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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發行本學期最後一期電子報之際，再次回顧本學期歐盟園區所舉辦過的

各項活動，包含歐洲日系列活動中，首次與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合作舉辦藝

術講堂，介紹歌劇發展簡史與奧妙，並邀請藝珂人事顧問公司南區經理和愛

德曼公關顧問公司總經理來校，分別講述外商企業文化與公關顧問的特色，

兩場企業講座皆獲得與會師生的熱烈迴響，期待下半年的活動規劃仍能貼近

同學需求，並更加瞭解外商企業文化與發展。 

非常感謝這學期的電子報編輯團隊，提供內容豐富且題材多元的電子報

稿件，也謝謝電子報讀者們的支持與回饋，你們的訂閱與建議是我們持續改

進的動力。 

暑假即將開始，許多同學已經開始了行程規劃，享受夏日時光之餘，還

是不免俗地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最偉大的冒險不見得是翻山越嶺、穿越生

死的犯難刺激，享受與接受我們轟轟烈烈的平凡幸福，超越自己、跨出舒適

圈、擁抱這個世界，就是壯遊的開始。 

好片推薦：薩爾加多的凝視（The Salt of the Earth） 
(http://goo.gl/ixm8nk) 

好片推薦：行者 
(http://goo.gl/82bSMe) 

http://kfa.kcg.gov.tw/n/reflect/sell_list.php?catid=578
http://kfa.kcg.gov.tw/n/reflect/sell_detail.php?catid=3520
http://goo.gl/ixm8nk
http://goo.gl/ixm8nk
http://goo.gl/82bSMe


 教宗送獎牌 邀普亭共創和平世界 

http://goo.gl/dOJwkt  (地球圖擊隊 6月11日) 

 

 2026年世界杯主辦權申辦活動推遲 

http://goo.gl/4NqyVk (BBC中文網 6月10日) 

 

 土耳其國會大選執政黨未過半 終結13年一黨執政 

http://goo.gl/iFTXhq (關鍵評論網 6月8日) 

 

 烏克蘭總統警告：烏面臨俄國全面入侵威脅 

http://goo.gl/gLe0jX (大紀元 6月5日) 

 

 歐盟：現在禁「動物實驗」還太早 

http://goo.gl/5Qiwvd (地球圖擊隊 6月5日) 

 

 法國民運團體：「我為六四英雄獻朵花」 

http://goo.gl/crX7e8 (大紀元 6月4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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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http://goo.gl/dOJwkt
http://goo.gl/4NqyVk
http://goo.gl/iFTXhq
http://goo.gl/DRmrgn
http://goo.gl/gLe0jX
http://goo.gl/gLe0jX
http://goo.gl/5Qiwvd
http://goo.gl/crX7e8


新聞深度報導 

主席布萊特閃辭  
FIFA貪污醜聞持續延燒 

       布萊特（Sepp Blatter）才剛在本月初的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主席選舉中贏得第五任

期，卻在不到一周的時間因涉嫌收賄醜聞而閃電離職。上月27號，6名

FIFA的高階主管被指控收受1.5億美元賄款而遭瑞士警方突襲逮捕，震

驚世界足壇，同時引發重要贊助商的關注，要求主席布萊特下台的批評

聲浪此起彼落。而其辭職聲明公布後，隨即獲得威士卡（Visa）、可口

可樂和麥當勞等贊助商的贊同，歐盟則表示布萊特的辭職是改革FIFA、

贏回球迷對組織信任的第一步。 

[HE3C 桂敏瑄/整理] 

(圖1) 布萊特於本月初宣布辭去足總主席一職  消息震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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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貪污醜聞重創FIFA形象 

於上月27號遭逮捕的6名高官包括了2名足聯副主席，及哥斯大黎加華

裔足協主席愛德華多‧李（Eduardo Li）等人，涉及收受高達1億美金的賄

款，且犯案時間已長達20年。起初負責調查的美國檢調只是要追查前執委

普拉澤（Chuck Blazer）的逃稅，卻意外查出FIFA貪腐黑洞。普拉澤在認

罪並償還罰金後表示願意配合偵查，且轉為汙點證人來揭露更多內幕。 

 同樣遭到起訴的還有另外14名聯足官員，根據調查單位搜索到的資料

證據顯示，他們所參與的不法行為包含了洗黑錢、於世足會轉播及市場推

廣協議中謀取非法利益，還涉嫌於檯面下操縱世界盃主辦國的投票結果，

罪名總共高達47項。FIFA貪腐案牽動多個國家，是國際關注的重要事件，

其中英國警方已經介入相關調查，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國家的司法機關亦

相繼展開行動，著手調查有關涉案人員。  

(圖2) 普拉澤認罪後 同意協助美方調查 
會議中隨身攜帶錄音器 

蒐集高階主管們貪污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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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P1fLdt 
http://goo.gl/h4zIje 
http://goo.gl/Dup8yh 
http://goo.gl/qUSFhM 
http://goo.gl/oI5o3I 
http://goo.gl/kIgIYK 
http://goo.gl/vldoRy 
http://goo.gl/5ySpVG 
http://goo.gl/8ko9mn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RTcwH 
圖2：http://goo.gl/iLdccI 
 
延伸閱讀: 
http://goo.gl/EJWly6 
http://goo.gl/OGc6uM 
 
 
 

