臺灣多，約 3億

2978萬人，大概是臺灣的 14倍，排名

世界第三。

但是到美國旅遊過的人，不是常

說那裡生活環境舒服，不像臺灣那麼擠

嗎？這表示人口多不多和擠不擠是不一

樣的比較方式。

測量多擠的指標稱為人口密度，由

總人口數除以國土面積。例如臺灣面

積約 3.6萬平方公里，計算得知每平方

公里約 652人。美國面積約 983.4萬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約每平方公里 34人。

就密度來說，美國人口稀疏得多。反過

來，面積比臺灣小（約 1／ 50）、人口

也比臺灣少（約 1／ 4）的新加坡，人

口密度卻是臺灣的 12倍，約 7894人／

平方公里。

這一陣子，大家很喜歡比較各國新

冠肺炎的防疫成效。最簡單的就是比較

確診數，由於臺灣確診數少，感覺防疫

很有成就。不過這個指標有點簡陋，同

樣有五人確診，十人的

國家比億人的國家顯

然要嚴重多了。

有一個比較合理的指標：

確診比率＝確診人數／總人口數，看

看確診人數占全國人口多少百分

比？由於醫療設備的布建多

半和總人口數有關，這

個指標可以讓政府從這個

角度感受疫情的嚴重程

度。另一個有意思的指標

臺灣都沒有

疫情呢。

是呀，看！美國的

人口密度很小，但

疫情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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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黃區域表示病毒天然的影響範圍，

假設其中有1/4的人（紅點）會被感

染。在沒有任何防疫作為時，人口密

度大的地區感染的人較多（左圖）。

同樣的人口密度，防疫措施（藍色

範圍）會降低病毒影響範圍，減少

傳染的人數。左右兩圖防疫強度不

同，感染的人數也不同。

反過來，兩地感染人數相同，並不表

示防疫效率就相同。人口密度高時

（左圖），需要更強大的防疫作為，

才能和人口密度低的國家相當。

是確診密度＝確診人數／國土面積，如

果確診密度大（身邊有比較多人確診），

就必須更有警覺。

但也有人覺得緊不緊急也必須參考

人口密度，如果將確診密度和人口密度

相比（相除），會發現結果又回到確診

比率。換句話說，確診比率可以想成整

體的百分比，也可以想成平均來講局部

的「確診比率」。

人口密度在防疫作為上一定有影

響。例如臺灣人口密度大，無疑會加速

疾病傳播，但是我們確診人數少，那就

表示臺灣的防疫強度高。反過來，如果

人口密度小，確診人數反而多，這個國

家一定缺乏防疫效率或行動。

防疫強度是什麼？有具體的方法可

以測量防疫強度嗎？看看下面的圖吧！

一起來看防疫強度以及人口密度，如何

影響疾病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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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現為《數理人文》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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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horror   恐怖的 

sound effect  音效   

spooky   令人毛骨悚然的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鬼怪的  

creepy   可怕的     

shiver   冷顫 

認識新字彙

Let’s watch 
a movie. 

Sure.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No way! Horror 
movies make 
me jump out of 
my seat.

It’s usually the sound 
effects that create 
the spooky scenes. 

Supernatural 
beings are creepy. 

Come on! They are 
not real anyways.

But They really 
send shivers 
down my spine!

Horror movies. 

我們來看電影吧！
Let’s Watch a 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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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齡心、方俊凱　漫畫／BaNAna阿蕉　
企編／鄒容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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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5

spine   脊椎   

goose bumps   雞皮疙瘩    

remote control   遙控器 

cartoon   卡通   

animated movie   動畫    

theme   主題   

alien   外星人

eerie   怪異的 

I see. No princess 
stories, please!

Alright! Take the 
remote control 
and pick whatever 
you like. 

I mean 3D animated 
movies! They are for 
everyone because of their 
great variety of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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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a 
chicken!

Whatever you say! 
I get goose bumps 
watching them. Let me see. 

We can have a good 
laugh watching cartoons!

