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為什麼會說謊？

國王的新衣
看過安徒生〈國王的新衣〉故事嗎？會不會覺得奇

怪，明明世界上沒有這件衣服，為什麼──

１.  國王卻相信了。國王眼睛絕對不是看不見，那他到
底怎麼了？

２.  裁縫編的謊，任何人都可以戳破，為什麼他還敢這
樣說？

３. 大臣為什麼不對國王說實話？
４.  街上的民眾也知道國王沒穿衣服，為什麼他們只是
驚呼、竊笑、私語，卻沒人說實話？

５. 為什麼只有小孩子說實話？
６. 「聰明的人才看得到」這句話有什麼魔力？

糗了吧！

我都不敢看。

撰文．企編／賴佳慧　繪圖／顏寧儀　版面／李健邦、丘山　

顧問．審訂／蔡宇哲（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楊俐容（兒童青少年心理專家）

我們都討厭被騙，那感覺糟透了；儘管如此，自己有時免不了

還是說謊。以下類似的情況，也許不少人有過──

同學迎面走來，問：「怎麼了，心情不好？」        

「沒有啦。」（其實，自己正因為這位同學考試考

滿分而不高興，卻不想讓對方知道。）

這是說謊？有些人認為是──只要說話的當下，你「知道」自己說的內容，跟事實

不同，就是說謊。不過，別這樣就覺得自己或別人十惡不赦，謊言有輕有重，最讓人受

不了、無法接受的，就是那種為了自己利益，讓別人受傷的謊言──害人，也害己。

人為什麼要說謊？說謊時，大腦正在做什麼？為什麼說謊心會空空的，那是

什麼？你常被同樣的謊騙嗎？除了傷心、生氣，其實你還能從這些謊言中

認識自己⋯⋯不相信？人們還發現，誠實的人最幸福，

這些都是真的唷。 

國王怎麼沒

穿衣服？！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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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羽小鹿　繪圖／希拉.Shilala　企編／歐宇甜、林韻華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陳培堃

堃
但是天文書籍難免

艱澀深奧，讀不懂的時

候怎麼辦？「問人啊，

天文臺的長輩看我年紀

小又愛看星星，都很樂意

教我。」因為共同興趣，他交到很多忘年之

交，累積了豐富的天文知識。

他開始撰寫星空方面的文章投稿發表。

國二那年，有本兒童刊物還特別做了專訪，

稱他為難得一見的「愛看星星的小孩」。

這段經歷很不尋常，陳培堃認為自己是

幸運的。他常苦口婆心奉勸家長：「要是孩

子有特殊的興趣，也許與

課業無關，請家長千萬別急著打

壓、批判，或執意改變他們。」

只想做自己

考上人人稱羨的建國中學，陳培堃對觀

星的熱情絲毫未減。他心裡有個疑問揮之不

去：「有一種學習是罐頭式的，大家都念同

樣的課本、考一樣的題目，用分數高低來評

斷學生。會不會另外有一種學習，能讓人心

甘情願、樂此不疲呢？」

建中讀了兩年讀不下去了，「功課一塌

陳培

名人
故事糖

「看星星是我的信仰。」陳培堃從

小沉迷於「追星」，認為自己是「星星

傳教士」。他的天文攝影作品，讓很多

人感受到星空的無限魅力。

跟陳培堃聯繫上時，他正在阿拉斯

加，透過通訊軟體傳來幾張照片：奇幻瑰麗的極光、一望無際

的冰天雪地⋯⋯宛如出自外星人的神祕邀請函。後來我們碰面

了，他一開口就說自己從小是個怪咖，還打趣的說：「搞不好

我根本就是個外星人。」

好像有個新世界突然打開了！

小學四年級，陳培堃全家搬到臺北劍潭，離圓山天文臺

很近。「天文臺？那是什麼地方？」他決定找個假日去探險。

沒想到好奇探訪，竟讓他

遇見一輩子的「真愛」。

第一次透過專業望

遠鏡看星空，陳培堃回

憶：「我好震撼，好像有

個全新的世界突然在我眼

前打開了！」從此，他一

頭栽進迷人的觀星世界。

每到假日他就往天

文臺跑，白天窩在天文臺圖

書室，晚上去實際觀測，把白天讀到的驗證一番。「從最淺顯

的書開始讀，像是認識星座，一本接一本，幾年下來，我把圖

書室的書都讀遍了。」

天文攝影專家，是臺灣首位拍

到哈雷彗星的人。為拍攝星空

踏遍全世界，著有許多天文書

籍與文章，曾獲三屆「李國鼎

通俗科學寫作獎」，綽號PK、

星星小飛俠。

為夢想打工存錢

一大清早就要起

床，好想睡……

你好！我

幫你們搬

行李！

請問你們要不要

來一籠點心？

陳培堃輟學後，生活費

得靠自己，他四處打工

一個月賺5000元。

辛苦三年存到美金

3000元，終於買了第

一臺望遠鏡！

1

3 4

2

星星傳 教 士

●  在阿拉斯加，陳培堃拍攝到的絢爛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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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熱的赤道旁竟然有一座白雪皚皚的肯亞山，好神氣！十一座冰川從山頂往下鋪

