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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故事糖

「現在上場打擊的是23號⋯⋯」球場上隨之爆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只

是這一次還夾雜了些許感傷，因為這是臺灣超人氣棒球明星——彭政閔，最後

一次以球員身分參與明星賽。今年球

季結束後，彭政閔就要高掛球鞋，退

休了。

九歲開始接觸棒球，彭政閔累

積無數輝煌紀錄：十九年職棒生涯，

年年入選明星賽；從2005年

開始，更連續十五年蟬聯球

迷票選的人氣王。

看上去老實憨厚，眼睛

小小，笑起來瞇成一條線的彭政閔，到底魅

力何在，為什麼這麼受球迷愛戴呢？

差點被淘汰的球員

綽號「恰恰」的彭政閔，國小時在導

師建議下加入棒球隊。半年後，

因球技不佳，差點遭淘汰退

隊，多虧父親特別拜託教

彭政閔 
棒球生涯始於高雄復興國小少棒隊的

彭政閔，2001年以選秀狀元之姿加

盟兄弟象隊，自此展開十九年職棒生

涯。期間得獎無數，並多次入選國家

隊，表現突出。

撰文．企編／徐芊芊　繪圖／Angela Huang　版面／小鬥士　照片提供／中信兄弟球團

彭政棒球人氣王 閔

8    未來少年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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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才保住他。當時，父親傳授兩個重要

信念：一是「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二是

「不怕沒機會，只怕沒準備」。

恰恰回憶道：「父親全力支持，我

很感動，也下定決心要打出好成績。」中

學時期，身高不到160公分的恰恰，不僅

擊球力道差，還是球隊中跑最慢的。但他

不放棄，在教練鼓勵下，努力練習基本動

作。恰恰的教練回憶：「別人在吃飯，他

就抓緊時間加強訓練。」畢業時，恰恰成

了全隊跑最快的。

恰恰剛加入職棒時也不順遂，守備

差、打擊沒發揮，因此上場機會不多。而

他一如過往，拿出決心毅力，堅持勤能補

拙，最終打出漂亮的成績，站穩先發。

隊友欽佩的說：「以前我以為恰哥

是天才型球員，進了球隊才知道他的成就

是苦練出來的。如果教練要求練打三十顆

球，他大概就會打一百顆。我被他的練

習量嚇了一跳！」

2008年奧運會上，恰恰在

專注練習的彭政閔對基本動作毫不馬虎。
即便已是一線球星，彭政閔仍專注聆聽教練解說，從中吸
取各種經驗觀念，把握可以提升自己場上表現的機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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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鈴噹啷、叮鈴噹啷∼哇！這些駱

駝身上，怎麼都穿戴著五顏六色的彩繩與

銀鍊，一隻比一隻還華麗？原來這是一年

一度在印度舉辦、世界上最大的駱駝交易

博覽會─普什卡駱駝節！

來參加駱駝選美大賽！

印度國土略呈倒三角形，西北部有

座環湖而建的小城普什卡，每年 10 月到 

11 月間，為期一週的博覽會期間，居民

不到兩萬的小城，會瞬間擠進十多萬人。

駱駝商人在這期間賺的錢，足夠維持一整

年的生活開銷呢！

駱駝節上的市集就像臺灣的夜市，

也是由許多臨時攤商組成。除了大規模的

動物與農產品交易，也會舉辦許多娛樂性

十足的趣味競賽，像是「誰的鬍子最長大

賽」、「駱駝選美」與「馬匹跳舞」，總

是吸引大批遊客參與這場盛會。

12    未來少年   2019.11

撰文／小孟　繪圖／Hui　企編／徐芊芊　版面／夏綠蒂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既傳統，又摩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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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印度城市氣溫會飆升到攝氏50度，
相當可怕。

