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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機器人─幫漸凍人賣咖啡

了機器人當替身，就能在家工作，發揮自己的價
值、服務社會。據說，工作時薪有一千日圓，約
新臺幣兩百五十元呢。

機器人不僅會掃地、搬重物、煎漢堡，

資訊。接著，他們在家操作搖桿和眼部追蹤

咖啡館的發起人兼織女-D 發明人吉富太郎

器，利用指尖和視線的移動，輸入指令，指

表示，他想用冷冰冰的科技串起人與人之間的交

這款機器人出現在東

導機器人工作。不論帶位、

流，消除現代社會的孤獨感。最棒的是，織女-D

京一家新開幕的咖啡館。它

點菜、送餐、結帳、送客，

不跟人搶工作，還為受困的人創造工作機會，帶

們身高 120 公分、體重 20 公

雙方都能合作無間。需要講

來希望！

斤，名為 OriHime-D，中文

話時，他們就打開機器人配

意思是織女-D。特別的是，

備的喇叭，為客人推薦精

每位機器人都由一位行動不

選咖啡；連發聲困難的人，

便、無法出門的身障人士進

都有人工語音可以幫忙。此

行遠端遙控，是道地的「真

外，織女-D 的頭和手臂能配

人智慧」喔。猜一猜，人與

合說話，左右上下移動，是

機器要怎麼合作？

不是很親切？

現在它們還能幫漸凍人賣咖啡！

首先，透過織女-D 身

目前在咖啡館打工的漸

上的麥克風和鏡頭，身障人

凍症患者和脊椎受傷的癱瘓

士能夠身歷其境的收集現場

達志影像

者，來自日本各地。他們有

達志 / Shutterstock

一隻香港野豬跑到超市旁的垃圾桶找食物。

生態

有機器人當替身，真好啊！

還不用怕被病毒感染。

香港小野豬搭地鐵
近日，香港一隻小野
豬登上新聞版面。牠不只

我想到了！防疫期間，我們可以
派機器人出門。
什麼意思？

溜進地鐵車廂晃悠，被工
作人員追捕時，竟然下車
逃走，轉乘到月臺對側的

本尊不接觸，透過機器人，大家面對面一起玩。

列車，甚至趴坐在博愛座上。大家
一定很好奇，野豬從哪裡來？

好喔，還可以握手、拍掌，互動比視訊多。

其實，高樓林立的景觀並不是
香港全貌。鬧區之外，香港有將近
七成土地是綠色郊野，棲息著各種

科技

野生動物。由於森林與人類住所非
痕時，碳酸酐 就會啟動化學反應，捕捉空

神奇混凝土，修房子有一套！

氣中的二氧化碳，製造出碳酸鈣晶體，把縫
隙一點一滴填補回來。

人體的免疫系統會協助皮膚傷口癒

果然，碳酸酐 不負眾望，在短短一天

合，近期一篇科學報告指出，混凝土牆壁

內修復公釐等級的細小裂縫。團隊帶領人表

也能自我修復裂縫。來看看怎麼回事！
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的研究團隊找到
一種神奇物質：碳酸酐咁 梅。它存在人體血液中，負責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提供

神奇混凝土的樣品。

快速的轉移二氧化碳。研究人員認為，如果在混凝土原料中添加這種 ，當建築物出現裂

示，新配方混凝土能讓房子更長壽
─ 從二十年延長到八十年！
神奇混凝土如何自我修復？請看：

常靠近，野豬進城翻垃圾覓食，已
是香港的日常街景；甚至有人會餵
食野豬。於是，野豬對人類的戒心
愈來愈低，幾乎把人類社區當成自
家地盤。
搭地鐵的小野豬後來被專家捕
獲，送回郊區野放。但野豬入城引
起的各種意外，仍是香港有待解決
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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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非洲、吹著歐風

丹吉爾
拉巴特
達爾貝達
(卡薩布蘭卡)

菲斯

摩洛哥

撰文 賴伯駒 繪圖 顏寧儀
企編 張馨心 版面 夏綠蒂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摩洛哥像一棵大樹，根部深植在非洲的土裡，枝

國名為阿拉伯語
「極西之地」之
意，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
與柏柏語，因曾被法國殖
民，法語也非常盛行。雖
然南鄰撒哈拉沙漠，但沿
海一帶氣候溫和多雨，適
宜人居。摩洛哥由國王統
治，王朝歷史悠久，境內
有許多伊斯蘭風格的古城
與古蹟。