世界盃主辦權也有爭議 

目前各國世界盃主辦權獲得手法是偵查重點之一，接下來兩屆的主

辦國俄羅斯及卡達都將面對失去主辦權的可能。先前就曾傳出卡達以超

過500萬美金的價格賄絡取得世界盃主辦權。除此之外，還有人指控卡

達為了建造世界盃足球場而剝削外籍勞工，不合理的工作環境造成上千

名工人喪生，不過對此卡達負責單位則表示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傳聞。 

另外，隨著調查進展，南非也傳出使用了不正當的手段成為2010年

世足會主辦國家。根據南非當地媒體的報導，當初該國政府最高層曾批

准支付1,000萬美元，用來賄賂3名足總執行委員，以換取他們支持南非

主辦世足的贊成票，然而南非當局則堅稱這筆款項是用於協助加勒比海

地區「非洲僑民」足球活動所提供的正當捐款。 

 雖然布萊特已辭去主席職務，但還是會照常工作直到12月的特別大

會選出新的主席。在此同時，各國針對貪腐案的調查也會持續進行，打

擊貪污的罪犯，還給球迷乾淨透明的足球競賽，贏回球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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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布萊特閃辭  
FIFA貪污醜聞持續延燒 

http://goo.gl/P1fLdt
http://goo.gl/h4zIje
http://goo.gl/Dup8yh
http://goo.gl/qUSFhM
http://goo.gl/oI5o3I
http://goo.gl/kIgIYK
http://goo.gl/vldoRy
http://goo.gl/5ySpVG
http://goo.gl/8ko9mn
http://goo.gl/qRTcwH
http://goo.gl/iLdccI
http://goo.gl/EJWly6
http://goo.gl/OGc6uM
http://goo.gl/OGc6uM
http://goo.gl/H50R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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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A 林佳緯/整理]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前言：   

  雖說東協在近年來不斷宣稱要成為東方世界的「歐盟」，但實際上

這兩個國際組織的組成歷史與後續發展存在者許多關鍵的不同之處，舉

凡宗教、政治情況、成立目的等等，都有著迥異的情況。本期主題專欄

首先將介紹歐盟與東協的異同，再著重於兩方歷年來之交流。 

歐盟與東協之比較 
歐盟 東協 

成立年份 1993 1967 

成立主因 馬斯垂克條約 曼谷宣言 

成員國 28國 10國 

人口 約5億 約6億 

共同貨幣 歐元 無共同貨幣 

宗教 基督教 回教、佛教、天主教 

地理組成 

(圖1,2) 歐盟與東協之地
理組成圖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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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年分及原因 
以成立時間來看，東協成立的時間似乎較早，但實際上最先產生組

織概念的是1951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由於二戰所造成的損失，西

歐國家的國際地位已被美國及蘇聯取代，因而產生了和平聯盟的概念。

東協則於1967年的冷戰時期成立，是為配合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擴張以及

促使成員國保持中立。綜觀來看，歐盟的成立主要是西歐強權為了保持

自身地位而組成；東協的成立則主要是在脫離日本、英國及美國的殖民

及同盟之後，為了保護主權而產生。 

• 成員國、貨幣與宗教 
歐盟至今已有28個成員國，且2/3都使用歐元，甚至也有非成員國

使用歐元的情況，使得歐盟在經濟上有單一市場的特點。反觀東協目前

則尚未有共同貨幣，主要原因是東協人均GDP差異過大，經濟發展狀況

也不同，不適合使用共同貨幣，因此目前主要以共同降低關稅的目標邁

進。宗教上歐盟主要以基督教為主；東協十國的宗教背景複雜，偶爾難

免有衝突產生。 

• 地理組成 
從地圖上來看，歐盟成員國都集中在歐洲大陸上，像是一塊完整

的餅乾，往來方便，且人種單純。東協則遍布於太平洋及印度洋的交界

上，像是破碎的餅乾，除了種族眾多外，也增加了東協各國合作上的困

難。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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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方面看來，東協有許多先天及後天的條件比不上歐盟，但其實這

並不表示東協沒有與歐盟競爭的資格。東協擁有約6億的人口，歐盟約5億；

且由於發展速度的不同，東協人力資源偏年輕化，歐盟則偏向老化；東協

與中國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成為世

界第三大的自由貿易區，擁有對中國貿易的低關稅優勢，且目標在未來也

與韓國、日本簽署相關協定。隨著中國的崛起，東協的地位也相對越來越

重要，歐盟則因為債務危機而每況愈下，使得歐元區人人自危。從各方面

來看，東協的潛力絕對是不可忽視的。 

(圖3) 東協10+1旗幟 

(圖4) 歐盟成員國旗幟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歐洲主題專欄 

10 
(圖5) 歐盟與東協合作示意圖 

歐盟與東協交流概況 
  兩方的交流歷史始於1972年，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經濟、煤鋼及

原子能共同體，簡稱歐體），代表隸屬大英國協的泰國及新加坡會失去

在內的優惠待遇而直接影響東協的貿易狀況。歐體考慮此狀況，直接以

「共同意向宣言」套用於大英國協內的國家以及該地理區中的發展中國

家。這之後東協與歐體便積極交流，以「平等互惠」、「穩定政經秩序」

為目標邁進。1980年，歐體與東協簽訂「合作協定」，使雙方在商務、

經濟與發展的合作上有了重要的基石。但該協定的發展狀況不如預期，

五年後雙方再次重啟談判，簽訂了「經濟協定」來改善「合作協定」的

問題，不僅在貿易關稅上有明顯的改善，貿易量也逐漸增加。另外，雙

方也在後續幾年陸續成立「工業合資計畫」及「投資夥伴計畫」，除了

在工業合作上有發展外，更資助了許多東協與歐體合資的公司。雙方合

作關係在這段時間內不斷突破。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歐洲主題專欄 

1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LjHkhm  
圖2：http://goo.gl/M7dlbP  
圖3：http://goo.gl/N0K6JH  
圖4：http://goo.gl/hd5QX9  
圖5：http://goo.gl/rO54JB 
背景圖：http://goo.gl/TM1m9u   

