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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臺灣本土確診人

數飆升，掀起防疫新戰略。

算一算，新冠疫情已邁入第

三年，目前全球確診案例約

五億，有六百多萬人失去生命。

不過，病毒仍然不停在突變，最

新的南非變種病毒Omicron不僅

傳播率超快，從發現不到一個月

就散布全世界，而且有好多無症

狀感染者，令人防不勝防。

所幸，人類也累積愈來愈多防禦武

器，從什麼都沒有，到現在全球施打了

一百多億劑疫苗，規劃出有效的治療方

案，降低重症死亡率。此外，陸續開發的

單株抗體、抗病毒藥物、類固醇激素也投

入抗疫聯盟，看樣子，大流行很有機會進

入尾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推測，疫情結束前

還是會出現不少病毒變異株。不管病毒變

得更強或更弱，未來勢必要與病毒共存，

就像流感病毒一樣。好消息是，當絕大多

數人對新冠病毒有了免疫力，全球大流行

就會結束，我們也能恢復正常生活。

疫情 新冠疫情捲土重來，
終結大流行還要等多久？

編撰／鄧小非、舞菇　企編／詹亞穎　版面／夏綠蒂　來 聞報
新寶

最近臺灣單日

確診數好高，

真害怕！

我最近也要去打

疫苗，保護自

己、保護他人。

不怕不怕！臺灣

人八成以上都打

過疫苗，確診者

幾乎都是輕症。

太棒了！只要每一

個人做好防疫，疫

情一定會結束。
好，我會繼續戴

口罩、勤洗手，

好好保護自己！

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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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跳繩也能做公益？全基隆市

國小學生總動員，以班級為單位，參加

Jump 4 Heart跳繩公益活動，每跳繩一分

鐘，企業就捐款一元，幫助患有

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或是資助

相關醫學研究。

先天性心臟病起因於胎兒心

臟發育不正常，一出生就會有生

命危險，需要立刻治療，但醫療

費用非常驚人，大多數病童家庭

難以承受。1978年，美國高中一

位體育老師發起「跳繩馬拉

松」活動，四處遊說企業支

持，為心臟病童籌款。隔年，美國心臟

協會發展為 Jump 4 

Heart活動，並推廣

到全世界。活動宗

旨鼓勵一般人跳繩

增強心肺功能，再

從中創造捐款，助

人同時利己，愛心

又有創意呢。

跳繩馬拉松，資助心臟病童體育、公益

核廢料處理是現代人的大難題，它們

發出的輻射會破壞人類細胞和DNA，可

能導致致命癌症。最近科學家突發奇想，

利用一種超級細菌分解核廢料。

這種超級細菌叫抗輻射奇異球菌，

原本存在罐頭裡，讓肉類腐敗變質。科學

家對這種細菌照射高能輻射，劑

量已達能殺死人類細胞的三千

倍，它們也能存活；甚至送往充

滿輻射和真空的外太空，細菌仍可存活長

達三年。

原來這種細菌暴露在高輻射下，雖

然DNA也會碎裂，但能在 24 小時

自行癒合。科學家靈機一動，計劃

改造這種細菌的基因，讓它們可以

消化核廢料。如果改造成功，可以

利用它們穩定進行分解工作，有望

解決這個世紀大難題。

史上最強細菌，變身核廢料終結者科學研究

西定國小提供

基隆市西定國小的同學為這次活動

開場暖身。

科學家在國際太空站日本實

驗艙的暴露設施中，進行了

細菌暴露實驗。

NASA

達志影像

電子顯微鏡下的抗輻射奇異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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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南非，你想到什麼呢？在大草原奔馳的獅子王，皮膚黝黑的

當地原住民，還是閃亮刺眼的大太陽？不過，南非閃亮的不只有陽光，

在古老的岩層之下，還有許多晶光閃閃的黃金和鑽石。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拜訪這個閃亮的國度吧！

晶光閃閃的南非
撰文／巫佳蓮　繪圖／豆豆DOUDOU　企編／江怡瑩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南非在哪裡？

約翰尼斯堡市區

足球城體育場

黃金礦脈城

約翰尼斯堡

開普敦（首都之一）

非洲

南非的位置和它的名字一樣，

位在非洲大陸最南邊。因地處南半

球，南非的天氣和臺灣相反，

南非的冬天是臺灣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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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與黃金之國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全世界一半的黃金都來自南非。因此，南非享有「黃金