但阿拉伯文化早已融入摩洛哥，而鄉村或沙漠地帶的柏柏
人，也多半保有自己的文化或信仰。

馬拉喀什

摩洛哥

即使曾受羅馬帝國統治，後來又受法國和西班牙影響，

葉卻呼吸著歐洲吹來的微風。」有位摩洛哥國王曾這麼
說。翻開地圖便知道，摩洛哥位在非洲北部的最西緣，
與歐洲的西班牙只隔著 13 公里寬的海洋，難免會受影

那麼「長在非洲，吹著歐風」的摩洛哥，又和中東的阿
拉伯國家哪裡不一樣呢？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沒有圓頂的清真寺
首先，清真寺就有差別。這裡沒有大家熟悉的清真寺圓
頂，喚拜塔也從一般的圓柱改成方柱造型。
摩洛哥最大的清真寺是哈桑二世清真寺，位在靠海的達

響。不過，摩洛哥跟麥加相距 6000 公里遠，最後居

爾貝達。西方人稱這座城市為「卡薩布蘭卡」，意思是白色

然成為阿拉伯國家，而不是西方國家。為什麼？

的房子。在米白牆內，清真寺棕櫚樹般的拱柱，代表伊斯蘭

原來，早在七世紀，聲勢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帝

教天堂中的樹，以巨型大理石雕砌而成，宏偉典雅。

國，就已擴展到摩洛哥。阿拉伯人習慣在沙漠邊緣

它的位置也很特別，直接座落在大西洋岸邊。信眾可以

的肥沃農地居住，因此很快便適應且主導摩洛哥。

在大西洋海風吹拂下，對著麥加禮拜，是非常特殊而奇妙的

當地的原住民─ 柏柏人開始信仰伊斯蘭教，而阿

體驗。這裡也是目前全摩洛哥境內，唯一開放給觀光客參觀

拉伯語也成為主要的語言。

的清真寺。

位在海邊的哈桑二世清真寺，
有著方柱型的喚拜塔。

撒哈拉的藍人
圖阿雷格人是柏柏人
其中一支，大多在沙漠過
著游牧生活。帳篷中的一
家之主為女性，成年男子
多會蒙面。由於喜愛使用
藍色布料，又被稱作「撒
哈拉的藍人」。

摩洛哥路牌，由上而下依序為
阿拉伯語、柏柏語、法語。

拉巴特皇宮

© Abdeaitali / 創用cc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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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大人，

青春期的開關

你準備好了嗎？

你聽說過小嬰兒「一暝大一寸」
嗎？剛出生那幾年，不管是身高、體
重、肌肉、大腦……，都快速發展。而後，
長大的速度放緩了。從幼兒到青春期之前，除了

撰文•企編 張靜如 顧問•審訂 楊俐容（兒童青少年心理學家）
繪圖 Asta Wu 版面 李健邦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長高、換牙，你的身體不再有巨大的變化。
就像毛毛蟲得一直吃、一直長，直到吃得夠多、長得夠
大，才會啟動「化蝶開關」，結蛹成蝶。開啟青春期的「開

成人

「大人」是什麼樣子？小時候，我們扮家家酒，模仿大

關」，也一直藏在你的大腦裡，直到身體準備好的那一天。

人上班、煮飯、照顧洋娃娃。後來，我們為自己許下一個理
想——我長大要怎樣怎樣……。
長大並非一蹴蹴可幾。就像毛毛蟲需要結蛹，才能化

歲

11

蝶，你也得走過一段名為「青春期」的旅程，
接受身心蛻變的洗禮，才能成為大人。

歲

6

它有時很像恐怖的洪水猛獸，因
為長輩總會叨唸：「這麼叛逆，你青
春期喔！」有時候，它又很像神仙教

～ 歲

0
1

母的魔杖，輕輕一點，不只聲
音變了、體態變了，甚至連個
性跟興趣都變了。

第二次誕生
法國哲學家盧梭認為，青春期是我們的「第二次誕生」。第一次，從媽媽
肚子裡呱呱墜地，是為了「生存」
；第二次，則是為了「生活」
。什麼意思？
嬰兒餓了哭、飽了睡，所有出發點都是自己的需求，不需要在意
他人。可是生活需要與社會相繫，交友、戀愛、工作……每一樣都把
「我」和「他人」連結在一起。從受照顧的孩子，成為有能力付出、進
入社會的成人，就是青春期交付給你的任務。
為了第二次誕生，你需要經歷身體脫胎換骨的大改造，克服
心靈的矛盾與混亂，以及學會跟其他人好好相處。
這是一場以你為主角的現實冒險故事。
準備好出發了嗎？

