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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參觀遊覽【 信不信由您 】 奇趣館。 

       【 信不信由您 】 是一個超過 90 年歷史的世界著名旅遊博物館，由羅伯 

       特·裡普萊先生創立。羅伯特·裡普萊先生是美國 20 世紀著名的漫畫家， 

       旅遊家，探險家，收藏家，業餘人類學家和企業家。他一生走過 201 個國 

       家，遇到不少奇人趣事，他把這些珍貴的資料都存放在【 信不信由您】  

       奇趣館裡。像這樣一個博物館，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在這裡您不僅可 

       以看到地球村的歷史，人類文化的差異，風土特性的奇妙，您還會看到一 

       個偉大的旅遊者，無畏的探險家，用實物和照片去回顧他探索世界 30 年 

       的艱苦歷程。不管這些人或者事今天是否依然存在，您會認識了世界，體 

       驗了什麼叫“ 不可思議” ，明白了什麼叫“ 大開眼界” ！ 

       我們的奇趣館分成 8 個展館，5 個互動區，每個展館裡面也有互動項目。 

       為了方便您的參觀，我們為您設計了這個遊覽精選。 

       如果您想和朋友分享這裡的美妙體驗的話，歡迎享用我們的免費網路服務： 

           登錄選項 ： Ripleys_Guest      登錄密碼 ： RUSSELLS 

 

       來吧！沿著裡普萊先生當年的腳印，開始您的美妙奇趣之旅吧！ 

                         

 

 



   

 

入口 

1890 年出生於美國加州的羅伯 

特·裡普萊先生，是世界著名旅 

遊博物館【 信不信由您 】 的 

創辦人。他 20 年代開始旅遊，一 

走就是 30 年。坐著搖晃不定的老 

式飛機，登上橫跨赤道的蒸汽輪船，他穿越 

了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不管是在何時， 

無論走到何方，歷盡艱辛，排除萬難，他都 

會想方設法把所到之處的奇人趣事，奇珍異 

寶帶回來，與他的讀者分享。他的漫畫專欄， 

通過 17 種不同的語言，每天都在吸引著全世 

界 8000 萬名讀者，分享他在旅途中的驚險， 

奇特和快樂。他是當年最偉大的旅遊家，探 

險家，一個現代的馬可波羅。他到過許多舊 

世界的景點，比坐飛機抵達的遊客還要早得 

多。許多 30 年代留下他腳印的地方，現在都 

已經不存在了。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觀光客， 

因為他喜歡的是一般遊客不會發現的新奇， 

稀有，不可思議的事物。例如非洲的香腸樹； 

日本 40 尺長尾巴的公雞；一個浮在地下湖 

上的非洲小島等等。世界之大，人文之差， 

不可思議。但其實最不可思議的還是裡普萊 

先生自己。他去過傳說中的伊甸園，但並不 

喜歡，因為那裡沒有無花果葉和蘋果。他寧 

願去挪威一個名叫“ 地獄” 的小鎮。 

 

裡普萊一生走遍了世界 201 個國家，最喜歡 

的就是中國。1932 年去的時候還拍下了當地 

人舉辦喪禮的習俗。沿著高高低低的北京大 

街小巷，他參觀了十三陵，遊覽了天壇，站 

在這個中國人自豪地認為不僅是地球，還是 

整個宇宙中心的地方，裡普萊享受著這個東 

方古老文明大國給他帶來的獨特的神秘感。 

 

1949 年 5 月 27 日裡普萊先生因為心臟病在 

紐約去世，終年 59 歲。 

20 多年來，羅伯特·裡普萊先生 

每年都會收到 100 多萬封的讀者 

來信，據說比美國總統收到的還 

要多。他說自己一生都沒有真正 

放過假。他走遍世界 201 個國 

家，包括挪威一個名為“ 地獄”  

的小鎮，而他認為最千奇百怪的就是人。 

 

會抽煙的公牛犬 

這是一隻會抽煙的波士頓小公 

牛犬。它的主人說它除了會吸 

煙抽煙鬥之外，還會計算數字。 

 

信不信由您！ 

美國人約瑟夫不僅用床頭 

架，還用縫紉機做成可以 

使用的自行車。 

 

無頭雞 

邁克是一隻 1945 年至 1946 年 

間出生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無 

頭雞，它竟然可以生存了 18 

個月。 

 

