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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你那邊幾點？
—時差與時區

特別企劃
12 美麗的海峽城市 ─ 伊斯坦堡

80 請問 Doctor．一次弄懂：

發炎、感染、自體免疫疾病

40 為你撐起保護傘，守護成長權利

51 漫畫連載．忠實的朋友 ( 下 )

撰文／葉李華 繪圖／ rabbit44

68 花招百出的食蟲植物

24 世界時區表

長篇創作

撰文／顏俊宇 繪者／達關

84 科幻裡的科學．一級玩家

撰文／喬望舒 繪圖／右耳

20 丈量時間三部曲

封面設計‧張議文／封面繪圖‧達姆／來寶繪者．BO2

名家學堂

撰文／邱品妤 繪圖／顏寧儀
撰文／張馨心 繪圖／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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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跟數學家學思考

撰文／唐炘炘 繪圖／火車

26 跳躍時光之旅

98 創作故事．再見了，雪球！

平均速度不是速度的平均

28 時差與生活

撰文／點點

繪圖／陳沛珛

撰文／翁秉仁 繪圖／陳沛珛

92 作文來一課．小動作
撰文／李崇建

歡樂動動腦

繪圖／王孟婷

94 小玉阿姨的祕技．鬼滅之刃教我的事

32 科學漫畫

元素學園 放射性危機

撰文／蔡慶玉 繪圖／夏綠蒂

編劇／李艾澄、張靜如 漫畫／橙阿德

精采專題
6 來寶報新聞
編撰／鄧小非

編撰／詹亞穎

108 心情聊天室

50 貓咪黑白說．牙膏？化毛膏？

顧問／楊俐容 繪圖／蔡豫寧

8 歷史 Online．世界是怎麼來的？
撰文／賴佳慧 繪圖／九子

110 我的創作小天地

46 藝術面對面．奇妙的點

企編／愛米粒

撰文／王文娟 繪圖／九子

漫畫／李小逸

87 漫畫生活故事．膠水
漫畫／ SANA

112 活動看板

87 謎語

編撰／愛米粒

67 看漫畫學孟子．權，然後知輕重

編者的話

50 笑話

互動特區

編撰／愛米粒

撰文／王文華 漫畫／ SANA

2 差一點，可能差很多
撰文／陳季蘭

76 媒體識讀課．大爆滿 vs. 冷冷清清，

新聞照片有立場
撰文／張靜如 繪圖／右耳

82 小小科學人

未來的北極星、大地震的聲響
96 在心裡散步．削∼鉛筆
撰文．繪圖／綠野悠

素養 小印 章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馬可波羅像
1217年，馬可波羅前往中國途
中，取道當時的君士坦丁堡，

信仰之城

聖索非亞清真寺

也就是現在的伊斯坦堡。他對

船靠岸了！興奮跳下船，這裡是歷
史半島區的艾米諾努碼頭，不僅海上郵輪

這裡的印象是：「充滿深紅色
絲綢，和其他顏色異常美麗、
鮮豔的布料。」

川流不息，路上也是人山人海，世界各地
的觀光客們，等著探索港邊的古城與清真
寺，一旁聚集的攤販也樂得開心。看！他

美麗的海峽城市

伊斯坦堡

們賣的可是港口特色的烤鯖魚三明治。
撰文、企編／邱品妤
繪圖／顏寧儀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博
斯

世界上的水岸城市眾多，但只有伊斯坦堡被

海峽

歷史半島區

魯斯

斯坦堡一邊是亞洲，一邊是歐洲！

新區

普

大海硬生生切成兩半。這一刀切得可厲害了，讓伊

亞洲區

海峽貿易，生意興隆通四海
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遊船上，就像擁有哆拉A夢的任意
門，歐洲、亞洲隨意穿梭。這條海峽不僅分隔亞洲大陸與歐洲大
陸，也是世界上最有「經濟價值」的海域：往來的商船和郵輪多到數不清。
商船上載著來自亞洲、非洲的奇珍異寶和各式貨物，郵輪則帶來一波波觀光

