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企編／劉芝吟

繪圖／陳佳蕙、蔡元婷　版面／趙璦

顧問．審訂／蔡宇哲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神啊，請賜給我讀心術吧，讓我一眼看透別人，聽到他們內心的 OS！」

莫急、莫慌、莫苦惱，想成為讀心好手？不難不難。柏克萊大學曾做過實驗，

研究員讓受測者觀看兩個人對話的影像，但只能看到動作、沒有聲音，結果多數人只

要觀看短短 20秒，就能判斷影像中的人是否值得信任、有同理心。

啊哈，聽起來不可思議？其實道理很簡單。想一想，即使是小娃娃，聽不懂你

說的話，當大人語氣凶惡、大動作示意不滿，他也會立刻感覺到「威脅」，哇哇大哭。

因為人類的互動溝通，超過七成來自表情、肢體、聲音、嗅覺等非語言訊息。你愈

懂得找到線索，就愈能洞察人心。

甚至，我們每個人的大腦都內建了超強「讀心 Wi-Fi」，只要訓練有素，即使

對方不動聲色，你一樣能察覺他波濤洶湧的情緒。

等不及了嗎？先來看看，我們的身體會悄悄洩漏哪些訊息？

奇
神

為

什
麼我一開口，他的眉頭就皺起來？

他不
耐煩了

嗎，怎
麼一直搓手抖腳？

？
你是高敏感人嗎？
□ 很容易受別人的情緒影響
□ 經常被強光、氣味、噪音干擾
□ 每天都需要獨處的時間
□ 感覺到氣氛不好，就會想立刻逃離現場
□ 別人生氣，即使不是針對你，也覺得壓力很大

更精準的測驗請參考

《高敏感是種天賦》

或掃 QR Code（是英文網頁喔！）

▲

如果你每項都符合，而且感覺很強烈，那麼你有可能屬於「高敏感」人。

高敏感人自帶雷達，很容易感覺到別人的情緒，察覺沒被說出口的訊息，

常常讓人大呼：你好懂我！天生就是讀心好手。但是心理學家研究，即使

你不屬於高敏感人，只要勤加鍛鍊，理解他人的本事絕對可以後天學習。

我怎麼又被罵白目，
不會看

臉色
？

他是不是討厭我？

讀心術

王佳瑋攝

感謝董士頡協助拍攝

封
面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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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禮物：貧窮