What? Cartoons 
are for bab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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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看，你會發現大自然充滿了對稱，像是蝴蝶的翅膀、楓樹的葉子、雪花的

形狀。許多人造物也是，例如耳環、衣服，都以對稱原則來設計。人們為什麼喜歡

對稱？因為對稱為我們帶來美的感受。

世上豐富多元的自然景物，啟發人們對美的感知。但是，「美」有固定規則

嗎？人類對自然萬物長期觀察後，發現美的形式其實有精密的規則，對稱就是其中

之一，賦予我們沉著、穩定的感受。舉例來說，古今中外的宗教廟宇，或紀念性建

築，通常會採取對稱的形式。同理，這也運用在藝術畫作的構圖與色彩，像是中國

歷代皇帝的人物像，通常以正面、左右對稱的方式繪製。

現在，讓我們也利用對稱原則，來創造具有對稱美的小昆蟲吧！

開始動手做

使用材料  圖畫紙、鉛筆、水彩、畫筆、彩色筆、剪刀、膠水

撰文·繪圖·版面／范家毓
企編／鄒容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小撇步小撇步
為了接下來的步驟進行順

利，顏料盡量保持濃重的

溼潤感，不需另外加水。11在對折的圖畫紙上構圖在對折的圖畫紙上構圖

半邊的甲蟲外型，並考半邊的甲蟲外型，並考

慮喜歡的配色與外型裝慮喜歡的配色與外型裝

飾，用水彩著色。飾，用水彩著色。

構圖構圖

泰姬瑪哈陵 中國廟宇

對稱之美

90    未來少年   2020.09

P090-091_玩藝術-對稱之美.indd   90P090-091_玩藝術-對稱之美.indd   90 2020/8/18   下午10:152020/8/18   下午10:15

22 33

44

55

66

使用吹風機把顏料

吹乾後，把甲蟲的

外型剪下。

細節點綴細節點綴
太單調的地方可以用彩色筆繪

製裝飾，提高完成度。

製作三對足製作三對足
利用原本紙張剩餘的部分，和剛才

一樣，利用顏料對折壓印的方式，

將三對足做好並剪下。

組合組合
將做好的腳及身體（或

有多做的翅膀）用膠水

黏緊，就完成嘍。

對折、按壓對折、按壓
在顏料還潮溼的狀態下，小心的把畫紙對

折，按壓紙張，使顏料平均沾染到紙張上。

范家毓（飛飛）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畢業，現為藝術教育及插
畫工作者。任職於放藝術工作室，引領孩子
們以快樂學習的方式，縮短與藝術的距離。

吹乾、吹乾、

剪下形狀剪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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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師真後悔！真不該在清晨時候，用粉紅的霞光、淡藍

的天色混合甜露水，從玫瑰花心接生了那個小女孩！

一定是多加了一絲陽光，要不，就是那意外飄來的晨霧害

的。小女孩出乎意料的愛笑。

煮飯也笑，洗碗也笑，掃地也笑，連倒垃圾都在笑。

小女孩這麼愛笑，害老法師在研發魔法時老是分神。

喜歡聽故事、讀故事，有時也

住在故事裡。有時間就到處走走，收集陽

光、古老房舍、老得不能再老的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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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者介紹
王書曼

撰文／林世仁　繪圖‧版面／王書曼　企編／周宜靜

喜歡大自然，喜歡唱歌給自

己聽，喜歡用新鮮的眼光來看這個老舊的

世界，覺得生命就像一場神奇的大魔術。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出版社副

主編，目前專職創作。願望是：「把心中

的靈感都變成美好的故事！」目前已經完

成的心願，有「字的童話」系列、《換換

書》、《流星沒有耳朵》、《小麻煩》、《我

的故宮欣賞書》、《銀色月光船》等四十餘

冊。心願繼續實現中⋯⋯

林世仁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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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鞠躬呢。」小女孩

拿著澆花器，蹲在花叢裡。

「不准笑！」老法師催眠中的小精

靈全跳上來拉他的鬍鬚。

「可是，蒼蠅在搓牠的手、搓牠的

腳呢。」小女孩碗也不收，呆呆趴在桌

邊看。

「不准笑！」老法師放下手中的魔

法寶典。

天上星星不見了？
「不要笑！」老法師一分神，粉靈

豆變成了失靈豆。

「可是螞蟻在搬家呢！」小女孩拿

著抹布，趴在地上：「牠們的觸角揮啊

揮，連窩裡的空氣都一塊搬走了。」

「不准笑！」老法師一分神，手邊

的魔法湯變成了蟾蜍湯。

「可是螳螂在翹屁股、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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