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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There should be no boundaries to human endeavor. We are all 
different. 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  
While there's life, there is hope. 
 
-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2014) 

4月份的初春時節，歐盟園區電子報得以屢屢準時出刊，要特別感謝編輯團隊
的每位成員，付出心力與時間蒐集資料且編撰成文，透過他們的文章，希望能
讓讀者們從各個面向更暸解歐洲時事與文化。 
 
新聞深度報導帶領我們瞭解歐洲也面臨到蜜蜂的絕種危機，在蜂群大規模消失
之下，需仰賴蜜蜂授粉的農作物亦面臨極大威脅。 
 
歐洲主題專欄則以《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為題，跳脫台灣社會以
往對於歐洲教育的嚮往思維，並點出波蘭、捷克與匈牙利成為留學新指標的風
潮。 
 
在陽光大把灑落的高雄，遮陽成為每日例行的全民運動，而在喜愛享受陽光的
歐洲國家，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不只是裝潢上的考量，對於飽受季節性情緒失
調的病患，更是一大福音！更多資訊，請看歐盟學術專欄的詳細報導。 
 
本期世界觀點以BBC的報導，探討突尼西亞遭受恐怖攻擊的影響，以及歐洲各
國的態度與因應措施。 
 
而有了海外特派記者的優質分享文章，則讓我們瞭解除卻恐佈威脅之外，歐洲
永遠具備那「一生必遊數次」的美好與價值，讓我們跟隨著西文系校友的腳步，
聽他娓娓道來那段《從成功嶺到倫敦－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除了歐洲大事，若想知道4月份的高雄有什麼不可錯過的藝文活動，不妨看看
校外藝文報導針對高雄春天藝術節的詳細介紹，優質的活動需要我們熱情響應! 
 
而針對喜愛在家享受藝文薰陶的讀者，本期歐洲影劇賞析介紹了改編自真人真
事的經典電影《戰地情人(The Pianist)》，好書介紹則以《柏林，亞歷山大廣
場 (Berlin Alexanderplatz)》為主題，帶領讀者們理解德國小說家Alfred 
Döblin於書中呈現出的一戰後城市生活縮影。 
 
祝福大家，春假愉快！ 



 手機加密 歐洲警政署憂妨礙反恐 

http://goo.gl/5HtfHC   (大紀元 3月31日) 

 

 宗教領袖籲媒體報導空難應自制 

http://goo.gl/9mJFYD (大紀元 3月30日) 

 

 伊朗核談判：進入最後關鍵時刻 

http://goo.gl/ITNec8 (BBC中文網 3月30日) 

 

 法國省議會選舉：左派破產了嗎？ 

http://goo.gl/JjfdCW (BBC 中文網 3月30日) 

 

 義大利橄欖樹染病 歐盟升警戒 

http://goo.gl/u9EPQZ (大紀元 3月25日) 

 

 法蘭克福歐洲央行總部外發生抗議騷亂 

http://goo.gl/YHSjsr (BBC中文網 3月18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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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野生蜜蜂面臨絕種危機 

 

 

[XE4A 吳曉蓉/整理] 

(圖1) 9.2%的歐洲野生蜜蜂正面臨絕種  

  根據歐洲大陸蜜蜂數量估計顯示，接近1/10的歐洲野生蜜蜂正瀕臨

滅絕危機。其中最大主因來自田地的過度開墾、農藥的濫用、城市開發，

以及全球暖化。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的「歐洲受威脅物種紅色名錄」（Europea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指出在接近2000多種野生蜜蜂中，有9.2%正瀕臨

絕種；而另外5%在不久的將來也將面臨絕種危機。 

         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擔任「物種項目組」副主任尚-克里斯多夫‧

維耶（Jean – Christophe Vié）表示，雖然該聯盟已盡可能試著掌握有

關野生蜜蜂的詳細資料，但目前由於他們仍「嚴重缺乏專業知識及資源」

的關係，情況陷入膠著。 

歐洲野生蜜蜂面臨絕種危機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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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研究皆指出環境對於蜜蜂所造成的雙重威脅，其中受影響的包

括在野外以及在蜂窩內的蜜蜂。蜜蜂數量持續的大量下降已引起了各國

的關注。歐洲野生蜜蜂的絕種危機不單單只是一個生態保育的問題，它

更密切關係到歐洲大陸各國的經濟狀態。根據統計，昆蟲所代為進行的

授粉平均一年可為歐盟帶來約150億歐元的經濟效益。增加授粉媒介的

數量皆可為野生動物、農村，以及食物製造業者帶來效益。 

         根據最新的評估報告，科學家提出了幾項建議，其中包括： 

 

 

 

 

   

• 加強蜜蜂品種的評估與追蹤 

• 加強蜜蜂棲息地的保護 

• 嚴格監控蜜蜂交易以避免潛在病毒的擴散 

• 鼓勵農民保留適合蜜蜂居住的環境 

英國政府投入資金改善對蜜蜂友善的農田 

         因為許多環境及人為因素，在過去十年野生大黃蜂的品種大幅的

減少，其中一大主因來自農田過度的開墾。農地的開發迫使蜜蜂放棄原

本的棲息地，農藥的使用更加速了蜜蜂數量的減少。研究證明在農地種

植成排的花可幫助增加大黃蜂的數量，因此科學家鼓勵農務業者投入資

金改善農地的環境以利野生大黃蜂的棲息。英國政府已投入資金支持當

地高階管理（Higher Level Stewardship, HLS）農田於田地周圍種植有

利蜜蜂棲息的花類。科學家分析了過去兩年在西藏賽克斯與稀罕布什爾

州HLS農田周圍大黃蜂數量的成長，並發現HLS農田周圍大黃蜂的數量

明顯比一般農田高出許多。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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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野生蜜蜂面臨絕種危機 



      