「分開長大」的身體
身體各部位並不是同步成長，而是各有各的時間表。
比如剛出生到一歲左右的嬰兒，頭長接近身高的1/4；等到長大成人，頭部卻只占身高的1/7到
1/8——不是頭縮小了，而是頭長得比較快，四肢隨後才跟上。
至於和生殖有關的身體部位與特徵，則在青春期產生明顯變化，彷彿宣告：我要轉大人嘍！
16 未來少年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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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一定要的啦！
撰文

林樹聲

繪圖

程宜方 Yifun

企編

臭！讓人討厭；臭！讓
人想掩鼻逃跑。
換個角度想，「臭」
真的那麼令人搖頭嗎？
臭味如果有機會為

蔡珮瑤

版面

劍魚

圖片來源

達志 / Shutterstock

左右開攻

噁，臭啊～

俗稱「臭腥龜仔」的椿象，保護自己的
配備也是臭液。當牠受到侵擾時，會先從臭腺
釋出刺鼻的液體，再藉由胸部側邊的臭腺孔噴出。
厲害的是，臭腺孔兩側都有，所以不論敵人
是左攻或右襲，牠都能從容發射！
椿象

提醒，要迎上前去或走避遠離？是生
活中必要的存在。就像瓦斯原本無臭
無味，為了提醒用戶，特別添加了特殊
氣味，讓我們一聞便知道：「瓦斯漏氣

匍匐……轉身，發射！
以臭味當武器，大家第一個聯想到
的，想必是大名鼎鼎的「臭鼬」。
臭鼬分布在加拿大、美國、墨西哥

了，好臭啊！」

且它極具刺激性，難怪被噴到的
動物不但忙著撥弄刺痛的雙眼，
還必須忍受久久未散的臭味。
原來，臭鼬肛門的兩側，

自己辯駁，必然高喊：

只不過人類判定的臭，並不代表

等國家，牠的防衛之道就是：「讓你臭

諸位啊，想想榴槤、香菜或

其他生物也覺得臭。糞便和腐敗食物發

個夠！」面對步步逼近的敵人，臭鼬匍

各長著一個腺體，能貯存臭

臭豆腐，喜歡的人就說香，

出的臭味令人退避三舍，可是對蒼蠅蛆

匐、對峙，然後……轉身，發射！

液。而臭液之所以臭，主要

不愛的就喊臭，這很主觀，對吧？

蟲卻有無比的吸引力─太香了！

別打擾我
吃東西！

放慢轉速，我們發現臭鼬轉身後，

包含兩類化學成分—「硫醇」

沒錯，香味或臭味是主觀的判

自然界裡，臭往往有它的功能。

會迅雷不及掩耳的將屁股抬起，對準敵

斷。也有人認為，香或臭其實是一種

更何況，有發臭能力就好比擁有化學武

人狠狠噴出臭液。臭液到底有多臭呢？

硫醇最臭，但容易氧化，所以味

器，這可不是任何生物都能辦到！

聞過的人說，像壞掉的雞蛋或洋蔥。而

道較快揮發出去。十億分之一濃度的

好臭，快逃啊！
人的嗅覺是和外界接觸的前線，保護
著我們的安全。例如含硫的化合物，味道
多半臭臭的。這些化合物可能對身體有
害，聞到了以後要盡量閃避，以策安全。
除了保護作用，不同的文化、個人喜
好，以及後天的學習，也會影響我們對氣味
的解讀。所謂「海畔有逐臭之夫」，同樣
的氣味，有人覺得臭，有人偏偏喜
歡，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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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在生誰的
氣呀？臭成
這樣。

和「羧 酸硫醇酯」。

硫醇，就能讓人的嗅覺聞到臭味。
相對的，羧酸硫醇酯雖然

嗅球

嗅覺神經
嗅覺上皮
當氣味分子進到鼻腔，會先與鼻腔內
嗅覺上皮細胞表面的受器結合，將氣
味訊息傳進大腦。這一結合可不得
了，一連串的化學反應立即被啟動，
就像大隊接力，一棒接一棒。

發臭機關─肛門腺
肛門腺位在某些生物的肛門口，大
約在四點鐘和八點鐘方向各一個，能分泌臭
液。除了一些生物以它作為防衞，臭液也可
以用來辨別身分、相互認識、標記和占領地
盤，甚至協助排便。貓、狗、貂、熊……等
哺乳動物，都有這對肛門腺。不曉得你有沒
有注意到，不相識的狗狗一見面，除了汪汪
叫之外，還會去聞對方的屁股。猜一猜，牠
們這樣的舉動是在做什麼呢？原來牠們正在
透過肛門腺散發的特殊氣味，認識彼此。