伊斯坦堡

美麗的聖索非亞其實有著坎坷的身
世。兩千年前，她是基督教的「聖索非亞

第一站，聖索非亞。「噹∼噹∼

大教堂」，後來伊斯坦堡的主人改為信仰

噹∼」隨著神祕鐘聲響起，人們突然井然

伊斯蘭教的鄂圖曼帝國，大教堂變身為

有序的排好隊伍。原來這是城中提醒信眾

「聖索非亞大清真寺」。經歷兩個文化帝

膜拜時間的鐘聲。信徒們頭頂包著白色包

國治理後，土耳其為了公平對待兩種宗

巾，他們是伊斯蘭教徒。咦？隊伍之外怎

教，將建築物改為「聖索非亞博物館」。

麼有人戴著十字架項鍊，也準備進去呢？

從此，聖索非亞不僅是著名的文化勝地，

原來，伊斯坦堡是兩大宗教文化的信仰中

更是兩大宗教的信仰地標。

心，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都來這裡尋求神

不過，博物館為什麼有信徒前來禮
拜呢？今年七月，聖索非亞又被改回「聖

的庇佑和智慧。

索非亞清真寺」，因為土耳其超過百分之
八十的人信仰伊斯蘭教。對多數人來說，

伊斯坦堡位於土耳其
西北部，總面積約五千多
平方公里，大概是七分之
一個臺灣這麼大。雖然不
是土耳其的首都，卻是最
大的都市。

也許清真寺更代表他們的文化與信仰吧。

人潮。暢行無礙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不僅是伊斯
坦堡的商業起點，更讓土耳其商人得以
「生意興隆通四海」。

12 未來少年 2020.11

另一座同樣著名的
「藍色清真寺」

13

封面
封面
故事

— 時差與時區
撰文／張馨心

繪圖／達姆

企編／蔡珮瑤

版面／劍魚

現在幾點鐘？
現在，各國的時間差距都是規定好
的，要查詢也很方便。不過能有這麼方
便的時區制度，是很多人努力的成果。

全球因為肺炎疫情，鄰居大伯原本要去探望在國外生活的兒子，現在只能用視訊和兒子聊
天；到美國念書的大表哥回來過個年，也被通知不用再回學校，從春天開始改用遠距教學。各地
的童書作家、名人為了避免不能上課的小朋友太無聊，紛紛開啟線上直播，說故事、教才藝。

在時鐘還沒有出現的古代，一天之中，
最多只有早上、正午和夜晚的區別。
人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尋找掌控時

有人說，因為這次的疫情，人類的生活方式被改變了。大家會更依賴網路來保持人與人之

間的方法，做出了計時器。之後又和地

間的聯繫，就像上面提到的這些例子。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不同的事件中，除了網際網

球的經緯度扯上關係，誤打誤撞讓時鐘

絡，還有哪個共通點呢？

愈做愈精準。最後，為了要跟遠方溝通

答案就是：時間差。無論是大伯和兒子聊天、大表哥上課的時間，或者想要收看某位國外作

以及快速的交通，竟因此促成了時區的

家的最新直播，兩邊的時間都不會一樣。為了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一起相聚在網路上，兩邊的人都

劃分。而這一切的故事，得從很久很久

必須了解彼此的時間差距，換算好本地的時間，線上聊天才有可能！

以前，人們怎麼測量時間說起了。

18 未來少年 2020.11

現在時間是下午四點，你習慣用
4 :00 pm表示，還是 16 :00？在古代中
國一天有十二個時辰；在古埃及，白天
和晚上各有十二個小時。
現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分法，源
自於古巴比倫人的計算方式。不過，
大部分國家還是保留了傳統上午和下
午的說法，圓形手錶的錶面也只分成
十二小時，因為分成 24等分太小了。
但現代的電子錶可以顯示數字，能採用
0 :00~ 2 3 :59的二十四小時計時法，也
避免了上午或下午搞不清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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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李艾澄、張靜如
編劇／
李艾澄、張靜如

