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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又貴又難買、漢堡薯條也

漲價，食衣住行各種開銷愈來

愈高。你知道嗎？不只臺灣，

全世界都在忍耐這種「通貨膨

脹」的日子。怎麼會這樣？

首先是新冠疫情。這一、兩

年，各國為了防疫實施行動禁令，

導致各行各業人手不足，許多公司

不是停擺、就是減產。即便有貨，

也面臨出不去、進不來的窘境。雪上加

霜的是烏俄戰爭。這場戰事打亂了石油和

天然氣巿場，把能源價格墊得更高。不管

是製造商品的原料、運輸的費用統統節節

飆升。這場戰爭還波及玉米和小麥的供應

鏈，造成糧食價格竄升。

總之，貨物供不應求，加上原料、

人力、運輸成本都變高，環環相扣，終於

引爆「萬物齊漲」的下場。

高物價的煎熬下，英國、比利時有

大眾運輸員工發起大罷工，要求加薪；美

國人民用政府發放的紓困金和失業金，試

著度過難關。連每天必喝一杯奶茶的巴基

斯坦人，都被官員拜託少喝一杯救經濟。

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好轉？有專家預報佳

音：如果疫情邁向穩定，今年底應該能擺

脫困境。

通貨膨脹，東西變貴了！

編撰／鄧小非　企編／詹亞穎　版面／夏綠蒂　來 聞報
新寶

達志 / Shutterstock

通貨膨脹

往好處想，我們

有機會學理財。

也對，要把錢花

在刀口上。

你也可以存起來。

好點子，

省錢大作

戰開始！

指一般物價持續
上

漲，原因可能是
成本升

高，或是商品供
不應求。

通貨膨脹新聞

關鍵字

限購
對啊，我的零用

錢都變少了。

好希望疫情、戰爭

快快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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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剩食過多，計劃在未來八年要

減少300萬噸廚餘。這激發了東京大學水

泥研究團隊的創意─何不拿廚餘來做

水泥？經過不斷失敗，終於成功

製造比一般水泥還堅固的「食物

水泥」！來看看他們的做法。

一開始很簡單，先將廢棄食

物烘乾、打碎、加壓，使用工具

只要用家用調理機和壓縮器。接

下來才是挑戰：如何把食物粉末

壓得像真正水泥一樣密實呢？實

驗好幾個月後，研究人員發現，

關鍵是針對不同的食材，調整出最適合

的溫度和壓力，就能讓粉末緊密黏合。       

他們已成功產出茶葉、

咖啡渣、大白菜葉、柑

橘皮、便當剩菜等等各

種食物水泥，經過測

試，抗拉強度有一般水

泥的四倍。而且，把食

物水泥打碎後，煮沸，

還能吃哩。

剩食太多難處理？把廚餘變水泥

穿上小背心，配備定位

儀、麥克風、攝影機，

非洲巨鼠一身勁裝，

加入跨國合作的「英雄鼠計畫」。

等到受訓完畢，牠們就會移師到震災頻

傳的土耳其，擔任救援小小兵。

老鼠真的能救難嗎？非洲巨鼠既聰

明又嗅覺靈敏，一點也不輸救難犬。牠們

曾協助許多國家清除地雷，挽救無數人

命。英國科學家基恩還看出牠們的救災潛

力：體型小巧、行動敏捷，非常合適進入

地震後的破瓦殘磚，在隙縫間鑽進鑽出

找出災民。於是，他讓一群巨鼠開始在

坦尚尼亞

上課，短短兩

個星期，老鼠就學會找到目標、返回出發

點，接下來還要挑戰在瓦礫堆中找人。相

信巨鼠很快就能結業，執行

英雄任務。

震災搜救小小兵，非洲「英雄鼠」來了！

夏綠蒂 繪

回收、食物水泥

英雄鼠、救災

菜葉 柑橘皮 洋蔥皮

來看看英雄鼠的訓練過程：

廚餘處理變成粉末，再將粉末加

熱、壓縮後就成了一塊塊水泥。

fabula Inc.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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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在雪梨港，吹著海風與