資料來源： 
http://goo.gl/ukVcLD 
http://goo.gl/Ei1Cgg 
http://goo.gl/oN1Ecs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zZbsCF 
圖2： http://goo.gl/zu0qCN 
   

蜜蜂消失的代價 

         蜜蜂對於人類生存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腳色。在人類所利用的約1300

種農作物中有將近1000多種皆須靠蜜蜂授粉。若蜜蜂從世界上消失，人

類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糧食短缺。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過：「若蜜蜂

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將只剩下四年的時間可以生存。」若是蜜蜂消失的

情況持續惡化，人類終究會付出極為大的代價。 

(圖2) 農地植花可助蜜蜂數量的成長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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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YG4A 方怡雯/報導] 

歐洲國家的教育 
和你想的不一樣 

(圖1) 不同語言的教育 

        當我們還在嚮往著北歐教育，國際評估調查（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已經告訴我們北歐國家遇到

重大的教育問題。而臺灣民眾較不熟悉的東歐國家，則可能隱藏者低學

費高品質的高等教育。從2007年起，由於外國留學生人數迅速增長，加

上歐盟經濟不景氣，部分歐洲國家開始陸續取消了免學費政策。而歐洲

盛行的歐盟教育計劃，被批為用錢買學歷的貴族教育。歐洲各國的教育

概況與制度是否與我們的想像有些差異﹖ 
7 

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 



歐洲主題專欄 

         

北歐國家的教育環境惡化 

        北歐的教育一直是許多國家爭相仿效的對象，尤其是芬蘭。芬蘭教

育以專注在最需要的國中階段而聞名，將所有資源運用在最需要的人身

上，也就是學習較遲緩的學生和需要老師關照的學生。相較於許多國家

專注在菁英，他們強調平等的教育，儘量將每個人都拉到同樣的水平。 

但是到了大學，教授對於學生的態度多半是放年吃草死不了，這令許多

當地及外地學生都很失望，以為教育聞名的芬蘭不一樣。 

 

         其他北歐國家的教育環境也正急速惡化中，其中瑞典學力下滑最為

嚴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先前所公佈的2012年學生學習能

力國際評估調查上，三個科目的得分遠低於OECD的平均。日本國立教

育政策研究所做國際評估調查結果分析的承辦員分析：「北歐各國近年

來刪減了國家的教育預算，將提升學生學力的責任轉託付給區域或是學

校，造成成績高與成績低的學校間的差距在擴大。」可以說國家的教育

政策是影響學力下滑的原因。 

(圖2) 北歐五國的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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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瓦解後，波蘭努力地進行大規模的教育改革，不僅在波蘭的

文憑得到國際認可，學費低廉，並且國際學生在畢業後能夠取得工作簽

證。 
        鄰國捷克語言班學費較低，且在通過語言門檻後，讀大學免費。若

想就讀全英語的國際學程，學費也比其他歐洲國家便宜許多。著名國立

大學，如歐洲最古老大學查理大學（Univerzita Karlova v Praze），課

程專業，授課品質高。兩國的生活費約為德國的三分之一，對於留學生

來說無一壞處。 最後是匈牙利，其醫學教育水平較高，在歐洲具有影響。

特別是獸醫大學，留學生高達在校生總數的56%，令人刮目相看。匈牙

利的農業以綠色農業著稱，其現代作物栽培技術屬世界先進水準。此外，

李斯特音樂學院（Liszt Ferenc Zeneművészeti Egyetem）是享譽世界

的音樂學府，有近百名留學生，佔其在校生總數的19.5%。 

(圖3) 捷克與波蘭的國旗標誌  

波蘭、捷克與匈牙利成為留學新指標 

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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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公立大學免學費需有法語基礎 

法國的公立大學由政府出資辦學，國際學生享受同法國學生一樣的待遇，

如住房補貼、社會保險、公共交通、餐飲等折扣。法國的公立大學授課

語言為法語，少數學校開設英文授課專業，選擇去法國公立大學讀書的

學生需要具備良好的法語基礎。 

 

德國：教育質量高收費相對低廉 

德國的教學質量很高，有眾多歷史悠  久的知名大學。德國是近期唯一廢

除學費的國家，儘管其僅於2007年收取學費。至於打工，德國沒有按週

限定時間，學生在校期間，一學期是180個半天，或是90個全天可以打

工。此外，德國還和法國一樣實行了學制改革，本科3年+研究生2年的

設置與國際標準接軌。德國的大學寬進嚴出，德語考試也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在18個月內沒有通過學校的語言門檻考試，則必須回國，這就要求

學生在大學期間務必要努力學習。 

 

西班牙：公立大學免學費可以合法打工 

西班牙的大學中70%為公立大學，學生就讀公立大學本科可享受免學費

待遇，研讀碩士則根據學校及專業不同，每年的學費在3000-5000歐元

不等。讀大學期間，學生有合法的打工身份，打工收入每月在700-1000

歐元，生活費用每年約5000歐元。這些教育政策能減輕學生的經濟負擔。 

 

 

 

比起英國，似乎在法、德、西求學的報酬率較高 

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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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是基於區域整合與經濟成長的理念而成立，持續倡議跨國的整

合型教育與訓練政策，希望創造公平合理和文化融合的社會。主要的方

案包括康美紐斯計畫、 伊拉斯謨斯計畫、達文西計畫、格倫德維希計畫、

橫向計畫和莫內計畫等，具體的實踐策略有利用白皮書與強化資源整合

來逐步落實終身教育的目標、培養多元語言文化素養以推進合作交流、

利用網路科技達到全球知識與資源共享的理想。當前歐盟的教育政策具

有計畫明確周詳、資源有效整合、配套措施完善、教育經費充裕、倡議

多元文化和善用網路科技等優點，但是也存在著教育制度差異、機構人

員參與不足、利益對立衝突等問題。 

歐盟教育計畫問題 
(

圖

4)