以頭代腳之人 

法國巴黎的亞歷山大·帕蒂，是 

一名身懷絕技的雜技演員。他不 

僅可以用頭代腳下樓梯，還可以 

前行數米遠。他還可以把頭頂 

在他兄弟的頭上拉小提琴，玩 

啞鈴球，甚至射擊打槍也可以 

像站在地上一樣的穩。 

 

                                      

 



   

 

1 號館 

神奇之人 

美國格魯吉亞州的塞勒先生是裡 

普萊先生最喜歡的表演者之一。 

塞勒的拿手好戲就是可以把嘴唇 

蓋過鼻子。他常常去【 信不信由 

您】 的芝加哥館，這是 1934 年 

他在那裡拍下的照片。 

來吧，試試看您可以嗎？不要忘記拍張照片留 

念噢！ 

好吃之王 

羅馬帝國第三位國王維特裡 

烏斯是世界歷史上最喜歡吃 

的君王。他每天在食物上的 

開銷是$375,000 元，包括 

1000 只生蠔，紅鶴的舌頭，孔雀的腦，野雞， 

海魚肝，鰻魚奶和駱駝掌等等，盡是無奇不 

有，聞所未聞的山珍海味。他 1 天分四次進 

餐，吃完之後再用催吐劑把食物吐出來，以 

便可以不斷地享受每一次的豪華盛宴。在他 

執政短短的 8 個月之內，購買食物的費用達 

到了 9000 萬元。但您相信嗎？他竟然活活 

餓死了自己的母親，只因為希望可以兌現他 

一統天下的預言。 

燈塔人 

古時候一位曾經為美國政要帶路的 

中國重慶導遊，在頭頂插上了蠟燭 

做照明用。好奇的美國海軍博士卡 

維尼發現，原來他把頭皮割開了一 

道口，然後把融化的蠟燭滴在頭骨 

蓋的外殼，再把蠟燭插進去固定。 

世界最瘦削單薄之人 

愛德華·哈納 1892 年出生於美 

國的維吉尼亞州，因為得了腦垂 

體異變疾病，導致營養不良。雖 

然身高 5 尺 7 寸，相當於 1.74 米 

左右，但體重卻從未超過 50 磅， 

還不到 23 公斤，被稱為是世界上最瘦削單薄 

之人。自從 8 歲得了這個病症之後，他在 62 

年當中，體重從來沒有增加過 1 磅。愛德華 

後來成為了林林兄弟馬戲團的雜技演員。 

世上最不可思議之人 

1910 年生於美國馬里蘭州的約翰尼·埃克是一

位發育不全的雙胞胎，出生時他的雙胞胎弟弟

健康齊全，但他卻是一個沒有下半身的怪胎

人，醫生曾經懷疑他是否能夠活 

下來。上學讀書的時候，學校裡的高年級同學為了爭著把他

抱上大臺階而打起來，他上課的課室窗戶也要被蓋住，以免

好奇的同學們來騷擾影響到他的學習。長大之後他只有 

45 公分高。但他不僅是一名榮譽學生，還成為了藝術家，音

樂家，作曲家，攝影師，樂隊負責人，電影演員，木偶劇演

員和模型飛機製作專家。他還是一名優秀的游泳運動員和跳

水運動員，他用手跑步的速度可以和很多人用腳跑得一樣 

快。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他還是一名魔術師和雜技演員，他可

以用手表演走鋼絲和跳舞，這個展覽造型就是他的著名動作 

- 獨臂倒立。約翰尼一生多才多藝，精力過人，但因為缺乏 

理財能力，導致在物質生活上並不富裕，甚至在最親近的朋

友需要時，他也無法提供財政上的幫助。晚年他和雙胞胎弟

弟回到老家居住。1991 年因為心臟病去世，終年 81 歲。他

的雙胞胎弟弟也在 1995 年去世，終年 85 歲。兩人被合葬在

馬里蘭州最大的城市巴爾的摩的綠山墓地。 

送子雕像 

中國傳統有送子觀音，原來非 

洲也有送子雕像。想要懷孕嗎？ 

來摸一下，願您心想事成！ 

吞蛇人 

約翰是美國加州威尼斯海灘 

的一位雜耍藝人，曾經在裡 

普萊先生主持的電視節目表 

演過。他可以讓訓練過的長 

蛇從他的鼻子爬進去，再從口裡爬出來。 

恐龍蛋 

這是真正的恐龍蛋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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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人 