資料來源： 
邱冠瑋(2005)。《歐盟與東協合作發展之研究》。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 
呂湘君(2008)。《亞洲單一貨幣化與風險值(VaR之相關研究)》。桃園市：國立中原
大學。 
陳仲沂(2011)。《從區域主義觀點論冷戰結束後歐盟與 東協發展歷程之異同 》。台
灣國際研究季刊, 7(1), 171~194。 
http://goo.gl/FQ5dwl  
http://goo.gl/697yox  
http://goo.gl/gtw1Qp  
http://goo.gl/TcN7ZA  
http://goo.gl/f54VNJ  
http://goo.gl/X5aFhP  
http://goo.gl/Gt42nN     
http://goo.gl/HzoJiA 
延伸閱讀： 
商業周刊X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台灣人最想去的東協5國 優勢全解析：
http://goo.gl/tsUaCF 

  1993年歐盟成立後，歐盟與東協之關係在亞歐會議上有著全面性的進

展。1993年到1995年間，許多歐盟國家領導人陸續訪問亞洲，並訂立了許

多與亞洲國家合作的計畫，並有了「亞歐會議」的構想。1996年亞歐會議

於泰國曼谷召開，兩年一次於不同國家中舉行。其中以政治對話、經濟合

作、教育及文化列為會議三大目標，強調亞歐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並以不

干涉彼此內政為原則達成全面夥伴關係。 

  東協國家在亞歐會議中的主要訴求是希望歐盟能介入平衡中、美、日

的關係，也希望東協與歐盟關係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並聯合歐盟來擺脫

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歐盟則持續朝1994年發布的《邁向亞洲新策略》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邁進，並企圖聯合亞洲來制衡美國的地

位。 

  目前歐盟與新加坡已於2013年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與越南的

FTA則進入最後階段；但與馬來西亞的談判則無共識。目前歐盟全面瞄準

東協，預計在2015年年底將與東協代表進行會面，並期待產生共識。 

歐盟與東南亞─東西相會 

http://goo.gl/LjHkhm
http://goo.gl/LjHkhm
http://goo.gl/M7dl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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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N0K6JH
http://goo.gl/hd5QX9
http://goo.gl/hd5QX9
http://goo.gl/rO54JB
http://goo.gl/rO54JB
http://goo.gl/TM1m9u
http://goo.gl/TM1m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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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697yox
http://goo.gl/gtw1Qp
http://goo.gl/TcN7ZA
http://goo.gl/f54VNJ
http://goo.gl/X5aFhP
http://goo.gl/Gt42nN
http://goo.gl/HzoJiA
http://goo.gl/tsUaCF


「氟」氣來了 健康拉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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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UE3A 彭千芸/整理] 

(圖1) 氟在元素週期表上標示 

  化學物質「氟」至今廣泛運用到人類生活中。也許讀者也注意到，市

面上的牙膏、不沾鍋（含鐵弗龍，Teflon）、鎔鋁的冷卻劑或噴霧器皆含

有或釋放「氟」。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的

安德列‧席拉教授（Prf. Andrea Sella）形容「氟」就像是元素週期表上

的「暴龍」，除了遇到氦、氖、氬以外，與其他元素皆能進行化學反應。

帶有「氯」味道的「氟」氣看似無害，但以肉眼看見那淡黃色氣體時，

「能跑就快跑吧！」 

 

(圖2)牙膏含有「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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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氣來了 健康拉警報 



  以氫氟酸（HF）為例，其中「氟」離子會滲入人體，並產生灼熱

的疼痛感。一旦「氟」進到人體，就會開始吞食體內的鈣質，更嚴重則

導致心臟衰竭，幾乎無法治療。即使如此，HF的腐蝕作用還是有其運

用之處，如透明玻璃貼或微晶片電路系統。 

  此外，大氣層中的「三氟化氮」也是溫室氣體，其威力更勝於二氧

化碳的一萬七千倍。諷刺的是，矽是製作太陽能板的原料之一，但處理

過程中所排放出的氣體也包含「三氟化氮」。 

  另外，氟氯碳化物（CFC）的威力卻不容小覷。早期CFC被視為完

美的冷卻劑而大量生產，其中也應用到汽油上，以預防爆震。也因為它

容易從氣體轉換為液體，過程中吸收並釋放大量的熱，而加劇溫室效應。

人們在1980年代已見識到CFC破壞臭氧層的威力，而1987年第一個環境

保護條約的出現─蒙特婁議定書，而稍稍減緩「氟」對環境惡化的速度。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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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氣來了 健康拉警報 

(圖3)不沾鍋（鐵氟龍）亦
含有「氟」 



  而含氟的一種氣體「氫氟碳化物」（HFC），它在大氣中反應快速，

只能維持半個生命週期，這意味著對於大氣影響微不足道，歐盟也將在

2017年全面禁止使用。但此時，美國的漢威聯合國際公司（Honeywell）

和對手杜邦公司（Dupont）竟攜手合作開發這種氣體，歐盟也為此展

開反壟斷調查，兩家公司是否壟斷冷卻劑供應市場的定價來迎合歐盟的

新規定。 

  無論調查結如何，氫氟碳化物已經成功建置在百萬輛新車中。而這

些車輛至今仍未出現起火的狀況，以冷氣來說，至少也還沒有釋出大量

的溫室氣體。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WRQva2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KSQN3o 
圖2： https://goo.gl/22xGYK 
圖3： https://goo.gl/Ib3lBM 
圖4：同參考資料。 
圖5： http://goo.gl/oysC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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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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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oysCn8
http://goo.gl/oysC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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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4月22日《Business Insider》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The biggest 

problem of the 21st century》的報導，簡單敘述水資源匱乏與其對農業的影

響將會成為人類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危機。本篇世界觀點綜合了

《Water.org》、《World Economic Forum》、《Business Insider》、

《RAMBOLL》、《OECD》對於此議題的報導及討論，並將其分為「現

況」、「成因」及「未來景況」來闡述目前地球所面臨的危機。 

－－－－－－－－－－－－－－－－－－－－－－－－－－－－－－－－－ 

背景資料：在 2050年，世界人口將從 70億成長到 90億，根據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最新一期的