之鄉」的美名，其中擁有最多黃金礦脈的約翰尼斯堡，被稱為「黃金城」。

除了閃亮的黃金，南非有許多閃閃發光的鑽石。此外，白金、煤礦、銅礦、

鐵礦等資源也十分豐富。

然而，擁有黃金和鑽石，並沒有讓南非人得到幸福。自從歐洲人發現

了南非的黃金和鑽石之後，便對南非產生極大興趣，人潮前仆後繼湧入

南非居住、挖寶。他們開始用各種方式搶奪南非人的土地，還帶來了

致死的疾病，永遠改變了南非的歷史。

南非有各式各樣的生物，包括號稱「南非

五霸」的獅子、大象、花豹、黑犀牛、非洲水牛。

此外，在赫曼努斯，你不用搭船出海，就能在陸地

上看到鯨魚。小鎮的「報鯨人」只要看到鯨魚，還會吹響

號角，告訴大家：「鯨魚來了！鯨魚來了！」

有「海獅島」之稱的對克島，甚至有3500隻企鵝居住
的保護區。是不是和你想像的非洲很不一樣呢？

南非的神奇動植物

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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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想像：某一天，你最好的朋友居

然把美勞用具借給上回欺負你的同學，你

怒氣沖沖問他：「你怎麼可以借他？」他

卻反問：「我為什麼不能借他？」

想和同組的組員討論進度，對方卻

說：「我不想做了，零分就零分。」周末

想跟朋友出門，爸媽斷然拒絕，理由是：

「你還小，不行。」

你對朋友發脾氣、跟組員講道理、對

爸媽苦苦拜託，結果統統失敗，不但沒達

成目的，惹得大家不開心，自己也一肚子

委屈。為什麼溝通這麼難？

我這題數

學不會。

這題明明很

簡單啊！

你的點子好棒，怎

麼想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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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溝通」嗎？
讓我們重回最開始的情境。試著想

像，好朋友該怎麼回答，你才覺得是「理

想的溝通」？

 他一直拜託我，我就借他啦。

我不想被當成小氣、愛記仇的人。

這只是小事，你幹麼大驚小怪？

有沒有哪個答案你可以接受，或者你

仍然很生氣？靜下心想一想，或許你會發

現，自己希望聽見的回答只有一種：「對

不起，我下次絕對不借他。」

溝通是雙向的交流
發現了嗎？很多時候，我們要的溝通，

只是想要對方給出「我」期待的回答。如果一

心想讓對方聽自己的意見、照自己的話去做，當

然容易失望、生氣。

其實，溝通就像連結我們與他人的道路。

當道路暢通，我說的話能過去，對方說的話也能

過來，就是好的溝通。

好的溝通不但能讓我們互相理解，甚至能

找到共識，讓雙方都滿意！這麼神奇，

真的可能做到嗎？在說之前，讓我們

先從「聽」開始吧！

Ａ

Ｂ

Ｃ

你每次都遲到！

我又考不

及格了！

每次⋯
⋯

你一定很

難過吧！

什麼是溝通？
「溝通」這兩個中文字，最

早出現在古書上，是指「開鑿溝

渠，接通兩條河川」。至於英文

的communicate，最早的語源可
以指跟他人分享、交流、討論，

建立共同的想法。

你最近遇到的溝通煩惱

是什麼？試著想想，你

想得到怎樣的回答？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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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才福克斯大神所創

的AI程式，替他打造這座

虛擬樂園，

並等待第一個通過

全部關卡的勇士。

福克斯大神立下無法更改

的智慧合約，第一個通關

者將繼承Wonderland。

獎品竟然是Wonderland？！

全元宇宙最豪華的虛擬樂

園？發財了發財了！
小杉……你怎

麼這麼激動？ 

如果我能第一個

過關，就能見到

爸爸了吧。

勇士們，恭喜你們通過新

手村的考驗，有資格進入

Wonderland！我是這個世

界的AI創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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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先別說闖關了，

我們需要糧食。
本創世神今天大發

慈悲，贈送每隊一

張雞蛋摸彩券！

只要摸彩券上有十顆雞

蛋，將獲得可無限變出

雞蛋的聚寶盆。

大騙子！

AA

CC

CC

AA

BB

BB

所有摸彩券都是

九顆蛋！1、2、3……

7、8、9！

我的摸彩券只

有九顆……

啊！請問我可以把

這張摸彩券剪開再

組合嗎？

小杉，九顆

蛋怎麼變出

十顆蛋？

只要把上半部分這

樣切成AB兩部分，

互相對調就成了。

喔，你想重新組合出

十顆蛋？有意思，成

功就算你贏。

上一關已耗光生命

值，再不吃糧食，

會被強迫登出。

呵呵，

啊！我被

登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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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轟轟—」一顆小行星迎面撞上

