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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都不會有妖怪，妖怪根本是人類的幻想！

且慢，請回顧去年的新聞事件。有位愛運動的年輕工程師參加路

跑，就在抵達終點前，一路領先的他突然跑進小路，失蹤五小時後

才被找到，而且距離終點有10公里遠。他說，自己被帶去另一個空

間了！雖然精神科醫師判斷那是幻覺，當地人和民俗專家卻馬上反

應：是魔神仔。

自古以來，人類與妖怪奇遇互動的故事到處都有。彷彿有個

妖怪國度，在人們生活周遭悄悄運作。到底有沒有妖怪？妖怪是

善類或匪類？為什麼跟人類糾纏不休？膽子夠大、好奇心夠強

的你，請一起來，找妖怪！

撰文 / 鄧小非　繪圖 / 王孟婷　版面 / 李健邦　企編 / 愛米粒　

被尊為「妖怪博士」的井上圓了

是日本研究妖怪的祖師爺。他認為：人

類對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會歸因於怪力亂

神，再加上誤認、幻覺和刻意渲染，妖

怪於是誕生。

妖

怪是什麼？

日本的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

有不同看法，他說：妖怪是淪落的神

明，是民間信仰的真實面貌。

還有一群人則相信：

妖怪不是鬼也不是仙，而是不被了

解、自然存在的特殊生物，因此在文學、繪

畫領域努力讓妖怪現身。迷信也好，精神寄

託或特異物種也罷，總之，神祕的妖怪讓

人無法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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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騎著腳踏車到福鹿溪拍鳥、賞

鳥，是一天最快樂的事。

拍攝野鳥讓他很滿足，但最大的

困難是沒錢買底片。梁皆得瞇

著笑眼回憶：「當兵時我選擇

加入傘兵，因為每個月可

多領六百塊，剛好是

兩卷底片的錢。」

發現神話之鳥

決定把紀錄片當作畢生職志後，他一

邊接拍政府機關的宣傳片，以支持自己最

喜愛的「副業」—生態攝影。這樣的方

式能賺錢嗎？

「有幾次沒接到標案，手頭緊到在家

裡找銅板，湊錢度日。」梁皆得說得輕描

淡寫。

二十多年熱情不減，他用這樣的模式

陸續完成《蘭嶼角鴞的故事》、《草山鷹

飛》、《菱池倩影》等多部蜚聲國內外的

紀錄片。

但真正讓梁皆得揚名國際，是2000年

在馬祖發現「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

燕鷗。這種從1937年後就不曾現蹤的鳥，

他竟能在混雜了兩千多隻，外形極為相似

的鳳頭燕鷗中找到，簡直不可思議。

「不要認為你認為的，就是你認為的

那樣。」換作一般人，一定以為那一大群

全是鳳頭燕鷗，但熟讀鳥類圖鑑的他，在

檢視影片時看到幾隻心生疑問的鳥，經過

查證，才知道自己的驚人發現。

老鷹想飛

為什麼會開始拍老鷹呢？時間推回到

1992年。在基隆觀察的沈振中，因為老鷹

「很多人把我們當傻子，覺得我們做

的事很奇怪。其實，我也承認自己傻。」

外型粗獷，留著滿臉大鬍子的梁皆

得，說起話來十分溫柔，有時說到辛苦之

處，他竟呵呵的輕聲笑了起來。

跟著「老鷹先生」沈振中記錄拍攝，

《老鷹想飛》這部片子一拍就是二十三

年，耗盡人生最好的時光，能說不傻嗎？

有鳥相伴的日子

梁皆得對鳥類的熱愛緣於童年的生活

環境。農村長大的他，放學或假日都要到

田裡撿拾農夫不要的作物，帶回去餵養牲

畜。以前農地少用農藥，經常能看到鳥兒

在田間活動。出門上學時，粉紅鸚嘴會從

家門前飛過；甘蔗田裡的棕背伯勞，也吸

引他追逐。

有時，他還會尋

找幼鳥帶回家飼養。

「只要和鳥有關的，我都很著迷。」

國中時為了認識鳥類，他加入鳥會；

畢業後開始工作，他努力存錢買了相機，

帶著從鳥會會長借來的鏡頭，利用午休

名 人 故 事 糖 拍攝生態紀錄片的祕訣是？
         生態紀錄片不是在拍戲，戲可以安排，生態紀錄你不知道下一秒會拍到什麼，也不知道想要的能不能拍到。擔心是沒用的，就只能等、等、等，耐心等待好畫面出現。另外，我也常看國家地理、BBC的影片，關掉聲音只看畫面，看別人怎麼運鏡或

