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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科學通俗講座

● 本期各項活動如有任何更動，將另行公告或以公告為準。

10月份認識博物館之旅10月份認識博物館之旅

10月份假日解說活動10月份假日解說活動

時 間「熱門展品逗陣行」定時解說

古埃及木乃伊

解說「古埃及木乃伊」身體構造、製作方式及木乃伊電

腦斷層掃瞄圖像。

水運儀象台

由介紹渾儀、渾象及報時木閣等天文、時間觀測儀器的

操作，說明古人運用機械原理的發展歷程。

小小動物園

介紹「無脊椎動物」、「昆蟲」、「脊椎動物」等。

9：30

11：00

9：00、15：00

「科博百寶箱」專題解說

15：00

報名地點時 間

大王魷魚

介紹「大王魷魚」的生存環境、運動方式、食性

與天敵，並了解其他頭足類家族成員及各種不同

的身體構造。

地球環境廳服務台

「科博解說趴趴走」主題解說

10：00

報名地點時 間

話說恐龍

說明恐龍的定義、分類、家族、竊蛋龍的故事、恐龍與

鳥的恩恩怨怨及其他觀眾常感興趣的恐龍議題內容。

生命科學廳服務台

科博解說列車

14：00

報名地點時 間

住的故事（紅線）

從周口店的龍骨山洞穴到高雄美濃的客家三合院，

讓您在住屋演變的過程中，了解人類的智慧。

中國科學廳服務台

．日期： 10 月 2、3、9、1 0、1 6、1 7、2 3、2 4、3 0、3 1日

「深海熱泉的秘密」活動方式一
‧日期：1 0月2、9、1 6、2 3、3 0日，每日二梯次。

‧對象：有興趣報名免費參加之社會大眾，每梯次名額為4 0人。

「深海熱泉的秘密」活動方式二
‧日期：1 0月3、1 0、1 7、2 4、3 1日，每日二梯次。

‧對象：有興趣報名免費參加之社會大眾，每梯次名額為4 0人。

時　 間

9：30 - 10：00

10：00 - 10：40

10：40 - 10：50

10：50 - 11：40

13：30 - 14：00

14：00 - 14：40

14：40 - 14：50

14：50 - 15：40

地 點項 目

報　　名

「深海火山」特展

講解介紹

「海洋熱泉」相關知識搶答活動

「浮沉子」動手做活動

陽光服務台

科學中心一樓特展區

科學中心一樓特展區

「安捷倫」教室或

橢圓形廣場

時　 間

9：30 - 10：00

10：00 - 10：40

10：40 - 10：50

10：50 - 11：40

13：30 - 14：00

14：00 - 14：40

14：40 - 14：50

14：50 - 15：40

地 點項 目

報　　名

「水深火熱的綠洲」劇場教案

講解介紹

「海洋熱泉」相關知識搶答活動

「浮沉子」動手做活動

陽光服務台

地球環境廳地下樓

瀛海探奇單元

橢圓形廣場

「安捷倫」教室或

橢圓形廣場

時　　間日期

13：00∼14：00

14：10∼16：10

主 講 人內 容

認識冬季星空

恆星之死

10月23日
（科學中心演講廳）

簡正忠先生

林志隆博士

文．圖／張鈞翔

動物行為學主要是在研究動物

在自然狀況下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模式，藉由動物行為的研究，我

們可以瞭解動物在自然環境中的

適應與反應方式，以及動物與動

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動物的

溝通行為、攻擊行為、求偶生殖

行為、領域行為等，這些行為的

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整體族群的

生存利益，並將其基因成功地傳

遞到下一代。

包括猿、猴與狒狒在內的靈長

目哺乳動物具有高度的智慧，對

於牠們行為之研究一直是生物學

上的熱門話題，研究的結果也經

常可以給人們帶來許多啟示。例

如在一項猴子的成長行為研究中

發現，沒有母猴陪伴成長的小

猴，長大後較具攻擊性，在猴群