也臭，但不易氧化，屬於緩釋
型臭劑。對於平常不洗澡的
動物來說，招惹上臭鼬就
註定帶臭一陣子，這就是
羧酸硫醇酯的貢獻。

休想以大欺小，
我有化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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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觀察

哪裡最亮？哪裡最熱？
觀察 1
撰文
繪圖

陳季蘭 顧問．審訂 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Singing 企編 蔡珮瑤 版面 夏綠蒂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上回我們講到：蠟燭燃燒是「固體」轉變成「液體」和「氣體」的過程。除了解釋
蠟燭的材質，也說明燭芯的重要：有了燭芯，才能形成可控制的火。否則就會像廚房的
油鍋起火，或者汽油燃燒那樣一發不可收拾。（見第124期44頁）
這次同樣點燃蠟燭，我們不但要觀察火焰，還有延伸小實驗。
為了看清楚火焰的結構，請選擇粗一點的蠟燭，以免火焰太小。另外，找個沒有風
的地方，讓火焰穩定好觀察。記得準備紙和筆，一邊觀察，

細心看火焰

！

點火之後，先等燭芯底部
的小凹槽形成，火焰夠大也夠
穩定了，便可以開始觀察。
火焰是什麼形狀？有幾層
呢？畫下火焰的形狀，一層一
層標示出來。
靜靜的看，哪裡最暗？哪
裡最亮？想一想，為什麼？

內焰很忙，忙著裂解蠟燭分子

一邊記錄喔！
原來蠟燭火焰
有好幾層吔！

O2

準備這些小道具，
開始觀察實驗嘍！

O
C
O

O2

風一吹，火焰會
忽明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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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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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玻璃管

細心觀察，再用
紙筆記錄下來！

＊ 為了方便辨識，圖中的分子只是示意，

點燃的蠟燭，如果缺
少某樣物質，就無法
繼續燃燒，你知道是
什麼嗎？

蠟燭

打火機

？

迴紋針、紙筆

蠟燭的火焰大約有三層，由內
到外分別是：焰芯、內焰、外焰。
最裡面的焰芯黑黑暗暗，沒什
麼光。其實這裡很忙碌，像個化學
工廠，忙著把蠟燭的分子切斷，切
成一塊塊小分子或是小碎片。好比
切菜要花力氣，切斷大分子也需要
耗費能量。焰芯就是進行這樣的反
應，因而顯得暗淡。
最亮的點在內焰的上方，而不
是外焰喔！你的觀察正確嗎？原因
我們待會兒解釋。
至於火焰的形狀，會受重力影
響：重的往下沉，輕的往上飄。焰
芯這裡還有大小不等的分子及碎
片，比較重，被重力往下拉。我們
可以這麼說，蠟燭燃燒產生的分
子，愈靠近燭芯，分子愈大塊；愈
往上，分子愈小塊，到了外焰多半
是小分子。
順帶一提，如果在太空站點蠟
燭，少了重力，火焰是圓圓的，而
不是上尖下寬，很有趣！

耐熱玻璃片

並沒有按照實際的大小比例和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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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的優良釣場
比現在來得高！為什麼呀？原來，當時
正值地球的「冰河時期」，許多地方都
撰文
版面