銜接，從無聲畫面學習只用影像
說故事。當然，基本功是認真
觀察、勤跑野外，唯有了解生
物習性，才能預測牠們的行
為，捕捉稍縱即逝的畫面。

在馬祖燕鷗保護區拍
攝時，梁皆得意外發
現神話之鳥—黑嘴
端鳳頭燕鷗。

  生態紀錄片導演，作品有《蘭嶼角鴞的故事》、《草山鷹飛》、

《菱池倩影》、《老鷹想飛》等，獲獎無數。

  此外他還參與BBC在臺灣拍攝的《Typhoon Island》紀錄片，及公共電視的

《野性蘭嶼》、《返家八千里—黑面琵鷺》等片攝影。

「鳥類很多行為是特定時間才出現，今年沒拍到，

    就要等明年，不能強求。如果你有耐心一等再等，
    不放棄等待，就可以拍生態紀錄片了。」

「熱情很重要。但只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熱情才有辦法維持下去。」熱情的傻子！

撰文．企編／李世榮    圖片提供／梁皆得    

繪圖／九子    版面／夏綠蒂

老鷹想飛 梁皆得

      由於家庭經濟，國中畢業後我就到鹿港學做木工。木工的工
作和生態攝影看似毫不相干，但從做木工中我學會很多技能，讓

我有能力和知識克服器材不足的問題。例如：為了能夠在遠處拍攝，避免嚇到動物，或是

能讓鏡頭在林間穿梭運鏡，我用習得的技藝，在五金行買材料，不斷測試，DIY做成懸臂
和繩索攝影的輔助器材。對我來說，人生中不管哪一項經歷都不是白費或沒有意義的。

沒有任何經歷是白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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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頭戴橘色帽子、身穿橘色上衣，

歡慶女王節（今年已改為國王節）。

聽說最前衛的歌劇院，要到澳洲才看

得到。現在我站在雪梨，眼前一望無際的

港灣，矗立著白燦燦的船帆屋頂造型，果

然個性十足。我很想問問建築師，怎麼會

想到如此新穎的造型？

儘管冬天冷風寒涼，站在宏偉的雪

梨歌劇院前，震撼的氣勢依然讓我興奮不

已。澳洲位於南半球，和臺灣季節恰好相

反，六到八月澳洲冬天正式來到。

歌劇院華麗登場

有人說，雪梨歌劇院最初的設計靈

感，來自馬雅的阿茲特克神廟，也有人

說，設計師陷入苦思時，從「剝橘子」得

到啟發。無論神廟或橘子，雪梨歌劇院的

造型創意令人讚歎，只是它的建造過程波

折不斷。

最初獲得競圖優勝者是丹麥設計師，

他從未到過雪梨，憑著照片設計了橢圓形

拋物線屋頂。後來，因建築經費持續超

支，屋頂無法按原圖施工，不得已修改成

14瓣的球狀結構。丹麥設計師黯然請辭，

由澳洲建築團隊接手。無奈經費還是不

夠，怎麼辦？發行彩券！前後歷經十四

年，耗費一億美金，雪梨歌劇院終於亮麗

登場。

我跟著導遊的腳步，一邊數著大小屋

頂是不是真有14瓣？走近一看才發現，歌

劇院屋頂竟不是遠遠觀看的白色，而是由

乳白和白色磁磚鋪成。一百多萬片防霉釉

面磁磚，雖說不怕海風侵蝕，歌劇院仍然

定期維護。

攀登港灣大橋？！

往歌劇院後方一望，可以看到雪梨港

灣大橋。那就是跨年煙火的璀璨舞臺，我

總是在北半球的電視前觀看，如今實際站

在現場，感覺很奇妙，既是近在眼前卻又

遠在天邊。

「你們看，有遊客成功攀登港灣大

橋！」港灣大橋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鐵

橋，距離海平面將近 134 公尺高，相當於

四十層樓，也是大膽的遊客嚮往征服的地

點。預約攀登的遊客身上會配戴著安全

索，在橋上前進移動。由於橋的本身還有

提供火車和汽車通過，底下是繁忙的車水

達
志

影
像

澳洲小檔案

澳大利亞聯邦，俗稱的澳

洲位於大洋洲，是南半球

第二大國家。

澳洲境內有熱帶雨林、沙

漠、礁岩、峽谷等自然景

觀，當地有十九處列為世

界遺產。

澳洲

太平洋

塔斯馬尼亞

印度洋

撰文．企編／林韻華　繪圖／蔡元婷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女神級建築、最年輕的遺產
　　2007年，雪梨歌劇院以展現人類創意傑作為由，登錄
成為最年輕的世界文化遺產（約完工三十七年）。