季風帶來豐富水氣，雖有助農業發展，

但也容易形成豪大雨。西南與東北迎風

坡的人民常為淹水所苦。

印度一年中最舒適的季節。但北部有些

山區氣溫會降到攝氏0度以下！這是不
是顛覆了你「印度好熱」的印象呢？

不像臺灣分四季，

印度只有熱、雨、

涼三季。

新德里

中國

尼泊爾

巴基斯坦

緬甸

不丹

斯里蘭卡

孟加拉灣

阿拉伯海

普什卡

孟買

清奈邦加羅爾

加爾各答

    德

  干

 高

原

恆  河 孟
  加
    拉

印度好熱？那可不一定！

提到印度，大家可能會覺

得，它身處熱帶及副熱帶，肯定熱

得不得了。印度西北部，由於副熱帶高

壓籠罩，加上地形阻隔季風吹拂，河流水

量不豐，確實又乾又熱，形成沙漠，正好

舉辦駱駝市集。

但印度幅員廣大，隨著地域不同，

氣候差異也很大。比如：北部有世界最

高的喜瑪拉雅山脈，最冷會到攝氏 -20 度

甚至-30度；中央有高山雪水匯流而成的

「印度母親河」恆河，流經之處形成平

原，造就發達農業；南方德干高原乾燥涼

爽；西南方沿海地區則有熱帶季風雨林。

印度南北有八個臺灣長，

全國面積更有九十個臺灣大。

超過十三億的人口數僅次於中

國，位居世界第二！印度首都

是新德里，最大城市則是孟

買，每天在孟買工作生活的人

口，就超過臺灣總人數。

由於印度曾被英國殖民，

政府公文常見印度語和英文並

行，各地還有超過百種方言，

像是印度鈔票盧比就印有十五

種常見方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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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馨心　繪圖／放藝術工作室　

顧問．審定／楊鏡堂（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企編／蔡珮瑤、李世榮　版面／青鳥、寶小林　

圖片提供／達志 / Shutterstock

咻─小鳥雙腳一蹬，

不用幾秒鐘，便輕盈的飛上天

空。機場上，一架最重可達

560公噸的空中巴士A380，在跑道準備

起飛：點燃引擎，加速滑行，轟─

抬起機頭，起飛成功！

自古以來，在地

上生活的人們，便十

分嚮往能像小鳥般，

18    未來少年   2019.11

封面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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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空中自由飛翔。因此，古

希臘神話裡，出現了用蠟黏製

翅膀飛翔的伊卡魯斯。蠟會融

化、太不安全？那還有阿拉丁神奇的

魔毯、哈利波特的飛行掃帚，或是超

人的披風。

可惜這些只是故事裡的魔法。現

實生活中，人類不斷嘗試各種飛行方

式，終於在二十世紀時發明了飛機！

從只能短程飛行的小飛機，到今

天能載幾百人的大噴射機，飛機的進

化過程中有不少鳥類的影子，再加上

人類對機械和大自然原理的研究，才

讓跨國、跨洲的飛行成為可能。

現今，世界各地每天有幾萬架飛

機起飛，載著乘客到處翱翔。即使常

常搭飛機出國的人，想必也會忍不住

好奇：動輒幾百公噸重的飛機是怎麼

飛起來的？為什麼起飛前要滑行這麼

長的距離？還有那些在機翼上又大又

吵的引擎有什麼功用？

既然人類的飛行夢想，最早是從

模仿鳥類開始，我們就先來看看鳥是

怎麼飛的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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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飛蛛

有意思的是，安德遜蠅虎還會甩絲。

我常在白天看到牠們四處跳動，偶爾歪著

頭、用大眼睛掃描四周。擁有蜘蛛界排名

第一的好眼力，安德遜蠅虎以跳撲獵物維

生，而且一躍就是身長的二十倍。萬一跳

偏了，麻煩可大了。不只浪費力氣，也可

能被獵物反擊。所幸，安德遜蠅虎起跳

前往往會吐絲黏在地上，充當安全索。

飛躍時，牠們繼續射出長長的絲，有什麼  

功用？

科學家利用高速

攝影機，以每秒1000

張照片的速度拍攝，結

果觀察到，安德遜蠅虎的屁股會夾緊或      

放鬆拖曳絲，好讓自己在空中快速旋轉身

體、保持平衡，然後完美落地。那些沒有

吐絲的同伴，下場有點慘。牠們在半空中

一直往後仰，好像在踩煞車，卻要花上五

倍的時間才能站穩八腳。這時，獵物早就

逃之夭夭了。

編織高手

除了會伏擊獵物的徘徊性蜘蛛之外，

艾普蛛雌蛛會守在絲造天幕下，保護
著卵粒。

人面蜘蛛

楊維晟攝

38    未來少年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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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群結網性蜘蛛，牠們

