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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考，他考上醫學系，爸爸高興

得燃放鞭炮慶祝，他想阻止卻沒成功。鞭

炮劈啪作響，侯文詠看著瀰漫的煙霧，想

起逝去的青春歲月，不禁感傷：放棄這麼

多，不划算啊。

之後，侯文詠重拾寫作，即使畢業後

到醫院上班，仍然每天寫作兩、三小時。

在醫院要面對生老病死的苦楚和傷

痛，寫作時他選擇輕鬆詼諧的

筆調，作品裡趣事笑料不斷，

藉此將自己抽離負面情境。這樣，

隔天他又可以帶著「正能量」走進醫院。 

轉身邁向渴望
作品廣受歡迎，侯文詠成了暢

銷作家。雖然擁有醫生和作家頭銜，

他並不就此滿足。醫生工作繁重，利用瑣

碎時間還可寫寫短篇小品；但身為作家，

他想挑戰長篇創作。「要不要辭職，當個

全職作家呢？」他思考了許多年，也持續

與家人溝通。然而，要放棄人人稱羨的醫

生工作，可不是容易的抉擇，何況他還拿

了醫學博士學位，怎麼能轉行、只當作

家？儘管叨唸了三、四年，他始終得不到

家人支持，跨不出第一步。

「馬奎斯在三十八歲寫出文學名著

《百年孤寂》，我三十六歲還在寫《淘氣

故事集》⋯⋯」三十六歲生日那天，他

再度為自己爭取：「人生有幾個三十六歲

呢？我現在不離開醫院，往後責任愈來愈

重，就永遠離不開了。」這次，他獲得太

太全力相挺。

讓意見發揮影響力
侯文詠喜歡寫作，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喜歡表達意見。辭去醫生職務，有了充

足的時間與精力，他開始探討嚴肅的社會

議題。《白色巨塔》與《危險心靈》就是

這段期間的代表作，透過故事表達他對醫

院和教育的看法。「風格大幅改變，讀者

能接受嗎？審視難以撼動的兩大體制，會

不會被罵呢？」還好他擔心的事沒發生，

大家依然喜歡他的作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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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明天你就去當作家。」雖然侯文詠一直很想辭去醫師工作，專心寫作，但

太太突然同意了，他竟有些不安：現在我的書很暢銷，卻不保證三、五年後依然受歡

迎。他告訴太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以後可能完全沒有收入。」太太看重他的才

華，相信他寫作對社會同樣有貢獻，因此願意力挺到底。

第二天，侯文詠遞上辭呈，並下定決心努力創作，絕對不能辜負自己和家人。

「寫作」這條路是他真心想走的，而且繞了好大一圈才如願。

 

不放棄夢想的模範生
從小，侯文詠便對寫作展現超凡的興趣，經常投

稿報章雜誌，甚至創辦刊物，自寫、自編。父母和

老師看在眼裡，認為侯文詠投入寫作是「不務正業」，都勸他

別再寫了。那麼，什麼才是「正業」呢？「考第一名、拿獎狀

回家，爸爸最高興了！」侯文詠深知大人的期許，認真努力維持

好成績，當個模範生。

上了高中，有一次他考了第十三名，「那是史上

最大的慘劇⋯⋯」侯文詠大受刺激，決定拋下所有

外務，包括心愛的寫作，全心全意拚學業。

侯文詠 
1962年生，曾任臺大醫院、萬芳醫院麻醉科

主治醫師。目前專職寫作，曾獲得新聞處短

篇小說首獎、全國學生文學獎、中國時報年

度推薦最佳兒童書籍獎等。知名作品有《白

色巨塔》、《危險心靈》等。

真真誠誠面面對對自自己己
侯侯文文詠詠

真誠面對自己
侯文詠 撰文／賴伯駒　繪圖／薛慧瑩 　

企編／許嘉諾　版面／Amann  
照片提供／皇冠出版

名人
故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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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無數影視人員的智慧，觀眾只需保持