漫畫／橙阿德
漫畫／
橙阿德

審訂／王文竹
審訂／
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氫
為什麼這裡的土
都燒焦了？

性
射
放
危機

校本區的一到八班，
屬於元素週期表上的
1A到8A族。

版面／邱意惠
版面／
邱意惠

在中間的，則是在另一個
校區的1B到8B族。

鋰

中間的元素，被稱為過渡
金屬元素，歸類為B族，
分成八班。

鎂
碳

鈉
銅

這是怎麼
回事？

鉀
鈣

矽

鐵

銀

等一下，這裡有狀況，
你們先別靠近。

重點是最下
面的……

這些土有殘留的輻射，加上
痕跡往校外延伸，可能是另
一個校區的元素跑過來了。
氮，你看，下面的元素
都有這個符號！

學號大於84的學生，都是放射性元素。

我們有別的校區？

這個等一下再解釋，
你們怎麼會跑出來？

我在派對撿到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符號！所以徽章是
他們的？

這是游離性輻射警告
標示。看來他們真的
來過這裡。

他們的輻射能量很危險，即使本來屬於
一到八班，也會待在另一個校區。

難道派對的
水晶燈是……
我會去找他
們談談。
他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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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元素的破壞力
很強，你們千萬不可
以擅自去那裡。

出生於1876年的傑布女士(Elgantyne

為你撐起保護傘，
守護成長權利

Jeb b )， 在 未 投 入 拯 救 兒 童 的 計 畫 之
前，便長期關注社會慈善工作，充滿了
人道關懷精神。2019年5月，為紀念拯
救兒童基金會成立一百週年，倫敦皇家
阿爾伯特音樂廳特別舉辦了傑布女士半
身像的揭幕儀式。

論是哪一國的孩子都擁有活下
撰文／喬望舒

繪圖／右耳

企編／蔡珮瑤

版面／寶小林

去的權利，孩子沒有能力保護
自己的生存權利，成人必須為他們撐

上學有老師教導，學科多元豐富，因應時代需要；除了課業

起保護傘。

學習，學校還提供營養午餐、設立保健室和輔導中心，照顧同學

就這樣，傑布女士成立的「拯救

的身心健康⋯⋯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規劃，其實是許多人前仆後繼，

兒童基金會」邁出了保障兒童生存權

傾注全力為孩子爭取來的。

的第一步。時至今天，「拯救兒童基

孩子有活下去的權利
傳單裡的照片
11月20日是世界
兒童日。這個節日起

金會」仍繼續在

提起兒童權益，就不能不認識

這張照片觸發了很多英國人的

全球一百多個

這位起草「兒童權利宣言」的英國人

柔軟心腸。但也有不少英國人對傑布

地區，為維護

── 傑布女士。

女士感到憤怒，因為她想幫助敵軍的

兒童的各種權
利奮鬥著。

孩童。畢竟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

合國為了保護孩童，

奧地利、德國境內受饑餓所苦的孩童

久，幾個月前，英國和德、奧兩國還

改善他們的福利，

請命，卻遭到逮捕。在她發布的傳單

互為敵國，殺得你死我活。

特別設立了「國

裡，刊登了這麼一張照片：照片裡是

1919年5月19日，傑布女士和妹妹

際兒童日」。

一位「頭大、身體小」的孩子，來自

在倫敦成立「拯助兒童基金會」，當

六十多年過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敗國。傳單上

天有一群仇恨奧、德兩國的英國民眾

了，世界各地

寫著：「這個孩子已經兩歲半，但體重

跑到會場外，朝他們眼中的「叛國姊

的孩子仍然需

只有12磅2盎司，正常同齡的孩子應該

妹」投擲爛菜葉，表達不滿。

要大人攜手

有28磅2盎司。他的頭顯得特別大，是

保護。

長期饑餓、四肢發育不全的緣故。」
據統計，當時在德國境內，每週就有
八百名孩童因為吃不飽而餓死。

面對情緒激動的同胞們，傑布女
士說的話至今仍發人深省：
「作為一個人，我絕不可能看到
孩子即將餓死了，卻不做任何努力去
救他們！」在傑布女士的心目中，無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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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1919 年，她在倫敦散發傳單，為

/
達志

源於1954年，當時聯

自2017年以來，
已有超過七十萬的
緬甸羅興亞難民逃往鄰國孟加拉，在簡陋的難
民營裡掙扎求生，其中超過60%都是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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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志 / Shutterstock