織出各式各樣的網，等待

獵物自投羅網，例如人

面蜘蛛。

不論體型或蛛網尺

寸，人面蜘蛛都是臺灣最

大的。到野外踏青，很難

錯過那明目張膽、橫掛空

中的大網。通常塊頭愈

大，蛛網位置愈高。走路

不小心的人，很容易撞上去。不過別緊

張，人面蜘蛛的網雖然困得住蝙蝠、小

鳥、蛇、蜥蜴，但遇上人類，牠們肯定先

嚇跑。等一切平靜下來，人面蜘蛛會重回

原地修補破網，完工以後，頭朝下的停在

網中央，再次守候。

根據研究，人面蜘蛛其實

是夜貓子。除了晚上捕捉的食

物比白天多，一到深夜，牠們

還會把網子揉成一團，慢慢吃

掉。這些回收的蛛絲三十分鐘

內就能分解，變成新絲的原料。

就這樣，勤勞又節能的人面蜘

蛛，每天結一個新網，日日夜

夜懸掛在空中。

網路駭客

不說也許你不知道，大網中的

人面蜘蛛全是女生。那麼，雄蛛在哪

裡？張大眼睛找一找，可能你會看見幾隻

橘紅色的小蜘蛛，躲在網子角落，牠們就

是如假包換的雄性人面蜘蛛。平時牠們撿

蜘蛛雖然一身外骨骼，腳、身體有分節，也會蛻皮長大，但蜘蛛真的不是蟲，

請你仔細看：

蜘蛛不是蟲

人面蜘蛛雌蛛身長大約3〜5公

分，頭胸背板呈現金黃或灰白

色，還有像人面的斑紋，腹背

則有黑色條紋。

身體分節

眼睛

感覺構造

翅膀

腳及分節

腹部

分成頭胸部和腹部兩節

多半有 8 個單眼
觸肢

沒有

 4 對 7 節 
不分節 

有頭、胸、腹三節

有一對複眼，加上 0∼3 個單眼
觸角

多半有 2 對
 3 對 5 節
多半有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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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你覺得很「高興」是什麼時候？

為什麼高興呢？像是和家人到餐廳邊吃飯邊聊天，

度過歡樂的時光。你跟朋友一起玩，應該也很開心

吧？但是，也有跟朋友玩，心裡卻不開心的時候吧？

如果對方打球不守規矩，甚至作弊，你覺得不公平，

他卻不認錯。這時候，你原本感受到的「喜」，說不定

就轉成「怒」。如果因為這樣，你再也不跟這位朋友往

來，也許還會覺得「哀傷」。

這些生活中會感受到的喜怒哀樂，都叫做「情

緒」。情緒有沒有更複雜的面向和解釋呢？嘿嘿，心理

學家就是很愛追根究柢，在研究「情緒」時，最好奇兩

個問題：

第一、我們為什麼會有情緒？情緒有什麼用？

第二、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或控制別人的情緒嗎？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會有情緒？情緒有什麼用？要了解這一點，我

們先來看看動物吧。你看過快樂的小狗嗎？看牠跑來跑去，尾巴搖啊搖，

說不定還往你身上撲，舔你的臉，搞得口水到處都是。看來，動物也有情

緒反應，只是不像我們的情緒那麼多元。

那昆蟲有情緒嗎？這就很難說了，因為牠們沒有表情，看不出牠

們在想什麼。如果你在廚房看到一隻蟑螂，你覺得牠心裡會想：「哎

呦，這個大怪物拿著拖鞋向我奔來，一定不懷好意，我好害怕！快

逃！」應該不會，因為蟑螂的腦袋沒有人類那麼進步，牠對事情的

反應很簡單：感覺危險，先閃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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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
幫助我們生存

人類的反應也是一樣，

感覺到危險會想逃跑。根據這一點，用

《進化論》理解人類心理的心理學家，

認為情緒是一步步進化出來的功能。最

初，在低等動物身上就是基本的生存反

應：碰到危險就逃，碰到食物就吃。

當動物愈來愈複雜，這些反應也變

得愈來愈複雜。情緒，幫助我們生存，

它讓我們能夠快速決定接

下來該怎麼做，並且

採取行動。對內，

情緒讓我們知道該

如何對事情做反應，

判斷自己喜歡或不

喜歡某些事。

情緒還有另一種

功能就是形成表情，讓

其他人知道該如何與我

們互動。比方說

剛出生的寶寶還不會說話，

什麼都不懂，但是表情卻特別豐富，

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啊⋯⋯」寶

寶張嘴大哭。「哎呦，怎麼了？」媽

咪趕緊過來，猜想寶寶可能餓了，趕

緊餵他；還是他累了、想睡覺，這時候

抱著他、哄他睡覺；或是，寶寶可能在

尿布裡嗯嗯、不舒服，大人沒發現，

他就發出不爽的哭聲，要大人趕緊來

查看究竟怎麼了。

如果你是寶寶，可能會想：「嘿

嘿，這些大人還真好遙控！」其實，寶

寶沒有想那麼多。餓了會哭、不舒服會

怒，這些明顯的表現都是人的本能，生

下來就會，因為這是我們生存的方法。

如果一個嬰兒不會哭鬧、不舒服也

不會有任何表達，那不是很危險嗎？搞

不好自己快餓死，大人都還不知情呢！

劉 軒

哈佛教育學院博士班畢業。劉軒多年來鑽研心理學領域，不但幫助

他更認識自己，也給予他方法和力量，度過人生各種階段和考驗。

為了讓更多人和他一樣獲益，他致力於利用各種平臺和

形式，推廣「正向心理學」，用輕鬆、多元的方式，讓

生硬的理論化身有趣、有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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