雪梨歌劇院對望，我忍不住跟朋友一起哼

唱，想像自己就在舞臺上。這座世界級的

表演場，有湛藍的海水和晴空相伴，看起

來像一片片雪亮的貝殼。來到澳洲，第一

站便是拜訪海港城市─雪梨。

雪梨建築與歷史 
走近看，貝殼似的歌劇院，是無數個

白色瓷磚細細貼成。進「殼」後，立刻感

覺氣勢磅礡，天花板好高，表演廳樣樣齊

全，各類藝術都能登上雪梨歌劇院。

其中，音樂廳最是壯觀，只見

梯形的座位節節高升，而大廳的最

壯麗澳洲

雪梨

澳洲在哪裡？
位在南半球，在太平洋與印

度洋環抱中，與歐亞、美洲等大

陸相比，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陸。

港灣大橋

坎培拉（首都）

澳洲在1901年建國，

至今一百多年。有人

說它是個年輕的國

家，你覺得呢？ 

撰文．企編／江怡瑩　

繪圖／Asta Wu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夏綠蒂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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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點和地面

竟然可以相差

25公尺，相當於八層樓高！偌大的空間，

讓超過兩千人能一起欣賞樂音繚繞。

當初澳洲政府向世界徵稿，最後由丹

麥建築師脫穎而出。他從「剝橘子」得到

的設計靈感，最終落實成為澳洲的地標。

一旁的「港灣大橋」也很有名，衣架

般的造形，跨年時搖身一變，上演全球第

一場迎接新年的煙火秀。

這座橋功勞可不小，連結港口

兩端的雪梨市中心與北岸，

讓交通多了新選擇。

「市集好熱鬧，去逛逛吧！」離雪梨

港不遠處的「岩石區」，建築大多用砂岩

建成。假日的市集攤販，美食、服飾、藝

術品什麼都有，悠閒歡

樂的氣氛，緩和了雪梨

平日的繁忙步調。

走著走著，看到一

座三面的岩石雕像，

名為「第一印象」，

墨爾本有個淘金鎮，十九世紀時各地淘金客蜂擁而

至，從此熱鬧非凡。後來澳洲建國，雪梨和墨爾本都想

爭搶首都地位。公平起見，只好找位在中間的坎培拉當

首都了！即使如此，墨爾本依舊

風采迷人，華麗的建築，巷弄

的塗鴉，街頭藝人的表演，處

處是藝術。

墨爾本

墨爾本

街道
岩石區建築

第一印象雕像

街頭藝人

壯觀的雪梨歌劇院，

表演者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臺

灣。除了雲門舞集、市立國樂

團，還有臺灣人曾在裡面跳街

舞呢。

夏綠蒂 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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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建小檔案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創辦多家創意作文班，是知名作家與教

養專家。出版書籍約二十餘本，包括教育、個人成長、作文、

閱讀等；近年四處推廣薩提爾成長模式，不遺餘力。

「我從小就是『魯蛇』。」

眼前的李崇建，是許多孩子、家

長喜愛的「阿建老師」。他在體

制外的中學裡教書七年，是孩子

們的「心靈捕手」，很能觸動學

生的心，引導拒學的孩子。他

卻說，自己最熟悉的滋味，就是

「失敗」。

 