草間彌生｜《無限鏡屋：靈魂波光》｜
裝置藝術｜2017年｜丹麥路易斯安納現代美術館

發現了什麼？
數不清的小小光點，色彩繽紛，
聚集在一片漆黑中閃閃發亮，還有幾個
撰文／王文娟

繪圖／九子

企編／張馨心

版面／何心瑜

不規則的黑影，在光點間移動。難道⋯⋯
是草間彌生這位藝術家飛去宇宙，拍到

點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巨大，例如一粒灰塵是

銀河和外星人嗎？想像你在裡面，會

一個點，宇宙中的星球也是一個點。在藝術的世界

有什麼樣的感覺？飄浮，恐懼，

裡，點是很基本的形狀，卻有兩位藝術家用大家從

神祕，寧靜？或⋯⋯

沒想過的方式，讓點變成獨一無二的創作！到底這
些「點子」怎麼來的？他們如何去完成？一起來探
聚在一起的光
點好像銀河，
神祕又美麗。

索草間彌生和秀拉的藝術創造。

點點是通向無限的密碼
點與草間彌生之間，有很深的連結。小時候因
為生病，她的眼前出現很多黑點，好像要把一切吞
沒，包括她自己，這造成很嚴重的壓迫感。可是草
間彌生沒有逃避或假裝沒看見，而是選擇透過各種
藝術的手法，轉換不舒適的感受。
© Ron Cogswell / 創用CC授權

草間彌生另一件《無限鏡屋：數百萬光年的靈魂》作品，小光
點的造型像小燈籠，也像小珠子，會定時改變顏色，彷彿脈搏
的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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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想法是，把點當成神祕的通

光》，你是否猜到了？原來，草間彌生做

關密碼。只要有適當的距離，星球看起來

出一個被鏡子包圍的房間，放入很多小燈

就像點，而人也是。這個共通「點」，讓

泡。鏡子會互相反射照見的影像，讓眼

非常渺小的人類，與無限大的宇宙產生奇

睛產生空間無限延伸的幻覺。不只如

妙的連結。看看她的作品，一個彷彿無邊

此，藝術家又刻意保持房間黑暗，讓

無際的黑暗空間，閃耀著數不清的光點，

走進來的人一時間什麼都看不見，包

草間彌生如何在現實中、使用什麼材料去

括自己，因而體驗到整個人消失在

創造？從作品的名稱《無限鏡屋：靈魂波

光點裡的奇妙感受。

達志影像

認識草間彌生
草間彌生是日本藝術家，今年已經91
歲，卻仍持續創作。她喜歡大量重複使用簡
單的圖案，特別是圓點，並配上鮮豔搶眼的
色彩如紅白、黃黑，及花朵、南瓜等造型，
讓看過的人好像被點點「洗腦」，而圓點也
成為草間彌生作品的代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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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學思
數學

考

±

π± ≧
×÷

×

平均速度 不是 速度的平均

翁秉仁

π

≧

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現為《數理人文》編輯委員。

因此兩校混合起來的真正平均成績是 12000÷160 ＝ 75 分，而不是 80 分。
撰文／翁秉仁

繪圖／陳沛珛 企編／賴佳慧

檢查一下，可以發現這個平均成績的計算其實等於：

版面／劍魚

（90×40 ＋ 70×120）
40
120
1
3
＝ 90×
＋ 70×
＝ 90×
＋ 70×
＝ 75
160
160
160
4
4

最近有老師寫信給我，提到他的學生對「平均速度」的課題很困擾。這個問
題最基本的例子如下：

這和單純的 90 和 70 的平均不同：

小明 10：00 從 A 出發騎車到山上的 B，總共花了 3 小時，走了 30 公里，然

（90 ＋ 70）
1
1
＝ 90×
＋ 70×
＝ 80
2
2
2

後從 B 下山到 C，花了 1 小時，走了 30 公里，他從 A 到 C 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第一種寫法通常稱為 90 和 70 的

學生初學速度，其中又用到「平均」一詞，一個想當然爾的做法，是先算出
A 到 B 的速度是 10 公里／時，B 到 C 速度是 30 公里／時，所以兩者的平均是（10