歐
洲
地
區
國
旗
與
國
土

 

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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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Z1tTxb 
http://goo.gl/51ZSJm 
http://goo.gl/ZDqz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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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L9KNfA 
http://goo.gl/9qp6lA 
http://goo.gl/v1XMzu 
http://goo.gl/VgvluB 
http://goo.gl/4eoRC4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Zq4uoN 
圖2：http://goo.gl/bvwPXV 
圖3： http://goo.gl/2pahwe 
圖4： http://goo.gl/yUxScH 
圖5： http://goo.gl/iLdstz 
 
 

(圖5) 伊拉斯謨．全球高等教育計畫 (浮水印) 

歐盟教育計畫 = 貴族教育計劃 ﹖ 

         

        伊拉斯謨．全球高等教育計畫（Erasmus Mundus），是以歐盟國

家為主的全球性跨國學術研究和教育整合計畫。針對高等教育的學術研

究機構及其教職員、學生，歐盟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以提升其教育品

質，並促進國際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伊拉斯謨．全球高等教育計畫總

括了三個項目：聯合學程、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合作及歐盟高等教育推廣

活動；其特點為多元的文化交流、豐富的教育資源與高額的獎學金。針

對學士以上的學生，以辦理交換學生、聯合學程及雙學位等方式為主。

但為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學校或系所對交換生的學業要求甚低、修課時

數少，因而常造成交換生以玩樂為主，偶爾才去上課，甚至根本就不去

上課的「常態」。 

        再者，學費的收取和英美相較已是「平價」等級了，但高等教育在

許多歐洲國家向來有免收學費、每年只交個兩、三萬台幣雜費的傳統。

因此以此標準來看，伊拉斯謨．全球碩博士學目前動輒五六十萬台幣的

學費，是有違歐洲各國自 1966 年簽署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以來，認為「高等教育應逐漸採行免費制」的傳統思維。 

歐洲國家的教育和你想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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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L9KNfA
http://goo.gl/L9KNfA
http://goo.gl/9qp6lA
http://goo.gl/9qp6lA
http://goo.gl/v1XMzu
http://goo.gl/v1XMzu
http://goo.gl/VgvluB
http://goo.gl/VgvluB
http://goo.gl/4eoRC4
http://goo.gl/4eoRC4
http://goo.gl/Zq4uoN
http://goo.gl/bvwPXV
http://goo.gl/2pahwe
http://goo.gl/yUxScH
http://goo.gl/iLdstz


CoeLux 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 

想像一下，如果你能隨時隨地沐浴在陽光底下？身處在一些有永夜

的國家，或是霾害嚴重的地方，人人都會懷念陽光的灑在身上的觸感，

甚至有些人深受季節性情緒失調（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的困

擾。Coelux將是這些人的一大福音！ 

歐盟學術專欄 CoeLux 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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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1B 饒家榮/整理] 

義大利英蘇布里亞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ell'Insubria）教

授Paolo Di Trapani花費超過10年發明了一套能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系

統（skylight system）。此系統概念是突破一些像是牆壁或天花板等密

閉空間，將人造陽光帶入室內像是博物館、健身房、飯店等，甚至是地

下鐵或停車庫。讓人身處於充滿陽光的空間。 

(圖1) 天窗系統實體圖 



  「如果想要創造真實的陽光，不能僅僅是模擬陽光，還得要創造出

整個大氣」製作團隊使用精選的LED光模擬太陽在空中運行的樣子，並

且發展出一套光學系統，使用僅幾毫米厚的奈米材料結構，並依據瑞利

散射定律（Rayleigh scattering）模擬，當太陽光經過大氣層時，與空

氣分子（其半徑遠小於可見光的波長）發生瑞利散射，使天空布滿了藍

色的光芒，而這就是我們平時看見的藍天的樣子。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設在浴室間的天窗系統 

14 

 

 

CoeLux 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 



  不僅僅只是將人造陽光帶入室內，這套系統還能夠模擬三種地區的

照射角度： 

歐盟學術專欄 

(圖5) (圖6) 45度角的天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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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窗式的45度

地中海陽光 

(圖3) (圖4) 45度角的天窗系統 

半天窗式的45度

地中海陽光 

CoeLux 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 



歐盟學術專欄 

資料來源： 
http://goo.gl/ZO6E4i 
http://goo.gl/6FTDxP 
http://goo.gl/uwuRXD 
http://goo.gl/kAjMBW 
http://goo.gl/g5uRm0 
http://goo.gl/X1zzrp 16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3fk5N6 
圖2：http://goo.gl/X1zzrp 
圖3、圖4：http://goo.gl/MzHanR 
圖5、圖6： http://goo.gl/MzHanR 
圖7、圖8： http://goo.gl/MzHanR 

(圖7) (圖8) 60度角的天窗系統 

Coelux 60 直射的

60度熱帶陽光 

CoeLux 模擬自然陽光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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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 按 ： 3 月 20 日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簡稱BBC》以一篇〈Tunisia museum attack: ‘Arab 
Spring’pioneer under threat〉為題的新聞，報導突尼西亞國家巴

杜博館（National Bardo Museum）於本月18號遭受ISIS攻擊，大

批觀光客受到傷害。 
－－－－－－－－－－－－－－－－－－－－－－－－－－－－－－－

背景資料：長期以觀光旅遊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突尼西亞，因曾為

法國殖民地，加上擁有自然景觀、迦太基遺址、地理位址等因素， 

一直都是歐洲觀光客喜愛的旅遊勝地之一。2011年，遇上「阿拉伯

之春」民主運動，重創了觀光旅遊業；直到最近，好不容易有了經

濟復甦跡象，卻又碰上ISIS恐怖攻擊，再次重擊突尼西亞經濟發展。 

 

[UG1A 葉宛恩/整理] 

