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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各位讀者們，好久不見！ 

歐盟園區第114期電子報；同時也是本學期的第1期電子報出刊囉！ 

本期的電子報相當精采，無論是探討英國工黨新黨魁上任、歐洲難民危

機事件系列報導，以及美國對古巴的外交大破冰等新聞事件，試圖整理這些

影響世界政治走向的新聞事件。 

針對藝文方面，本期推薦了描述土耳其移民的德國電影－《愛無止盡》

(Gegen die Wand) 、探討亞洲底層人民生活的《被遺忘的亞洲碎片：那一段

不為人知的底層故事》，以及眾人期待的年度盛事－2015年高雄電影節，大

家已經準備好要出發了嗎？ 

除此之外，非常感謝國外的交換學生們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繽紛的國外

生活，讓歐盟園區電子報增加更多豐富的第一手資訊！ 

另外，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知道英國出現了第一支真正的綠草手機

嗎？外殼原料的草取自英格蘭國家橄欖球主場球場的草皮，按鈕則是木製的，

誰說科技不能很青草香？除了在手機科技上搞創意，你知道竟然有「世界鬍

鬚大賽」，而且參賽者人人爭奇鬥艷，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嗎？這些有趣的新

知都在本期電子報中喔！ 

再次感謝加入電子報編輯小組團隊的每位同學們，這學期的我們也會努

力帶給讀者們一些新知或資訊；若有任何資訊錯誤或需要改進之處，也希望

各位讀者們能主動告知，讓我們能持續努力不懈精進刊物內容。 



 工黨黨魁科爾賓稱他若出任首相將不會使用核武器 

http://goo.gl/Ge7JBm (BBC中文網9月30日) 

 

 德國民調：民眾不滿對難民「開門」政策 

http://goo.gl/tGqkPP (BBC中文網10月2日) 

 

 違規醜聞後，柴油車愛好者難對大眾說再見

http://goo.gl/O3gzQe (紐約時報中文網10月2日) 

 

 俄羅斯不顧反對加大空襲敘利亞力度 

       http://goo.gl/5bsbfk (BBC中文網10月3日) 

 

 安倍宣布增加國際援助，避談中日關係 

http://goo.gl/2pzWFf (紐約時報中文網10月2日)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中美應避免刺激對方 

      http://goo.gl/baoqU1 (BBC中文網10月3日) 

 

 

 

[HE4C 李蕙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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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http://goo.gl/DRmrgn
http://goo.gl/Ge7JBm
http://goo.gl/tGqkPP
http://goo.gl/O3gzQe
http://goo.gl/5bsbfk
http://goo.gl/2pzWFf
http://goo.gl/baoqU1


新聞深度報導 

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在人民對於執政黨的絕望聲浪以及野黨每況愈下的表現之中，英國

工黨(Labour Party)舉行了黨魁選舉，試圖贏回人民對他們的信心，也希

望新的領導人能夠為毫無生氣的政黨注入新的活力。今年9月12日，令人

意外的結果出爐了，這次取得黨魁頭銜的是許多人沒有料想到的傑里米

‧科爾賓(Jeremy Corbyn)。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柯爾賓從1983年開始擔

任北伊斯靈頓(Islington North)的國會議員；此外，他也以環境主義者和

動物權守護者等身分聞名於世。儘管被當作政治的門外漢或局外人來看

待而不受好評，柯爾賓這次的表現卻優於其他較有經驗的候選人，例如

安迪‧柏南(Andy Burnhan)等，成為這次選舉的一匹黑馬。 

[HE4C 李蕙瑄/整理] 

(圖1)新任副黨魁湯姆•沃特森生(左)(Tom Watson)擁抱新任黨魁傑瑞米柯爾賓(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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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新聞深度報導 

柯爾賓在政府政策長期維持中間派的政策之下慢慢發展起來，並且在

這次選舉中以他的反緊縮政策以及左派政策擄獲民心，以高達59.5%的得票

率漂亮地贏下黨魁的寶座。 

他主要的政策可以分成下列四部分: 

1.  首先是他的經濟政策。他所提出的經濟政策除了獲得前倫敦市長肯‧利

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認同之外，也被認是他這次能在眾候選人中脫

穎而出的關鍵。他除了主張要提高富人稅外，也提出要減少對於企業高達9

千3百萬的稅款減免計畫，並且以其他方面的補助來代替。他也計畫投資住

宅及大眾運輸系統。其政策除了可以幫助人民提高生活品質之外，也在發

展建設的過程中提供人民許多工作機會。 

2.  其次是他對於教育方針的觀點。最受矚目的一點就是柯爾賓主張提供英

國人民免費高等教育，而這項計畫的補助就來自從提高對於富人和大企業

稅收後的金援。柯爾賓可以說是完整地利用了自身政策所提供的資源，完

全無須再向人民增加稅收。 

3.  再來是他對於國防與國際事務的看法。他維持反對英國三叉戟核潛艇系

統(UK Trident Programme)的立場，並提出要以國防多樣化機構(Defense 

Diversification Agency)作為替代方案的建議，認為這項提案可以協助讓相

關產業和技術傳給民營和私人企業。而因為英國三叉戟核潛艇系統廢除而

流失的工作將會由國防多樣化機構提供的社會生產性工作；例如：在鐵路、

住宅供給以及再生能源產業方面，和人民生活關聯性較大的工作來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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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4.  最後是關於環境議題方面。身為環境主義支持者的柯爾賓表示自己相當支

持禁止水力壓裂法(hydro fracking) ，因為此種開採石油的方式對環境傷害極

大，剩餘的工業廢水更常導致汙染問題。此外，如何改善交通也是他對環境

保護貢獻心力的表現之一。透過改善並升級大眾運輸系統，除了可以減少交

通工具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汙染外，更加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也會提高民

眾使用率，更可進一步大幅減少自用小客車所產生的廢氣排放量。其他尚有

否決新建核能發電廠的提案等，都會納入他的環境政策中。 

新聞深度報導 

(圖2)水力壓裂法示意圖，
用摻入化學物質的水之壓力
將岩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
其中的天然氣或石油， 
潛在的環境影響包括：地下
水污染、淡水耗損、空氣品
質下降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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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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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柯爾賓的上任也非全無爭議，不論是黨員還是人民對於此次選舉結果

