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 了什   ？

看過魔術表演嗎？只見魔術師靈巧的轉

個手，在眾目睽睽下，簽了觀眾名字的撲克

牌，竟憑空消失了。現場明明有好幾十雙

眼睛盯著，魔術師怎麼辦到的？

先不要想怎麼

破解魔術師的戲法，掃一下

右圖中的QR Code，觀看一段

影片，來個眼力大考驗。影

片中有好幾個穿白衣服和黑

衣服的人互相傳球。現在，

請你專注計算，穿白衣服的

人總共傳了幾次球？（注意： 

看完影片後才能繼續閱讀。）

看完了嗎？球總共傳了十五次，賓果，

你答對了。但你有看見大猩猩嗎？據說，有

一半的人根本沒發現有大猩猩出現。

大猩猩的實驗和魔術師把紙牌變不見，

其實用的是相同的手法。可是為什麼我們會

視而不見？別急，稍後再來解謎。

撰文‧企編／李世榮　繪圖／右耳　版面／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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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夷群島約有 130 多
座，多為火山島和珊瑚島。

島上原住民為玻里尼西亞人。

＊ 夏威夷州首府是歐胡島的火奴魯魯，
早期盛產檀香木且大量運至中國，所以

被中國人稱作檀香山。在這裡，孫中山創

建了興中會，近代也出了位大人物—美國

前總統歐巴馬。

歐胡島

可愛島

摩洛凱島

拉奈島 茂宜島

夏威夷島（大島）

幾勞亞火山

火奴魯魯
（檀香山）

該說Hi（嗨），還是Aloha（阿囉哈）？

雖然夏威夷（Hawaii）的縮寫正是HI，但在飛機上，大家交

談的招呼語在不知不覺中，早已換成了Aloha。我俯望腳下這串撒

落在太平洋上的珍珠，心情開始閃耀！

下飛機後，從機場的工作人員，到路上的行人，都笑嘻嘻

的，手除了擺出「六」的手勢，還搖了搖幾下。起初，我以為他

們在問我：「是六個人嗎？」、「要打電話嗎？」後來恍然大

悟；原來這可愛的手勢也是夏威夷人打招呼的方式。語言、

手勢如此熱情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遊人，夏威夷果然是

度假天堂中的天堂。

撰文／淡姬　繪圖／顏寧儀　企編／賴佳慧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衝浪，被認為是玻里尼西亞人發明的，更曾是

夏威夷王族專屬運動，特技愈強的人就愈有威信。

　到了現代，夏威夷出現了一位衝浪好手─

杜克（左圖）。在拿下多面奧運金牌後，杜克

以Aloha精神，將衝浪運動推廣到美國、澳
洲，被譽為「現代衝浪運動之父」。

歡迎來衝浪

由第二代日本移民發明的夏威

夷衫，無論男女，一穿上就超

有度假fu！這麼可愛的花襯衫，

在當地也能穿去上班喔。

歐胡島上有座普吉夏卡

賀山，高度普通卻很險

峻；美國海軍曾在此搭

建一條近四千階的登山

步道，陡峭的地勢被稱

為「天堂階梯」。

Aloha !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讓夏威夷的食物融合東西方

又獨樹一幟。像是荷包蛋、

漢堡、白飯放在一起的「米

飯漢堡」（右），以及「夏威夷

飯糰」（上）。飯糰上那片橘色的

食材不是鮪魚，是罐頭午餐肉，搭配海苔

與白飯，簡單卻風味獨特。

就是要混搭

通往天堂的階梯？

出發前，就知道

大島上的「幾勞

亞」火山正在噴發，

新聞中火紅的岩漿怵目

驚心，看起來好危險。

我決定遠離怒氣沖沖的幾

勞亞，備妥口罩、帽子與太

陽眼鏡，以防火山灰造成的空

氣汙染，讓眼睛與鼻子不舒服。

生氣的
幾勞亞火山

Aloha精神
　　早午晚問候說Aloha，跳舞說Aloha，衝浪
說Aloha⋯⋯出自玻里尼西亞語的Aloha，幾
乎成為夏威夷的代名詞。它原意是什麼呢？

愛、和平、感恩與希望。

我像不像

壽司？

夏威夷豆，原是澳洲原住民果腹的食物，現

在是大家到夏威夷必買的伴手禮。其實夏威

夷豆可以生吃，但烤過後風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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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布袋戲從戶外的野臺戲，

