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進黑暗的電影院，觀賞著超大銀幕中一幕幕的影像，聽著四周喇叭傳來的聲音，就

好像進入夢境一樣，忘卻了身在何處。像是觀賞《哈利波特》時，就好像真的置

身於霍格華茲城堡中，經歷各種神奇的魔法。還有3D電影《阿凡達》裡長

相特殊的納美人，以及他們居住的美麗家園，這些在現實世界裡看不到

的東西，藉由電影，都一一出現在我們面前，真是太神奇了！

電影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究竟是誰發明了電

影？經歷了哪些歷程？其中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我想你一定

和我一樣感到好奇吧。

你或許更想知道電影是怎麼拍

出的？是哪些人做哪些

事，才能把一部電影

完成？為什麼電影被稱為是「第八藝

術」？每年的金馬獎為什麼要頒那麼

多種獎呢？

還有，有些電影並不是用人當主角，像是卡通或

動畫片，它們又是怎麼製作出的呢？

在現代社會裡，電影是科技，是藝術，是娛樂，是經濟，也

是傳播工具。迷人的電影已經是我們生活裡少不了的文化產品。

關於電影的知識與故事真是好多呢，讓我們一一來了解吧！

撰文／林宴夙．徐荷　繪圖／吳孟芸　版面／李健邦　企編／吳毓珍撰文／林宴夙．徐荷　繪圖／吳孟芸　版面／李健邦　企編／吳毓珍

迷人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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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良！」老師在班上點名，看看有