意見兩極；支持柯爾賓的人理所當然地對於這次的結果感到欣喜萬分。許

多年輕的黨員表示自己受到了柯爾賓的鼓舞而決定重回工黨效力。民眾也

表示，柯爾賓的政策給予了他們除了執政黨政策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在失

業率上升、是否離開歐盟以及難民危機等問題的壓迫之下，民眾對目前政

府的處理方式感到失望，而柯爾賓在此時的出現則給了他們新的希望。支

持者表示，就算柯爾賓無法贏得大選擔任首相也沒關係，因為人民需要的

是有別於執政黨的另一項選擇。 

但另一方面，部分資深黨員，如：前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和

大衛•米勒班(David Miliband)等人則認為柯爾賓有多次違反黨鞭紀錄、個

性又非常叛逆，表示對柯爾賓是否適任黨魁感到懷疑，並擔心他會引領工

黨走向滅亡。從不唱國歌事件到因拒絕女性擔任影子內閣中的重大職位而

被控訴性別歧視等事件，他在新聞版面上負面新聞不斷，確實讓許多人對

工黨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 

(圖3)史帝夫•貝爾 (Steve Bell) 繪製漫畫諷刺柯爾賓不唱國歌的行為 

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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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https://goo.gl/Deglil) 
https://goo.gl/t4hFuC 
https://goo.gl/FoMt0k 
https://goo.gl/8uh7wS 
http://goo.gl/AfI0Db 
http://goo.gl/sZAtqF 
http://goo.gl/L7nDjV 
https://goo.gl/4T8mrx 
http://goo.gl/IN4plgn 
https://goo.gl/EfSC3u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H2z9VD 
圖2：http://goo.gl/HVaboQ 
圖3：http://goo.gl/d0y8p5 
圖4： http://goo.gl/XS79vu 
 
延伸閱讀: 
http://goo.gl/nY20jp 
http://goo.gl/IzPwdt 

無論如何，現在就要否定柯爾賓仍言之過早。上任後剛滿一週，他

就在對現任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質詢會中有傑出的表

現，推翻了一些人因為之前的醜聞對他產生的失望與不信任感。對於他

是否能夠達到人民的期望和是否能夠引領工黨走向勝利，只有時間能告

訴我們答案了。 

新聞深度報導 

(圖4)柯爾賓(右)首度質詢英國現任首相大衛卡麥隆(左) 

新工黨黨魁誕生 
革新的開始抑或毀滅的倒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85%9A_(%E8%8B%B1%E5%9B%BD)
https://goo.gl/t4hFuC
https://goo.gl/FoMt0k
https://goo.gl/8uh7wS
http://goo.gl/AfI0Db
http://goo.gl/sZAtqF
http://goo.gl/L7nDjV
https://goo.gl/4T8mrx
http://goo.gl/IN4plg
http://goo.gl/8ko9mn
https://goo.gl/EfSC3u
http://goo.gl/H2z9VD
http://goo.gl/HVaboQ
http://goo.gl/d0y8p5
http://goo.gl/XS79vu
http://goo.gl/nY20jp
http://goo.gl/IzPwdt
http://goo.gl/IzPw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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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4A/潘尉禎、黃筱涵整理] 

歐洲難民危機事件系列報導 
春天後的寒冬 

         近幾個月以來，歐洲遭遇了空前規模難民潮的強烈衝擊，這場難民危機

成為繼債務危機和烏克蘭危機之後，歐洲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創。此一難民危

機係因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動亂而起，逐漸導致難民潮演變成失控。這兩個國

家同時也是受西亞北非地區「阿拉伯之春」註的衝擊最嚴重的國家。 

自2010年底起，部分西亞、北非國家相繼發生了以推翻現政權為目標的

社會和政治運動，西方政界和輿論界認為這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

潮」，謂之「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西方國家藉機以「反對獨裁」和

推動「民主化」的名義積極介入這些國家政局，並不惜採用軍事手段。然而，

相關各國的政局和社會演變至今，「阿拉伯之春」目前的結果非但並未達到

原先預期的國家民主化，反而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政局失控和長期戰亂；其中，

利比亞和敘利亞便是典型案例。 

春天後的寒冬 

(圖1)大馬士革傳出空襲消息，
許多民眾的家園遭毀，民眾忍
不住落淚 

註：「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為西方媒體針對阿拉伯世界革命浪潮的統稱。自2010年12月
突尼西亞一些城鎮爆發民主運動以來，阿拉伯世界部分國家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
國的專制政體的行動，包含： 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抗議民眾將「一
個新中東即將誕生」預見為這個運動的前景，認為「阿拉伯之春」屬於「諳熟網際網路、要求
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區一樣享有基本民主權利的年輕一代」。 
(資料來源：https://goo.gl/Czp8dY，Wikipedia)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https://goo.gl/Czp8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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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的發展 

利比亞在2011年2月開始爆發反政府抗議活動，反對派控制了該國第二

大城市班加西(Benghazi)，當時的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以武力強制鎮壓。2011年3月下旬，法國和英國以制止格達費武裝鎮壓反對

派的名義，率先向利比亞政府軍發動空襲，這項以北約名義發動的轟炸行動

持續了半年之久，在西方強大的軍事支持下，利比亞反政府武裝軍取得節節

勝利，先是佔領了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隨後攻入格達費老家蘇爾特(Sirte)。

2011年10月20日，格達費遭反政府軍捕獲並擊斃，格達費政權徹底垮台。 

敘利亞的政治動蕩亦始於2011年初，15名少年因在學校牆壁上畫反政府

的塗鴉遭逮捕，引發了學生家長的示威遊行，政府隨後作出強硬反應並逮捕

了部分反政府人士，因而引發雙邊衝突升級。反政府示威活動逐漸演變成了

政府軍與反對派間的武裝衝突。時至今日，敘利亞戰亂進入第5年，戰場上

始終處於僵持局面。反政府武裝力量從無到有不斷壯大，這主要得益於外部

勢力；特別是西方國家提供的武器裝備、情報提供和人員培訓。如今反對派

武裝已經控制了敘利亞的半壁江山。 

(圖2)居民見到空襲中喪生的
親人忍不住悲痛 

春天後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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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局勢變化皆從反政府群眾示威活動爆發而起，逐步

走向反對派和執政當局的尖銳對立，最終釀成武裝衝突。由於執政當局採

取強硬措施以維護自身政權穩定，從資源面來看，反對派的成功機會相當

渺茫。然而，在西方國家竭力扶植反對派力量，甚至不惜提供武器裝備以

協助推翻現政權之下，反對派得以逐漸壯大。利比亞內亂之初，反對派沒

有任何武力，武裝人員甚至不會使用西方國家所奧援的武器。當格達費政

府軍大舉進攻班加西，反對派即將遭遇滅頂之災的緊迫時刻，法國、英國

等國緊急出動戰機對格達費軍隊狂轟濫炸，才制止了政府軍的猛烈攻勢。 

此後，西方國家又通過多種途徑提供反對派武裝軍火資源，派遣教官

協助反對派武裝分子的作戰培訓，甚至派遣軍事情報人員進行現場指揮和

調動。可以說，格達費不僅是敗在反對派手裡，更是被北約的聯合軍事行

動所擊垮。 

(圖3)敘利亞大城市原本的榮景都因為戰火摧殘只剩斷垣殘壁 

春天後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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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內戰將長久潛伏於國家中的種族、部落和宗教派系間的矛盾和