　　似貝殼、如風帆，美麗的白映襯湛藍的雪梨港，建築

風采堪稱「女神級」。不只外觀迷人，走進歌劇院，挑高

寬闊的空間，也讓人心情沉靜下來。內部的歌劇廳和演奏

廳，隔音和音響都使用最高規格，另外設置有四個劇場、

圖書館、餐廳等等，是雪梨最頂級的表演場館。

試試攀登暱稱為「大衣架」的港灣大橋，

用最特別的方式一覽壯麗的雪梨全景。

演奏廳內25公尺的挑高
天井，音響效果極佳。

每年雪梨的燈節，
藝術作品投射在歌
劇院外牆，搭配煙
火、音樂形成璀璨
的燈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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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它變孤僻前的最後一刻⋯⋯

鐵氟龍是很優秀的塗層材料，耐酸、

耐鹼、耐熱⋯⋯，化學性質非常穩定（就

是因為它孤僻，不喜歡和酸、鹼、蛋白

質、脂肪及其他化學分子打交道）。

「好，就趁它變孤僻、還能跟別人

打交道之前最後一刻，強迫它和鐵鍋在一

起！」生產鐵氟龍需要許多步驟，一道

接一道完成。科學家把握最後一道步驟，

把鐵氟龍的「前身」放在鐵鍋上，讓它和

鐵鍋表面起化學反應（因為那還不是鐵氟

龍，沒那麼孤僻）。當最後一道化學反應

結束，鐵氟龍前身能夠反應的部分已經和

鐵鍋反應，再沒有任何部分可反應，於是

變身成穩定的鐵氟龍，不沾不黏。

儘管不起化學反應，鐵氟龍卻會因

鍋鏟或堅硬食材翻炒，從鐵鍋上刮除。因

此專家建議，鐵氟龍鍋可用來燉、滷、

煎、煮，不適合炒。炒可用鑄鐵鍋，

不過那並非塗層功勞，而是特殊的合

金配方。

薄薄一層，問題迎刃而解

汽車的門把材料是塑膠，看起來像

金屬，因為塗層改變了表面光澤，薄薄一

同樣是紙，瞧瞧《未來少年》封面，

光亮滑溜，這是塗層的效果，與內頁大不

相同。再說紙杯，明明是紙做的，竟能裝

水不漏，和其他紙餐具一樣，

這也是塗層的功勞。

還有，不沾鍋、乳液、

眼鏡、液晶螢幕⋯⋯，甚至整

個半導體工業，全都運用了塗層！

 選用孤僻材料，做成不沾鍋

塗層，就是把某種材料塗在物

體表面，讓物體的性質功能改變。

鐵鍋導熱快，可是煎魚、煎蛋

容易黏鍋。「黏鍋」的意思是鐵

鍋和食材起作用了！解決方法可

以利用塗層：找一種「孤僻」的

材料，把它塗在鐵鍋表面，讓

鐵鍋變得孤僻，不喜歡和食材作

用，這樣一來，煎肉煎蛋就不沾鍋了。

鐵氟龍就是一種孤僻材料，碰到誰

都不搭理，獨來獨往，不沾不黏。不過有

個問題，如何讓孤僻的鐵氟龍願意和鐵鍋

「在一起」，塗布在鐵鍋上？

找到適當材料，接著就要解決技

術問題，科學家想到一個絕妙好招！

塗層
好厲害好厲害

     技術好不好，
價錢差很大

賣場有各種不沾鍋，同樣是

鐵氟龍，價錢卻相差很大，有些

只要兩三百元，有些則要上千元。

價錢受許多因素影響，當然

也牽涉到塗層技術。儘管原料沒問

題，但工廠進行各項化學反應時，

是否有能力讓反應完整進行，以及

能否徹底清除雜質，這都會影響

品質，自然也與設備、人

力等成本因素有關。

超炫的太陽

眼鏡也是塗

層的產物喔！

在手機外表鍍上一層防水層，
手機不但不怕泡水，髒了還可
直接水洗。

塗層的功能

塗層最早的功能是保

護，讓物體耐磨、耐刮、耐

鏽蝕，好延長使用壽命。

後來的塗層功能愈來愈多，傳

熱或不傳熱、導電或不導電、反光或不反光、防水或

吸水，一切看需要，要什麼功能，就塗什麼材料。

例如現代的雨傘材料大多是布，塗上一層薄薄

的防水塗層，就能防雨。有些衣服也強調防潑水，

它們的塗層材料超不喜歡水！一旦水潑灑在衣服

上，很快凝聚成水滴，不會滲透到布料裡。

  不沾鍋