古時候中國山西有一個叫劉沖的 

人，天生每只眼睛都有兩個瞳 

孔，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四眼人。 

雖然和別人不同，他卻在西元 

995 年擔任了山西總督和地方大臣。後來因為 

與太后私通生下了兒子，還企圖奪取王位。 

劉沖的例子非常罕見，但並不是唯一的一宗。 

世界醫療科學記錄也有同類個案的記載。裡 

普萊先生本人 1931 年在美國肯塔基州的米爾 

斯也親身遇見過一個名叫亨利翰的四眼人。 

世界最高的人 

 

 

世界最高， 

和他比比！ 

                踩在腳印上 

                他就站起來！ 

羅伯特·瓦德羅是一個 1918 年出生在伊利 

諾伊州的美國人，是有史記錄以來最高的人。 

他的家人都是正常的平均高度，出生時他雖 

然個頭比較大，但還是屬於正常。隨著年齡 

的增長，他的腦垂體出現了異常，荷爾蒙的 

失調令他迅速地長高。在他 22 歲去世時， 

身高已經達到了 2.72 米，重 199 公斤，比 

中國的著名籃球運動員 2.26 米高的姚明還 

要高 46 公分。中學畢業後，瓦德羅曾經報 

考舒特爾夫學院，希望修讀法律，但他過高 

的身材，令他走路很不穩，需要拄著拐杖， 

否則他可能會摔倒在地上。他的雙腳感覺很 

差，手拿筆寫字也不容易。18 歲的時候他跟 

著林林兄弟馬戲團去表演，從此成為了名人。 

20 歲的時候，他為一家國際造鞋公司做推廣， 

鞋公司免費提供鞋給他作為報酬，這些鞋款 

至今還擺在美國多個地方陳列，包括勒丁頓 

的斯奈德鞋店，馬尼斯蒂，密西根州和奧爾 

頓歷史與藝術博物館。1940 年 7 月 4 日在 

參加一個活動的時候，因為拐杖出事而令他 

的腳腕受傷，傷口後來受到感染，在出事之 

後的第 11 天，也就是 1940 年 7 月 15 日，他 

在睡眠中離世，終年 22 歲。舉辦喪禮時有 

3 萬多人來向他告別。他的遺體被安放在一 

個半噸重的棺木裡，上面用混凝土修建了一 

個半圓形的墓穴，以防被人盜墓。他用過的 

物品和收藏品，也被他的家人全部燒毀，以 

免日後被公開展覽。 

中式落地燈 

這是裡普萊先生擺在紐約豪華公寓 

入口的一對華麗中式落地燈其中的 

一盞。中國是裡普萊先生一直最喜 

歡去的國家。在他去世的時候，擺 

設在他紐約三間住所的東方藝術收 

藏品一共超過了 2000 多件。 

玉石千手佛 

這尊精緻的玉石千手佛是裡普萊先 

生在中國廣州買的，重達 300 磅， 

相當於 136 公斤左右，它是裡普萊 

先生存放在紐約 10 臥室豪華公寓 

裡，數以千計的東方藝術收藏品其中的一件。 

千手佛的每一隻手都是精雕細鑿，形態各異， 

象徵著無所不能的強大力量。 

藍面人 

古時中國陝西有一個叫符青的人， 

出生時臉的顏色是藍色的，而且一 

生都沒有改變過。 

藍皮膚是因為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叫高鐵 

血紅蛋白症而導致的。全球最著名的病例是 

1800 年至 1960 年間來自美國肯塔基州的富蓋 

特家族。第一代從法國移居到美國的孤兒富蓋 

特先生在當地結了婚，沒想到夫妻兩人都是異 

常基因的攜帶者，7 個孩子當中有 4 個是藍皮 

膚，這一異常基因一直遺傳給了 6 代後人，到 

了 1982 年，他們的皮膚都幾乎變成了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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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棺材 