環境前景報告，現今有15億的人口居住於水資源匱乏的地區，但在2050年以

前，此數字將上升到40億。換句話說，有限的水資源將會被快速成長的人口

迅速銷耗。 

[US1B 饒家榮 /整理] 

21世紀最大的危機 
水資源 

(圖1) 水汙染對各地區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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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陽光、水和空氣是構成

生命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太

陽尚有100億年的壽命，空氣

雖說會隨著高度或氣壓的升

降而變化其組成比例，但目

前陽光與空氣，似乎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而水資源卻正

快速地減少中。在人口倍增

的壓力下，估計需要多出五

成五的水資源才夠滿足製造

業、熱力發電廠產能需求與

各國內需。令人驚訝的是，

全球有7億5,000萬（約1/9）

的人口沒有安全衛生的水資

源，每年則約有84萬人死於

跟水相關的疾病。看來不僅

僅是水資源匱乏，乾淨水資

源管道的不足也是一大隱憂。 

現況分析 

(圖2) 水資源匱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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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隨著氣候變遷的影響，水與天氣的模式也因而改變，造成降雨分

配不均，一些地區發生短小暴雨的機率高升，引發下水道氾濫。而有些

地區卻因缺水遭受健康與食物危機；像是過度集中降雨的孟加拉因海平

面上升造成海水倒灌的問題。此外，與日俱增的都市化，造成地下水減

少及土壤的化學變化，預計將有更多清潔汙水的需求。 

水資源匱乏成因 

(圖3) 水資源短缺之國家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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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如果因氣候變遷，全球均溫上升1度，將造成安地斯山脈上的小冰河融

化，威脅5,000萬人口的水資源供給；上升2度，水資源匱乏地區將減少二到

三成的水；上升3度，南歐將有嚴重的旱災；上升4度，非洲南部與地中海

地區將減少三到四成的供給水；也可能會在喜馬拉雅山出現大量的冰河，

影響中國與印度境內上百萬的人口。而將在不遠的2050年，全世界含氮的

廢水河川或湖泊每年將增加至1,800萬噸，人類、魚類、動物及植物將受到

嚴重的影響，而這些廢水最終也會流入大西洋、印度洋以及太平洋中造成

優養化。 

未來景況 

(圖4) 在2030年以前將會有更多人生活在水資源不足的環境裡 



資料來源： 
Water.org: http://goo.gl/mzC5Y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goo.gl/exdXIJ  
Business Insider: http://goo.gl/0kosKx  
Ramboll : http://goo.gl/21XfgP  
OECD: http://goo.gl/RZSrF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goo.gl/a0DEGp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xd 
圖2：http://goo.gl/mzC5Y 
圖3： http://goo.gl/exdXIJ  
圖4：http://goo.gl/exdXIJ 
圖5：http://goo.gl/ul2Dmd 

世界觀點 

  而我們要如何解決這相當嚴重的問題呢？最直接的是，從自身開始節

約用水和重複利用水資源，甚至是透過使用者付費的方式收取使用水資源

的費用或是向污染水資源的人收取清潔污水的費用，如此不僅可以減少浪

費並且勸阻任意汙染水資源。而政府可投入更多的資金研究創新的解決之

道，並加強基礎衛生建設。至於政府跟政府之間也已透過建立法律條約來

合作，如歐盟耗時10餘年計畫的歐盟水資源架構命令（The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最具知名度，希冀提供歐洲國民乾淨又可永

續利用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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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全球均溫上升3度對世界農作物產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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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XE4A吳曉蓉/整理] 

 (圖1) 《奧德賽漂流記》劇宣傳照    

英國紙電影 
                  《奧德賽漂流記》 

 
 
「當墨水，複印品，紙板，聚光燈，影像技術，筆

電，與紙箱相遇時會發生甚麼故事？」 

─「紙電影劇團」The Paper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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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紙電影《奧德賽漂流記》 



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暑假高雄春天藝術節有幸成功邀請到了一場國際性表演─來自英

國的「紙電影劇團」（The Paper Cinema）所演出的史詩巨作《奧德賽

漂泊記》（Odyssey）！本劇的製作總共耗時了7年。在創意、傳統工藝

與高科技的結合下，此節目將會讓你對電影的呈現方式有一番全新的見解。          

(圖3) 紙電影劇團即將來台 (圖2) 紙電影幕後呈現方式 

  「紙電影劇團」的《奧德賽漂泊記》在2012年首次演出即受到國際好

評與關注。2013年於愛丁堡藝穗節演出，隔年2014年又再次回到愛丁堡藝

穗節，並被指定為開幕演出。本劇團將於2015受邀於香港藝術節演出，門

票已銷售一空，更計畫於同年返回中國進行長達一個月的巡演，可見此劇

團的作品相當受到觀眾歡迎。此表演在紙偶師現場剪紙、插畫的投影中，

配上現場管絃樂的巧妙伴奏，每一場都是截然不同的LIVE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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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奧德賽漂流記》劇照 