誰還沒來。喊了好幾聲，第一排有個又瘦又

小的男生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師喊的是他

的名字！第一天上學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

姓「楊」名「志良」，因為從出生起，大家

都只叫他「阿良」！這個憨憨的小男孩從來

也沒想過，幾十年後，他竟然當上了中華民

國衛生署署長，楊志良這個名字家喻戶曉，

經常上報呢！

　    像火車般勇往直前

阿良小時候，台灣普遍貧窮，他

們家也不例外。沒有什麼娛樂的他，

因為家住在鐵路旁，「看火車」就是

他每天最開心的事。那時的火車是燒

煤的，總是拖著長長的黑煙，不過，

巨大的火車聲勢浩大、勇往直前，讓

阿良非常著迷，在心中留下深深的印

象。

剛上小學時，阿良的成績常常

是班上倒數第一名，不過，他不但不自暴自

棄，反而有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雖

然字寫得歪歪扭扭，也常常寫錯字，但是

被媽媽責罵的時候，他居然口氣不小的說：

「字寫得不好有什麼關係，以後叫別人幫我

寫！」沒想到，長大之後，果真有祕書幫他

抄寫，處理文書工作。

雖然課業成績不好，懂事的他卻能體會

到媽媽的辛苦，經常幫忙做家事，掃地、

名 人 故
事
糖

跑腿買東西、劈柴、生

火、養雞，樣樣難不

倒他。當時家裡很

窮，對他而言，

學校辦的遠足活動是最

讓他期盼的事。因為只有在那一

天，他可以吃到一整個荷包蛋！

家人的毛衣都是媽媽到處蒐集別

人用剩的毛線，五顏六色、粗

細不一、勉強拼湊編織出火

來的，雖然能禦寒，但實在

不好看，因此，他就把毛衣

穿在制服裡面，免得同學看到會    

成為笑柄。

那時家裡沒有書桌，兄弟四人總是各自

占據飯桌一角，就寫起功課來了。漸漸的，升

上高年級之後，阿良好像忽然開竅了。原本連

九九乘法表也不會背，而被老師留校察看的

他，成績突飛猛進。當時讀初中得先通過聯

考，他竟然考上了大家夢寐以求的第一志願

──建國中學！

　    不因壓力放棄信念

這時候的阿良愈來愈有自信。有一回，

同學聚在一起，忽然討論到鑽石。所有的人都

一面倒的認為鑽石像黃金一樣，是提煉出來

的，只有阿良堅定的說：「不是，鑽石像石頭

一樣，是開採出來

的！」結果，大家

求證之後，果然阿良

是對的。

還有一回，大家

爭辯著「毛豆是不是黃

豆？」阿良從小就對植物很

好奇，曾經親手種過黃豆，看過

黃豆的生長過程，當然對這個問題

的答案十分清楚。雖然大家都不相信，

他還是堅持到底：「毛豆就是未成熟的黃

豆！」一點也不動搖。

這種「做自己」的風格，是楊志良一生的

標記，不管是做教授、管理醫院或是擔任衛生

署長，他總是正直勇敢，不因為群眾壓力而放

棄自己的信念。「可以這樣，都因為已先認真

思考，有了全盤的了解與判斷，」楊志良很認

真的說，「就算大家都說黃豆不是毛豆，我也

得堅持真相，因為毛豆的確就是黃豆啊！」

除了勇於任事，率真敢言，從貧窮中長

大的楊志良，雖然在學校或在政府裡的官位很

大，卻從不在乎大眾的眼光。他照樣騎摩托

車、搭捷運，不追求華麗的名牌，也不虛榮奢

侈，一直堅持自己簡樸的生活風格。就像蘋果

公司創辦人賈伯斯曾說：「生命有限，不要浪

費時間，去活成別人！」楊志良就是這樣，不

管別人怎麼說，就是要活出真正的自己！ 
老家雖舊，卻一路為楊志良遮風避雨，直到他長大。

 楊志良

跑腿買東西、劈柴、生

火、養雞，樣樣難不

倒他。當時家裡很

窮，對他而言，

學校辦的遠足活動是最

讓他期盼的事。因為只有在那一

天，他可以吃到一整個荷包蛋！

家人的毛衣都是媽媽到處蒐集別

爭辯著「毛豆是不是黃

豆？」阿良從小就對植物很

好奇，曾經親手種過黃豆，看過

黃豆的生長過程，當然對這個問題

的答案十分清楚。雖然大家都不相信，

他還是堅持到底：「毛豆就是未成熟的黃

豆！」一點也不動搖。

1946年生，美
國密西根大

學公共衛生
博士。個

性鮮明，說
話率直，即

使擔任衛生
署長時，也

不改快人快
語的作風。

曾是台大公
衛所破格任

用的最年輕
所長，也曾

是經營績效
佳的醫院管

理者。他規
劃、推動、

監督、改革
全民健保，

以實踐社會
公益為人生

目標。

楊志良小檔
案

活出真正的自己

楊
志
良
提
供

老家雖舊，卻一路為楊志良遮風避雨，直到他長大。

楊志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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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臘

雅典
愛琴海

土耳其

伯羅奔

尼撒半島

馬其頓
阿爾巴
尼亞

保加利亞

首都與最大城市：雅典

官方語言：希臘語

人口：約 1100 萬人

宗教：東正教（希臘正教）

面積：約 13 萬平方公里，大概是台灣的 3.6 倍

湛藍的海洋和天空，藍頂白牆的房

子，以及多項列入世界遺產的神廟和古

蹟，讓希臘每年吸引近兩千萬人去觀光。

只不過，破產危機讓這個古老而浪漫的國

度最近在新聞上頻頻出現。希臘究竟是個

怎樣的國家呢？

在人類文明史上，希臘人其實非常了

不起，拿了數不清的第一名；隨便舉幾個

例子，你就知道他們的祖先真是厲害！例

如，全世界第一個運動會、第一個學校、

第一個公共圖書館、最早的戲劇和劇場，

以及最早印有文字的錢幣、最早的樂譜、

最早的小說，甚至最早釀製葡萄酒⋯⋯，

還有，最早的民主制度，都出現在希臘！

這個緊臨地中海和愛琴海的國度，有數不

盡的燦爛文化，等著我們去探訪。

 除了以上那些「第一」之外，影響

深遠的，還有美麗神祕的希臘神話。在古

希臘人眼中，神與人是共同存在的。神的

社會裡，有男有女，會戀愛、會結婚；神

也有七情六慾，只不過，和人不同的是，

眾神各有超人的神力，而且永生不死。

希臘神話是西方藝術和文化最豐富的

寶藏，直到現在，人們很多靈感都來自於

此，比方說，你所熟悉的運動品牌NIKE，

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

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一場有文字記載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西