衝突撩撥起來，國家陷入政治混亂之中。混亂的利比亞滋生出極端宗教勢

力，基地組織等恐怖分子亦乘虛而入，並對周邊地區構成了安全威脅，部

分國際恐怖組織分子穿越利比亞南部邊界，滲透到整個撒哈拉地區。 

在敘利亞，長期戰亂導致伊斯蘭國組織(The Islamic State，簡稱IS)的

崛起和猖獗。伊斯蘭國在外部資助和支持下，利用敘利亞和伊拉克交界處

廣大的政治真空地帶迅速發展壯大。伊斯蘭國武裝的迅猛崛起令西方國家

震驚，美國雖然發起組建了打擊伊斯蘭國的國際反恐聯盟，但是空中打擊

並未能遏制住其發展勢頭，反而眼看著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不斷擴大地盤，

其活動範圍甚至擴大到利比亞等北非和中部非洲地區。伊斯蘭國另對西方

採取了報復行動，歐洲國家則首當其衝，今年年初巴黎的連環恐怖案就是

一例，伊斯蘭國組織並揚言把敘利亞的難民潮作為給歐洲帶來更大動盪的

一枚炸彈。 

(圖4)民間救難組織緊急將孩子撤離到安全地帶， 
2014年6月時敘利亞的阿勒坡遭到政府軍空襲 

春天後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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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尋求援助? 

2011年初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400萬難民潮嚴重衝擊周邊國家，尤其是

土耳其、約旦、黎巴嫩，它們收容難民的能力幾乎已被逼到極限；而鄰近卻

未接納敘利亞難民的6個波斯灣國家分別為：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

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 

近日，名為 「#welcoming_syria‘s_refugees_is_a_gulf_duty」 的標籤

(hashtag) ，在推特上被引用了逾3萬多次。網友張貼許多敘利亞難民的慘狀，

並批評波斯灣等國為何不伸出援手。不過道德喊話，似乎毫無效果，包括科

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達以及阿聯在內的波斯灣富裕國家，寧可從東南亞

以及印度進口勞工，也不願把機會給敘利亞人。 

再者，6個國家沒有一個是聯合國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的簽約國，該公約定義誰是難民、難民有

何權利，也規範簽約國保護難民的責任。因為敘利亞人進入其他國家必須有

簽證，但是由於目前局勢緊張，很難獲得核可簽證。 

 

(圖5)歷年敘利亞難民人數 

春天後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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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難民逃亡路線圖 

也與敘利亞相連的土耳其也早在去年2014年時就採取了措施，在邊境

部署了防暴軍隊，甚至讓士兵用高壓水槍阻止難民入境。而2015年1月，黎

巴嫩也實行了新的入境政策，原本只需要出示身份證就可以入境的敘利亞

人被首次要求實行簽證入境，大量限制了難民的流入。 

如此相比之下，歐洲就變成難民眼中最近的「樂園 」。那裡遠離戰亂、

貧窮和政治獨裁。 

春天後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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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熱情歡迎難民的
德國民眾 

歐洲＝新家園?  
作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和平的地區之一，歐盟成員國一直認為自己有

庇護受迫害者的職責。根據聯合國(UN)的《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註，各國都有收留難民的人道主義義務。 

其中又以德國最為積極。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強勢領導和高

支持度，加上多數德國人民對過去戰爭歷史教訓的反省，展現成熟民主國

度的人道關懷，才能壓制國內少數反移民的右派反對聲浪。 

再者，相對於貧窮落後或者經濟被戰爭擊垮的國家，歐洲擁有較好的

工作機會和經濟收入，給予難民的福利也很誘人。比如在法國的難民每人

每星期可以得到56.62歐元的生活費，而德國、瑞典和英國的待遇則是35.21、

36.84和36.95歐元。於是，擁有人道主義傳統、民主健全且經濟發達的歐洲，

對飽受政治迫害的難民無疑是尋求生存的烏托邦。 

春天後的寒冬 

註：《難民地位公約》於1954年4月22日生效，該公約名列國際難民保護的理念，
包括賦予難民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要求難民承擔必要的法律義務與對難民福利的
規範等。 
(資料來源：侯世傑，樑鎧麟(2013)：國際難民保護制度分析與對我國建制之建議。
取自：http://goo.gl/ng3ZhC) 

http://goo.gl/ng3Z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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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z456J  
圖2：http://goo.gl/Uz456J  
圖3：http://goo.gl/Uz456J  
圖4：http://goo.gl/Uz456J  
圖5：https://goo.gl/4Q5Esc 
圖6：https://goo.gl/qvuB0j 
圖7：http://goo.gl/MGLqUU 
圖8：http://goo.gl/MGLqUU   
 
 

(圖8)數百位難民抵達德國多
特蒙車站 

參考網站： 
新浪新聞：歐洲難民危機的禍根是「顏色革命」 
http://goo.gl/74dgRo    
鉅亨網：敘利亞難民為何不選擇鄰近的波斯灣國家 
http://goo.gl/5Elqnj  
DIGITIMES Inc. ：顏色革命 
http://goo.gl/xMyivj  
DIGITIMES Inc. ：阿拉伯之春 
http://goo.gl/NG6jm2  
網易新聞網：歐洲為何會成為難民集散地 
http://goo.gl/1p2e3X  
風傳媒：敘利亞難民危機》遠親不如近鄰、遠水救不了近火……阿拉伯
國家做了什麼？ 
http://goo.gl/HxSGFd  
自由時報：解決歐洲難民潮的下一步 
http://goo.gl/5sxN0G  
風傳媒：歐洲難民潮》德國撐不住了？梅克爾面臨國內反對聲浪挑戰 
http://www.storm.mg/article/68856 
 

春天後的寒冬 

縱使德國對難民伸出友誼之手，各國對於德國的大度收容難民雖然表

示讚賞，過多的難民湧入在德國國內引發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他們希望

梅克爾能夠考量現實情況，正視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且表示不排除違反

中央命令，拒絕難民入境。 

針對德國接收難民的政策進展、國內對難民收容的看法等議題，我們

將於下一期主題專欄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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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一片綠地走：英國第一支綠草手機 

英國O2 Recycle公司和設計師席恩･麥爾斯(Sean Miles)聯手合作，研

發出首支不同以往的草製環保智慧型手機。麥爾斯希望能藉此回收並降低

電子廢棄物數量。其外殼原料－草，取自英格蘭國家橄欖球主場球場─特

維克納姆體育場(Twickenham Stadium)的草皮，加上部分普通手機回收零

件所構成，按鈕則是木製。如此別出心裁的巧思可是花費240個小時還有

數萬根草，特選源自同產地的木材，再經由冷凍乾燥等現代科技程序，造

就這支名符其實的環保手機。 

歐盟學術專欄 

[US3A 許靜嘉/整理] 