故事內容： 

  本劇故事取自希臘詩人荷馬的史詩巨作

《奧德賽漂泊記》（Odyssey）。在主角奧德賽

攻陷特洛伊城後得罪了天神，因此在海上漂泊

了長達十年。遇到的重重難關，一直未能返鄉。

城裡謠傳著奧德賽已死的消息，而他的國家、

權位和愛妻都被他人窺覷已久。他是否能夠抵

抗命運的種種考驗，順利地回到祖國以及愛人

的身邊？而他的妻子是否能抵擋外面的誘惑直

到他的歸來？一切的難關都在考驗著一個戰爭

英雄為了歸鄉的決心。 

 

- 英美知名報刊評論 - 
 

★★★★★ 「一齣重新定義劇場、戲院與偶劇的演出…若本月只看一個演出，
買票看這場吧！」 —《全劇場》(Everything Theatre) 

 
★★★★「超高的技巧，絕妙的效果。」—《泰晤士報》(The Times) 

 
★★★★「重新演繹《荷馬史詩》的巧妙篇章」—《衛報》(The Guardian) 

 
★★★★「精巧縝密充滿娛樂的表演。」—《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 

 
★★★★「一部史詩，一次極富想象力的遠航。」—《生活周刊》(Tim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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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簡介： 

  「紙電影劇團」（The Paper Cinema）成立於2004年。由尼可拉

羅琳 （Nicolas Rawling），義摩根查爾斯頓（Imogen Charleston），

和查爾斯頓李德 （Christopher Reed） 一同創辦。劇團的作品皆融合

了現場呈現的動畫及音樂藝術。劇中的場景都是現場以油墨作畫並投影

到前方大銀幕的方式真實呈現，同時還搭配了現場音樂伴奏。每一齣表

演都充滿了些許不同的人性筆觸。 

(圖3) 紙電影劇團即將來台 

(圖5) 紙電影劇團幕後投影方式 

資料來源： 
http://goo.gl/pQg07Z 
http://goo.gl/2QVA6A 
http://goo.gl/Je4C05 
https://goo.gl/H01p2x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2QVA6A 
圖2：http://goo.gl/8k2oii 
圖3：https://goo.gl/H01p2x 
圖4：http://goo.gl/8k2oii 
圖5：http://goo.gl/8k2oii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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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留學日記— 
         在台灣的第一年 [UG1A安馨荷/報導] 

(圖1) 假期出遊的一座涼亭 

★海的那邊有座小島 

    我是大陸人，是生長在大連這個海邊

城市的北方人。我對台灣產生的第一印

象是在小學的美術課上，課本上一幅幾

米的畫作，橙色系暖色調的房間有一隻

在看書的小熊。就在那時我所感覺到的，

很自然就把台灣和溫暖聯繫在一起。 

  其實到很久以後的歷史課上才對台灣有了一點認識，畢竟那時，我們

對台灣的了解並不多，這也使我對台灣充滿了更多的好奇。 

  高考後結束了三年的高中生活，畢業那年是台灣對我所在的遼寧省第

二年開放招生（其實台灣只對大陸八個省份開放招生，遼寧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去台灣讀書是一件新鮮事，就填報了幾所在台大學的志願。台灣的

錄取結果早於大陸，在得知被文藻錄取後，我便從海的一邊漂洋來到這座

處在亞熱帶的島嶼，開始了在這的學習生活……。 

★椰樹、矮房、藍天、白雲、sunshine 
  來到高雄的第一天，下起了小雨。一走下飛機，濕熱的空氣撲面而來。

9月中旬，北方夏天已漸漸淡去，微涼的天氣與這潮濕悶熱的天氣形成了

鮮明的對比。坐上車，街道不是那麼寬闊，道兩旁稀疏的椰樹，這大概就

是熱帶的風景吧。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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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過了兩天開始上課，天氣也越燥熱起來，對我這個北方人來說是很不適

應的。在教室第一次見到我的台灣同學，要說最大的不同，一定是口音─偶

像劇中的台灣腔。不知不覺慢慢熟悉大家，我也忘記大家是怎麼意識到我是

大陸人的，大概也是因為口音。同學對我們那邊的事一直很好奇，「你們那

裡會不會下雪？」、「大連在那裡？」、「土豆是什麼？」……我喜歡和同

學談論這些，因為談論這些很有趣，會發現我們雖然都說一種語言，但在生

活的很多方面都會有些不同。台灣人對大陸還是存在不少錯誤觀念，而大陸

人對台灣的了解又是少之又少，可見，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窗外的高雄 

兩岸間溝通真的很重要。不過我的同

學都是可愛的人，總會把這些不同的

地方說著說著就變成了很好笑的事。 

  不久便和小夥伴遊逛台灣，台灣

的城市大多看起來並不像大陸大城市

那樣現代化，最直接的感觀就是大部

分樓很矮，比較舊，街道不是很平坦，

一開始有些小失望，但在生活上是很

便利的。 

  在接觸台灣同學和遊逛台灣大大小小的旅途中，慢慢發現這種慢步調

生活的樂趣，安穩及舒適的感覺。大陸綠燈行走時間只有20幾秒，而在台

灣短短的一條馬路卻有40多秒的通行時間。作為外地人，一定會迷路，身

旁的路人無論是學生還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會停下腳步很耐心地跟你講如

何到達，就憑問路這件小事讓我感到台灣人的熱情真不是蓋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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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的熱情還包括：他們很願意聽我們那裡的事，且對新事物他們