突尼西亞博物館恐怖攻擊 : 阿拉伯之春先驅
下的威脅 

(圖1)民眾紛紛前往巴杜博物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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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ISIS聲稱對突尼西亞恐怖攻擊事件負責 

        突尼西亞女議員於BBC受訪時表示，原先攻擊目標應為國會大

廈，但因安全警戒度高，而轉向位於國會附近的國家巴杜科博物館

（Bardo Museum）。部分死者來自於一艘滿載觀光客的義大利籍

郵輪，在該艘郵輪停靠於港口後，悲劇就接著發生了。突尼西亞總

統貝吉．凱德．艾西德（Beji Caid Essebsi）表示，此攻擊共造成

23人喪命、50人受傷，其中死者名單包含來自義大利、西班牙、法

國、英國、波蘭、比利時、哥倫比亞、日本等國的21名遊客及1名

當地警員與巴士司機。而此次攻擊中的3名槍手，已有2人被當場擊

斃，1人仍在逃亡；有關當局也逮捕了9名嫌疑犯。 

   

圖(2)政府已加強博物館周邊安全防範，防止類似事情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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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洲政府強力譴責、全力協助   

  歐洲各國政府也做出了相關處理措施－法國政府率先於第一時間表

示，將不遺餘力把死者和傷患全部接回法國，也將動用外交部「恐怖攻

擊受害者保險資金」此項條款，全額支付傷者龐大的後續醫療費用，部

分傷患已於本月20日，由專機送回法國。事發當天，法國內政部長貝爾

納．卡澤納夫（Bernard Cazeneuve）正好出訪突尼西亞首都，向突尼

西亞總統艾西德表示「經過查理周刊事件後，法國政府會更加與任何遭

受恐怖攻擊的國家合作」。 

  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也於

推特上表示「我們將盡可能地協助受難家屬，同時並不會讓民主的價值

遭到被恐怖分子破壞」，英國外交部也準備好，隨時出手援助突尼西亞。

義大利政府在事發後，加強了國防安全；義大利首位女國防部長羅伯

塔．皮諾蒂（Roberta Pinotti）在出席兩院外交和防務委員會權會聯席

會上強調「軍方將加強地中海的海空力量部屬，以防範來自北非的恐怖

攻擊」，同時也已開始實施名為「海上安全」的軍事行動，未來義大利

與突尼西亞會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此次攻擊中包含1名波蘭死者及11位波蘭傷患，波蘭總統布羅尼斯

瓦夫．科莫羅夫斯基（Bronisiaw Maria Komorowsku）除了強烈譴責

此次攻擊之外，也下令取消所有突尼西亞旅行團，並包機將所剩下的波

蘭旅客載回華沙，政府也於第一時間派出由外交人員、醫生、心理學家

等，所組成的特別小組，前往突尼西亞，協助相關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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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同時，歐洲理事會（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主

席唐納．圖斯克（Donald Franciszek Tusk）、歐盟外交事務最高

代表費德麗卡．墨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20日宣布，將於

本月底（31日）拜訪突尼西亞，加強安全合作、促進突尼西亞的經

濟發展。 

 

(圖3 ) 歐盟理事會主席帶領歐洲各國領導者，於議會開始前向受難者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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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商討建軍 

        近幾個月幾以來，ISIS不斷在官方推特上揚言攻擊歐洲各國首都，

根據德國軍方情資顯示，ISIS確實有可能攻陷歐洲；根據美國情報局所

攔截到的ISIS高官談話內容，法國查理周刊攻擊，只是整件事情的「第

一步」。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在月初接受德

國《周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專訪時，提出歐盟建立軍隊的

構想，並預告將在六月舉辦的歐盟高峰會中商討此議題。 

(圖4) 願我們能共同擁有一個，不受性別、種族、宗教所限制的地球 

原文：  
http://goo.gl/DPlceB 
  
 

 
  
 

資料來源 : 
http://goo.gl/UmkEKP 
http://goo.gl/SZV3LD 
http://goo.gl/EM1YZH 
http://goo.gl/eZxrd6 
 

圖片來源： 
http://goo.gl/iCqCyC 
http://goo.gl/xdl34Y 
http://goo.gl/8GR0rO 
http://goo.gl/wdsnWo 
 

世界觀點 

http://goo.gl/UmkEKP
http://goo.gl/SZV3LD
http://goo.gl/EM1YZH
http://goo.gl/eZxrd6
http://goo.gl/iCqCyC
http://goo.gl/xdl34Y
http://goo.gl/8GR0rO
http://goo.gl/wdsn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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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3A 彭千芸/整理] 

(圖1) 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2015 
第六屆高雄春天藝術節 
隆重登場 

 2015/2月~7月 
 

            

傳統：弄鬼  
音樂：糖果巫 

戲劇：影子動物園   
 

音樂：詩人琴師  
戲劇：傻豆騎士  

戲劇：中年大叔青春夢 

校外藝文報導 高雄春天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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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愛戲劇、愛音樂、愛藝術的人都不能錯過2015高雄春天藝術節

（KSAF）。藝術節繼承往年令人驚艷的表演陣容，讓年年參與人數不斷刷新。

本月節目也不負眾望，邀請到法國鋼琴獨奏家大衛‧卡度（David Kadouch），

年僅25歲的卡度曾榮獲2005年貝多芬國際鋼琴大賽及2009年里茲國際鋼琴大賽大

獎。古典樂迷或許在公視播出的《巴倫波因的大師班》，因卡度的演出而大飽耳

福。名指揮家兼節目主持人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也在節目中讚賞卡

度的音符極富色彩，且「能夠塑造出作品的風格，把這個特色表現的淋漓盡致」。 

  卡度此次受邀來台，與高雄市交響樂團攜手演奏德弗札克：狂歡節序曲、蕭

邦：f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以及拉赫曼尼諾夫：a小調第三號交響曲。 

  就讓我們一同期待，卡度如詩般的風格詮釋，用音符編織出屬於樂迷的琴詩。 

 