  
(圖1)草製環保手機外型 

帶一片綠地走：英國第一支綠草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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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綠草手機這項新穎具環保意識的產品，目前仍在測試是否能夠大

量生產，所以尚未上市，不過預期利潤及成效令人期待。 O2 Recycle公

司永續發展部門主管比爾･艾瑞斯(Bill Eyres)表示，O2 Recycle公司此項

創舉為大眾做了一個概念簡潔且可永續回收再利用的典範，而販賣草製

手機的利潤，同時也會回饋生產過程中所使用到的大批球場草地復原工

作。呼籲全球民眾回收不需要的電子產品，以募款為英國橄欖球聯盟社

會責任計畫(the RFU’s Try for Change)貢獻一份心力，目的是促使橄欖

球成為改造社會有力的媒介。 

參考資料： 
http://goo.gl/GUpwQV 
http://goo.gl/abQY4r 
http://goo.gl/jXG8Qz 
http://goo.gl/3ejjlG 
http://goo.gl/06dkIF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141wJ3 
圖2：https://goo.gl/VjURG2 
圖3：https://goo.gl/Iw7smx 
 
 

歐盟學術專欄 

(圖3) 特維克納姆體育場，面積為
125 m x 70 m 

(圖2) 英國橄欖球聯盟社會
責任計畫標誌  

帶一片綠地走：英國第一支綠草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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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美國廣播電台CNN報導，在2015年7月20日，古巴國旗正式在華盛

頓的大使館升起。同一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美國大使館也舉行了重

新開幕儀式。這一天象徵著美國與古巴關係的新章節。 

[XE5A 吳曉蓉 /編譯] 

《CNN》慶祝美國古巴邦交的新章節 

(圖1)古巴國旗正式在華盛頓的大使館升起 

        在2015年7月20日，當美國國務部長喬治‧克里(John Kerry)宣布在

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的美國大使館將重新開啟時，也同時為美國與

古巴之間的邦交創下歷史性的一刻。這是在70年以來，美國國務部首度

造訪古巴，目的就是為了慶祝自1962年美國寒戰期間對古巴宣告禁運令

後美古邦交的正式解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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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為恢復美古邦交關係作

了第一次的發言。此發言引起了各界對歐巴馬決策的爭論。在國會中多

數共和黨員和少數民主黨員皆強烈反對此決定。然而，對於被世界驅逐

的古巴來說，他們數十年來的悲痛與無奈是該被正視了。美國必須承認

古巴禁運(United States embargo against Cuba)註是個失敗的決策，這也

意味著美國政府必須對古巴採取新的管制措施。7月，歐巴馬發言表示：

「有些人希望能重新回到過去，並盡可能減輕造成古巴政治孤立的決策。

雖然長久以來我們都體認到這項決策的錯誤，但是50年就這樣過去了。

該政策也將美國排除在古巴的未來之外，同時也使古巴人的生活更加的

艱困。」他說的沒有錯。       

(圖2) 華盛頓的古巴大使館開幕場景 

註：美國對古巴實施了56年的禁運(embargo)措施，包括禁止貿易、凍結資產、限制
旅遊、僑民匯款等，對這個加勒比海島國的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重大的影響。古巴
強人卡斯楚在1959年革命成功後，在古巴建立共產政權，之後將在古巴的美國公民
逾十億元的資產全收歸國有，引來美國報復性的制裁措施。1962年，美國總統甘迺
迪簽署法案，正式對古巴實施全面禁運。  
(資料來源：http://goo.gl/MMUXmW，美國禁運實施56年 古巴生活苦不堪言) 

http://goo.gl/MMUX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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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50年的隔絕，現在正是美國改變對古巴政策的時候了。美國

不再活在冷戰的悲痛之中，也不再需要面對和蘇聯政府之間的核武競爭。

在過去的55年間，美國政府不計手段地隔絕古巴的各項資源，希望能藉

此使卡斯楚(Fidel Castro)政權衰弱。然而，卡斯楚政權至今仍屹立不搖，

禁運令卻導致古巴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加嚴峻。一方面，禁運令並沒有促

成原本期待能帶來的改變；另一方面，唯獨美國繼續與古巴維持斷交，

亦使當初的禁運令失去了原先用意。 

如今，美國於哈瓦那大使館的重新開幕也代表著兩國重建良好關係

的重大里程碑；然而，歐巴馬總統的權力畢竟有限，唯有美國國會能夠

授權解除禁運令。歐巴馬對此強烈地呼嘯國會盡快通過決策。然而共和

黨對此無動於衷，更否決了歐巴馬總統提出的各項建議。對於古巴禁運

令的解除幾乎機會渺茫。註 

(圖3)歐巴馬與古巴
總統握手表示願意
合作 

註：因本篇新聞係於8月14日刊登，據9月29日媒體報導，奧巴馬於聯合國大會中指
出，他對美國國會將決定解除禁運有信心。奧巴馬認為這一決定將無可避免，因為
對古巴的禁運已不再合適。奧巴馬這番談話博得聯合國大會193國代表的熱烈掌聲。  
(資料來源：http://goo.gl/By6jd5，奧巴馬聯大力促美國國會終止對古巴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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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議題另已成為2016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大競選方向。在佛羅里達

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中，美國民主黨的領導人希

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針對解除禁運令發表了一場關鍵演說。同

時間，於同間大學擔任兼職教授的共和黨競選人馬可‧盧比歐(Sen. 

Marco Rubio)卻對此議題表示強烈反對，並否決任何有關古巴政治鬆綁

的可能性。縱使如此，民調顯示，美國民眾是站在總統歐巴馬這邊的。

根據美國皮尤民調公司(Pew Research Center)統計，有73%美國人表示

贊成美國與古巴恢復邦交。另外於拉丁美洲五大國：阿根廷，巴西，智

利，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約有77%的民眾表示支持此決定。 

(圖4)希拉蕊針對支持解除禁運令發表的一場演說 

共和黨強烈反對美古恢復邦交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解除禁運令的

受惠者將是獨裁的古巴政權。然而，事實上解除禁運令並不等同於認同

古巴政權對於人權的剝奪。美國政府會持續譴責並壓制古巴政府任意介

入干擾古巴人自由發言權的舉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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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CNN: Celebrate new day for 
U.S-Cuba relations 
http://goo.gl/bO8DjH 

圖片來源： 
圖1，2，5：http://goo.gl/bO8DjH 
圖3：http://goo.gl/v01vUY 
圖4：http://goo.gl/A0egnC 