安南·塞迪是非洲國家迦納首都 

阿克拉的一位棺材製造商。他有 

30 多種不同款式的棺材給客人挑 

選，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房車和貨 

車。所有定制的棺木款式都是反 

映了死者生前的職業與社會地位，每年製成棺 

材大概是 100 副，而賓士車是最多人定制的款 

式。定制棺木最低價格從 400 元起，相當於當 

年迦納人一年的平均收入。安南·塞迪的夢幻 

棺材系列在全球多個藝術館都有展出，其中包 

括十幾個【 信不信由您】 的博物館。 

互動區 –  海盜之歌 

喂，過來！要不要聽我講故事或 

者聽我唱歌？ 

我呢因為犯了海盜罪，所以被關 

在這裡。哎，不說啦！您就按著 

綠—紅—藍—黃的順序拉不同顏 

色的鏈子吧，看看有什麼驚喜！ 

不幸之輪 

這是 1550 年至 1750 年間 

德國使用的行刑工具。犯 

人被綁在上面從山上推到山下直到死亡為止。 

德國早期的國王文策爾非常好奇被處死犯人的 

心態，總是自己親手執行。遇到因為膽怯而失 

敗的行刑者，一律都會被他斬首。 

加瓦羅人縮頭術 

加瓦羅是亞馬遜河流域的一個印第 

安人部落，曾經以縮頭術而著稱。 

他們殺死敵軍的俘虜之後，將頭 

顱進行加工，經過去骨肉，填充縫 

合，加熱乾燥等繁瑣的處理，最後把它變成 

一個微型頭顱。儘管今天這種習俗已經廢除， 

但這個部落依然存在，它就在南美洲的東部， 

比瑞士的國土面積還要大。 

弗拉德三世 (1430 – 1476) 

是英國小說家布拉姆·斯托克塑 

造的著名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創 

作原型。他是 15 世紀中期統治巴 

爾幹地區的一名暴君。早年為了 

與國力強盛的鄰國結盟，他被父親送到土耳其做人 

質。在父親和兄長被暗殺後，他返回公國平定內亂，殺

死了大批不服的諸侯伯爵。他的殘暴令人髮指。 

在一次晚宴的聚會，他就燒死了公國內所有的乞丐。嚴

酷的串刺之刑將 1 萬名土耳其戰俘活活刺死。在他 

短暫的 46 年一生中，被他殺死的人數超過 10 萬 

人。雖然他贏取過無數場戰役，但還是敵不過強大 

的土耳其，最後公國淪陷，他本人也被俘虜及斬首，從

而結束了顛沛流離，充滿戰爭與仇恨的一生。 

巴東女人 

緬甸有一個巴東族部落，女人以長 

脖子為美。女孩從 5-6 歲起，便開 

始套上銅頸圈，一年套一個，令脖 

子越拉越長，最長的脖子達到了 

70 公分，頸圈加到 25 個為止。洗澡的時候，她們 

只能把稻草塞進銅圈內像拉鋸一樣的擦洗。為了生 

活，她們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向世界展示著殘 

酷的美。 

           互動區 

      拿一下看看有多重！ 

 

         互動區 

      摸一下它的臉！ 

 

 

         互動區 

    摸摸螢幕看有什麼！  

 

 

       互動區 

    幻彩旋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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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棉畫藝術 