  養成術！

撰文／陳季蘭     顧問‧審訂／王文竹（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企編／黃曉君    繪圖‧版面／夏綠蒂 

不沾鍋材料是不沾不黏的鐵氟龍。

但鐵氟龍一開始是怎麼黏上鐵鍋的?
關鍵是：趁它變孤僻之前行動⋯⋯1

3

2
鐵氟龍前身先跟鐵結合，再變成鐵氟龍，從此

再也不會跟其他物質反應了。

趁著鐵氟龍前身還沒變成鐵氟龍（還不太孤僻），

把它塗在鐵鍋底，跟鐵結合。

鐵氟龍前身 嗨！

鐵氟龍前身
鐵

你好！

鐵氟龍＋鐵
？

哈嘍！
可以跟你當
朋友嗎？

？

手機可水洗
？

酷！

清  涼！

達志影像
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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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水仙被綁架了！根據目擊者描述，綁匪長長的，全身綠綠的，只有

頭是白色，犯案現場留有一股氣味，聽說綁匪和大明星水仙長得很像。

包大人請人畫出綁匪畫像，告示貼出沒多久，嫌犯就落網了。可是⋯⋯

科學

分類

 

  

界 植物界

門 被子植物門

綱 單子葉植物綱

目 天門冬目

科 石蒜科

屬 蔥屬

種 蒜 蔥 韭

達志／Shutterstock 達志／Shutterstock 達志／Shutterstock

證人2 農夫：看生長季節

和外觀

包大人又傳了第二位證

人—農夫到公堂，他心想：

農夫是種菜專家，找他來準沒

錯，應該是萬無一失了⋯⋯

證人1 植物學家：從分類來看

第一位證人是植物學家，他做了一張簡單的對照表來教包大人怎麼分辨

蔥、蒜和韭菜，可是，真有那麼容易嗎？

冤枉啊～包大
人，我是蔥不
是蒜，您抓錯
人了！

一個和綁匪長得
有點像，又不太
一樣……一個幾
乎一模一樣。不
管啦，統統關起
來再說！

大人，我是韭菜，
我也不是蒜啊！

哇～～

大人，我請
您傳三個證
人，證明我
們真的不是
綁匪……

在還沒查清楚犯人
是誰前，先看看嫌
疑犯蒜和水仙吧！

包大人，您可找對
人啦。俗話說，一
月蔥，二月韭，再
來才是蒜…… 可是現在一年到頭都有蔥、蒜和韭菜，而

且現在八月了，你還在說什麼一月二月。

包大人息怒，雖然現在一年四季都看得
到，可是栽種的條件還是不一樣啊。

水仙不開花，裝蒜
　　水仙和蒜同屬石蒜科，不

過蒜是蔥屬，水仙是水仙屬。

　　蒜和水仙都會開花，大蒜

花是由許多小花組成的圓球狀

花序，水仙花則是由白、黃雙

色花瓣組成。由於水仙的球莖

看起來很像蒜球，瘦長的葉片

也跟青蒜差不多，所以沒開花

的水仙如果不仔細看，很容易

讓人誤以為是蒜。但千萬切

記，水仙不能吃，因為整株都

有毒啊！

這表格我看懂了，
但你沒說它們長相
哪裡不一樣，我還
是不會分辨啊。

啟稟大人，蔥、蒜、
韭是同屬不同種的親
戚，所以長得很像。

蔥

經過多年改良，已經

可以整年栽種，不過

主要產季在二到十

月，不同品種的蔥，

產季也不同。

蒜

因為喜歡涼快不耐熱

（超過27℃就休眠不發

芽），所以通常是九到

十二月播種，隔年三到

四月採收。

韭菜

一年四季都適合，尤其

春天氣溫不高、每天晒

太陽的時間剛剛好。春

韭長得比夏天慢，再加

上營養吸收充足，這時

的韭菜最好吃。所以有

「二月韭」的說法。

生
長
季
節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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