世界觀點 

  藉由將古巴重新帶回民主社會，美國和世界各國將能掌握更有效的

管道推行人道主義，並且促進古巴邁向民主社會的蛻變。這項新的轉變

將促成古巴更光明的未來。美古之間的合作將能使兩國共同面對關於氣

候變遷，國民健康，移民政策，科技開發，和產業發展等各項議題。美

國企業也迫切尋求對新市場及消費者的商機。總體來看，這對兩國來說

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也是值得慶祝的事情。 

(圖5) 古巴民眾在美國大使館前揮舞著歡迎美國的布條 

http://goo.gl/bO8DjH
http://goo.gl/bO8DjH
http://goo.gl/v01vUY
http://goo.gl/A0egnC


歐洲影劇賞析 

《愛無止盡》（Gegen die Wand）由具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德國新銳導演

－法提‧阿金（Fatih Akin）所導，他於1973年8月25日出生於德國漢堡。 

該片於2004年發行，屬Fatih Akin《愛情、死亡與魔鬼》（Liebe, Tod 

und Teufel）劇情長片三部曲中的首部曲，更讓他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以及

國內外大小獎項，成為享譽國際的導演。 

《愛無止盡》（Gegen die Wand） 
身分認同與生命歸屬的追尋 

[黃筱涵/撰] 

(圖1)《愛無止盡》宣傳海報 

(圖2)導演與金熊獎獎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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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無止盡》中描述身為德國公民的土耳其裔男女主角，皆因自殺而

入院並在醫院相遇，為脫離傳統管教的家庭並獲得自由，女主角施碧‧古奈

（Sibel Güner）提議與喪偶獨居且同為土耳其裔的男主角嘉葉‧湯魯克

（Cahit Tomruk）結婚，並於婚後享受著夜夜笙歌的自由生活；兩人在相處

中日久生情，卻因男主角失手殺了曾與女主角有過一夜情的對象而入獄；女

主角為了逃離家人的懲罰與責難逃到了土耳其投靠表姐瑟瑪（Selma），卻

因為生活失序與思念男主角而染上毒癮，並於深夜的街頭遭刺倒地。出獄後

的男主角來到土耳其尋找女主角，卻發現女主角已有了同居人並育有一女，

男主角最後獨自坐上車離開。 

歐洲影劇賞析 

(圖3)女主角為離開原生家庭以獲得自由，與男主角協議結婚 

劇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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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反應與評價 

《愛無止盡》獲得第54屆柏林影展金熊獎，讓Fatih Akin成為國際矚目

的新秀導演；該片被認為是阿金執影來最出色的電影，也被譽稱為德國近二

十年來最成功的電影之一。《愛無止盡》上映後的幾個禮拜內所引發的移民

議題討論遠比過去十年都還多，部分居住於德國境內的土耳其（裔）民眾感

到與有榮焉，認為Fatih Akin是以土耳其人與德國人的兩種身分獲得此項殊

榮，並冀望此片能喚起德國社會對於土耳其移民更多的關注。 

《愛無止盡》中傳達的土耳其移民負面形象同時引發部分民眾不滿， 

有評論家直指片中兩位主人翁皆擁有德國國籍的事實與社會實際狀況有所出

入外，電影中美麗且無助的女主人翁渴望從男權統治的家庭中解放出來的情

節也與早期移民電影雷同，並未有新的觀點；他們認為出生於德國的Fatih 

Akin於電影中呈現出來的土耳其形象終究侷限於個人想像，並非來自實際經

歷，而純粹是先入為主的想像。 

(圖4)電影劇照 26 



歐洲影劇賞析 

自我認同的混淆 

在《愛無止盡》中，男女主角的移民身分造就了他們生命過程中在教

育方式、成長環境各面向上的複雜性，更因片中主人翁生活於德國卻難以融

入德國社會的處境而產生文化衝突、人物與所處國家的距離感，以及人物自

我認同的混亂。在片中自移民的觀點來看生活在「家鄉」與「異鄉」間的心

情轉換，並延伸至超越移民之外、每個人皆會有過的迷失、困頓與找尋自我。 

對於移民而言，無論是選擇融合或遠處觀望（甚至忽略）的隔離，在

失根與紮根的收放間，或許主題已不只侷限於本土－外來、住民－移民、融

合－疏離的移民問題層面，還包含了身為現代人因處於多元社會中所產生的

無所適從與對「故鄉」概念的陌生及抽離。片中的主角們在周遭環境與自身

價值觀衝突且無心靈寄託之下，皆追尋著自我存在的意義以及與這世界共處

的方式；這就顯現出本片試圖超越「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層次，轉

以每個人在生命中所需經歷之迷失、撞牆與碰撞、於反覆嘗試和失敗中學習，

直至能於混亂中重新釐清自身生命的價值。 

(圖5)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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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對於生命的追尋 

除卻於探討土耳其移民於兩種文化間的認同選擇與遊走之外，法提‧

阿金《愛無止盡》片中的男女主角的故事另外有著「追求生存」的主題；縱

使從多次的自我傷害與尋短中，男女主角所追尋著的仍是生活下去的方式；

男主角嘉葉在開車衝撞牆壁試圖自殺後，精神科醫師曾告訴他：「如果想要

結束自己的生活，那你就去吧！但你大可不用死啊！你就在此結束自己的生

活然後離開吧！」 「生活」與「生命」在片中被劃分開，「生活」成為可反

覆結束與重新開始的各種階段。 

Wenn Sie Ihr Leben beenden wollen, dann beenden Sie doch Ihr Leben! Aber 
dafür müssen Sie doch nicht sterben! Beenden Sie Ihr Leben hier und gehen 
weg! 

(圖6)片中精神科醫生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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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Lau, Jörg(2004): Die Türken sind da. Zeit-Online, 

26.02.2004 
2. Das ist schön, auch für uns Türken. Berliner 

Zeitung, 16.02.2004 
3. Gegen die Wand. Filmheft von Andrea Wienen 

und Holger Twele(2004). Bönen: Druckverlag 
Kettler。頁19。 

4. Petek, Polona(2007): Enabling collisions: Re-
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through Fatih Akin’s 
Gegen die Wand/Head On. Studies in European 
Cinema, No. 4:3。頁181。 

歐洲影劇賞析 

在《愛無止盡》中，可見劇中主角們對於生活的追求以及自身價值觀

的建構與捍衛，看見了主角們因身處於兩個文化間所遭受到的衝突與矛盾，

卻也同時觀察到遊走於兩種文化間且運用它們的可能性。愛情無罪，自由無

罪，傳統無罪，在《愛無止盡》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群現代人在歷經束縛、

追求、心碎卻又堅持的生命故事，更因著他們的移民背景而造就了選擇生活

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德國（西德）自早期因經濟發展所需而招募大量外籍勞力入國，並在