儘管家中的經濟條件不

好，朱銘的母親還是盡全

力讓孩子們都能念書。只是

朱銘國小畢業後就沒繼續上

學—他急著想幫媽媽分擔家計。

「因為窮，所以想趕快長大賺錢。」

這個簡單願望，推著朱銘不斷往前。第一

份工作是在雜貨店當店員，那年他才十三

歲。「後來，爸爸覺得我應該要有一技之

長，所以帶我到鎮上的媽祖廟，找雕刻師

傅學手藝。」

小學時，朱銘最愛歷史與美術課，雕

刻裡有歷史故事與人物造型，他學得津津

有味。後來，他索性辭掉雜貨店工作，專

心當學徒。過幾年，朱銘出師了，不久開

起雕刻藝品店，生意做得不錯。家裡經濟

條件改善，媽媽終於可以不用這麼辛苦。

可惜好景不長久，藝品店虧損倒閉。

突破，成為第三份禮物

怎麼辦？「那時我想，這也許是一個

改變的時機。我思考未來，決定不想再做

生意，我要專心藝術創作。」沒有漂亮學

歷的朱銘，認為參加全省美展比賽是唯一

的機會。他想了想，把腦海中最熟悉溫暖

的景象—媽媽的身影雕刻下來。

這件作品讓朱銘第一次參賽就得到

優選，第二年也獲獎。連年得獎，朱銘卻

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我不想再比賽了，

就算拿第一名也不會繼續進步。再加上

一直有人建議，應該去找楊英風老師學

習⋯⋯」

當時，楊英風是國際知名雕塑家，

又在大學教書。「我只是國小畢業的工藝

師，跟他相差太遠，恐怕沒有人願意幫忙

引薦。」

但朱銘不想放棄。他花了三年時間，

一邊創作，一邊打聽楊英風的住處。憑提起朱銘，這位家喻戶曉的國際雕塑

大師，三十八歲以前，是一位雕刻技術精

湛的傳統工藝師。「如果就這樣過一生也

很好。」但他說上天給了三份禮物，讓他

有了不一樣的人生。

什麼禮物呢？

媽媽，是第一份禮物

八十年前，朱銘在苗栗通霄誕生，那

時他不叫朱銘，而是朱川泰。身為家裡的

老么，上面有十個哥哥、姊姊，因為爸爸

身體不好，一大家子十三口的重擔全落在

媽媽身上。

「她編草蓆賺錢養家，每天工作到凌

晨三點。」回憶起小時候，朱銘心疼媽媽

沒日沒夜辛苦工作。「我那時還小，問媽

媽這麼晚了為什麼還不睡？她轉過頭笑著

對我說：傻孩子，我去睡覺，明天你們要

吃什麼？」母親慈愛的臉龐與蜷在牆邊編

草蓆的身影，成為朱銘一生努力的動力。

名 人 故 事 糖

  「改變」
 成就不一樣的人生

 國際雕塑大師，融合傳統木雕與現代雕塑的精神，逐漸發展出超越

 兩者的獨特風格，以「太極」、「人間」系列等享譽國際。

1976年獲十大傑出青年榮銜，國內外均獲獎無數。
1999年，在北臺灣的金山成立朱銘美術館，作品與自然環境
 相互呼應，堪稱朱銘最巨大的傑作。

朱銘 撰文／吳立萍    繪圖／九子    

企編／李世榮    版面／夏綠蒂      

Xavier ROSSI / Getty Images

學徒時光奠定基礎養分
       雕刻師傅李金川告訴朱銘，要成為好的雕刻師，一定要會自己畫草稿，不能老是照著別人的樣式來刻。這句話對朱銘的影響很大，因此，當學徒的時

候，他白天雕刻、晚上學畫，奠
定了日後藝術發展的基礎。

「創作沒有一刻停頓，

  我把它當成每天都要做的功課。」

「眼前的成功不是永遠的成功，不跟別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才能一次比一次進步。」

「丟」的道理
       早年接受傳統雕刻師傅訓練的朱銘，手
藝十分精湛，能夠把細節雕刻得栩栩如生。

但楊英風老師卻要他「丟」──丟掉「刻得

像」，而是表現出作品神韻。楊英風的指

導，開啟了朱銘從傳統走向現代藝術。

達志 / Shutterstock

朱銘的人間系列作品，以大刀闊斧的線條，展現人物百態。

「創作沒有一刻停頓，

  我把它當成每天都要做的功課。」

「眼前的成功不是永遠的成功，不跟別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才能一次比一次進步。」

「創作沒有一刻停頓，

  我把它當成每天都要做的功課。」

「眼前的成功不是永遠的成功，不跟別人比，

  而是跟自己比，才能一次比一次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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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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的法老發出詛咒，黃沙凝聚成古埃及戰士，殺向手無寸鐵的考古學家⋯⋯睜開