(圖3) 詩人‧琴師 

(圖2) 法國獨奏鋼琴師：大衛‧卡度
（David Kadouch） 

校外藝文報導 高雄春天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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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表演時刻表 

(圖4) 台灣豫劇團─弄鬼 

(圖5) 糖果巫 

/台灣豫劇團 

弄鬼/  

（傳統） 

• 2015/4/10、4/11 19:3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 2015/4/12  14:3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售票網頁：ttp://goo.gl/fkYBsL 

 

/對位室內樂團 

糖果巫/ 

（音樂） 

• 2015/04/11 19:30  

• 2015/04/12 15:00  

地點：高雄市至德堂 

售票網頁：http://goo.gl/qXiWH0 

校外藝文報導 高雄春天藝術節 

http://goo.gl/fkYBsL
http://goo.gl/qXiW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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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影子動物園 

/日本稻草人影劇團 

「影子動物園」/  

（戲劇） 

• 2015/4/10、4/11 19:3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 2015/4/12  14:3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售票網頁：ttp://goo.gl/fkYBsL 

(圖7) 詩人琴詩 

/高雄市交響樂團 

《詩人‧琴詩》音樂會/  

（音樂） 

• 2015/04/18 19:30 

 國家音樂廳 

• 2015/04/19 19:30  

高雄市至德堂 

售票網頁：ttp://goo.gl/fhve6M 

校外藝文報導 高雄春天藝術節 

http://goo.gl/fkYBsL
http://goo.gl/fhve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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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傻豆騎士 

/豆子劇團 

「傻豆騎士Fool knight」/ 

 （戲劇） 

• 2015/04/18  14:30  

• 2015/04/18  19:30  

• 2015/04/19  10:30  

• 2015/04/19  14:30  

地點：高雄正港小劇場 

售票網頁：http://goo.gl/EkdGPd 

 

高雄春天藝術節 

(圖8) 中年大叔青春夢 

/德國弗洛茲劇團 

《中年大叔青春夢》/  

（戲劇） 

 

• 2015/04/24、04/25   19:30  

  高雄市至德堂 

• 2015/04/26  14:30  

  高雄市至德堂 

售票網頁： http://goo.gl/l6m7fV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YjZ2uU 
圖2：http://goo.gl/a0GLxf 
圖3： http://goo.gl/ZoTdJy 
圖4： http://goo.gl/fkYBsL 
圖5： http://goo.gl/l6m7fV 
圖6：http://goo.gl/bjhKWn 

資料來源： 
http://goo.gl/3Ph2yL 
 

圖7：同圖三 
圖8： http://goo.gl/2rkuZC  
圖9： http://goo.gl/l6TvRL 

校外藝文報導 

http://goo.gl/EkdGPd
http://goo.gl/l6m7fV
http://goo.gl/YjZ2uU
http://goo.gl/YjZ2uU
http://goo.gl/a0GLxf
http://goo.gl/a0GLxf
http://goo.gl/ZoTdJy
http://goo.gl/ZoTdJy
http://goo.gl/fkYBsL
http://goo.gl/fkYBsL
http://goo.gl/l6m7fV
http://goo.gl/l6m7fV
http://goo.gl/bjhKWn
http://goo.gl/bjhKWn
http://goo.gl/3Ph2yL
http://goo.gl/2rkuZC
http://goo.gl/l6TvRL
http://goo.gl/l6Tv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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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海外特派記者 

[XS42B 鍾秉家/報導]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留學動機 
  時光飛逝，從文藻專科部西班牙文科畢業也已經兩年多了。畢業後

等待當兵的這段時間，我先去打工等待入營通知，終於在隔年三月等到

入伍通知，在軍中的這段時間決定要去英國攻讀碩士，一方面是因為英

國的教育體制如果是大學畢業生，研究所就只需要一年就可以畢業，比

起台灣或是其他國家都比較短。另一方面是因為畢業後發現主修語言比

起其他主修理工學院、商學院、法學院的學生，它比較像是一種工具而

不是一種專長，相信很多學弟妹也常常在找工作上面會發現很多領域好

像跟我們在學校學的語言課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希望可

以多學習一種專業領域將來對做生意也會有所幫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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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國民義務 
  身為男生就必須要履行國民義務，

所以畢業後選擇趁體力好的時候把該完

成的事完成，在成功嶺的這一年花了很

多時間去思考未來的方向。在此也非常

建議學弟們如果對於未來的方向有任何

迷惘，不妨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好好的把

身體鍛鍊好、調整生活作息並且規劃好

自己未來想要走的路，很多人認為當兵

是一件讓浪費時間的事，但其實不然，

我認為它可以教會我們如何做好時間管

理及分配，所以真的把時間浪費掉也是

因為個人問題。最重要的是，如果有出

國留學規劃的學弟，也必須把兵役先完

成才能出國留學。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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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過程 
  由於我個人的役別需要管理新兵役男，所以當兵這段期間並沒有太

多的時間可以準備自己的升學計畫，整整一年都沒有用到英文和西班牙

文，但學過的東西並不是那麼容易忘記的，只要有心複習一下語言能力

都會回到學生時期一般熟練。當然以我的情況為例，到英國念研究所，

大部分的學校都會要求考雅思，門檻一般都設定在平均6.5分，各科不

得低於6分，剛開始我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挑戰，但這就是一個必須跨

出的第一步。因此退伍後我就去參加了代辦中心的衝刺班，也只花了短

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報考了雅思，也順利地把握住這一次的機會，達到

要求門檻，也證明當初在文藻打下的語言基礎只要好好學是非常扎實的。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雅思考試成績單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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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當然後續也就請專業的代辦中心申請了想要就讀的研究所，許多