一顆開放的心，即可享受影像創作者的天賦才

能；只需觀看，就能將不可思議的世界，烙印在我們

的腦海。

到底影視的背後藏著什麼祕密？平凡的人們，如何透過創意和巧

手，打造彷彿真實存在、如夢似幻的影像世界？

讓我們一起展開這場影視

之旅吧！

火車進站了！
影視萌芽初期，最早公開播映的影片之一，是法國盧米

埃兄弟拍攝的影片「火車進站」。影片中一列火車從遠處緩

緩駛進車站，總長約五十秒。除了「火車進站」之外，盧米

埃兄弟還拍攝了「工廠大門」、「水澆園丁」等影片，在當時

大受歡迎。

這些放映的內容，現在看來或許覺得普通，不過，

對當時的觀眾來說，光是這些影片的存在，本身就已經

是奇觀了。因為觀眾看到的不再只是畫作、素描、照片

或報紙上的報導，而是生動的影像，能夠如實記錄某地

曾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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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6-028_封面故事-影視的奇幻之旅-1119.indd   17P016-028_封面故事-影視的奇幻之旅-1119.indd   17 2020/11/19   下午9:352020/11/19   下午9:35

一百多年前，當第一縷光線穿過黑暗、觸碰到螢幕，從此，螢幕上的世

界便像魔法般吸引我們的目光。

影視這項前所未有的發明，不僅改變了人們觀看世界的方式，更打破了時空的藩

籬，為人類的視野創造無限的可能。

影史上，第一位被公認為藝術導演的葛里菲斯曾說：「影視在未來將成為一般

人熟悉的新世界語言。」百年前的預言，如今已成為真實而且化為日常。無論在美

國、印度，還是臺灣，只要透過電視、電腦或手機等3C產品，彈指就能欣賞來

自世界各地的影片。

影音不僅是娛樂，也是教育的好工具，透過一部部影片，人們

得以了解不同的文化、穿梭不同時空，認識各地人類心智運

作的方式和成果。

影視的創新之旅
撰文／李艾澄　繪圖／Singing　企編／蔡珮瑤　版面／李健邦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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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
事

P016-028_封面故事-影視的奇幻之旅-1119.indd   16P016-028_封面故事-影視的奇幻之旅-1119.indd   16 2020/11/19   下午9:352020/11/19   下午9:35



皺褶了。現在，看著鏡子裡這塊小皺褶，你覺得它透露了什麼？「透露⋯⋯我是從青蛙演

化來的？」不，應該說，在演化路上，動物和人類有共同的祖先。

像這樣的退化痕跡，我們身上還有不少喔，請繼續看。

不尖銳的虎牙、稀疏的毛髮
數一數，你有幾顆牙齒？在兒童時期，人類通常有二十顆牙，長大之後多半和人猿祖

先一樣，有三十二顆牙。和祖先相比，我們不再需要咀嚼粗硬的植物和堅韌的生肉，所以

下顎變小了，齒槽最末端的四顆大臼齒跟著退化；同樣的，前面用來撕裂生肉的犬齒也

退化，變得較不明顯。

我有三十二顆牙

齒，犬齒特別尖，可

以撕咬各種食物！

成人通常與黑猩猩一

樣有三十二顆牙齒，不過

下顎比較小，牙齒都緊靠在

一起，而且犬齒退

化變小。有些人

最後方的大臼

齒，也就是俗

稱的智齒，

不會全部

長齊。

動物與人類有共同祖先

地球上現存的脊椎動物，包括魚、青蛙、壁虎、鳥和人類等，

在大約五億年前都擁有共同的祖先。這個共同祖先隨著演化出現

分支，在四億年前一部分成為魚類的祖先，另一部分往陸地上移

動，成為兩生類、爬蟲類、鳥類和哺乳類的共同祖先，之後繼

續演化分支，將特徵傳承下去。愈晚分支的動物類群，有愈近的

血緣關係，特徵也較相似。

從鏡子後退一步，瞧瞧全身。奇怪了，為什麼人類不像其他哺乳

動物，身上有濃密的毛髮？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科學家，目前仍沒

有確定答案。不過，大家普遍認為，哺乳動物的體毛是用來保暖

的，而人類的祖先在熱帶草原獵捕動物，如果身上都是毛，

就會太熱，甚至中暑昏倒。相反的，身上的毛稀

小臼齒

犬齒

門齒

大臼齒

小臼齒

犬齒
門齒

大臼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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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鏡子時，除了看見自己的長相，你還