成放射狀，像一隻雪白蜘蛛，是奇景，更是肯亞重要的水源。

可惜全球暖化影響，這些冰川岌岌可危，有些甚至已「縮水」了90%。所幸冰川氣

勢雖不如往昔，但陡峭的山形仍傲骨挺拔。

大遷徙最驚險的挑戰，就屬橫渡馬拉河。馬拉

河又稱「非洲血河」，河水湍急外，河裡還有

飢餓許久、虎視眈眈的尼羅鱷。

百大即將消失的奇景

隨著乾季、雨季更迭，為了追逐水源和青草，兩百萬

頭牛羚、斑馬和瞪羚，按順時針方向，在賽倫蓋提大草原

和馬賽馬拉大草原，來回跋涉超過3000公里。
這趟旅程異常艱難，飢餓、乾渴、體力不支、遇上天

敵⋯⋯每一步都可能致命。領隊說，大概只有六十萬的幸

運兒能回到出發點，還好也有將近四十萬新生命會在旅途

中誕生。令人憂心的是，由於氣候變遷及人為的過度干

擾，動物大遷徒奇觀的場面，已逐漸消失中。

動物大遷徙        

＊ 肯亞國名來自肯亞山，原住民語是「光明所在之地」。
因東非大裂谷將肯亞一分為二，與橫臥的赤道相交叉，

肯亞又被稱為「東非十字架」。

＊  肯亞雖位於赤道上，但因地處高原，氣候涼爽，主要影
響氣候的因素是降雨。當地人說：肯亞沒有春夏秋冬，

只有乾季和雨季。

＊  肯亞也是人類發源地之一。最近的研究發現，約在410萬
年前圖爾卡納湖畔有猿人棲息活動的證據，還有250萬年
前的人類頭蓋骨化石。

飛機進入東非領空。我從機窗往下看，一條碩大無比、像

被狠狠砍了一刀的裂痕，一下子衝進視線，我的心頭也像被

什麼東西撞了一下，感覺很震撼。

這是東非大裂谷，總長度約地球周長的1/6，號稱

「地球臉上最大的傷疤」。這道「傷疤」早在3500萬年

前就已誕生，目前還在持續擴大中。據說，阿姆斯壯登陸

月球時，唯一能辨認的非洲壯景就是它——東非大裂谷。

裂谷實在太巨大，來到它面前，景致和空中眺望大不相

同。站在高臺上，放眼望去，一片寬廣無際的盆地，遠處群山

疊繞，谷底綠意盎然。真沒想到，地球的傷疤可以這麼美！

想看動物大遷徙，肯亞是首選。馬賽馬拉國家公園

保護區，有七個臺北市那麼大。我像走進一本3D立體

的動物大百科，舉目望去動物們三三兩兩，晒

太陽的、低頭吃草的、散步閒晃的、地上打

滾⋯⋯距離近得讓人嚇一跳，好像走進動物影片。

獅子、非洲象、野牛、犀牛、獵豹，我在心裡默默數著

「非洲五霸」，果然，一個都不少。

撰文／羽小鹿、吳宥臻　繪圖／顏寧儀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肯亞3D立體動物大百

東非大裂谷是在3500萬年前由非

洲板塊的地殼運動所形成的地理

奇觀。目前，大裂谷每年仍以幾

公釐到幾十公釐的速度加寬中，

地質學家預測，幾百萬年後，它

將撕裂成另一個新的大洲。

肯亞

坦尚尼亞 印度洋

烏
干
達

索
馬
利
亞

衣索比亞

奈洛比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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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弘善　繪圖／Lynette Lin　企編／李世榮　版面／丘山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骨頭
 嘿，猜猜看，你是「肉包骨」，還是「骨包肉」呢？答案很簡單，我們的骨頭位