眼，機長廣播把我帶回現實：夢境中的埃及到了。

走進開羅機場，一眼望去，盡是戴著頭巾的

穆斯林。怎麼會這樣？要不是機場商店裡賣著法

老、駱駝娃娃，和通道的仿古埃及壁雕，一時半

刻，我不敢相信自己真的置身埃及。

開羅的前世今生 
在機場換鈔時，時空錯置的感覺更強烈。紙

鈔的正面是「看不懂」的阿拉伯文數字和清真寺

等伊斯蘭圖樣；背面才是世界通行的「印度－阿拉

伯」數字，以及法老等人物雕像，嗯，這

一面才是觀光客「印象中」的埃及。

早在西元前，古埃及王朝就已經消

失，後來埃及曾由阿拉伯人統治，現在是

道地的伊斯蘭國家。我在開羅的穆斯林區

晃蕩，百年以上的清真寺就有一千多座。

美麗的伊斯蘭紋飾彷彿可無限延伸，一圈

又一圈⋯⋯這種紋飾象徵無窮無盡的神

力，也表達人們對神的

崇敬。

搭計程車遠離

市中心，馬路盡頭

就是沙漠金字塔

區，時光轉瞬倒流

數千年。我下了車，

挑選一隻心情似乎不錯的駱駝，化身時空

旅人，一顛一顛接近金字塔群。

靈魂返鄉的燈塔

一般人的印象中，金字塔是孤伶伶、

各自座落在沙漠中。事實上，光是尼羅河

畔就有七十幾座金字塔，而且常是好幾座

共聚一處。其中最有名的，是由三代法老

組成的吉薩金字塔群，又以古夫金字塔最

宏偉。

吉薩金字塔群小檔案

吉薩的三大金字塔，由大到小依序

是：古夫、卡夫拉和孟卡拉金字塔，

已有4500年的歷史，旁邊還有一些小
型的皇后金字塔。古夫金字塔是埃及

最大的金字塔，也是古代七大奇蹟唯

一僅存的建築物。

吉薩金字塔群在1979年登入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人面獅身像座落

在三大金字塔東方的沙漠，是單一石

頭所雕刻最巨大的石像。

埃及

地中海

開羅

沙烏地
阿拉伯

尼
羅
河

以色列

紅
海

約旦
吉薩

美麗的伊斯蘭紋飾由幾何圖形組成，常見於窗花、牆壁、

地毯和吊燈。

埃及紙鈔的正面是

「看不懂」的阿拉伯數

字和清真寺等伊斯蘭

圖樣；背面是世界通

行的數字以及古埃及

圖樣。

開羅作為埃及首都已經千年，90%以上的人口
都是穆斯林，城內有千座以上的清真寺。

　　對埃及人來說，人死後的靈

魂「巴」會離開身體前往冥界。

死後的世界猶如現世，有複雜的

社會組織與善惡對立。

　　太陽神「拉」是最高神祇，

祂每晚乘著太陽船下冥界，對抗

混沌之神阿波菲斯。隨著太陽的

起落，世界不斷更新和重生，拉

的責任就是要維持這個秩序。法

老死後會追隨拉在冥界作戰。

埃及人的死後世界

撰文／陳靜芬　繪圖／希拉.Shilala　企編／黃曉君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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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忙好忙的脂肪