搬上了電視和電影大螢幕，精采的

武打場面，震撼的聲光效果，還有

戲偶突破極限的表演，讓人看了大

呼過癮。到底它們是怎麼辦到的？

現在就為大家揭曉：布袋戲飛天遁

地的大祕密——操偶師的「掌上神

功」！

傳統戲偶再升級

和傳統的野臺戲相比，

螢幕上的布袋戲最大的不同，

就是戲偶變大了。不但身高增加為 

80 到 130 公分，還有「九頭身」黃金比

例，五官也變得很精緻。仔細一看，眼睛是

玻璃眼球、眼皮會動，連頭髮都是真的！

外觀上大改造，功能也大升級。在偶頭

裡有控制眨眼睛、動嘴巴的機關。手和腳則

多了精巧的可動式關節，讓戲偶可以輕鬆握

劍舉杯、抬腳劈腿，就連踢毽子、彈古箏、

比蓮花指都不成問題。

這麼多機關，讓操偶變得複雜，但更挑

戰的是重量！偶身穿著華麗戲服、配戴各式

配件或兵器，一尊戲偶總重可達 5 公斤（差

不多是一桶礦泉水的重量）。想想看，光是

單手舉起 5 公斤重物就已經夠吃力了，還要

做出很多不可思議的動作，這「掌上神功」

果然不同凡響。

精采，純手工打造

電視、電影上的精采畫面，顛覆了大家

對布袋戲的想像。雖然有製作技術和特效幫

忙，可是要讓武打動作看起來順利流暢、一

氣呵成，還是得靠操偶師的真功夫。

操偶師會把每個武功招式分解，比方

說「拔刀」，就包括：「握刀柄」、「抽

刀」、「揮舞」、「收刀」好幾個分解動

作，每個動作都要一再練習。有的動作需要

兩、三位操偶師一起通力合作；比較特別的

戲偶，甚至還得動用五位操偶師同時上場，

考驗大家的默契。

通常一場武戲要拍攝上百個鏡頭，動

員數十位工作人員支援。有時拍了一整個下

午，最後組合成的畫面只有一分多鐘，過程

相當磨人。

至於最讓戲迷們津津樂道的爆破、飛

砂走石等特效，其實是「純手工」製造。

塵土沖天的氣功，是特效師手

拿棍棒從地板下往上

敲，製造塵土飛揚的效

果；劃破樹葉的「劍

氣」，是對著道具樹，

用力投出一個包著石

頭、沙子的道具包，

製造出有

          武林高手個個武功蓋世，一出手風起雲湧、石破天驚。

他們施展輕功在空中來去自如，手上神兵利器化為刀光劍影，

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殊死戰即將上場……
有了可動式關節，讓戲偶彈古箏也不是問題。

特效師對著沙地投出道具包，就能製造出爆破的震撼場面。

現代升級版本的布袋戲偶五官精緻，造型複雜。

陳金燾攝

撰文／羽小鹿　繪圖／顏寧儀　企編／林韻華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
飛天遁地難不倒偶
布袋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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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是因為他們懶惰。」你聽過大人這麼

說嗎？或者你也認為，窮人就是不認真、不努力？

香港「五旬節靳靳茂生小學」有一場深刻震

撼的虛擬實境─貧富宴。同學們體驗過後，

不僅想法完全改變，更展開具體行動，幫助窮人

面對生活困境。

吃麵包，當窮人

要了解貧窮問題，光看統計數字，或者挨餓

一、兩小時，內心產生的觸動多半有限。為此，香

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團隊，提出了體驗學習的

構想：在五年級的午餐時間，舉辦一場「貧富宴」。

貧富宴活動中，同學們分成三組：「吃麵包」代表「貧

窮家庭」、「吃三明治」代表「中產家庭」、「吃炸雞」代

表「富豪家庭」。貧窮家庭

和中產家庭都席地而坐，只

有富豪坐在餐桌前享用。

此外，每個家庭會收

到一份資料包，裡面有資

產和學歷等資料。會場也

設置貧窮家庭座位、教育

區和露宿區。

貧富宴

| 香 | 港 | 現 | 場 |

一場震撼的實境體驗
貧窮家庭努力工作賺

錢，可是⋯⋯ 油價上
漲！ 房租也漲價了！ 

香港有「最低工資」法規，可惜這樣的薪水還是不

夠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另外，香港以服務業為主，

雇用大量外籍員工，影響本地員工就業。交通和住

宿壓力沉重，加上勞

工市場被壓榨，貧窮

家庭的收入無法支

付日常開銷。 

貧窮家庭需要長時間工

作，才能掙取微薄的收入，

往往還是入不敷出。最後

某些成員被迫搬到露宿

區，等待救援。  

反觀富豪家庭，運用不同

投資，讓原來的資產變得

更豐厚。  

富豪家庭有餐桌，可以享用豐盛的食物。

每個家庭拿到的資料包，內有資產

及學歷等資料。

富豪家庭

貧窮家庭

富豪家庭有冰箱、冷氣各種設備，

還有專人伺候用餐。

貧窮家庭要數豆子：三十顆

裝一包，每包可得一元，代

表從事勞力工作。

中產階級和富豪家庭

因學歷較高，可以從

事文職工作，不需耗

費勞力。

雖然中產階級薪資

較多，但是開支也

不少，例如電費、

交通費、課外活動

或補習費用⋯⋯等

等。

房租不斷飆升，中產

及貧窮家庭的居住空

間（綠色地墊）愈縮

愈小。

  貧窮家庭在狹小的

  居住空間數豆子。

露 宿 區

動作快一點，

否則賺的錢

不夠啊。

我已經很快了！

只賺到這些？

花好多時間呢。 好少喔，不

夠繳房租。

用投資來

賺錢，錢

變更多！

每天都有多

的錢可存。

上個月香港房價上漲，

我們收到的租金更多

了吔！那下個月全家

去歐洲玩吧！

呼，終於裝滿五包，

可以賺五元。

完成這份紀錄，

可以領二十元。 

分組體驗
開始！

貧窮家庭中產家庭

最低
工資

日常
開銷雖然很節省了，

錢還是不夠用啊！

撰文／潘穎程　企編／愛米粒　繪圖．版面／夏綠蒂　

富豪家庭

中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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