無視國內外籍人口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採取了忽視與噤聲態度錯過了促進國民

與外籍人口間的交流及融合時機，直至1990方才針對國內移民融合政策產生

急起直追的積極態度；對照本國同樣因著經濟考量招募了東南亞勞力入國，

更在本國男子娶外籍配偶的情況日益增加之下，台灣社會新住民與新臺灣之

子族群人數日益增長。面對國內人口結構的轉變，德國曾走過的經驗與政策

或許也能成為我們反思與借鏡的對象。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ZfB2Tp  
圖2：https://goo.gl/FQA75t  
圖3：http://goo.gl/d6Uh5i  
圖4：http://goo.gl/Uffvbw  
圖5：http://goo.gl/8hyLQ7  
圖6：http://goo.gl/cJE3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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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亞洲碎片： 

  那一段不為人知的底層故事 

[YG3A 鄭百喬/整理] 

好書介紹 

El lugar más feliz del mundo  

(圖1) 、(圖2)  西文原文封面與中文譯本封面 

資深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亞洲特派記者 
呈現30則亞洲多國的真人真事 

El lugar más feliz del 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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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本書為亞洲各地底層人民的生活紀實，以六個視角－地方、邊界 

、街道、監獄、黎明和歸來，收集這些不為人知的歷史碎片，有些或許

曾經見報，卻在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下，被社會忽略、被人們遺忘。 

  曾經的幸福天堂不丹，竟然也敵不過消費主義？喀什米爾，如何在

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苦苦求生？緬甸軍政府草菅人命，人民卻無從反抗 

？天災無情，人命無常－－印度洋與太平洋海嘯奪走人命不計其數…… 

  此外，作者不畏核災，前進福島災區實地探訪災後現況，更兩次進

入北韓，接露病態的極權主義……面對時事、揭露人性、見證史實，透

過這些故事，我們更加確信：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儘管社會

再黑暗，我們仍然要對未來擁抱希望，期盼有朝一日回歸光明。 

  書名原文「El lugar más feliz del mundo」，意即「世界上最幸福

的地方」－－它是否根本不在地圖上？或者，其實是在比喻這些亞洲國

家的人民對自己家鄉與命運的期望？  

(圖3)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2011年3月攝於日本海嘯災區  

內容簡介 

  從作者大衛‧希門內斯

(David Jiménez)細膩深刻的字

句，還原當時事情始末與紀錄

他國社會變異，不僅可見一位

特派員格外敬業的精神，亦感

受到他字裡行間難以道盡的人

道關懷與悲天憫人之心。 

El lugar más feliz del 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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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OBDCiz 
https://goo.gl/W2GpaE 
http://goo.gl/Bmaut9 
http://goo.gl/Y64iva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fciKym 
圖2：http://goo.gl/dAuGlR 
圖3： https://goo.gl/QcYYPw 
圖4：https://goo.gl/j5P6Y1 

  大衛‧希門內斯 (David Jiménez)於1971年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 

，身兼作家與新聞記者雙重身分，新聞資歷逾二十載。1994年進入西班牙

權威媒體《世界報》(El Mundo)工作，1998年成為該報第一位派駐亞洲的

記者，擔任特派員的15年間，走入許多不同的亞洲國家，親眼觀察與見證

各個地區的歷史轉變，25國豐富的報導經驗成為他撰書靈感來源，至今已

出版四本書籍，其著作有義大利文、德文與中文等六國語譯本，其中《雨

季的孩子》(HIJOS DEL MONZON )一書榮獲2008年西班牙最佳旅遊文學

獎，個人獎項如：2012年度最佳西班牙部落客、2014至2015年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尼曼學人獎學金(Nieman Fellows)，計畫研修項目為：

外國記者於數位世代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讓自由業者透過網路創新平台

擴展工作範圍。 

作者介紹 

如果有人問我從這些年，這些戰爭， 

這些革命或是天然災害中， 

我能學到什麼， 

我只能說，那些就如同霧一般， 

無法全然清楚， 

但似乎也很少完全看不清。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圖4) 作者手捧原文著作   

El lugar más feliz del 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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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在我剛進文藻的時候，我遲遲沒有見到我四年級學姊，後

來輾轉而知，原來是到了德國交換了。當初覺得我的學姐也太「酷」了吧！

再加上我一直想要出國讀書，但家裡沒有金錢可以支付我出國留學的費用。

於是，自我一進文藻開始，雖然對於一切懵懵懂懂，但是我一直都往一個

目標前進：我要去交換！我也要成為那神秘又「酷」的學姊！ 

海外特派記者 

(圖3) 昆卡 (Cuenca, 我所交換的城市) 山上 

為什麼想開始? 

西班牙， 
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HE46C 譚欣/撰] 

自決定要交換開始，我

就努力建立好的備審資料。

比如說，我努力讀書，維持

好的成績。我積極參加課外

活動，希望可以證明我不只

是書呆子，我是會玩又會讀

書的人。 

我的企圖心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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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放假一週後就逢西班牙開學時間，所以在匆匆忙忙結束文藻

的課業跟社團之後，沒過多就匆匆忙忙地出台灣的國門飛到西班牙了。由

於是匆匆忙忙地出門，都還沒有習慣新生活、還沒有意識到我已經在其他

國家的時候，又匆匆忙忙地到學校開始上課了。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西班牙的中心點，所有公路里程數的開始。 
象徵旅行的開始 

旅程開始 

另外，當我看到有教育部所補助的經費後，又更加積極地準備其他

相關語言檢定考試，盡我的全力以得到這個機會。最後，也在經過層層關

卡的努力，感謝老天，讓我順順利利的達成我3年以來的夢想。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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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到昆卡讀書，老實講，一點都不快樂。對新生活的各種雄

心報復、美好的期待，到了上了第一堂課都被擊垮了：上課所用的西

文真的太難了！坦白說，我們才學了三年的西班牙文，對於要掌握他

們大學課程所需的語言程度，怎麼可能！再加上我們因為背景不同，

以及在這個環境十分陌生，所以實在很難與其他外國人當上好朋友。

在對課業與課外活動都覺得無法掌握的情況，外加開始想家了，其實

壓力非常大。對於新生活，頓時有了無助感。 

海外特派記者 

學習解決、學會融入 

經過門門試聽，以及跟老師討論之後，終於決定好了所有的課

業。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確定會過的課，但是心底總算有點底了。雖

然語言很難，但事先跟老師要PPT並且先預習，就會發現其實老師

上的內容並不難，其實一切都有解決之道的。 

我所修的課大部分都是在人文學系，這個系所的學生比較少一

點，其他學系的學生一般都將近50人以上，但我們班加上我只有區

區的10個。因此，被點到的機率很高，老師時不時喜歡要我發言，

以我的觀點與大家分享我的想法。一開始我真的很害怕回答，不只

是因為在一個新的班上感到害羞，更是因為我的語言能力沒有厲害

到可以在這麼專業的問題上清楚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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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漸漸地，我發現要學習一個語言就是要不怕犯錯的勇敢去講，在