不用油彩！不用塗料！來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殘疾癌症康復者海蒂·胡珀創作的 

這幅音樂家雷·查理斯的美妙肖像，用的全是乾衣機留下的皮棉，100%的回收材料 

藝術品。 

大師之作 

伊莉莎白·泰勒的埃及豔後扮相，伯里斯卡洛夫的科學怪物和傑克·尼科爾森的 

“ 閃靈” 模樣 –  全部都畫在了這細小的鵪鶉蛋殼上。 

最後的晚餐 

日本京都藝術家忠彥小川擅長用麵包去複製世界名畫。這是他 1985 年完成 

的達芬奇名作“ 最後的晚餐” ，一共用了 280 塊烤過的普通白麵包，也是 

他 40 多幅名畫複製品系列其中的一幅。 

畫家的外套 

一件柔軟，陳舊還帶有油漆的舊外套，您一定是這樣認為的吧！其實這是一件全 

新的皮外套，從來都沒有穿過，因為它根本就不是皮做的，不信嗎？您摸摸看！ 

是不是很硬？沒錯！它是用一整塊硬木雕出來的，包括拉鍊，紐扣還有衣架。整 

件作品由美國弗羅裡達州的藝術家費沙·史密夫創作而成，耗時 100 天，重達 40 

磅，等於差不多 20 公斤。 

奧黛麗·赫本 

奧黛麗·赫本是歷史公認的好萊塢大美人之一，她在 1961 年奧斯卡獲獎影片“ 蒂 

凡尼的早餐” 中扮演的角色，被公認是她的經典形象。這是富有創意的美國佐治 

亞州藝術家愛莉卡·西蒙斯在她稱為“ 魔鬼機器” 的創作系列中，用電影膠片創 

作的明星肖像畫其中的一張。愛莉卡還用錄音帶創作了其他音樂家的肖像畫。 

澳洲貴婦人 

由澳洲著名演員巴里·韓弗理斯男扮女裝塑造的貴婦人形象家喻戶曉。一頭紫 

銀髮，一副貓眼鏡，珠光寶氣，富貴逼人，他是澳洲大名鼎鼎的喜劇明星。這 

是家住黃金海岸羅賓納區的藝術家伊萬專門為我們奇趣館創作的作品。除了這 

尊貴婦人的半身像，還有披頭士樂隊和滾石樂隊的肖像，每個作品都需要耗費 

幾公里長的鐵絲才能完成。 

火柴模型大教堂 

這個用火柴砌成的教堂是紐西蘭基督城大教堂的翻版模型，由昆士蘭州陽 

光海岸瑪魯奇鎮的“ 火柴奇神” 藝術家萊恩·休斯設計創作，歷經一年才 

完成，造工細膩，連玻璃窗上的花紋也清晰可見。真實版的基督城大教堂在 1864 年動

工，17 年後開放，再過了 23 年也就是 1904 年才全部完成。不幸的是後來受到了多次地震的影響， 

尤其是 2011 年 2 月的大地震令教堂損壞嚴重，需要大整修之後才能重新恢復使用。 

                                 互動區 

                        按一下按鈕，看看有趣的自己！  

放映區：如果說展品和實物只是展示了裡普萊先生的收藏品，那麼影片就是裡普萊當年的真實體驗記錄。20 分鐘的

影片欣賞，會令您感到不可思議！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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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先生 