憤怒又無力
十歲時，他的母親離家。

突來的家庭變故，讓他功課一團

糟、生活一團亂，開始沉迷電

玩、逃學翹課，成為別人眼中

「不學好」的孩子。他胸中充滿

憤怒的火焰，卻用冰冷的外表包

裝，學校裡的功課聽不懂，學校

外也找不到自己的價值。他被老

師忽略，讓父親失望，對自己逐漸失去信

心，無力感無限蔓延⋯⋯

那是一段漫長而灰暗的歲月。「人

們總認為努力就好了，但我做不到啊！我

下了無數次決心，訂了無數個計畫，統統

沒有用，我覺得自己糟透了。」高中畢業

後，他考了四次，仍考不上大學。親戚甚

至嘲諷：「阿建如果能考上大學，我

的頭砍下來讓他當椅子坐。」

儘管憤怒，卻無力反駁，毫無

目標的他，工作換了一個又一

個，日子過得渾渾噩噩。

父親永恆的守護
始終不放棄他的，

是父親。那時，父

親帶著四個孩子，

晨起為他們準備便

當，傍晚匆匆趕回

李李崇崇建建 突破逆境，突破逆境，
翻轉人生翻轉人生

名人
故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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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遠見天下  賴永祥

阿建
老師
與兄
弟姊妹的童年照

家煮飯。上班賺錢扛起所

有家務，父親在家中從來

不曾缺席。一日，李崇建

在外面廝混，回家後發現父親

在廚房忙進忙出，嘴裡叨念著：「今天

是母親節，你媽媽不在家，我們更要好

好吃一餐。」當時的他，也許是自責沒

能當個好孩子，一時不知如何面

對這份關心和愛，竟甩門而去：

「不吃了啦！」

父親管教兒子，難免爭執吵

架，但最後都會尊重兒子的決定。

「繼續努力，不要放棄，咱們家

的人常是大器晚成。」儘管

前方的路陰暗不明，

父親無條件的接納，為他心中

照進了一絲微光。沮喪的時候，他心底有

個聲音：「我不會放棄的，我是晚啼的大

雞，終將起早鳴叫。」這樣的自許縮短了

陰暗的時光，逐漸為他長出力量。

面對軍中苦悶的日子，他拾起書

本，安定讀書，寫日記記錄心情。這

一寫竟寫出了興趣，退伍後他報考中

文系，最後如願考上大學。

「我曾想過，這世界上是否有一個

人，能真正接納我、愛我？我想到的，

都是我的父親。」父親不放棄的身影，         

教會了他不放棄自己。

突破逆境，突破逆境，
翻轉人生翻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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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聽長輩說起房子的故事嗎？比方說，為什麼從前的房

子附近有池塘？那是因為蓋房子的時候，挖了許多土、做了許多

磚。等房子蓋好了，就把凹下去的土坑填滿水，打造一座池塘，

夏天可以降溫，平常可以養魚、養鵝、澆菜灌溉。萬一家裡著火

了，還能就近取水滅火。這是祖先的智慧，不只池塘，房子的一

磚一瓦都有學問。

看看現在的房子，那是集結更多人的心血。新的材料、更高

超的技術、推陳出新的設計，房子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其他動物又是怎麼蓋房子呢？白蟻動員了世世代代的力量，

建造驚人的蟻巢；小鳥的祖先起初只會挖地做窩，後代竟能

像變魔術似的，編織精

巧炫目的鳥巢。

撰文／陳季蘭　顧問‧審訂／魏子鈞（究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繪圖／LanFang Lin Illustration　企編／邱品妤　版面／劍魚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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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看過哪些比較特

別的房子呢？你會怎麼形

容它們？

儘管如此，動物只是憑著本能幹活

罷了，同一種動物蓋的房子多半大同小異。

唯有人類，為了棲身之處不斷的創新。即使同一位

建築師，作品也可能迥然不同。人類蓋房子還不只為了居

住，學校、工廠、車站、博物館⋯⋯用途很多樣呢。

典雅簡約、雄偉氣派、古色古香⋯⋯房子為什麼有這麼

多種風格？為什麼能愈建愈高？未來的房子又是什麼模樣？還

有，我們為什麼需要房子？

一起來聽聽房子的故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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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020-P032_封面故事-房子-0719.indd   21P020-P032_封面故事-房子-0719.indd   21 2022/7/19   下午7:272022/7/19   下午7:27