有很大的包容度。一些店面不會像大陸那樣有規律有固定的營業時間，如

果你想在週末到遠一點的地方吃個午飯，你可能會失望，因為很多店都

「任性」沒有開業。 

海外特派記者 

(圖3) 阿里山民宿老闆和我們 

(圖4) 參加聖誕節志工服務 

         台灣的便利商店很多，你可

以在街角的便利店那裡喝喝咖啡，

歇歇腳，看看街邊的景象。我都會

感歎：「悠閒的生活啊！」與大陸

相比，街道一定是車水馬龍，行色

匆匆的路人忙著趕路，是沒有什麼

興趣想要在街角坐下喝杯咖啡的。 

在巨大競爭力和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我們雖在不斷前行中取得了巨大

的發展，但也讓生活變得越來越浮躁，失去了些過去平淡生活的一些情

味。 

★每個人都是一顆小星星 

  說起我的學習生活，每天「早

八」，一周的課很多。文藻是一所天

主教學校，大一開設的全人發展課，

也是要我們學會關懷他人，再加上還

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機會，讓我們可以

在不同的志工活動中得到鍛煉并擁有

服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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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年的聖誕節，學姐邀我參加學校同學在外組織的教會活動。如果不

考慮宗教的關係，我感受到的是同學的愛心，是真正想要去關懷他人的，讓

自己想起在第一個學期裡和同學相處的感觸。同學說話很溫柔，也很愛笑，

願意了解和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如何。讓離家在外的我偶爾的失落消失。在

過去的校園生活，學習佔了一大半，而在大學開放的環境裡，慢慢會發現每

個人都是一顆小星星，同學的鼓勵和老師的幫助會不斷認識到自我的價值，

我意識到有時不必左顧右盼，做好自己，便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海外特派記者 

(圖5) 火車外的風景 

★表達自己 

  說到對自我價值的體會，一部分是

來自課堂。在台灣大學的課堂上，老師

更注重的是學生的自我表達。對大陸很

多學生來說，表達自己是一件困難的事。

在課業壓力大，競爭力激烈的情況下，

我們每天必須努力「刷題」。課堂中基

本上都是老師在講學生在聽，我們的確

掌握了很多專業知識，在「筆」上會思

考會寫，但在「口」上卻不會表達。  

  而剛來到這裡，第一學期就有很多口頭報告要做，一開始在心裡是有

些畏懼的，因為在過去的課堂上我不太會發言。最後依舊下定決心好好準

備，硬著頭皮上台報告。而讓我驚訝的是同學的表現很不錯，表達的很流

暢，清晰。想要很好的表達自己要先不斷發現和承認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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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台灣同學和老師在對課業或是活動的態度是很

認真的，不會因為是自己專業以外的報告就隨便應付。學校會舉辦各種

活動，比如小市集、節日活動、社團活動等等，也許有些活動的組織人

員只有幾位，但他們的付出和呈現出來的效果，讓我感到用心去做一件

事這種心態是在這個浮躁的社會中一樣很珍貴的東西。 

海外特派記者 

(圖6) 太平洋藍藍的海 

★在這一年裡…… 
    離家在外求學的我收穫了

很多，學會了承擔，成熟了

很多。在這裡收穫的友誼，

是所有生活中最動人的一部

分，在未來的三年時光裡，

要繼續在這裡好好生活學習，

好好珍惜與這裡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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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COP21嗎？ 
 

 

 1988年聯合國首次在大會上討論全球氣候變遷問題，隨後氣候

變遷問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1994年聯合國150個會員國於紐

約總部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之後開

始舉行每一年一次的全球氣候變遷綱要締約國大會，提供各締約國

意見交流、商討解決對策等。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沒有對個別締約方規定具體承擔的義

務，也未規定實施機制。簡單來說，該公約缺少法律約束；但可以

由從屬協定書中規定排放限制。最廣為人知的是1997年京都舉行的

第三屆全球氣候變綱要締約國國大會（COP3）中通過的「京都議

定書」，共有183個國家簽屬此議定書。其中加拿大因無法達成協

議，為規避上百億罰鍰，於2011年時退出京都議定書。 

 

 

[UG1A 葉宛恩/整理]  

(圖1) UNFCCC標示 

你知道COP2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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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底將於法國舉行的第21屆全球氣候變綱要遷締約國大會

（COP21），被國際視為是繼1997年COP3之後最重要的會議；會

員國將透過此次會議制定新條約、取代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去

年於祕魯首都利馬舉行的第20屆全球氣候變遷締約國綱要大會

（ COP20 ），結果雖不如各界所預期，但仍有一份決議書被通過， 

剩下尚未討論到的部分，將留於今年的COP21上繼續討論。 

 

COP20大會中有三個主要成果： 

 

1. 重申各國須在明年3月31日前制定並提交2020年後的減排貢獻

並對所需的基本資訊做出要求； 

2. 在國家自主決定貢獻中，適應（adaptation）被提到更顯著位

置，國家可自願將適應納入自己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中； 

3. 會議提出一份巴黎協議草案，作為2015年談判起草巴黎協議文

本的基礎。 

(圖2) COP21標示 

你知道COP2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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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要求世界各國從3月起至10月底前，自訂2030年預期二

氧化碳減量貢獻方案及目標；歐盟辦事處及其16個會員國駐台辦事

處代表日前也聯名投書，呼籲台灣在年底的COP21上提出具體的減

碳方案。台灣每年碳排放量總高達2.5億公噸、人平均年則為10.8公

噸，名列亞洲前茅；政府等相關單位也已開始著手擬定計畫書。 

  今年於巴黎舉辦的COP20會以上屆巴黎協議草案為基礎，擬定

新的協定書，取代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另外也將討論通過「深度

去碳途徑計畫」（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Project, 

DDPP ），要求世界各國提出「國家自主決定之預期貢獻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計