代辦都是免費的所以不要擔心可以多問問。但即便達到語言要求的門

檻還有轉科系的問題，一般來說文藻的學生都是讀語文學系的，如果

想要轉商科，在英國是沒有辦法直接就讀研究所的，所以一般來說四

技或二技部畢業都還是要先讀碩士先修班（pre-master）時間長度從三

個月到一年不等，如果是五專生則需要至少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工作

經驗，但同樣的如果是非本科系的學生還是要先就讀碩士先修班才能

讀研究所。順道一提除了打工可以算是工作經歷外，男生當兵這一年

也可以算是工作經驗，學校是承認的，並視同為政府部門工作，所以

當兵這一年也不全然是浪費時間。 

(圖3) 啟程前往英國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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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求學過程 
  在英國研究所的生活，整體學習形式上跟當初在文藻的學生生活截

然不同，成績都是以書面報告跟團體報告為主，比較少用考試的方式給

予學生成績，很多時候單科的總成績就取決於一次書面報告，所以學術

寫作的能力一定要建立起來，教授也比較喜歡學生在寫作業時多引用學

術性期刊的文章當作有力的證據並間接的推論出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

規定跟體驗都是曾經在文藻不曾接觸過的，很多的不適應都是學習個大

好機會，跟各國的同學一起腦力激盪、交流意見、互相學習是這段研究 

生生活最大的收穫。 

  這邊和台灣最大的不同就

在於上台報告時老師會更加要

求很多舞台上面的表現，包含

聲音的抑揚頓挫、說話的節奏、

眼神的交流以及最後在結尾時

開放讓同學跟教授反駁推翻論

點，說真的這樣的方式一開始

讓我覺得壓力很大，也不明白

同學們為何要這麼的具攻擊性，

但習慣後發現這是一種很棒的

訓練，可以讓我們在準備資料

的時候更加的全面，準備報告

時也會更加注意是否自己的論

點有漏洞，同時這也能幫助我

們得到較高的分數。 
(圖4) 準備報告過程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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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考試的方式也和當初在五專時期的考試很不同，很多科目都是只會

出2-3題，但是時間卻有整整三個小時，通通都要深度探討和分析。答

案並沒有對錯之分，成績完全取決於你分析的品質還有是否有強而有力

的證據和評判來支持你所提出的論點。跟當初在學校努力的背下許多課

文和單字有很大的區別， 

  我永遠忘不了我第一次在這上先修班時，老師要收一個批判性寫作

練習的小作業，我洋洋灑灑的寫了一大篇，老師只說了一句話就讓我震

撼到：「這篇文章你一個引用都沒有，我大可算你抄襲，而按照學校關

於抄襲的規定來說，我根本不必看你寫的任何東西。」 但我跟他說這些 

內容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

寫的，但是在英國所有觀

念跟理論都是需要引述專

家學者的看法來支撐你這

篇文章的可靠性，否則這

樣的情況一律都算是有抄

襲的嫌疑，即便字字句句

都是你自己寫的，在國外

這種情況就是零分計算，

相當嚴重，這也是我來到

英國後非常不習慣的一個

改變。從那次後我的作業

都有長長的參考文獻，並

且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整

齊排列好。 

(圖4) 寫作業過程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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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給學弟妹的鼓勵 
  出國留學並不能保證未來就一定可以比別人更有能力或更有成就，

但是離開了家鄉還有熟悉的學習環境，確實可以增廣見聞，也可以讓自

己學會多方面思考，是個獨立自主又可以快速建立語言能力的好機會。

當然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不適應，很多想家的夜晚，但短短的一兩年充

實好自己，回台灣後能夠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也是一項珍貴的收穫。英

國是個民族大熔爐尤其是倫敦，如果想要體驗英倫的美，還有有別於亞

洲的教學體系，就認真的規劃好求學的計畫開始跨出第一步。不要怕失

敗，努力不一定保證能成功，但是站在原地不動或是退縮，有一天可能

會後悔當初沒有嚐試，青春總是不該讓自己後悔，勇敢的去追夢，當夢

想達成時那種成就感將會是永生難忘的回憶。 

(圖5)  巴斯(Bath), 英格蘭 

從成功嶺到倫敦 
  我在英國留學的日子 



Do You Know 

Q：你知道全世界最人道的監獄在哪裡嗎? 
 

 

只要提到監獄兩個字，大家心中出現的畫面不是陰森濕冷的牢

房，就是戒備森嚴的獄警。不過，位於挪威的哈爾登（Halden）

監獄呈現的卻是非常不同的景象，牢房內除了沒有圍欄外，提供給

犯人的設備比學校宿舍還高級，號稱全球最現代化的監獄。 

 

[HE3C 桂敏瑄/整理]  

(圖2)牆上塗鴉是挪威知名
藝術家Dolk的作品 

(圖1)哈爾登監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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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5) 圖書館內有豐富媒源供受刑人使用 

監獄裡面有什麼? 
        耗時10年、斥資1500百萬英鎊（約7億台幣）建造而成的哈爾登監獄，乍

看之下就像是間先進的大學校園，整棟建築物洋溢藝術氣息，內部裝潢充滿

設計感。監獄內不只有禮拜堂、圖書館，受刑人還有健身房、體育館、錄音

室及廚房可使用。還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的基礎課程，學習新知識或技術。

另外，罪犯各自的牢房內也有各式告樣的設備，包括先進的液晶電視、DVD
播放器、遊戲機、通風透光的獨立衛浴設施，還有屬於自己的迷你電冰箱。 

(圖3,4) 囚房內設備完善  採光明亮 

(圖6) 囚犯可組樂團   還有專業錄音室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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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7,8) 獄警不配槍 且經常與囚
犯一同活動 建立彼此的信任 