夏天到了，炎熱的氣溫讓人胃口變差、吃

不下飯⋯⋯這時候，在食物裡加點辣椒，或乾

脆來一盤辣翻天的菜餚，促進食慾又開胃。

「哇，辣椒放太多了，好辣！」你一定有

過被辣椒辣到的經驗吧？說也奇怪，辣椒是一

種果實，果實應該香甜、可口，才容易吸引動

物來吃、幫助播種。辣椒為什麼要這麼辣，讓

動物避之惟恐不及呢？

不是味覺，是痛覺
辣椒吃起來會辣，主要是因為一種叫做

「辣椒素」的化學物質。不過辣椒素讓你感

受到的「辣」，並不是味覺，而是痛覺。人類

靠舌頭上的味蕾辨別酸、甜、苦、鹹味，但         

分辨不出辣味。辣味，是辣椒素刺激舌頭、口

腔上的神經，引發的灼熱感和疼痛感。

辣椒花

辣椒籽

果皮

辣椒果實

海綿狀組織

辣椒只有果實（也就

是你吃的辣椒）才含

有辣椒素，葉子、根

莖等其他部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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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詹亞穎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企編／蔡珮瑤　

版面／Amann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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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因為辣味是痛覺，當你

的手摸到辣椒、沾到辣椒素，再碰到眼睛

或比較敏感的身體部位，也會因為受到刺

激，感覺又熱又辣呢。

對抗真菌，保護種子
「說了半天，辣椒為什麼要耗費能量

生產辣椒素呢？」這個武器可好用了！可

以幫辣椒保護珍貴的種子。

以玻利維亞的野生辣椒為例，當地溫

暖潮溼，真菌繁衍旺盛，是辣椒的頭號敵

人。而辣椒果皮一旦被昆蟲咬傷，真菌就

會從傷口入侵，讓果實感染、腐爛，並波

及內部的種子，讓種子無法發芽。

好在有辣椒素，它能抑制真菌生長，

保護辣椒果實和種子不受真菌的傷害。辣

椒素含量愈高，愈能對抗真菌，降低感染

風險。

我愛吃辣椒！

慘了，果實有傷

口，如果感染真

菌，種子就沒辦

法發芽。

沒關係，我們有

辣椒素，保護果

實和種子不被真

菌傷害。

嘿嘿，那我可

以繼續吃嘍？

去掉中間的海綿狀

組織和種子，就不

會那麼辣嘍！

種子能順利生根發芽，

植物才能繁衍後代，讓

族群生生不息。

不行！快走開！

辣到了，怎麼辦？ 
辣椒素不溶於水，但可溶於油脂、酒精。當你的嘴巴或手被辣到時，喝冰水、用清

水洗手是無濟於事的，只能短暫止辣，沒多久辣就會再找上你。

有效的解辣方法是：1. 喝牛奶、優酪乳等含脂肪的飲料。 2. 用蔬菜油塗抹碰到辣椒
的地方，再用肥皂和水洗掉；或用酒精塗敷該處。

另外再告訴你一個「想吃辣，但又不要太辣」的祕訣：辣椒最辣的部位是在白色或

淡黃色的海綿狀組織，連籽小心除去後，就能減輕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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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許多了不起的人物，他們的言行舉止，對後代影

響深遠。當然，英雄和名人總會有一些偉大事蹟，甚至有些驚

人的數字，讓人不知是真是假。比如說，《三國演義》說關羽

的青龍偃月刀重達 82斤，這麼重的武器真的好用嗎？這些偉

人的真實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孔子的薪水有多高﹖

青龍偃月刀重50公斤？
想要了解他們，我們需要數學。或是更精確的說，

需要了解「單位」的換算。因為不同時期的單位，即

使看起來一樣，也可能有差異。舉例來說，關羽的刀

重達 82斤，如果用現代 1臺斤＝ 0.6公斤換算，可是

逼近 50公斤的重量，幾乎是一個成年女生的體重！

撰文／賴以威與數感實驗室　繪圖／豆豆 DOUDOU　企編／黃曉君 　版面／蕭士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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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以威