團體中與其他個體間的相處互動

不佳，求偶行為也異常，這一點

似乎與人類社會是相似的。

猴子是一種群聚而且高度社會

性的動物，有家庭組織與親代照

顧的行為，在家族中個體的互動

頻繁，彼此互通聲氣以防禦外

敵，甚至還會互相學習模仿。曾

有研究發現，當一隻猴子無意間

知道要用水清洗食物後，很快地

文／劉冠任

本館曾運用與東吳大學物理

系周鑑恆教授合作開發之「史

特林引擎」動手做模型，於 9 2

年1 2月間辦理高中職教師之教

學研討會，會中探討如何將該

模型結合學校熱學概念相關課

程中；並於今年2月間運用該模

型舉辦高中職學生創意製作競

賽活動，補助競賽優勝師生前

往大陸北京市參加第 2 4屆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進行展覽、

觀摩及交流等活動。

本館為持續對高中職學生進

行推廣教育，將於1 0月2 3日起

至1 2月間，陸續假本館第二科

學教室舉辦 6梯次高中職學生

「史特林引擎模型」製作研習活

動。活動中除熱學及機動構件

傳動等科學知識的講述外，將

藉由高中職學生的動手實作，

強化其對於「史特林引擎」整

體科學概念的瞭解，激發更多

的創意與關注。凡全程參與研

習之學生，若能於活動結束前

克服製作上的問題，完成成品

並順利進行引擎模型運轉者，

本館將核發研習證明以利爾後

的運用。

本活動以高中職一至三年級

學生為對象，每梯次活動正取

4 0人，備取5人，依報名先後順

序錄取，每梯次額滿為止。活

動採網路通訊方式報名，自 1 0

月4日（星期一） 1 0 : 0 0起於本

館網站上進行報名作業，有關

活動日期、內容、行程及收費

情形，請參考本館網站資訊

（網址 h t t p : / / w w w. n m n s .

e d u . t w），有興趣的同學，請踴

躍報名參加！

整群猴子就會跟著學習與模仿。

猴群通常由一隻雄性猴王所領

導，這隻猴王會是家族中最強壯

的一隻，維護整個家族的安全，

也掌握交配的優先權，並享有一

夫多妻的特權。當猴王進食時，

其餘的猴子僅能在一旁等待，當

猴王吃飽喝足之後，才敢去撿食

剩餘的食物。除了猴王之外，猴

群中也依循強壯的順序劃分階級

地位的高低，其中較強壯的還會

成為猴王副手，協助負責警戒並

分享交配權，同時也伺機覬覦取

代猴王的地位。猴群階層地位的

高低可以由理毛行為來呈現，地

位低的會為地位高的猴子梳理毛

髮。至於猴王的產生與階層高低

的劃分，就是經由激烈的打鬥而

產生，一旦猴王年老力衰，會在

新的一輪爭鬥中落敗，通常猴王

在退位後的下場非常悽慘，不是

被逐出家族而流落異地，就是受

盡欺凌而傷亡。儘管是在動物園

圈養的人為環境之下，猴子仍會

結社成群，並且產生猴王與形成

社會階層關係（圖1）。

在猴子的打鬥之中，最重要的

武器就是壯碩的身軀與發達銳利

的牙齒，一般都是年輕壯碩、驍

勇善戰的勝利者爭得猴王。事實

上動物之間的打鬥行為，並非我

們所想像的非拼個你死我活不

可，而是經常藉由所謂儀式化的

過程所取代，包括體型大小、力

量強度、聲音威嚇、展現出長牙

利爪等致命武器，通常在這個過

程中，動物就已經分出高下，除

非無分軒輊，才會進行真正的打

架。在一項針對台灣獼猴之間的

攻擊行為中發現，張口威嚇、露

出利牙是最常見的準攻擊行為，

而經由互相的張口威嚇之後，大

多數的弱者會知難而退或讓出

食物。

牙齒的主要功能為咀嚼食

物，雖然靈長目動物大都為雜

食性，並不需要像獅子、老虎

等食肉類動物擁有發達銳利的

犬齒來撕裂啖咬獵物，但是許

多靈長目動物，特別是雄性個

體仍都具有發達的犬齒（圖

2）。對猩猩、猴子及狒狒而

言，發達的犬齒並非只是捕食

的工具，而是在群體中爭奪地

位的主要配備，也是奪取交配

權力、贏得雌性青睞的主要利

器。

圖1. 動物園裡群居的台灣獼猴圖1. 動物園裡群居的台灣獼猴

年 話 猴

圖2.狒狒發達的犬齒圖2.狒狒發達的犬齒

9 3年高中職學生「史特林引擎模型」製作研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