南非的波比·布萊克先生合法地買了一副鱷魚牙

給自己裝上了假牙。他說牙齒 

非常鋒利，可以輕鬆地咬爛最難嚼的鱷 

魚肉，而波比最喜歡吃的正是鱷魚肉！ 

總督湯姆·唐姆博 

查理斯·舍伍德斯特拉頓 1838 

年出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一個 

木匠的家庭，身材只有 3’4”高， 

相當於 1 米多一點。5 歲的時候被著名藝人經紀人

巴納姆看中開始合作，以總督湯姆·唐姆博作為 

藝名在美國做第一次巡迴演出，表演以扮演名 

人政要為主,演出非常成功。隨著年齡增長，他 

的表演更加豐富，除了歌舞，滑稽戲，還有雜耍， 

讓他成為了當年最著名的侏儒明星。除了擁有豪華

遊艇，賽馬和擺滿迷你古董傢俱的豪宅之外，他還

受到了英國，法國，西班牙和比利時皇室的接見，

名副其實的名利雙收。他所到之處都被狂熱的粉絲

包圍，三年之中被超過 300 萬名女粉絲親吻過。 

1863 年 2 月 10 日 25 歲的總督湯姆和另外一位 

女侏儒拉維妮婭結婚，這就是當年他們的結婚照。

婚禮在紐約市的格蕾斯聖公會教堂舉行，並在大都

會酒店辦了婚宴，出席的人數達到了 5000 人。 

1883 年總督湯姆突然去世，終年 45 歲，由於當年

醫療技術水準有限，人們無法確定導致總督湯姆突

然去世的原因。喪禮舉辦的時候，有 2 萬多人前來

參加。他的經紀人巴納姆買了一尊和總督湯姆真人

一般大小的石雕作為他的墓碑。 

三寸金蓮 

古時中國的富裕人家女孩，3 歲開始就要

紮腳，腳型以不超過 3 寸長，外貌像蓮花

為最美，所以有 3 寸金蓮之稱。 

莎拉唇碟 

非洲國家查德有一個莎拉族部 

落，女人們很小就會在嘴唇上 

打一個洞，隨著年齡增長以後， 

就會把一個木碟塞進洞裡，目的是為了減低女孩 

的相貌吸引力，以免受到騷擾和襲擊。 

衛生紙婚紗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家婚禮主辦公司 

Cheap Chic Weddings 每年都會主辦 

一個衛生紙婚紗比賽，由百年字號衛 

生紙製造商 Charmin 提供贊助。參賽 

者只能用衛生紙，膠水或膠紙，設計出如同王薇 

薇 品牌般的個人婚紗作品。這是來自加拿大安大 

略省凱薩琳的參賽作品，並獲得 2009 年第 4 屆比 

賽的第 4 名。 

驢面女士 

格蕾絲·麥可丹尼爾斯是 1888 年出生 

在愛荷華州的美國人，她是一位活躍的 

公眾人物，但她常常抱怨被人稱為世界 

上長得最醜的女人。不過她出現的時候，確是把 

人嚇了一跳。雖然她的相貌古怪，但有不少人向 

她求婚。後來她結婚還生了一個兒子。成年後她 

的兒子還成了她的經紀人，陪伴她到處去演講， 

直至 1958 年她去世為止。去世後她被安葬在居住 

地弗羅裡達州，她的墓地也成為了弗羅裡達州的 

一個地標建築物。 

核桃殼雕刻微型馬桶 

美國俄亥俄州的比爾先生 

在妻子去世後，便愛上了 

雕刻，開始是用木雕，後 

來喜歡用果殼雕。這是他 

用普通的削筆刀完成的作品。他還寫過一本書叫

“ 殼雕藝術” 與讀者分享幾十種不同的殼雕方法和

作品，而他本人最喜歡的就是核桃殼雕刻。 

          互動區 

       穿越鐳射區！ 

          

一針穿 136 條線 

信不信由您！華盛頓市的查理斯·維斯先

生，沒有使用眼鏡或任何的放大儀器，便把 136 條 

線穿進了這一個針眼。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au&sl=en&u=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dgeport,_Connecticut&usg=ALkJrhhpnccG5oM_PRt2sXhxc2tpISd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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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機藝術 

信不信由您！這幅圖畫是藝術家布迪尼克

全部用手動打字機創作出來的！ 

天皇巨星 (1958 – 2009) 