如此自由的環境不會很容易有動亂嗎? 
     這裡的警衛不帶武器巡視監獄，經常和囚犯們一起進行體育活動

或用餐。而且一半的工作人員是女性，因為他們相信女性的存在能減

少攻擊性的氛圍，就此建立獄警以及受刑人之間的信任。而在信賴受

刑人的情況下，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在獄警人事成本上，還讓受刑人自

行生產、自給自足，跟其他監獄比起來所花的費用相對低了許多。不

過，哈爾登監獄對受刑人還是有一定的規範，像是每周不得打超過 
20分鐘的電話，還有受刑人的信件也會先被拆閱檢查過。而且一旦囚

犯違反獄中規定，就會失去信任而被送往其他高度安全監獄。 

最人道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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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DJOc8V 
http://goo.gl/9WXsHd 
http://goo.gl/ZqSOES 
http://goo.gl/NWkiA1 
http://goo.gl/6Ct34i 
http://goo.gl/hpiL2Q 
 

這麼舒適的環境能夠達成懲罰罪犯的目的嗎? 
  這樣高級的服刑方式引起許多人的反對意見，明明是作惡多端

的罪犯，卻能夠享受如此輕鬆自由的生活，而且用的還是納稅人的

錢。面對這樣的評論，典獄長表示，提供受刑人優質環境是為了要

讓他們在此真心反省，好好利用所有服務設施做有意義的事，並學

習成為更好的人。由於挪威並沒有死刑，重刑罪犯最多也只會被判

21年的徒刑，所以早晚都會回到社會。因此，哈爾登監獄用心打造

與現實社會相似的環境，來幫他們準備重返自由的日子。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49mqI 
圖2：http://goo.gl/Kbm3nE 
圖3：http://goo.gl/2ckdja 
圖4：http://goo.gl/g0D9yP 
圖5：http://goo.gl/N7xKMU 
圖6：http://goo.gl/H5HZAH 
圖7：http://goo.gl/CL2CXm 
圖8：http://goo.gl/6Wdg1r 
 

  相較於其他國家，挪威把監獄管理重心放在感化教育上，而不

是懲罰內容。儘管這樣的做法引來了不少爭議，但根據數據顯示，

挪威僅有20％的再犯率，為全歐最低，而英國則高達50至60％，這

樣的成果其他監獄都尚未達成，由此可知人道監獄具有一定功效。 

最人道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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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琴人 

[US2A 許靜嘉/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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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電影《戰地琴人》(The Pianist)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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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內容簡介 

  根據二次大戰波蘭猶太裔鋼琴家華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戰地琴人》，於2002年上映，同年獲

得法國坎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並在次年2003，橫掃英國電影學院

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奧斯卡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編劇本等

多項大獎。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電影主要演員陣容 

Adrien Brody 
  Role: 

Wladyslaw 
Szpilman 

Thomas 
Kretschmann 

        Role: 
Wilhelm 
Adalbert 

Hosenfeld 

Emilia Fox 
     Role:  

Dorota 

Jessica Kate Meyer 
Role:  

Halina(sister) 

Maureen Lipman 
Role:  

Mother 

Frank Finlay 
Role: 

Father 

Julia Rayner 
Role: 

Regina(sister) 

Edmund Stoppard  
Role:  

Henryk(brother)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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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軍隊入侵波蘭，當時正在

國家廣播電台演奏的華迪史洛．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也受

戰火波及，急忙逃竄。德國政府更在首都華沙劃分「猶太特區」，將史

匹曼一家人與所有猶太人驅趕於此。手上繫著大衛星標誌布條的猶太人，

不僅被嚴密控管、歧視，甚至慘遭毒打殺害。部分受欺壓的猶太人開始

謀畫反抗，而在這段期間經歷和家人生離死別的史匹曼，終於成功逃離

特區，藉著友人的援助，度過了一段祥和的日子。 

  後來一場意外，逼迫他再次四處逃亡躲藏。幾乎全部的居所都因為

反抗行動而被炸毀，居民也遭到屠殺，使得終日待在廢墟的史匹曼，因

營養不良而日漸憔悴。某日，納粹軍官威爾姆．歐森菲德（Wilhelm 

Adalbert Hosenfeld）發現了他，並要求其彈奏鋼琴，得知史匹曼是位

才華洋溢的鋼琴家後，歐姆菲德開始私底下幫助他。戰爭結束後，史匹

曼回到原本的電台繼續彈琴，但歐姆菲德卻死於俄國戰俘營。 

歐洲影劇賞析 

(圖3) 納粹軍官歐森菲德 (左)幫助史匹曼 (右)。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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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介紹 

  羅曼．波蘭斯基（法語：Roman 

Polanski，波蘭語：Roman Polański，

1933年8月18日）生於法國巴黎，是一位

法國猶太裔導演，兼具製片人、演員及編

劇多重身分，曾在三歲時被關進納粹集中

營。二次大戰結束後，羅曼．波蘭斯基回

到波蘭就讀羅茲國立電影學院，1976年歸

屬為法國公民。 

  1962年，他以《水中之刃》獲得第一

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打開了國際知

名度，經典的《唐人街》（1974）榮獲11

項奧斯卡提名；《戰地琴人》（2002） 更

囊括了金棕櫚、奧斯卡等眾多知名獎項。 

歐洲影劇賞析 

(圖4) 導演羅曼．波蘭斯基 

(圖5) 安卓．布洛迪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The 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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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華 迪 史 洛 · 史 匹 曼 （Władysław 