可以發現演化的玄機！

來，睜大眼睛，看看你的眼頭，是不

是有一塊半月形的白色皺褶？這叫半月皺

襞，是瞬膜退化的痕跡。瞬膜是一層半透明的薄膜，

青蛙、蜥蜴和鳥類的眼睛表面都有，用來眨眼、保護

眼球、維持溼潤，某些哺乳動物也有。科學家推測，

由於人類不需要長時間在天上飛或水裡游，眼睛少了

瞬膜保護也沒關係，所以瞬膜就退化成一塊無用的小

鳥類眼部的瞬膜，

在快速飛翔時，會蓋

住眼球，讓眼睛保有部

分視力，同時避免空氣

猛烈灌進來，傷害眼

球表面。

人類眼頭這塊

皺襞 不能活動，

也不具有保護眼球的

功能，它是從瞬膜

退化的 。

瞬膜

瞬膜遮蔽

皺襞

撰文／吳欣庭　繪圖／Chiu Road手路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發現

36     未來少年   2020.12

P036-041_特企-發現演化的玄機-1119.indd   36P036-041_特企-發現演化的玄機-1119.indd   36 2020/11/19   下午9:442020/11/19   下午9:44



真的嗎？讓我看看！哇嗚，雖然我應該還是

不會用「漂亮」形容她，但這幾張雜誌上的

照片，好特別，好有味道喔。

這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跳脫本來的想法！我在想，美

或好看是不是真的有標準？

或是說：這些標準又是誰定的呢？

報導中有位模特兒曾說過，她從來

不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喔。

好有自信！會不會這就是她在照

片中散發特別感覺的原因呢？

哈哈！謝謝你陪我聊天，感覺好多了。我想，

我知道這次藝術課的報告可以寫什麼了。

有可能喔。或許心境上的轉換，能讓人

不一樣。像你，我覺得現在多了笑臉的

你，比早上的愁眉苦臉，好看多了！

不只有她喔。之前有篇報導也提到，有幾位

外表不被看好的模特兒或演員，在一番努

力後，獲得意想不到的肯定，在國際大放異

彩。或許，好看的標準不只一種？

費拉跳脫好看或不好看的討論框架，

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你有注意到嗎？

我想她可能聽過很多人這樣說吧。你

看，這篇文章下面的留言，就有人批

評她的長相。但她可是個模特兒，曾

經登上過國外的時尚雜誌封面喔！

嗯⋯⋯好像還好！如果

她來爭取我們班戲劇的女主角，

我大概也會覺得她不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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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末費拉傳來兩個挑戰題，蘇非想了好久，你能幫幫他嗎？小

提示：要解開這些挑戰，必須讓你的思考跳脫框架，不然很容易被困

在自己的想法中，原地打轉喔！

❶  請用一筆畫出最多四條
直線，通過全部九點。

❷  請移動三根火柴，讓三角形從六個變
四個，而且三角形都要一樣大喔！

今日練習：跳脫框架

早上梳洗完，蘇非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十分乾淨、清爽，可是⋯⋯好像真的不夠

好看。

昨天藝術課老師決定帶班上同學一起來演戲，體驗音樂劇的魅力。蘇非想要爭取

演男主角，但大家在投票討論時，某位同學卻說蘇非不夠好看，不適合。

蘇非搖了搖頭，想把這些不愉快的念頭趕走。他背起書包，決定想些別的事。

費拉注意到蘇非一整天下來沒有什麼活力，特別安靜。放學後，蘇非見

到費拉劈頭就問：「費拉，你老實說，我是不是長得不好看？」費拉嚇了一

跳，猜到可能是因為昨天藝術課的事件，決定帶蘇非找個地方坐下來，

好好聊一聊。

好看不只一種模樣
「其實以前我不太在意自己好不好看，也不覺得

自己特別出眾。但這次因為我的外表讓我沒有機會好

好表現，我真的好難過。」蘇非說。

「我懂你的感覺。嘿！說不定有人跟你有同樣的經歷

喔！你看，你覺得她好看嗎？」費拉邊說邊拿出手機。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Ahwoo Wu　版面／劍魚