這幅獨特的天皇巨星肖像是美 

國俄亥俄州藝術教授費朗茲的 

傑作，名為“ 狂人” 。費朗茲 

先用電腦設計，再把 10 種不同 

顏色的 12784 粒口香糖放進塑膠管，然後再把 

這些塑膠管排列成為這幅圖畫。這張圖在 2009 

年邁克爾·傑克遜去世後不久首次亮相。費朗 

茲還為許多名人做過類似的肖像畫，包括美國 

奧斯卡獲獎男星約翰韋恩，奧巴馬總統，還有 

裡普萊先生本人。 

鯨魚椎骨 

這是裡普萊先生 1937 年在阿拉斯 

加買的一塊座頭鯨魚大椎骨。在寒 

冷的北極地區，木材非常稀有，生活在阿拉斯加地 

區的因特紐人都是用鯨魚的肋骨做欄柵柱，鯨魚的 

顎骨做門框，鯨魚的椎骨做凳椅。一條成年的鯨魚，一

口就可以吞下兩部貨車那麼多的食物。 

口吞 27 劍銅像 

這是澳洲穆維倫巴小鎮藝術家佈雷 

特·威廉斯創作的一尊銅像，呈現 

的是有“ 太空牛仔” 之稱的澳洲特 

技人車尼·侯根 2008 年在都柏林和愛爾蘭表 

演口吞 27 劍的驚人場面！車尼利用冥想和內 

功結合的方法去完成了這一壯舉，並打破了他 

自己原來創下的 18 劍的世界紀錄。 

車尼·侯根 1978 年出生在靠近黃金海岸南邊的著名 

旅遊小鎮拜倫灣，以雜耍，表演絕技和怪人秀而著 

稱，是澳洲著名的街頭表演藝術家。他曾經獲得多 

個街頭表演世界冠軍，是 38 項健力士世界記錄的創 

造者，也是澳洲最多世界記錄的打破者。 

世界最古老的啤酒廠 

這裡展示的是德國維森啤酒瓶和瓶 

墊。位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的維森 

啤酒廠是世界當今最古老的啤酒廠。啤酒廠從 

1040 年開始，至今還在繼續生產。除了保留 

沿用千年流傳的釀制方法之外，工廠也加進了 

現代化的生產環節，以便提高效率。 

早在西元 768 年，啤酒廠所在的天主教修道院 

就已經和附近一家啤酒花種植園開始合作釀制 

啤酒。他們堅持純淨的釀制理念，就是只用大 

麥，啤酒花和水去釀造，令他們盛名遠揚。後 

來巴伐利亞釀酒學院搬進了唯森，還併入了慕 

尼克大學，讓唯森成為了世界釀酒業高手的誕 

生地。現在唯森啤酒廠使用的徽標就是當初巴 

伐利亞王國的國徽，說明了唯森在當時啤酒界 

所占的絕對主導地位。 

超級胖子 

1944 年出生的美國紐約沃爾特· 

哈德森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超級胖 

子。他平均一天要吃 2 盒香腸， 

半公斤熏肉，12 只雞蛋，1 條面 

包，4 個巨無霸，4 個芝士漢堡，8 大盒薯條，3 塊火 

腿牛排或者是 2 只雞，4 個烤土豆，4 個紅薯，4 個 

西蘭花，還要喝將近 6 公升的蘇打飲料。1987 年的 

時候，他的體重是 1400 磅，相當於 635 公斤，腰圍 

是 302 公分寬。在臥室度過的 27 年時間裡，他減掉 

過 600 磅，但在 1991 年去世時，他的體重依然達 

1025 磅，將近 465 公斤。他去世後，紐約消防隊要 

在他臥室的牆上鑿開一個 1.8 米乘 1.2 米的大口，才 

能把他的遺體搬出去。他是世界醫療史上第六最肥胖 

之人，也是世界最大腰圍的健力士保持者。 

狼面人 

出生在俄羅斯的喬喬，因為得了一種罕見的

基因疾病，全身長滿了柔軟的毛髮，臉上的

毛甚至超過 18 公分長。多年來他都是跟隨

著巴納姆貝利馬戲團到處去巡迴演出。 

瓷拖鞋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完廁所之後洗腳

和洗手是同樣的必要，尤其是使用蹲

的廁所。為了避免意外發生，日本北方和中國一些 

地方，便設計了這一種可以保持雙腳乾淨的蹲廁。 



   

 

           互動區                      出口 

 

 

           互動區 

      看看鏡子裡的自己！ 

 

 

巨型水牛角 

周遊列國去尋珍探寶是裡普萊先生 

畢生的愛好。這是 1933 年他在南非 

購買的一對巨型水牛角。 

           互動區 

       坐在大王的旁邊! 

      

太陽花 

咋眼一看，是不是有點像莫 

奈大師的油畫？其實這是一 

幅完全沒有使用油彩和塗料 

的圖畫。家住美國邁阿密的 

費德里科·烏裡韋是一位哥倫比亞的

世界著名畫家，他利用削尖的兒童畫筆和蠟 

筆，根據不同的角度拼插成了這幅 【 人在 

太陽花叢】 的圖畫。這是他在世界各大藝 

術館展出的著名作品系列其中的一幅。除了 

用畫筆蠟筆之外，他還用彩色鞋帶，別針和 

電線等材料去組畫。 

          互動區 

看看箱裡有什麼! 

 

          互動區 

  神秘之門: 能打開嗎？ 

  好像很難，其實很容易！ 

  

         互動區  

         射擊台 :  

   澳幣 1 元/盤 = 25 發 

 

     知道水是如何倒流嗎?  

            想一想! 

互動區 –  夢幻舞蹈室  

這是一個互動視頻，它 

利用了最先進的攝影技 

術，電腦影像處理和投 

影系統，把您所做的各 

種動作變為一幅 1600 

萬種不同顏色的巨型動畫。 

 

來吧！為自己創作一幅值得留念的藝術品吧！ 

蜥蜴人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埃裡 

克·斯普拉格用了 14 年 

的時間，把自己改變成為一個蜥蜴人。他把身體從 

頭到腳都紋上了綠色的鱗片，在前額植入了填充物，

還改成了獠牙和分叉舌頭。除了異常的外表之外， 

埃裡克也具有特異的表演功能。他可以用胸肌和 

腹股溝夾著鐵錘打碎水泥板，還可以把開瓶器從鼻 

子塞進去，再從口里拉出來等等，他在很多電視臺表

演過節目，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著名雜耍藝人。 

世界之大，萬物之多，有許多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確實存在，有許多不可思議的 

人與我們生活共存。這就是人類的歷史，地球村的文化，讓我們相互瞭解，彼此包 

容。人類是獨特的，世界是共享的，直到永恆！ 

 

                     感謝您參觀遊覽【 信不信由您】 奇趣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