畫，希望在2050年達到「零排放」目標。 

圖(3)已繳交減碳計畫書的會員國，預期決定做出的貢獻 

你知道COP21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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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節能減碳十步驟 

資料來源： 
http://goo.gl/dYu85g 
http://goo.gl/eV49yo 
http://goo.gl/UG4Woa 
http://goo.gl/xN8i72 
  
 
 

  全球氣候變遷被視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大浩劫，或許我們覺得

「全球氣候變遷」這個名詞很抽象，又或許我們覺得這個議題與我

們無關。那請你仔細回想一下，5月初時高雄所面臨的嚴重缺水現

象，一度要實施第三階段限水措施，好在月中時的梅雨鋒面，帶來

豐沛雨量、替水庫補足水量，即時解救了我們。現在的你還記得害

怕沒水可用的感覺？還記得是什麼原因造成嚴重缺水嗎？請把這種

感覺永遠銘記在心裡、隨時警惕著自己，我們不用等協定、議定書

出來，從現在開始我們的一個小動作就可以減少對地球的汙染。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TwNUp 
圖2：http://goo.gl/RYmuVB 
圖3：http://goo.gl/8HGf0i 
圖4：http://goo.gl/oo8Ika 

你知道COP21嗎？ 

http://goo.gl/dYu85g
http://goo.gl/eV49yo
http://goo.gl/UG4Woa
http://goo.gl/xN8i72
http://goo.gl/KTwNUp
http://goo.gl/RYmuVB
http://goo.gl/8HGf0i
http://goo.gl/oo8Ika


名媛教育 

[US2A 許靜嘉/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An Education 

(圖1) 電影《名媛教育》(An Education)海報 33 

An Education  



  改編自英國女記者琳恩．芭柏（Lynn Barber）的自傳小說《這堂課：

愛過的人，教我的事》（An Education），由《真愛挑日子》（One 

Day）、《高富帥俱樂部》（The Riot Club）的丹麥籍導演瓏雪兒菲格

（Lone Scherfig）執導，《大亨小傳》凱莉．墨里根（Carey Hannah 

Mulligan）、《男孩別哭》彼得．賽斯嘉（John Peter Sarsgaard）擔綱

演出。《名媛教育》一片榮獲多項影展得獎提名，包括2009年《奧斯卡》

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劇本」；也在《英國電影

學院獎》中獲得「最佳女主角獎」、「獨立精神獎」及「最佳外國電影」，

並在《日舞影展》及《多倫多國際影展》中獲得非常不錯的評價。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小說《這堂課：愛過的人，教
我的事》  

(圖3) 導演瓏雪兒菲格 (Lone Scher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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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Jenny）： 

凱莉．墨里根（Carey Hannah Mulligan）飾 

  十六歲女高中生，從小被父親灌輸得考

上名校的觀念。私底下她喜歡聽法文歌，熱

愛藝術，厭倦一成不變的日子，嚮往自由、

新鮮的生活。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大衛（David）： 

彼得．賽斯嘉（John Peter Sarsgaard）飾 

  三十五歲，與友人Danny從事非法行為

牟取利益。珍妮被他的魅力及華麗浪漫的追

求和生活方式給吸引。 

珍妮父親 （Jack Mellor）： 

艾佛烈．蒙利納（Alfred Molina）飾 

  中產階級人士，認為考上明星學校才

有美好未來，因此時常督促珍妮學習；卻

又在見識到大衛的權勢地位後，同意珍妮

拋下牛津夢，與其交往。 

(圖4) Jenny 

(圖5) David 

(圖6) Jenny’s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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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的老師 （Miss Stubbs）： 

奧莉維亞．威廉斯（Olivia Williams）飾 

  關心珍妮，也很看重珍妮，曾勸誡她別

跟大衛來往，繼續專心念書。最後幫助珍妮

完成學業考上大學。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Miss Stubbs  

(圖9) Helen 

大衛的朋友Danny ： 

多米尼克．庫珀 （Dominic Cooper）飾 

  與大衛一起使用非法手段賺取金錢，起

初雖對大衛和珍妮的事有所表示，後來仍以

旁觀者角度看待。 

Danny的女友Helen： 

羅莎蒙．派克 （Rosamund Pike）飾 

  個性開朗，姿態落落大方，穿著打扮十

分高貴優雅。珍妮與大衛在一起時，幫珍妮

打理裝容。在整件事裡亦屬旁觀立場。 

(圖8) D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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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ducation  



  在1960年代的英國，珍妮，一位美麗且聰穎的高中生，時常想像未來多

采多姿的景象：講法文、去法國旅行……等，非常想擺脫枯燥乏味的學校生

活的她，卻無奈父親每天耳提面命，要求她努力念書考上牛津大學。珍妮只

得壓抑自我，按著父親的步伐走。然而，某個下雨天，她遇見了大衛，他幽

默風趣的言語讓珍妮不再有所顧慮，坐上了他的車。從此之後，大衛對珍妮

展開熱烈追求，帶她見識各式各樣的場面，還成功說服她的爸媽；沉浸在愛

河中的珍妮不顧師長勸阻，與大衛前往巴黎度假。就在一切事情都看似進展

順利時，珍妮卻意外發現一件令她無法置信的消息，讓她的生命有了意外的

轉變……。 

  這部電影不單單是普通的愛情電影，而是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人生難

題，如果你也迷惘在現實跟夢想的交叉路中，看看這部電影吧！ 

歐洲影劇賞析 

(圖10) Jenny愛聽法文歌，對未來有
無限憧憬  

(圖11)  David帶Jenny到巴黎旅行，當作
她17歲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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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這堂課：愛過的人，教我的事》