Szpilman，1911年12月5日－2000年7月6

日），出生於波蘭華沙，是著名的波蘭猶

太裔鋼琴家和作曲家。其一生演出超過

2500場的演奏，多次榮獲世界大獎。 

  最初史匹曼求學於華沙的蕭邦音樂學

院，因受人賞識而在1931年進入德國柏林

音樂學院進修。 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統治德國後，史匹曼返回華沙，展

開他的演奏生涯。兩年後他加入了波蘭國

家廣播電台演奏，不幸納粹軍佔領波蘭，

史匹曼的家人們全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集中

營（Treblinka）中的毒氣室集體屠殺，只

剩史匹曼一人倖存。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pOqfo 
圖2：http://goo.gl/wK0uJM 
圖3：http://goo.gl/qppLp5 
 
 
 
 
 
 
 

 
圖4：http://goo.gl/2YyQwV 
圖5：http://goo.gl/Z5xdhZ 
圖6：http://goo.gl/tWUE9z 
 
 
 
 

資料來源： 
http://goo.gl/lrpznG 
http://goo.gl/t11YV6 
http://goo.gl/tWUE9z 
 
 

真實主角 

(圖6) 華迪史洛．史匹曼
(Władysław Szpilman) 

    

The Pianist 

  2000年時，史匹曼逝世，他的兒子安德史匹曼，根據史匹曼的日記手

稿，出版《The Pianist》一書，並被改編為此部電影《戰地琴人》。 

 

http://goo.gl/IpOqfo
http://goo.gl/IpOqfo
http://goo.gl/wK0uJM
http://goo.gl/wK0uJM
http://goo.gl/qppLp5
http://goo.gl/qppLp5
http://goo.gl/2YyQwV
http://goo.gl/2YyQwV
http://goo.gl/Z5xdhZ
http://goo.gl/Z5xdhZ
http://goo.gl/tWUE9z
http://goo.gl/tWUE9z
http://goo.gl/lrpznG
http://goo.gl/lrpznG
http://goo.gl/t11YV6
http://goo.gl/t11YV6
http://goo.gl/tWUE9z
http://goo.gl/tWUE9z


[UG1A 安馨荷/整理] 

好書介紹 

43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 
Berlin Alexanderplatz 

何為「表現主義」？ 

  表現主義文學，具有獨特的藝術

風格。怪誕、詭異的特色，是一種反

傳統的現代主義流派。表現主義不注

重細節的描寫，只追求強有力的表現

主觀精神和內心描寫。表現主義的基

本特徵：要求表現事物存在的本質，

要求突破人的行為和環境的描寫而揭

示人的靈魂。 

  這項風格是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

代盛行於西方世界的一種文藝思潮。

它首先出現在德國，也是以德國為中

心興起的一場國際性文學運動。 

  這期就為大家推薦極具表現主義

的一部文學作品－《柏林，亞歷山大

廣場》。它所體現的可以看作是二十

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城市生活

的一個縮影。 

(圖1) 原文版 

Berlin Alexander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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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交響曲！ 

  小說的主人公弗蘭茨是個墮落

為城市的失敗者。他的內心在戰後

已正慢慢步入正常軌道但依然很殘

忍的城市中仍懷有求真求善的美好

願望，卻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的粗人。無知、傲慢，受制於慾望

和本能，精神支柱和政治意識的缺

乏，使他在陰森茂密的城市森林中

迷失。在小說的結尾，成為「新人」 

的他做了一家工廠的門衛，並用理

性迎接新生活的挑戰。凸顯出人與

世界的緊密關係，作者德布林想要

告訴我們：變革世界應該從修養個

人的心靈開始。也是作者對一戰爆

發後的反省。 

(圖2)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 

內容簡介 

  「在這座城市里穿梭，只要他的心是健康的，這裡的

很多東西也會讓人變得健康起來」。 

Berlin Alexander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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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蘭茨與妻子發生口角後，失手

將其打死，被判四年徒刑，出獄後決

心重新做人，他結識了一個叫賴因霍

爾德的人，此人外表溫文爾雅，實際

上卻是一個流氓和盜竊集團的頭目。

他多次請求弗將他玩膩的女人介紹給

他，可都被弗拒絕；後來便以金錢為

誘餌使弗蘭茨上鈎，使他不由自主地

做了間接的人販子。弗蘭茨想擺脫這

種罪惡的活動，在一次夜行活動中被

頭目推下車，摔斷了一條胳膊。痊癒

後的他回到了亞歷山大廣場做非法買

賣，在此與艾米麗邂逅，兩人相處甚

好。因霍爾德得知這件事後，把艾米

麗騙到樹林裡殺害了她，可弗蘭茨卻

成為了警方眼中的殺人兇手，他再次

被捕入獄，審理過後無罪釋放。出獄

後他當了工廠的守門人，重新生活。 

(圖3) 《柏林，亞歷山大廣場》
原文劇照 

內容簡介 

Berlin Alexander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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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ZThQR  
圖2：http://goo.gl/2Ke8pG  
圖3：http://goo.gl/fMgDJO 
圖4：http://goo.gl/b9tRsK 

資料來源： 
http://goo.gl/0QK59l 
http://goo.gl/40aYrI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是一位德國小說作家。生

長於波蘭斯丁德（Stettin）的猶太

家庭中。之後於柏林和弗萊堡攻讀

醫學和心理學，創辦了表現主義雜

誌－《風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前，德布林曾撰寫大量反對軍國

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文章，導致

他從1933年起開始流亡於瑞士、法

國、葡萄牙、美國等地。1945年創

辦文學雜誌《金門》，後任美國茲 (圖4)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    

科 文 學 院 副 院 長 。 1956 年 回 國 治 病 ， 隔 年 便 於 誒 門 丁 根

（Emmendingen）去世。德布林開創了德國表現主義流派，為德國小

說藝術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作者介紹 

Berlin Alexanderplatz 

http://goo.gl/ZZThQR
http://goo.gl/ZZThQR
http://goo.gl/ZZThQR
http://goo.gl/2Ke8pG
http://goo.gl/2Ke8pG
http://goo.gl/2Ke8pG
http://goo.gl/0QK59l
http://goo.gl/0QK5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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