吳立萍 繪圖 羅 與黃鼠狼 Ning&Weasel
Amann 圖片提供 達志 / Shutterstock

覆蓋著冰雪，海平面比較低，因而露出
企編

蔡珮瑤

海面的陸地比現在多，而且高度和形狀
也不太一樣。

猜猜看，臺灣有多少個離島？

壯麗的花崗岩島

一直到大約一萬兩千年前，氣候

「金門、馬祖、澎湖、綠島、蘭嶼 ……

喀喀 …… 隆隆 …… 時間回到兩

漸漸變暖，融化的冰雪使海水增多，淹

就十個吧。」不，大大小小加起來，

億到一億年前，大陸東南沿海發生劇

沒了一部分花崗岩層。露出海面的部

超過一百二十個！光是澎湖群島就有

烈的板塊擠壓運動。滾燙的岩漿雖然

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金門和馬祖。

六十四座小島。

沒有冒出地表，卻在地層下方形成一

這類由花崗岩形成的島嶼，稱為「花崗

大片凹凸不平的岩層。這一類型的岩

岩島」。金門、馬祖有許多傳統的老房

石，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崗岩」。

子，就是用當地花崗岩砌成的。

這些散落在臺灣四周的離島，
有些是風光迷人的度假勝地，也有不
少無人居住的礁岩或沙洲。更驚奇的

喀隆 …… 板塊持續擠壓。天搖地

由於金門、馬祖和臺灣隔著臺灣海

是，許多離島的年紀都比臺灣大，應

動中，轟！上方的地層因為一連串板

峽，又比澎湖離臺灣遠，因此除了地理

該尊稱它們一聲「老前輩」才是！相

塊擠壓而碎裂開來。接下來數萬年，

景觀和臺灣大大不同，許多風俗民情

形之下，大約在一千萬年前成形的臺

風和雨等大自然現象聯手，一點一寸

也都和臺灣不太一樣。例如，

灣本島，只能算是年輕小夥子。

侵蝕這塊陸地。慢慢的，它就像剝了

金門人用來鎮住風煞的

皮的橘子般，露出裡面的花崗岩層，

風獅爺，就是當地

形成金門和馬祖島嶼的主體。

特有的景觀。

離島老前輩中，不乏勇健又深具
特色的島嶼，讓我們「敬老尊賢」，
從最年長的金門、馬祖談起。

馬祖群島位在臺灣本島西北
方海面，靠近中國大陸福建省沿
海，由十九個島嶼組成，以南竿和北竿島
的面積較大，多為丘陵地形。
馬祖群島的身世背景和金門差不多，
也是一系列花崗岩島，還是非常有名的釣
場。馬祖最主要的釣場在東引島，因為附
近海底地形突然凸起，許多原本在海底的
浮游生物或魚屍碎屑被捲向岸邊，加上花
崗岩岸海水清澈，吸引
許多海洋生物來此
享用大餐。

馬祖北竿的芹壁村，
依山而建，多以花崗
岩石塊為牆。

誕生不久的金門、馬祖，個頭竟

金門群島，岩層堆

呂士昂 攝

許多大石堆砌的景觀，是花崗岩層的

金門群島位在臺灣海峽的西岸，靠近中國大陸福建
省沿海，共有大小島嶼二十三座。其中，面積最大的是
金門本島，也是臺灣離島中面積最大的一座。
金門本島為丘陵地形，最高的太武山也只有262公尺
高，而且山頂圓圓禿禿，好像是用許多塊狀的大石堆
砌而成。這便是花崗岩層的特徵之一，明顯異於
臺灣本島的岩石層。臺灣位在造山運動劇烈
的地帶，岩石層大多呈現層狀的堆疊。

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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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林世仁

繪圖

右耳

企編

蔡珮瑤

版面

Amann

《洪荒玄冥錄》是一本記載上古神話的書，一翻開，許多玄人、奇
靈和神物就從紙頁中跳出來，像默劇一般在我眼前上演著奇妙故事。事
實上，我得到這本書的過程，本身就像一則神話 —— 它是從夢中跌出
來、滑到我枕頭上的！我想它會從夢裡溜出來，是希望我把它介紹給大
家吧？嗯，我看了幾則從書頁中投影出來的「立體默劇」，
滿有趣的。這裡，我挑出一篇跟神物有關的故事，把它
們翻譯成文字，和大家分享。

巫師要大徒弟用巫
土造一個器皿，想釀草
藥酒。

也忙，一時沒聽清楚，造了一個小
小的器皿，送去給巫師。

林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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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是小酒杯吧？」巫師
看到製好的小器皿，瞪了小徒弟一
眼，「你是想釀『一口酒』嗎？」
一旁的大徒弟嚇得趕緊下跪賠
罪，一回到工作室，隨手就把小

的靈感都變成美好的故事！」目前已經完

容器扔進門外的小土坑，中途還

成的心願，有「字的童話」系列、《換換

轉了個彎，像擦邊球似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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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繪者介紹
右耳

藝術碩士，熱愛自由生活。平日

的草藥酒都沒問題。」巫師派大徒
弟和小徒弟出發去找最好的藥材。

大徒弟忙，找小徒弟。小徒弟

作者介紹

「這才對嘛！釀一百人份

點砸中小徒弟的腦袋瓜。大

來釀陽光吧！

小容器轉轉身，發現身邊全是被

扔棄的破銅爛鐵、過期的藥材，還有
許多巫師作法弄壞的器皿。
小容器歎了一口氣：「能釀一口酒
也不錯啊，為什麼不要我？」
「嘖嘖，全新的呀？可憐喔可
憐 …… 」一個破藥罐子說。
「這麼小？嘿，真是小皿啊！」
一個青銅尊斜眼看過來。

徒弟親自挖出更多巫土，

「小皿，你別怨，就算巫師用了

造了一個得兩人合抱

你，時候到了一樣把你扔進來。」一

的大甕。

匹破馬俑說。

喜歡發懶逗弄貓咪。創作風格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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