元前776年在希臘的奧林匹亞舉行的。當時比賽
的項目包括摔角、拳擊、標槍、鐵餅、跳遠⋯⋯

等，獲勝的人可以得到用橄欖枝編成的頭冠。不

過，女性和小孩是不能參加這個運動會的；更奇

特的是，除了徑賽之外，選手全都是裸體參賽的

喲！後來，羅馬人廢止了這個運動競技會，一直

到1896年，現代奧運才又重新在雅典舉行。

了不起的天才

古希臘人也很喜歡探索人性及周遭世

界，因此，在兩千多年前，就發展出豐富

偉大的文明：

西元前九世紀（中國西周時期），詩

人荷馬就創作出長達上萬行的史詩〈奧德

賽〉及〈伊里亞德〉。

在西元前六世紀，比孔子早出生幾十

年的畢達哥拉斯，就提出了數學上知名的

畢氏定理，他還認為「地球是圓球」，而

且發現了音樂中的音階及和音的原理。

到了西元前三世紀，阿基米德發現了

槓桿原理，甚至說了句名言：「給我一個

支點，我可以舉起全世界！」還有，浮力

原理也是他的發現。

此外，還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等偉大的哲學家，以及首創開

刀手術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總之，古

希臘實在有很多了不起的天才，影響了後

來西方哲學、科學、文學、藝術、建築等

各種領域的發展。連我們的總統府及台大

醫院，都和希臘有關，因為它們都採用希

臘神廟的建築形式！

戲劇及劇場的誕生
　　大約在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就出現了

戲劇。在祭祀酒神的大典上，合唱隊的隊長

和隊員們一唱一和，慢慢的，演變為一個演

員和合唱隊互相提問，再加上音樂、舞蹈、

旁白；後來又增加二到三個不同角色，互動

演出。因為大受群眾歡迎，出現好幾位了不

起的劇作家，寫出許多深刻的悲劇及喜劇。

　　不久更出現了劇場，在雅典，有些劇場

甚至能容納上萬名觀眾；這些古希臘的劇場

及舞台設計，讓後人感到驚歎又佩服。

Thinkstock 

衞城裡的古代劇場遺蹟。

Thinkstock

雅典衛城中的帕德嫩神廟。

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

Thinkstock

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

Thinkstock

雅典衛城
　　雅典衛城被認為是西方

建築史的奇蹟，尤其是其中

供奉雅典娜的帕德嫩神廟。

傳說雅典娜把橄欖樹賜給了

雅典，所以成為這座城市的

守護神。想想看，三千多年

前的希臘人運用什麼樣的智

慧，竟能建造出這樣結構精

巧、美好的建築，幾經戰亂

依然保存至今。衛城裡的神

廟、雕刻、石柱，可說是古

希臘建築的經典作品。

寶藏，直到現在，人們很多靈感都來自於寶藏，直到現在，人們很多靈感都來自於

此，比方說，你所熟悉的運動品牌NIKENIKE，

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就是希臘神話中勝利女神的名字。

雅典衛城
　　雅典衛城被認為是西方

建築史的奇蹟，尤其是其中

供奉雅典娜的帕德嫩神廟。

Thinkstock

好雄偉的
神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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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夢想成為工程師的我，想蓋房