這之後，我就敢在上課侃侃而談了，雖然不是標準的文法，但是仍是可以

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且讓其他人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在學期快要期末，我

更是敢上台用我不熟悉的語言做一份PPT的報告呢！雖然錯字很多，雖然

同學們笑成一片，但是我覺得我的語言有明顯的進步了。 

海外特派記者 

(圖3) 與烏克蘭好友爬山健身 

由於我們班的人數少，所以我們班的感情又更加親密，而我很開

心地被大家融入其中。我發現，其實他們沒有排斥我，只是不知道要

怎麼跟我融入而已。只要我敞開心胸與大家接觸，交朋友其實沒那麼

難的！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有自信，並且能夠大方地與他人互動。整

個交換下來，我也交到許多好友呢！  

(圖4) 一同吃西班牙零食， 
享受悠閒午後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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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讀書之外 

其實西班牙的放假時間很多，

讓我們有很多時間到處遊玩，體

驗不同的文化生活。西班牙歷史

悠久，受到很多文化的影響，融

合出他最獨特迷人的文化。另外，

西班牙人非常熱衷於各個慶典也

讓人感受不同的風情。 

(圖5)  班上戶外教學合影 

(圖6) 塞爾維亞的阿拉伯風情 (圖7) 西班牙一大節慶，火節 

另外，透過旅行，我學習到了更多處理各種突發狀況的能力；透過旅行，我

認識了許多人。與各國人談話，我了解到了更多文化，我體悟到不同的思考

方式，我學習如何表達自己。這也促使了我的獨立、增進了我的自信。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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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8) 與萍水相逢的各國人一同探索城市 

結語 

 因為有這次的交換學生的計畫，讓我能體驗到不同的風情，並且更

加精進了我的語言。雖然這麼說有點客套，但是我認為我改變了非常的

多。從以前對自己的語言很沒自信，到雖然不是說一口標準零錯誤的西

班牙文，但是我還是敢侃侃而談了！並且我認為透過這次的交換計劃，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自信：因為意識到自己長大了，也發現了自己有很多

做得到的事後，我更加相信了我自己，並且不再畫地自限。這趟旅程真

的很神奇，原本我只是想到一個新的環境學習語言，但是沒有想到我學

習到的不僅僅只有語言，更是有其他不同的可能！ 

西班牙，一場自我實現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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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4C 桂敏瑄/整理] 

(圖1) 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2015 高雄電影節 

一年一度的高雄電影節將於10月23號拉開序幕，已連續舉辦15年的電影

節，今年也不負眾望地為影迷準備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精采好片。同時，為了

紀念英國知名導演卓別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流浪漢形象的一百周年，

今年影展的年度主題「愚樂時代」及影展整體的視覺效果皆以此為主軸精心

設計而成。而策展單位籌畫的「焦點影人」、「國際視窗」、「短片競賽」、

「孩子幻想國」等其他豐富的主題單元，更使影迷們引頸期盼電影節的展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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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大獨裁者宣傳海報 

喜劇之王: 卓別林 經典修復 
The King of Comedy: Chaplin  

出生於英國的卓別林是位擁有崇高

地位的喜劇演員、導演及反戰人士，其

電影中經常傳達的「愚樂精神」，巧妙

地以諷刺口吻描繪當代出現在現實與網

路中「自愚娛人」的社會現象，訴說小

人物笑著生活、熱血搏鬥的堅毅性格。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 

此片描述一名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

期工人的曲折遭遇，因為生活在巨

大壓力之下而發瘋、住院，出院後

還因為被誤認為激進份子而被關進

監獄。引人入勝的精彩情節，反映

了小人物在大時代辛酸艱苦的生活，

是卓別林最為人知的作品，也被曾

被美國電影學會 (American Film 

Institute，簡稱AFI)選為「百年百

大喜劇電影」。 

大獨裁者 The Great Dictator 

卓別林於此片飾演一名與托曼尼亞

王國 (Tomainia)的獨裁者辛格爾

(Hynkel)長相神似的軍人，在逃兵

時被誤認為是獨裁者本人，便藉此

機會發表維護民主、振奮人心的演

說。透過卓別林此片的裝扮，明顯

是在嘲諷納粹領導人希特勒，有深

刻的歷史意義，票房成績優秀，也

榮獲五項奧斯卡提名。 

校外藝文報導 



   國際視窗單元歷年來皆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強檔新片，今年的電影

展特地安排了由德國、加拿大、美國及克羅埃西亞等地導演的作品參展，

以清新獨創的拍攝手法，顛覆觀眾對傳統劇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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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71暴亂夜劇照 

國際視窗 片單介紹 
Panorama 

烈陽摯愛 The High Sun 

71暴亂夜 ‘71 

本劇由同一對演員演出三對活在不同時

空，卻因種族關係遭受重重阻礙的情侶。

三段刻苦銘心的愛情故事，用新的角度

詮釋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的種族悲劇。

由導演馬塔尼奇(Dalibor Matanic)帶領，

除以榮獲坎城影展一種注目評審團獎外，

更將代表克羅埃西亞角逐奧斯卡最佳外

語片的提名。 

此片描述一名英國新兵在前往北愛爾

蘭鎮暴時意外落單，身邊圍繞的皆是

想置他於死地的激烈反抗民眾，而逃

命過程中所有驚心動魄的場景以及獲

得幫助時的動人橋段，讓新銳導演楊

迪孟治(Yann Demange)榮獲2014 英

國獨立電影(British Independent Film 

Awards)最佳導演等三項大獎。 

(圖4)  烈陽摯愛劇照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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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狼子不回頭劇照 

人民力量 片單介紹 
People Power 

此屆電影節特別蒐集了海內外精選的紀錄片，範圍涵蓋日常家庭生活

到國家權力爭奪等議題，主題環繞於人權與自由之間，幫助觀眾反思

當今的社會發展問題。 

狼子不回頭 The Wolfpack 

這是一個關於一群看電影長大的小孩們的故事，來自秘魯的父親擔心紐約

大城市處處充滿危險，因而限制自己孩子們的行動，使他們平時只能透過

家中收藏的五千部電影來認識外面的世界。直到有天，其中一個兄弟打破

了父親的規定，闖入真實的世界。而面對從未接觸過的自由，他們的生命

也隨之產生前所未有的轉變。這部由美國導演克莉絲托莫賽爾(Crystal 

Moselle)首次執導的紀錄長片，拍攝時間長達四年之久，首映後即獲得熱

烈回響，贏得2015 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美國紀錄片類評審

團大獎、2015愛丁堡影展(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紀

錄片及翠貝卡影展(Tribeca Film Festival)等大獎。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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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競賽 
Short Film Competition 