我不好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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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拉蘇
非聊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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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嘉 醫師

林口長庚復健科住院

醫師。中山醫大醫學

士，雪梨大學公共衛

生碩士。專長為復健

醫學及運動醫學。

我來自「醫」次說

清楚團隊。我們由

各大醫院醫師及各

領域專家組成，盼

用溫暖話語，讓醫

學被更多人了解。

使用手機

正確姿勢

如何保護頸椎？
最好的方法就是改變使用3C產品的習慣。使用

手機或平板時，盡量眼睛平視前方、抬頭挺胸，並調

整好坐姿，避免刻意伸長脖子。盡量不要把手機或平

板平放在桌子上，而是將它們直立放在架子上。

那麼，什麼才是正確的姿勢？試著把背靠著牆

壁，如果滑手機時後腦勺可以稍微碰觸到牆壁，就是

正確姿勢，如果後腦勺已經完全離開牆壁，就代表脖

子可能受到壓力嘍。

正確使用3C產品，能減少對頸

椎的傷害。盡量避免長時間盯著手機

或平板，連續使用時間愈短愈好，一

次不可超過三十分鐘。使用一陣子也

要記得休息至少五到十分鐘，可以站

起來看看遠方並輕輕的轉轉頭、動動

脖子，放鬆頸部也讓眼睛休息一下。

好好保護自己的頸椎，它才不會跟你

抗議喔！

頭愈低，頸椎的壓力愈大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在捷運、公車、餐廳或馬路上，都能看到男女老

少滑手機。可是，大部分的人姿勢都是錯誤的！人類是直立的動物，為了

支撐頭部，頸椎自然的角度是微微往前凸出的。當我們低頭時，頸椎就會

開始往後凹陷，而且頭愈低，頸椎承受的壓力愈大。根據研究顯示，如果

我們低頭大約三十度（例如頭看著平放在桌上的手機），頸椎承受的重量

會是平常的三倍多。而當我們低頭六十度時（看著放在大腿上的平板），

頸椎的壓力甚至會超過平常的五倍！久而久之，過大的壓力就會造成頸椎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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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椎

神經

胸椎

腰椎

薦椎

尾椎嚴重的頸椎疾病，可能進一步

造成手臂或手指的麻痺感

每次用完手機或平板電腦後，都覺得脖子、肩膀好痠痛！如果你有這種困擾，就要

小心。3C產品方便又有樂趣，如果使用時姿勢不當，可能影響健康喔！

頸椎——頭與身體的橋梁
脖子部分的脊椎骨，就是「頸椎」，

是人體支撐頭部和連接身體的重要橋梁。

頸椎旁連接很多肌肉，而頸椎之間更穿

梭著重要的神經。使用3C產品的姿勢不

良，短期可能會造成頸部肌肉的疲勞，讓

我們常常肩頸痠痛。

壞習慣一旦養成，姿勢不良久了，

頸椎就會因為長期使用不當而退化（老

化），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更嚴重還可

能壓迫到神經——神經在人體裡就像「電

線」一樣，負責傳導功能，要是頸部的

「電線」短路或斷路了，往手臂的傳導就

會失靈，造成手部麻痺或是無力。

脖子好痠！

怎麼滑滑手手機機才不傷頸頸椎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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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彥嘉　繪圖／達關　企編／許嘉諾　版面／A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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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小教室1 ─ 鐵與不鏽鋼
我們使用的鐵，是從大自然的鐵礦提煉出