子、建造橋樑。長大之後，我沒去當工

程師，而是專門拍昆蟲的攝影師。但在

觀察昆蟲行為的過程中，我卻在小小昆

蟲的身上發現了工程師的影子！原來牠

們才華洋溢，靠著自然界的葉片、泥巴

當起了工程師。而我，彷彿也在觀察之

中，實現了小時候的夢想。

為幼蟲建造一個遮風避雨的家，是昆

蟲工程師最重要的工作。牠們沒有師父、

不需要學習，而是靠著「本能」的指引，

完成每一項工作，例如：蜜蜂們會合力蓋

出六角形的房間，泥壺蜂則是用泥巴糊出

小房屋。

但除了蓋房子，昆蟲工程師們還有更

多才華。螢火蟲是使用燈光自如的燈光工

程師；螞蟻是力大無窮的搬運工程師；螻

蛄自備開挖工具，是挖掘工程師；其他，

還有好多好多⋯⋯這些小傢伙的能力，連

我們人類都會感到不可思議！

蓋房子：建築工程師

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來說，傳宗接代

是最重要的工作，小小的昆蟲也不例外。

經過數億年的演化，有些昆蟲發展出保護

下一代的能力，牠們建造各種材質的房子

來保護卵與幼蟲，從葉子做的簡陋住家、

泥巴做的堅固小房子，一直到可以居住數

萬隻昆蟲的超大紙房屋都有。

我相當佩服這些被我稱為建築工程師

的昆蟲，牠們運用最天然的材質，以自己

的觸角、口器、腳為工具，建造出連人類

也要學習的建築物。

最厲害的昆蟲建築師要算是蜜蜂與虎

頭蜂了。牠們是「社會性昆蟲」，靠著大

夥分工合作，打造出可容納數萬隻兄弟姊

妹的家，而幼蟲居住的六角形房間，更是

神奇的建築工程─這是用相同材料可建

築出的最大空間，而且六角形的結構也是

最為堅固的形狀。

社會性昆蟲
社會性昆蟲具有分工合作的行為與階級

制度，牠們是地球史上較晚才演化出來的一

類昆蟲。這類昆蟲的成蟲會照顧幼蟲，親代

與子代居住在一起，並且有專門負責產卵的

女王，與專門出勞力工作的「勞工」。

其中的代表包括蜂類與螞蟻。牠們集體

築巢，為了保護家園，逐漸發展出防禦能

力，像蜜蜂與胡蜂，會用腹部的螫針抵禦天

敵（虎頭蜂非常危險！），而螞蟻中的兵

蟻，則有強壯的大顎可以迎敵。

妹的家，而幼蟲居住的六角形房間，更是

這是用相同材料可建

築出的最大空間，而且六角形的結構也是築出的最大空間，而且六角形的結構也是

最為堅固的形狀。

社會性昆蟲

的昆蟲，牠們運用最天然的材質，以自己

的觸角、口器、腳為工具，建造出連人類

社會性昆蟲

生活在熱帶雨林的織巢蟻
，是把葉片「編織」

成蟻巢的高手。圖中為織
巢蟻的工蟻，正通力

合作將兩片葉片拉近，好製
作蟻巢。

蜂巢內的「工蜂」是合力工作的建築師。牠們利用

腹部的蠟腺分泌出一種叫做「蠟鱗」的物質，放入

口中咀嚼後，就成為建造蜂巢的材料，用來蓋出無

數個六角形房間，供幼蟲居住或存放花粉與花蜜。

作者簡介

楊維晟
昆蟲攝影家，從小生長於臺北市區，長大後培養

出對昆蟲的興趣，多年來在台灣各地探訪昆蟲的

奇妙生態。為了拍攝昆蟲，四處旅行，足跡更擴

及亞洲熱帶雨林、中國大陸與法國南部。著有

《甲蟲放大鏡》、《蝶蛾放大鏡》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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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鳥兒採行一夫一妻制，為

了獲得雌鳥的青睞，在繁殖季時，許多種

鳥類的雄鳥幾乎是卯足了勁，發動求婚大

作戰：像是展示漂亮的羽毛、啼唱最動人

的情歌、踩踏著最雄健的步伐，目的都是

希望雌鳥能多看自己一眼，進而成為雌鳥

交配繁殖的對象。

不過，生活在澳洲雨林、採一夫多

妻制的緞藍園丁鳥，可得比其他種類的雄

鳥更加賣力，才有獲得美嬌娘的機會。除

了歌聲、舞步之外，緞藍園丁鳥的雄鳥最

嚴格的考驗是：蓋一座漂亮的庭園！當繁

殖季來臨時，牠們會先用樹枝搭起一座像

拱門的林蔭大道，接著再撿來蝸牛殼、閃

亮亮的甲蟲翅鞘、花朵、羽毛、漿果、玻

璃片、瓶蓋、塑膠片，所有顏色豐富的材

料，全部用來裝飾庭園。為了取得最炫

麗的裝飾品，雄鳥還會去偷其他雄鳥的材

料，甚至搗毀對手的庭園呢！

蓋好庭園的雄鳥，會在園中鳴唱，

等待雌鳥光臨。雌鳥來到後，會仔細查看

庭園的樣子，如果感到滿意，就會和雄鳥

翩翩起舞，完成交配。要是未能如願，雌

鳥會立刻飛走，雄鳥則會再接再勵，更換

枯萎、褪色的裝飾品，重新布置，期待下

一隻雌鳥的來臨。

完成交配後的雄鳥並不會和雌鳥一

起築巢、孵卵和哺育幼鳥，這些事情全都

由雌鳥一手包辦；而雄鳥呢？牠則是繼續

裝修庭園，希望能再吸引其他的雌鳥。

撰文／李世榮　  版面／吳瑞敏園藝設計師園藝設計師園藝設計師
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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