短片競賽是高雄電影節每年的重頭戲之一，也是深受國際矚目的電影競賽。

今年吸引了2000部來自84個國家的影片參賽，而由30個國家66部作品脫穎

而出，其中包括了來自坎城、柏林、威尼斯等各大影展的得獎短片，一同

競爭獎金高達10000美金的最高榮譽「高雄獎」，以及「奇幻火球獎」及

「綠色S.O.S獎」等多項大獎。  

(圖6) 烈焰烏克蘭 Nation on Fire 
俄羅斯, 烏克蘭 ,  英國/紀錄短片 

(圖7) 捉迷藏 Hide & Seek 
黎巴嫩 , 西班牙, 敘利亞 /紀錄短片 

(圖8) 金牌大叔的太空旅行 Deus In Machina  
義大利, 愛沙尼亞/奇幻短片 

(圖9)萬福瑪麗亞 Ave Maria  
巴勒斯坦,法國 , 德國/人生短片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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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GRshW8 
圖2： http://goo.gl/Cg1lND 
圖3：http://goo.gl/66Hfdx 
圖4： https://goo.gl/VRqtB2 
圖5： http://goo.gl/PR055H 

資料來源： 
高雄電影節活動官方網站: 
http://goo.gl/spWkOX 
http://goo.gl/8uqZNl 
http://goo.gl/f7VnkB 
http://goo.gl/jSWlfx 
http://goo.gl/bZO4M8 
http://goo.gl/WuQG8v 
http://goo.gl/o0y8q2 
http://goo.gl/9b0mY5 

圖6： http://goo.gl/4mIOfJ 
圖7： http://goo.gl/ZNFpJ7 
圖8： http://goo.gl/yNCgz5 
圖9：http://goo.gl/tsMBHT 

購票及場地資訊 

售票處 服務時間 

電子票 雄影官網 /  
雄影雲端APP 

10/8 至11/8 

現場售票處 10/8 至10/22 
服務時間 

10/23至11/8 
服務時間 

高雄市電影館  
售票服務台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0號) 

週二至週日13:30-21:30  
 (週一休館，10/22閉館) 
 10/05及電影節期間正常
開館 

 
 
 
 
 
 
電影節首場次電
影開演前30分鐘
起，至末場次開
演後20分鐘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售票處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每日 09:00-21:00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7F電影節
服務台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無 

高雄市文化中心  
藝文售票處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週一至週五 
11:30-20:30 
週六至週日 
11:00-21:00 

詳細購票資訊: 
http://goo.gl/4wbMs4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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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鬍」作非為－世界鬍鬚大賽 
[US3A 許靜嘉/編譯]  

(圖1)鬍鬚大賽參賽者造型  

你知道鬍鬚也可以像髮型一樣做造型比賽嗎？世界鬍鬚大賽(World 

Beard and Moustache Championships)，今年10月於奧地利小鎮萊奧剛

(Leogang)舉行，超過300多位來自全球各地參賽者角逐這「另類」的冠軍

頭銜。比賽中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鬍鬚比比皆是，令評審及觀眾們嘖嘖稱

奇，而這些毛茸茸形狀要維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須細心呵護才行。現在

就讓我們一起來瞧瞧參賽者精心設計的鬍鬚造型吧! 

(圖3)鬍鬚大賽參賽者造型 

(圖2)一位參賽者正在打
理自己的鬍子 

「鬍」作非為－世界鬍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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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比賽項目大致分為三類：八字鬍（moustache）、部分鬍鬚

（partial beard）、落腮鬍（full beard）；這三類裡又細分出18個種

類，以下簡單列舉說明： 

 

 

 

   

八字鬍 (Moustache) 
•自然八字鬍 (Natural Moustache ) 
•英式八字鬍 (English Moustache) 
•達利翹鬍子 (Dalí) 
•翹八字鬍 (左圖)(handlebar moustache) 
•海象鬍 (Walrus moustache) 
•自由型 (Freestyle)：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即歸類自由型 

 

部分鬍 (Partial Beard) 
•山羊鬍 (Goatee) 
•傅滿州鬍 (Fu Manchu moustache) 
•步槍手鬍 (Musketeer) 
•帝王鬍 (Imperial) 
•鬢角鬍 (Sideburns Freestyle) 
•阿拉斯加捕鯨人鬍 (左圖)(Alaskan Whaler)：第18種，曾出現在

2009比賽裡。 
•自由型 (Partial Beard Freestyle) 

 
 

 落腮鬍 (Full Beard) 
•威爾第鬍 (左圖)(Verdi) 
•加里巴爾迪鬍 (Garibaldi) 
•自然落腮鬍 (Natural Full Beard) 
•自然落腮鬍+造型八字鬍 (Natural Full Beard with Styled 

Moustache) 
•自由型 (Full Beard Freestyle) 

「鬍」作非為－世界鬍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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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5)歷屆鬍鬚大賽舉辦國 

鬍鬚大賽由世界鬍鬚協會(World Beard and Moustache Association 

)(WBMA)舉辦，每隔幾年就會舉行一次。1990年首屆和1995第二屆比賽

分別在德國恩茨河畔赫芬鎮(Höfen an der Enz)、佛茨海姆（Pforzheim

）舉行，其後歐洲數國與美國也都曾舉辦過。 

(圖7) Gandhi Jones：2007, 
2009, 2011八字鬍自由型冠
軍 (圖6) Karl Heinz-Hille：

2007部分鬍帝王類冠軍 

圖(8) Jack Passion：
2007落腮鬍自由型冠
軍 

「鬍」作非為－世界鬍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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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然而今年比賽最大贏家為美國，在所有項目中勇奪6項大獎；德國則相較前

年榮獲11個獎項(當時美國得6個；匈牙利1個)，這次的表現略顯遜色，贏得5項

造型獎。另外，地主國奧地利則拿到4項獎。下屆世界鬍鬚大賽將於2017年在美

國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Austin)「茸」重登場，想有一番「鬍」作非為的人，

從現在開始就可以好好準備，等到比賽時和其他競爭者爭奇鬥艷。相信當天一

定會有更多出乎意料的鬍鬚樣貌，令我們大開眼界。 

(圖9)本屆大賽得獎者組圖 

資料來源：  
http://goo.gl/RFwOcI 
http://goo.gl/n0kZEc 
http://goo.gl/WxIk6V 
http://goo.gl/4qcXko 
http://goo.gl/W9udIV 
https://goo.gl/ge7RFH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3b16uF 
圖2： http://goo.gl/3b16uF 
圖3： http://goo.gl/pbLwMs 
圖4： http://goo.gl/4qcXko 
圖5： http://goo.gl/1EfQvF 
圖6： http://goo.gl/4qcXko 
 

圖7： http://goo.gl/4qcXko 
圖8： http://goo.gl/YPZRuH 
圖9： http://goo.gl/4qcXko 
 

「鬍」作非為－世界鬍鬚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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