人體中的脂肪大約占了

15%~20%。軟軟滑滑的脂肪非常

能幹，會幫我們儲存能量、產生

能量、溶解食物的營養，還能控制血

壓。走吧，到身體裡面瞧瞧。

快來看，脂肪在燃燒！算一算，1公

克脂肪可以產生９大卡熱量。那醣類呢？

不到一半，1公克只能產生４大卡熱量。

難怪身體要選用脂肪來儲存能量。要是全

部用醣類，身體就會太笨重。

天啊，人體根本是個超級巨大的化學

工廠。脂肪分解，產生脂肪酸，脂肪酸很

快又變成原料，合成好多東西，都是身體

需要的，例如荷爾蒙。

「哈嘍，我們是血壓荷爾蒙兄弟。我

負責升血壓，他負責降血壓。」不會吧？

都說吃太油膩，血壓會升高，降血壓怎麼

會需要脂肪呢？「當然需要，沒有脂肪，

身體很多化學反應都會停擺。」

到血管參觀一下。不

得了，好多脂肪堆積在血

管裡，小心爆血管！「咦，你怪怪的，請

問你是⋯⋯」「我是反式脂肪。」原來是

五雷轟頂的壞脂肪！

反式脂肪為什麼是壞脂肪？因為它

們並非動植物天然形成，而是人為加工製

造，人體沒辦法分解、吸收。瞧，它們遊

手好閒在血管裡晃來晃去，很久才會排出

體外，因此常堆積在血管，造成堵塞。

血管一旦堵塞，可能引發各種心血管

疾病，例如動脈硬化、心臟病、高血壓、

中風等，太可怕了。

頭腦鈍鈍、卡卡的嗎？來，

補充脂肪潤滑一下，說不定腦子就

靈光了。「吃油可以補腦？！」可以，

因為我們大腦有60%由脂肪組成，脂肪

不夠，你要腦袋怎麼辦呢？

有些腦細胞的外圍還包覆了一層脂

肪，就像電纜外面裹了一層塑膠，讓訊號

傳遞不中斷、不受損。用腦思考，實際上

就是一堆訊號在腦部傳來傳去，萬一訊號

傳遞不順，可能會影響思考和判斷。

另外，我們身體有上兆個細胞，哪些

物質能夠進出細胞，全靠細胞膜來控管，

重要性如同邊境駐防。細胞膜的主要原料

是什麼？答案是：脂肪。

吃太油不健康，

可是完全不攝取脂肪，不僅頭腦

會當機，連活下去都有困難！

醣類

蛋白質

脂肪

脂肪
滑溜溜滑溜溜！

人類想要健康活

下去，一定不能這

麼討厭脂肪我啦！
要變聰明，可以

多吃DHA，DHA

就是脂肪喲。

毒素份子，

不許進去！

   歡迎歡迎，
細胞正需要你。

細胞毒

養分     
 養分

細胞膜，主要原料是脂肪。

毒

嘿！前面的，

塞車了！

這裡好窄啊，

  過不去了。

都被壞脂肪   

   堵住了。

壞脂肪

紅血球

甘油

脂肪酸

脂肪酸

脂肪酸

脂肪 反式脂肪

喂！隔壁的，

你的氫牽反了！

哼哼，

你不知道？

我可是

反式脂肪！

一個甘油可以和

三個脂肪酸結

合，稱為「三酸

甘油酯」。

人類的三大營養素

兩個氫一上一下，在相反

的位子，就是反式脂肪。

兩個氫在同一邊，

就是順式脂肪。

血管該

疏通嘍！

血管

氫 氫 氫

氫

碳 碳 碳 碳 碳 碳 碳 碳

撰文／陳季蘭     審訂／王文竹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繪圖‧版面／夏綠蒂     企編／愛米粒

固體的脂肪，稱為「脂」；液體的脂肪，就是

「油」。

脂肪的分子結構是「三酸甘油酯」：三個脂肪酸

和一個甘油結合成一個脂肪分子。注意，是「酯」，

不是「脂」喔。酯，表示脂肪酸和甘油已經化學反

應，結合在一起了。

另外，每一種油脂都是混合物，不只含有一種脂

肪酸。

認識脂肪分子

脂肪分子：三酸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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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餓了，真想來一客青蛙親子