來的。最初提煉的鐵稱為「生鐵」，裡面含有

很多碳。生鐵脆脆的，並不是好材料。怎麼辦

呢？在適當溫度下加入氧，讓生鐵裡的碳和氧作

用，離開鐵。經過這樣的處理，我們把含碳量

少於  0.02%  的純鐵，稱為「熟鐵」。所謂煉鐵成

鋼，鋼是指含碳量為  0.02 %∼2 %的鐵。

那麼，不鏽鋼又是什麼呢？裡面的主角仍然

是鐵，只不過多加了鉻和鎳等元素，讓材料更

堅固耐用。建築

材料或器具常用

的 304 不鏽鋼，

就含有18%的鉻

和  8%  的鎳。

差別在於⋯⋯
雖然都被稱為鐵皮屋，但每間屋

子從一開始的選材、搭建工法、設計

配色，到之後的維護使用，都不同。

俗話說，魔鬼藏在細節裡，來看看這

些小地方，究竟會造成多大的差異。

  材料     臺灣早期的鐵皮屋搭好鐵

架後，外牆會用輕薄的金屬波浪板，

屋頂則用水泥和石棉混合的「石棉

瓦」。波浪板很快就會生鏽，石棉瓦

厚重又不安全。後來發現：在鐵外面

鍍上一層鋅可以防鏽，因此「鍍鋅」

的鐵皮屋愈來愈常見。

不過，這種鐵皮使用年限頂多十

幾年，於是之後發明了鍍上鋁鋅的鋼

板，還有結合鋁、鎂、鋅的合金，甚

至直接使用不鏽鋼當建材，更加耐腐

蝕和抗鏽。

鐵皮屋常用的

C型不銹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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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比一比
比一比左右兩頁的房子，主角都是

鐵皮屋，可是感覺是不是差很多？一個

可能讓你覺得很漂亮、很有活力，另一

個卻不太好看。

仔細觀察，左頁的房子出現大片生

鏽的痕跡，比較老舊。鐵皮灰灰的，分

不清是本來就這樣，還是已經褪色。外

牆上還有一排排黑點，或許你注意到，

左頁第二間的鐵皮牆腳直接搭在地面

上，感覺有點簡陋。

再看看右頁的房子，色彩繽紛，或

灰頂紅牆、或紅頂灰皮，還有亮藍綠色

和亮黃色。外牆上沒有生鏽或是奇怪的

黑點，感覺房子比較新。若不是明顯的

波浪紋路，乍看之下真不像我們認識的

鐵皮屋。

除了建造的時間可能不同，還有哪

些原因會造成這些外觀上的差異呢？

撰文、企編／張馨心　

繪圖／大頭針盒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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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欣賞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紐約市芭