地球，可怕的衝擊波襲捲全球，撞擊、地

震、海嘯、狂風、飛砂走石瞬間奪走無數

的生命。抬頭一看，厚重塵埃擋住陽光、

整個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你曾經在電影中看過「小行星撞地

球」的災難景象嗎？這樣的末日景象有可

能發生嗎？

恐龍滅絕的真凶
很不幸的，小行星撞地球真的發生

過，甚至可能是生物大滅絕的主因。

在墨西哥，有個小行星造成的隕石

坑，直徑 150 公里（差不多是從臺北到彰

化的距離），科學家推測：它，就是恐龍

大滅絕的罪魁禍星。

時間回到六千六百萬年前。在恐龍們

毫無心理準備之下，一顆巨大的小行星撞

上了地球，不僅立刻造成全球級的強震，

還引發洶湧的海嘯、大火。撞擊激起的碎

石和塵埃淹沒天空，遮住了生物們賴以維

生的陽光。

接下來，世界陷入長達一年的黑暗，

溫度快速下降。許多史前動物、植物無法

適應氣候劇烈變化、一個個滅絕。根據估

計，70%種類的生物從此在地球消失。

「下一次小行星撞地球是什麼時候？

人類會不會跟恐龍一樣面臨滅絕危機？」

墨西哥隕石坑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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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天天有隕石
答案是可能的！事實上，地球每天都

承受來自外太空大大小小的撞擊，總計多

達 15000 噸的太空塵埃或石頭撞上地球。

幸好絕大多數體積很小，還沒掉落地面，

就與大氣摩擦生熱，在空中焚毀殆盡。

有時，晚上可以看到這些正熱得發光

的岩石，從天空飛越而過，其中一些就是

象徵幸運的「流星」。

如果石頭太過巨大，安然通過大氣

層，掉落在地球表面，可能就有麻煩了！

根據科學家估計，一棟房子大小的小行

星，可以毀滅一座城市；直徑10公里以上

的小行星撞上地球，足以讓人類走向滅絕

的命運。

小行星絕大多數很小，在通

過大氣層時就消失殆盡，有

些尺寸太大就會落到地球，

可能造成恐怖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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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小行星？
小行星是一群繞著太陽公轉的小石頭或金屬

塊，大部分位於火星、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帶中。

它們的尺寸差異很大，有的小行星只有幾公尺那

麼大，也有長達上千公里的大塊頭。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小行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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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機會登上臺灣的高山，會發現天際

線立刻不同：青綠色的山連綿不斷，像沒有盡

頭似的；大大小小的山彼此相連，形成一列列

的山脈。其中，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雪山山

脈、阿里山山脈與海岸山脈，是臺灣最重要的

五大山脈。

身形最長的中央山脈
首先登場的是中央山脈，它是五大山脈

中身形最「長」的老大哥；從北部的宜蘭、蘇

澳，一路綿延到最南端的鵝鑾鼻，豎立在

臺灣島中央偏東的位置。除了最長，中央

山脈還擁有最多座山，也包辦了許多高山 

── 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181 座。

其中包括了下雪時總是人山人海

的合歡山，它就位在中央山脈的中

段，視野開闊，天氣晴朗

時，可以將中央山脈

一覽無遺。 

站在臺灣的屋頂

臺灣是座多山島，

五大山脈從北向南，一一站好；

中央山脈像是脊椎骨，

其他山脈陪在兩側，

一座一座像是在比高。

每座山還有獨特風景，

像是它們的個性。

臺灣山又多又高，

是登山者的天堂。

雪山山脈

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玉山山脈

阿里山山脈

撰文／吳立萍、賴佳慧　繪圖／顏寧儀、李小逸　企編／蔡珮瑤　

版面／青鳥　審訂／簡寶貴（裕德高中地科老師）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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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最高山 ── 玉山
中央山脈身體最長，不過高度卻

輸給了位在中部的玉山山脈。玉山山

脈的家族裡，身高 3952 公尺的玉山主

峰，是臺灣最高的山峰，也是東亞第

一高峰。玉山群峰還有東峰、西峰、

南峰與北峰，除了西峰，每一座都超

過3900公尺。

玉山是登山人士此生必登的聖

山，更是臺灣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象

徵，我們新臺幣一千元上，就有玉山

北峰雄峻的身影。

▼
這是我們常看見的玉山模樣之一，但它

不是主峰，而是北峰。北峰因為有完整又

端正的錐形山體，辨識度很高。

是玉山北峰！千元

紙鈔上的那座山！

▼

東亞第一高峰，玉山主峰，3952公尺

我要跟玉山主峰

的石碑合照！
攻頂了！我站在玉山主峰！臺灣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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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滔滔我不怕，掌起舵兒