 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副教授，「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人，致力於數學教育與科普，已翻譯著

作十餘本數學書籍。最喜歡帶著小朋友動手玩數學，睜開「數學眼」發現生活驚喜，一點一滴

練就數學感。

但度量衡的單位，即使名稱一樣，也

可能隨著時代演變。三國時期的1斤只有

220公克， 220公克× 82 ＝ 18040公克，大

約18公斤，大概是一個六歲小孩的體重。

雖然對一般人而言，還是很沉重，但關羽

人高馬大，耍起這把大刀應該毫無問題。

孔子的薪水能養多少學生？
我們好奇，幾千年前孔子周遊列國，生活過得好不好，

薪水待遇如何呢？從記錄孔子言論的《論語》裡找資料，孔

子的經濟狀況似乎跟多數人一樣很普通。

可是仔細想想，孔子有三千名學生，其中不乏需

要照顧的人，周遊列國又需要旅費、伙食費等等，孔

子的收入真的很少嗎？

在《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

味》一書寫到：當時，衛國國君想

把孔子留下來，詢問孔子在魯國的

年薪，打算提供同等的酬勞，孔子

回答：「大約是 6萬斗小米。」

咦？為什麼會用小米作為發薪

水的單位？因為春秋時期小米是主

要糧食，小米的單位「斗」，也就成

為主要計量單位。

這樣的薪水算高嗎？養得活多

少學生？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歷史

書或小說裡跟單位相關的記載，一定要記

得換算，才能更清楚。了解這點後，我們

再好好分析一下：孔子的薪水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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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在雲海深處，有座「天使

中心」。

那裡是天使的居所，但他們並不常

常在那裡，因為掌管天使的大神會指派

任務讓他們下凡完成。

不過，那裡有個從來沒執行過任務

的天使，他的名字叫做「閃不亮」。

閃不亮爬上天使中心的屋頂，大聲

叫道：「好無聊喔！為什麼我都領不到

任務啦！」

其他天使安慰他：「再耐心等一等

吧，一定會有適合你的任務。」 

但誰都知道閃不亮為什麼領不到任

務，因為他無論做什麼都會擺烏龍，要

把任務交給他，需要很大的勇氣。

撰文／錵九九　繪圖／黃祈嘉　企編／蔡珮瑤　版面／Amann

善以簡約的線條、繽紛的色

彩建構彩繪童話世界。已經出版《銀

色月光船》、《第100棟大樓》、《我的

故宮欣賞書》、《小麻煩》、《鯨聲月光

河》、《世界文學大師短篇小說選：歐洲

篇》、《大象亮亮》等作品。

繪者介紹
黃祈嘉

喜歡牽著小狗四處散步打發

時間，登山時總想著森林裡會不會有魔

神仔出沒，也常到海邊眺望礁石上是否

有正在晒太陽的海怪。沒有受過任何專

業的寫作訓練，開始動筆後，發現書寫

童話表面看起來簡單，但實際卻是門技

術活。

錵九九

作者介紹

創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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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或許是大神聽見了他的心

願，幾日後，閃不亮終於接到了任務

卡。這讓他再度爬上屋頂大叫：「謝天謝

地！英雄有用武之地啦！」

閃不亮出任務
閃不亮來到任務卡上所寫的住宅大

樓。原來這裡有個不喜歡做

自己分內事的懶小孩，

很需要他的幫忙。你猜，閃不亮接到什麼樣的任

務卡？他能成功達成任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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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龍天使閃不亮.indd   97P096-105_創作故事-烏龍天使閃不亮.indd   97 2022/7/18   下午9:312022/7/18   下午9:31


	22GK070-P004-005
	22GK070-P006-007
	22GK070-P010-014
	22GK070-P016-017
	22GK070-P020-033
	科學漫畫-P036-037
	22GK070-P042-047
	22GK070-P080-082
	22GK070-P096-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