加權平均，反映出因為 B 校學生多，

＋ 30）÷2 ＝ 20 公里／時。當他發現正確答案是 15 公里／時，一定覺得很崩潰。

因此必須有更高的權重，計算才會正
確。事實上只有兩校人數一樣多的時

這時，學生可以回到原始的平均問題，尋找思考的靈感：

平均
90分

侯，這個加權平均才正好是平均分數

平均
70分

假設 A 校和 B 校各有 40 人和 120 人，

的平均。

有次區域評量使用同一份數學考卷，結果
A 校的平均成績是 90 分，B 校的平均成績
是 70 分，問兩校合起來計算平均是幾分？

沒怎麼思考的學
生很容易出現答案等
於（70＋90）÷2 ＝ 80 的錯
誤。但是如果想像拿掉兩校的標籤，
把原始成績混合起來，正確計算平均成績
的方法如下：
平均成績 ＝ 總成績 ÷ 總人數
總人數 ＝ A 校人數＋ B 校人數 ＝ 40 ＋ 120 = 160
總成績 ＝ A 校總成績＋ B 校總成績 ＝ 90×40 ＋ 70×120 ＝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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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

獻不

一樣

權重，就是比重的意思，加權的數，對最後的平均數的貢
獻不一樣。比如你考了三科，成績分別是國語92，英文88，
數學96。三科平均分數是： （92 ＋ 88 ＋ 96）
＝ 92
3
但如果每科加權不同，數學是 4 5%，英語 30%，國語是
25%，那加權平均分就是：
96×0.45 ＋ 88×0.3 ＋ 92 ×0.25
＝ 92.6
（0.45 ＋ 0.3 ＋ 0.25）
加權後的平均分數92.6 ，比沒有加權的92還多，這是因為數學科比重增加了，
加上你的數學成績比其他兩科高，因此該科分數對於最終的平均分數的貢獻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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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雪球
撰文／點點

繪圖／陳沛珛

企編／蔡珮瑤

版面／何心瑜

雯雯坐在樹下，聽見歸

歪著脖子看向雯雯。雯雯伸出食指輕撫

巢麻雀吱吱喳喳，不禁想起雪

小鳥下顎，小鳥輕啄雯雯的手，然後啾

球清脆的歌聲。
她感到一陣昏沉，茫然抬起頭，看
見一個雪白身影，在熱鬧的褐色鳥群中
分外顯眼。
「雪球，是你嗎？」雯雯起身呼
喚，小白鳥剛停上枝頭，聽見雯雯的聲
音，便張開翅膀，飛到她肩頭。
「雪球，真的是你！」圓嘟嘟的身

作者介紹
點點

難忘小時候聽媽媽床邊故事的美

好回憶，長大後渴望藉著故事溫暖人心。

形，以及鳥喙上的紅色漸層，就是雪球
沒錯！雯雯簡直不敢相信。

好回憶。

陳沛珛

大榕樹下的相遇
「你知道我多想你嗎？現在我下

繪者介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

業。現為自由插畫工作者，每天都跟貓
宅在家。喜歡樸拙手感的繪圖風格，畫
繪本也畫圖像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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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一樣。
忽然，天空出現幾朵烏雲，天色
很快暗了下來。雪球拍拍翅膀、飛往
烏雲密布的天空。
「雪球，你要去哪裡？趕快回
來！」雯雯邊追邊喊，但是鳥兒頭也不
回的飛走了。這時候，嘩啦嘩啦下起大
雨，雯雯的衣服都溼透了。
「雪球、雪球⋯⋯」雯雯聲嘶力竭
的喊著。雨滴打在雯雯臉上，匯成一條

故事中的小文鳥是筆者兒時的寵物，謹以
此文跟牠說再見，謝謝牠帶給我的愛和美

啾的叫了起來。雯雯開心極了，像在做

小河，味道卻鹹鹹的，雯雯分不清是眼
淚還是雨水。

課都不敢回家，天天坐在老榕樹下發

「雯雯，你怎麼了？趕快起

呆，因為我一回家就會想起以前放學後

來！」一陣刺眼的手電筒光，照醒了

你陪我玩、陪我做功課⋯⋯我好想你

雯雯。

啊⋯⋯」
小白鳥好像聽懂似的，睜著圓眼，

「啊，原來是做夢⋯⋯」雯雯喃喃
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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