往前划⋯⋯」漁船，是漁民海上搏

命時唯一的庇護所。即使是現代，乘

船出海仍有風險，更何況在科技不發達

的古代。為了打造一艘實用又安全的

漁船，各民族的老祖宗可是出盡奇

招，讓我們從最古早、最簡

單的獨木舟說起⋯⋯

叩叩叩，這棵樹可造船
「做獨木舟？砍棵樹，挖空，

做好了！」哪有這麼簡單！如果木頭裡有

空洞，做出來的船頭尾不平衡，別說出海

捕魚，一下水就可能翻船。

夏威夷原住民打造獨木舟時，會先

到森林中，找到粗細適合的相思木。最特

別的是，還會請「夏威夷蚋蚋鶲鶲」這種小

鳥，幫忙鑑定樹木的「內心」。

原來蚋鶲就像啄木鳥，如果看見牠們

啄樹，表示樹裡有蟲子、這裡有空洞。如

果牠看了樹木兩眼很快飛走，表示樹裡沒

有蟲蟲大餐，結構堅硬結實。夏威夷人才

會放心將樹砍下，搬回村子大展身手。

在夏威夷當地，蚋鶲會幫忙判

斷樹木是否可造船，被認為是

漁民的守護女神莉亞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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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的祕密
撰文／王宏原、黃曉君　繪圖／尤淑瑜　企編／蔡珮瑤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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鯨骨、蘆葦也能造船
沒有樹木的地方怎麼辦？天寒地凍

北極圈，當地原住民將目光轉向鯨骨。鯨

骨像木材一樣堅硬直挺，雖然不像木頭能

浮在水面，但可用它們做船架

子，當成船的「骨骼」，外

面裹上防水海豹皮，做出來

的「皮划艇」，竟比獨木舟

還要輕便。

南美洲秘魯的原住民，住

在溼答答的沼澤區，放眼望去盡是矮小柔

軟的蘆葦、蘆葦、蘆葦⋯⋯「嘿！不如用

蘆葦來造船？」蘆葦的莖中空，具有很強

的浮力，將蘆葦晒乾

後捆成草束，紮成船

型，就成了草船「淘

淘拉」。

好造形，不怕風浪
當然，船身不只要浮得起來，還要能

應付海上的風浪，這就要仰賴造形設計！

淘淘拉樣子就很特別，船身向上彎曲，

船頭尖尖像爪子，輕輕鬆鬆就能跨越

巨浪，甚至在浪頭上滑行前進，咦？

聽起來很像⋯⋯衝浪板？沒錯，有一

說淘淘拉就是衝浪板的原型。

漁船，很神聖！
對於靠海為生的人來說，漁船就像家人，甚至

是神明般的存在，因此延伸出很多祭典與習俗。

臺灣東港的漁民，每逢尾牙都會祭拜漁船，犒

賞船夥伴一年來的辛勞。而且漁民相信船上有神靈

寄宿，所以不會隨便打死船上的動物，甚至老鼠。

夏威夷人從砍樹、造船到新船出航，都需要祭祀，

此時所有人都必須安靜，一旦發出聲響就會觸怒神

靈，必須重新來過。

淘淘拉有可能是

衝浪板的原型。

秘魯的的喀喀湖上的蘆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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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哪些材料也能

用來做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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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昨晚失眠了，我知道，因為我也一整晚沒睡。

今天，我們兩個都帶著熊貓眼去見媽媽，不曉得她會不會

介意？

老實說，我不太認識她，我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見面了。

這個媽媽，是生我和哥哥的媽媽，不是家裡那個媽媽。

撰文／賴曉珍　繪圖／Hui　企編／蔡珮瑤　版面／Amann

歡迎光臨獮猴園

插畫工作者，喜歡一切微小和巨大的存在，

喜歡尋找隱藏的、不明顯的事物，希望能把它畫出

來使它被看見。作品散見於兒童和生活類刊物，繪

有《小大人的公衛素養課》。

繪者介紹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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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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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一直抓我的衣服好不好？」

哥哥罵我。這是媽媽帶我們搭捷運去火車

站途中的事。帶我們去的是家裡的媽媽，

我們要去見生我們的媽媽。

唉唷，這樣講話好累喔，沒辦法，因

為我們就有兩個媽媽。

我不記得了，不公平！
生我們的媽媽看到我們時很高興，她

跟家裡的媽媽講了一些話，突然伸手抓住

我的背包說：「很重吧，我幫你拿。」

「不要！我要自己背。」我推開她。

生我們的媽媽嚇一跳，急忙收回手。我不

敢看她的眼睛，只是瞪著她的腳。哥哥用

手肘推我一下，昨天他就警告過我今天別

太「白目」。

升上小四以後，我突然變成這樣，常

常說一些不是心裡想的話，或是故意跟爸

爸作對，連奶奶都生我的氣。

我猜，生我們的媽媽一定不會喜歡我。

97

內距25mm，非固定 內距25mm，非固定

內距25mm，非固定 內距25mm，非固定

文字上緣

大標上緣

頁碼下緣

內文下緣 內文下緣

P019-026 , P091-098 20-2

P019-026 , P091-098 20-2

P096-105_創作故事-歡迎光臨彌猴園.indd   97P096-105_創作故事-歡迎光臨彌猴園.indd   97 2022/4/18   下午9:552022/4/18   下午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