蕾舞團少年舞者們詮釋的〈雪花華爾

滋〉，他們俐落、歡快的

舞姿，帶我們進入神奇的

《胡桃鉗》童話世界。

讓它再也沒辦法咬

堅果殼，變成名副

其實的醜八怪！可

是，善良的克拉拉卻

對這只娃娃心生好感，

她懇請教父為胡桃鉗包紮傷

口，還抱它入眠。接著在夢裡，

克拉拉出乎意料的撞見來向胡桃

鉗宣戰的七頭鼠王，經歷一連串

超現實的詭譎譎事件⋯⋯。

耶誕前夕的雪花
華爾滋

以上這則大家

耳熟能詳的《胡桃

鉗》故事，是德國作

家E. T. A.霍夫曼的作

品。由於情節奇幻，

1890年被作曲家柴可

夫斯基與舞蹈家培第

巴編成芭蕾舞劇，

在1892年耶誕前夕

搬上舞臺，其他耳熟

能詳的舞劇《天鵝

湖》、《睡美人》

也都是柴可夫

斯基所創作

的呢！

連純慧

美國愛荷華大學音樂藝術碩士，純慧的音樂沙龍創辦人。

著有《那些有意思的樂事》、《知音相聚：西方音樂那些

人和事》、《暴躁的指揮家與勇敢的長笛手》等書。

他在創作《胡桃鉗》時大量運用打

擊樂器營造耶誕氛圍，令人一聽就感受

到節慶的氣息。譬如第一幕最末的〈雪

花華爾滋〉裡，長短金屬管身所組成的

「套鈴」，就像是放大版的風鈴一樣，

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響，生動描繪出

白雪的晶瑩和漫步雪地的歡欣。十幾位

精靈般的舞者身穿硬鞋紗裙，在雪夜松

林裡跳躍旋轉。此時套鈴配合踏瓣輕輕

敲打，繚繞迴盪，使原本寒冷的場景瞬

間溫暖起來！

隱形的兒童合唱團
除此之外，擅於交織聲響的柴可夫斯

基，還讓一個「隱形」兒童合唱團，站在

觀眾視線看不見的舞臺側邊哼歌，強化雪

花飄落的透明澄淨。這支華爾滋是為戰勝

鼠王的胡桃鉗而跳，解除魔咒變回帥氣模

樣的他，牽著克拉拉的手，前往滿是蛋糕

甜點的糖果王國。儘管離整齣舞劇終了還

有一段時間，但觀眾從〈雪花華爾滋〉裡

已得知男女主角愛情的結局，果然是耶誕

季節萬事甜美的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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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連純慧　繪圖／王書曼 　
企編／邱品妤　版面／Amann 

大雪紛飛的耶誕夜，史戴鮑姆醫生夫婦正在為耶誕派對

忙進忙出，他們採買食物、裝飾耶誕樹、烹煮佳餚⋯⋯，

要盛情款待即將光臨派對的嘉賓們。不過對哥哥

弗里茲與妹妹克拉拉而言，耶誕夜除了是和朋

友們相聚的日子外，厲害的德索梅耶

的現身，才是最讓人期待的事。

胡桃鉗娃娃的奇幻冒險
德索梅耶是兩兄妹的教父，他不僅

是受人景仰的法官，更是雙手靈巧的鐘錶師

傅。每逢歲末都會製作令孩子們眼睛一亮的

手工禮物。因此，兩兄妹今晚也引頸企盼教父到

來，迫不及待想知道，教父又要為他們帶來什麼嶄

新的驚喜？

未料，這晚教父從懷中掏出的娃娃，

竟是能夠喀 喀 、咬裂堅果果殼

的擬人化胡桃鉗。這只娃娃別

說蹙蹙眉的表情不討喜，剝

果殼的專長也不太靈

光，所以調皮搗蛋

的弗里茲故意摔

壞它的下巴，

《胡桃鉗》裡的
 雪花華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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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或許你想問，什麼是除

咒師？

除溼機能把家裡的溼氣除掉，除咒

師能清除人心裡的氣。

我討厭她！討厭她！

受人欺負有悶氣，讓人霸凌有怒

氣，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的事會有

怨氣。大半時候，人能自己把這些不好

的氣去除；然而總有些時候，碰上較

大的難關，自己跨不過去，別人也幫不

上忙。於是呢，成天記著它、時時想著

它，一想到就悲憤莫名、心裡隱隱作

靜安巷是條安安靜靜的小

巷。這天，有間小小工作室開幕

了，沒有長長的鞭炮響，也沒有賓

客祝賀，只在門口掛了個紅燈籠，

上頭寫著「除咒師」。

月見是這間工作室的主

人，他正是一位除咒師。

店門剛打開，一陣秋風

吹，月見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有人來了。

每回打噴嚏，總有事情發

生，工作室剛開張，立刻有客人上門，

這是個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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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他不是外星人。他很忙，忙著

讓腦袋瓜裡的故事飛出來，也要忙著管他那班

淘氣的學生。他寫的書，曾獲得牧笛兒童文學

獎等許多獎項。他的心裡永遠住著一個和你一

樣大的小孩，愛讀書，所以一直寫故事。

臺師大美術研究所畢。愛吃愛畫畫

愛旅行，到過長江源頭、南極探險。繪製過郵

票，曾獲信誼幼兒文學獎、金鼎獎、及波隆那

拉加茲書獎；在新加坡及墨西哥書展與當地創

作者分享交流創作經驗，並受新北市邀約開了

《走進無字書漫遊世界》繪本創作個展。現

專注插畫與繪本創作。更多作品請參考FB：

@joycesun.shystudio。

王文華

孫心瑜

作者介紹

繪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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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文華　繪圖／孫心瑜　

企編／蔡珮瑤　版面／何心瑜

除咒師月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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