在皮膚下方，而且被肌肉包覆著，屬於肉包骨，正式的名稱是「內骨骼」。

有「內」就有「外」，另一類骨頭長在身體外部，稱為「外

骨骼」，也就是「骨包肉」。

你聽過「骨肉相連」吧？古人早有體會，看看「骨」字：

上頭的「 」表示缺少肌肉的骨頭，下方的「 」則是

肌肉的意思。換句話說，「骨」的原意不只是堅硬的

骨頭，還包括依附在骨頭上的肌肉。

肉包骨、骨包肉，各有千秋 
「肉包骨」的動物，有明顯的頭部、一節

一節的脊椎與四肢，通稱為「脊椎動物」，包

括魚類、兩生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

「骨包肉」的動物，包括海螺、蛤

蜊、昆蟲、蝦蟹等等，因為缺乏脊椎，

屬於「無脊椎動物」。

肉包骨的內骨骼，能隨著身體長大而增

長。骨包肉的外骨骼，大多無法成長，牠們必

須脫殼。這時外骨骼尚未硬化，最容易受攻擊。

一旦外骨骼硬化了，那可就像甲冑一樣，具有保護功

能。這一點，內骨骼的防護略遜一籌。那麼，到底是

「肉包骨」好？還是「骨包肉」優呢？其實各有千秋！

頭骨說：我吃葷，是千里眼！
「肉包骨」的脊椎動物，都具有明

顯的頭部。由於牙齒、鼻子與眼睛位在頭

部，光看頭骨就能判斷動物許多習性。

舉例來說，頭骨搭配尖銳的牙齒，一

看就知道是肉食動物，瞧瞧鯊魚一口嚇人

的獠牙，還有劍齒虎壯觀的犬齒。

草食性動物需要長期咀嚼食物，臼

齒特別扁平發達，牛與羊的頭骨就

是最佳例證。

會說話

我有一個硬硬的外
殼，你猜我是骨包
肉還是肉包骨？

我叫做股骨，
是人體最粗最
長的骨頭。

我有五根長長的指
骨，表面包覆著皮
膜，形成翅膀。

剛脫完殼，新外殼
還軟軟的，拜託千
萬別遇上敵人。

我的指骨只有三根。

最強的支撐力
骨骼的支撐力有多強？以脊椎動物來說，最巨大的骨骼是藍鯨，從頭骨到尾椎超過三十公尺，支撐了十幾萬公斤的重量！
相較之下，具有外骨骼的無脊椎動物嬌小多了。就算是外骨骼中的    大塊頭硨 磲 貝，連殼才三百多公斤，跟藍鯨簡直沒得比。內骨骼、外骨骼大小差這麼多，原因是：外骨骼質地太重，限制了無脊椎動物的體型。

蝙蝠跟誰一家親？
蝙蝠與鳥類都有能振翅而飛的翅膀，但蝙蝠骨骼卻說：

「我們和人類比較親喔。」

先看蝙蝠和鳥類，從上到下依序檢驗兩者的翅膀：都有

脊椎動物共有的肱 骨，也都有尺骨與橈 骨。可是再往下就

看出端倪了：鳥類只有三根指頭，蝙蝠卻與人類、鯨豚

或貓狗一樣，有五根指頭，親緣關係反而和人

類比較近。 

特別
  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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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龜看起來像具有外骨骼，但

牠的殼其實是由肋骨延伸而

出，再包覆整個身體，屬於內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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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

「完璧歸趙」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
可是和氏璧歸還給趙國之後呢？

就此躺在趙王寶庫裡堆灰塵了？當然不可能。
俗話說「是金子就會發亮」，

更何況和氏璧早就名動天下，怎可能就此被人遺忘，
至少秦王就絕對忘不了那塊用了十五座城池

還換不來的曠世美玉。

看著到手的美玉，秦始皇靈機一動。

傳國璽上這八個篆
體字，據說是當時
宰相李斯的親筆。

美玉世所難見，我

創建帝國的功業也

是世所難見呀，拿

它來當帝國傳承的

信物，豈不正好！

這塊傳國璽底面要刻上八

個字：「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我這個皇位是老天

給的，一定可以長長久久

的昌盛下去！

撰文／喬望舒　繪圖／詹波　

企編／愛米粒　版面／青鳥

還好，天命雖然難以捉摸，但傳國璽可是實實在在的。

於是，英雄們個個懷抱著皇帝夢。

我有天命！

傳國璽是我的！

只要我有傳國璽，

不就代表我是天命之子？！

誰都別想

跟我搶！

就這樣，披上了傳國璽外衣的和氏璧，還是沒能逃過被爭搶的老命運。
每當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天下豪傑們搶完地盤搶金銀，搶完金銀
發現自己有機會一圓皇帝夢時，頭一個要搶的無不是──傳國璽！

傳國璽拿來！

我才是真正的

天命之子！

只可惜，天命自有主意，秦帝國只傳了兩代就終結，

獨獨留下了那塊被烙印上「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印記的和氏璧

──現在不該叫它和氏璧，

它已經成了被賦予天命的傳國璽。

現代人可能會覺得天命之說太無稽，但古代人不這麼想。

對於事事都講究「敬天法祖」的古代人而言，上天的地位比祖先還尊崇！

所以，還有什麼能比上天的意思更具分量呢？

誰是下一個天命之子？

話說幾十年過後，秦國滅了六國，統一天下創建了歷史上第一個帝國，

而秦王嬴政則成了史上第一位皇帝。

雖說現任秦王─已升格當皇帝的秦始皇，

並不是當初那位想用十五座城池換和氏璧的昭襄王了，

但他可沒忘記那塊堪稱當代第一的美玉。

再說，現在天下都是他的，想要和氏璧可不必拿城池去換。

如此美玉，拿來做傳國璽正好！

遵命！

玉匠！快將和氏璧

雕琢成玉璽，當作

我秦帝國皇位代代

相傳的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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