丼⋯⋯」幼嫩的蝌蚪、鮮美的青蛙，是許

多動物覬覦的大餐。

沒有硬殼和鱗片保護，也欠缺恐怖的

尖牙、利爪，青蛙與蠑螈這類兩生動物，

不僅不夠凶猛，牠們可愛的外型，搭配吹

彈可破的皮膚和軟Q柔滑的身體，簡直可

用「嬌嫩」來形容。

然而，這群大自然的嬌客卻憑著水陸

雙棲的好本領，現身各地溪流湖泊，不論

高山低谷都可能找到牠們的蹤跡。所以，

外表嬌嫩不是問題，重點是：

有沒有生存法寶？ 

三大家族，繽紛亮相！  

三億六千萬年前，一批有脊椎的動物

以先鋒部隊之姿從海洋登上陸地。牠們的

後代克服種種困難，逐漸繁衍壯大，目前

已知有七千七百多種，共分成三大家族。

沒有尾巴的青蛙和蟾

蜍屬於「無尾類」，勢力

非常龐大，超過六千八百

種，是兩生動物的旺族。

另一族是「有尾類」，

蠑螈就是這個家族，約有

七百多種。蠑

螈長得好像全

身塗滿潤滑液的

蜥蜴，兩者的分辨

祕訣是：皮膚是否透

水、前腳是否四趾、腳趾

是否圓潤無爪。以上皆是才是蠑

螈！全世界最迷你的蠑螈連尾巴算進去只

有2.5公分，最巨大的是俗稱「娃娃魚」

的中國大鯢 ，身長直逼160公分。

第三家族是「無足類」：蚓螈。牠們

極為罕見，除了少數幾種住在水中，大多

數會挖洞躲起來。倘若幸運遇上，你可能

以為是蚯蚓。一旦牠們張開嘴，就容易分

辨了：蚯蚓沒有牙齒，蚓螈有成排的尖細

小牙。這類兩生動物行蹤神祕，迄今只發

現兩百多種。種類少歸少，這

個家族有些長相超級詭異，非但

不嬌嫩，還像蛇一樣讓人不寒而慄。

我的皮膚會呼吸  

兩生動物的皮膚

是一件天生寶衣！極

佳的透水性，足以讓

溶於水的氧氣進入身

體、將二氧化碳排到

外界，游泳時根本不必

抬頭換氣。

由於頭、背、尾的皮膚有黏

液腺，可分泌黏液保持皮膚溼潤，

他們就算上岸也能靠皮膚呼吸。有些無肺

蠑螈甚至連肺都不需要，全靠皮膚呼吸。

這層薄皮還內建會分泌噁心、有毒物

質的特殊機關，通常位於蟾蜍的耳後、

青蛙的後腿與腰際、蠑螈眼睛後邊，

以及蚓螈的背上，是嚇跑敵人的防禦武

器。奇妙的是，蛙的皮膚擁有三種色素

細胞，讓牠們能隨環境變裝。例如，

黃褐色的褐樹蛙窩在樹幹上，體

色會加深，把自己隱藏起來。

烏龜、鱷魚也在水中和陸地生活，

但牠們不是兩生動物。因為想躋身兩生

動物之列，有四個必備條件：

1. 幼體用鰓呼吸。
2. 成體用肺、皮膚和口腔內膜呼吸。

3. 卵由膠質包覆，沒有卵殼。
4. 皮膚具通透性。
只要符合這些特點，不管卵生、胎生，

有沒有腳或尾巴，都是兩生動物。

兩生動物當中，以青蛙和蟾蜍分布最廣，

除了冰凍的南極洲，各大洲都能

見到牠們的身影。

蚓螈目前只在熱帶地區才找得到。

蠑螈則集中在北半球的溫帶森林。亞熱

帶的臺灣也有有尾類家族，牠們住在1300公尺
以上的高山，常躲在水源附近石頭下的溼土裡。 
牠們總共有五種，都屬於臺灣特有的山椒魚。什麼是兩生動物？

呼 ，空氣還不錯 。
開始陸地冒險嘍！

兩
生動物三大家族

1. 無尾類家族   

2. 有尾類家族   

3. 無足類家族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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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隻翡翠樹蛙？

       但我怎麼找

        都找不到！

達志 影像

李世榮 攝

李
世
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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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生動物也是狠角色

我的指頭有吸盤，

看我的倒掛金鉤！

李世
榮 攝

三億六千萬年前從水中爬上陸地的魚石螈，是兩生動物
最古老的祖先。

蚓螈長得真像一條
大蚯蚓，巧的是，
這隻蚓螈正張口吃
下一條大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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