（ An Education ） 作 者 琳 恩 ． 芭 柏

（Lynn Barber）生於1944年5月22日，是

位英國女記者，文筆辛辣且直言不諱，得

獎無數，現任職於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她的人生即為這部電

影的真實版本，不過，她遇到的男人叫

Simon Goldman，而非David。比電影更

戲劇化的是，考上牛津後，因為Simon傷

她太深，於是放縱自己，曾在兩學期內跟

大約50個男人睡過，直到結識她的丈夫

David Maurice Cloudesley Cardiff，她

才決定改頭換面。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tCZ7g  
圖2：http://goo.gl/jGEApO  
圖3：http://goo.gl/b1fQRu  
圖4：http://goo.gl/l2LvPA  
圖5：http://goo.gl/N6wjmR  
圖6：http://goo.gl/HChpI4    

資料來源： 
http://goo.gl/9lIIim  
http://goo.gl/BGaO  
http://goo.gl/kBEf  
http://goo.gl/9lIIim  
 
 
 

(圖12) 琳恩．芭柏 
     (Lynn Barber)  

圖7：http://goo.gl/dI7MhQ  
圖8  ：https://goo.gl/E4pl0U   
圖9：http://goo.gl/EfVaIq    
圖10：http://goo.gl/ylVbPs   
圖11：http://goo.gl/uVmKD4  
圖12：http://goo.gl/Ym47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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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與權力 

[YG4A 方怡雯/整理] 

疾病與權力IN SICKENNESS AND IN POWER 
 

好書介紹 

IN 
SICKENNESS 
AND IN 
POWER 

診斷百年來 
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 

Illness in Heads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圖1)  加工過的中文版封面，大笨鐘（Big Ben）與英國前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好書介紹 

  英國政治家大衛歐文（David Owen）

在他的《疾病與權力》（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中指出，從歷史上多位國家領

導人的事例中發現，大多數的政府首腦都

有超乎常人，甚至不正常的人格型態。他

們面對巨大壓力的辦法，就是把部分壓力

轉嫁到身邊的同僚或是顧問等。而且他們

所展現的力量，常常是他們與疾病對抗的

副產品。這顯示，決策與疾病息息相關。 

他創作了一個新名詞叫「狂妄症候群」

（Hubris Syndrome），並在檢核表上列

出14項症狀，主要有過度自信、躁動輕率、

忽略細節，並幽默的表示，符合3項者，請

自行下台。 

(圖2) 西班牙版的封面，使用歷
史上影響力大的各國元首頭像。 

內容簡介 

        他研究了48位國家元首的病歷，當中較著名的有英國首相大衛•勞合

•喬治（David Lloyd George）與邱吉爾，還有希特勒（Adolf Hitler）、

美國總統老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與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另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與毛澤東，也都是狂妄

症候群的患者。 

疾病與權力IN SICKENNESS AND IN POWER 
 

40 



好書介紹 

        章節內的註腳，提供給非醫學專業的讀者一些背景資訊，還有給非政

治背景的讀者詳細解釋國際與國內政治。體現了大衛在導論裡說的，只要

將「病人」換成「選民」便可作為＜政治家祈禱＞： 

(圖3)  原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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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們不知適時收手以致壞事，有時我們太過熱切求新因而鄙視

老舊，有時我們讓知識先於智慧，讓科學先於藝術，讓聰明先於常識，

有時我們把病人當作病歷，使病人忍受治療比忍受疾病本身更為痛苦，

主阿，請拯救我們，讓我們免於這些錯誤。 

— 羅伯特•赫欽森爵士 
（Sir Robert Hutchinson, 1871- 1960），
＜醫生的祈禱＞ 

          最後他也提出「針對政府領導

人生病的預防措施」。他認為真正

應該注意的不是個別政府領導人生

了什麼病，而是整個政治體系出現

的詬病。他表示，人常說，什麼程

度的人民就會得到什麼水準的政治

人物。這就好比他所寫道： 

          德國製造出希特勒，讓他在展

望裡看見自己的未來。全國如此欣

然地伺候著他，不只分享了他的狂

妄，也一起分擔他所遭受的天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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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arOXF0 
大衛‧歐文《疾病與權力》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4lAIUc 
圖2：http://goo.gl/ZjpbmZ 
圖3： http://goo.gl/9kG215 
圖4：http://goo.gl/pIbEJv 
 

  大衛‧歐文（David Anthony Llewellyn 

Owen）現年76歲，是醫生出身的英國政治家。

大衛的政治生涯與醫學職涯在1962年結合。那

年他取得醫生資格後，便於聖馬托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擔任精神科與神經科醫師，

而後專研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

與神經藥理學（neuropharmacology ）。 

作者介紹 

疾病與權力IN SICKENNESS AND IN POWER 
 

        在1977年曾任為期2年的英國的外交大臣，當時的歐文年僅39歲，是英國

40年來最年輕的外交大臣。1981年，英國的四人幫（Gang of Four）離開工黨

（Labour Party）成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歐文就

是當中的四人之一，自1983開始，他領導社會民主黨為期6年。1990年他成了

無黨籍的議員，直到2014年3月，他都還在上議院（House of Lords）做中立

議員（ crossbencher）。現在他稱自己是位無黨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 

  他的其他重要著作有自傳《宣戰時刻：二次執政》（Time to Declare: 

Second Innings）、《核戰密件》（Nuclear Papers ）、《歐洲重組》

（Europe Restructured）以及最新作品《背後觀點：1906－1914的軍事對話》

（The Hidden Perspective: the Military Conversations 1906 － 1914 ）。 

(圖4) 76歲的大衛‧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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