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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經過了各種大小活動與重要的評鑑之後，延宕多時的歐盟園區電子報終

於得以在今日發刊。非常感謝編輯小組成員的用心與認真，也抱歉讓讀者們

等待。 

本期歐洲主題專欄為《歐洲難民危機事件系列報導》的最終回，以法國

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為切入點，探討在重大事件發生後，歐洲各國對於難民收

容是否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雖然是電子報相關議題報導的最終回，但我們

仍將持續關注歐洲難民收容的最新發展。 

世界觀點以《俄國禁藥風波襲捲全球》為題，探討於世界各大運動比賽

中大放異彩的俄國選手使用禁藥的狀況，情況已經從選手個人的行為蔓延至

俄國體育體制的毀壞，也讓俄國選手以往讓觀眾嘆為觀止的運動表現，因為

用藥疑雲黯然失色。 

電子報各稿件豐富精彩，無論是探究夢境與睡眠品質間的關係，或《無

情荒地有琴天》影評中，針對天賦究竟是禮物或詛咒的分析，無論甘於平凡

或勇於不凡，我們終究無法逃避自己。 

聖誕將近，祝福大家佳節愉快。 

 

 

 



 臉書變16禁？ 歐盟有爭議 

http://goo.gl/GgxcnA (自由時報12月17日) 

 

 避免馬航失聯重演 歐盟祭追蹤飛機新規

http://goo.gl/jWfYiT  (中央通訊社12月17日) 

 

 歐盟網路強化隱私 衝擊美國科技業  

http://goo.gl/OxM2cf (聯合新聞網12月16日) 

 

 歐洲議會：台灣是歐盟企業登陸最佳通道  

http://goo.gl/XWqmvZ  (聯合新聞網12月16日) 

 

 歐盟：義大利須按壓難民指紋 

http://goo.gl/LTrWwL (聯合新聞網12月15日) 

 

 歐盟對麥當勞避稅問題展開全面調查 

http://goo.gl/6zzCY4 (信報財經新聞  12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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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http://goo.gl/DRmrgn
http://goo.gl/GgxcnA
http://goo.gl/GgxcnA
http://goo.gl/jWfYiT
http://goo.gl/OxM2cf
http://goo.gl/XWqmvZ
http://goo.gl/LTrWwL
http://goo.gl/6zzCY4


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官員指控麥當勞逃稅 

麥當勞(McDonald)遭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 

稅務調查，歐洲反壟斷機構指稱麥當勞移轉營利到盧森堡(Luxembourg) ，

以規避在歐洲和俄國的專利收入，麥當勞在歐洲有6,000家門市，發言人

稱一切符合歐洲的稅務規定，2010到2014總共繳了210億美元稅金，並表

示對調查結果有信心。發言人指出2010-2014年間麥當勞付給歐盟超過21 

億美元公司稅，平均稅率接近 27%。 

歐盟官員12月3日公開表示，他們認為麥當勞涉嫌從2009年開始違法

降低稅務負擔，已經就此事展開調查。這已經是美國第四個因涉嫌逃稅

被調查的跨國企業，美國政府對此感到相當不滿。 

[UL3A 杜林蓁/整理] 

(圖1)麥當勞遭稅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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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官員指控麥當勞逃稅 



麥當勞向歐洲、俄國的加盟店業者收取授權費，不過從2009年開始他們

就沒有繳交公司稅。這段期間麥當勞獲利表現相當好，2013年時獲利甚至高

達2.5億歐元。官員認為麥當勞利用2009年稅務核釋的機會避稅，涉嫌違反歐

盟法律。 

歐洲聯盟針對美國速食業巨擘麥當勞與盧森堡之間的稅務協議展開調查，

歐盟執行委員會表示，這項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和國家輔助調查不是

針對美國公司。 

路透社報導，歐盟執行委員會發言人表示：特別鎖定美國公司的暗示，

都是沒有根據和不正確。 

盧森堡有稅務天堂之稱，該政府表示會完全配合調查，不會給麥當勞特

殊待遇。百事與AIG也用了這個方法省下數十億元；EC今年以來特別針對美

國公司的避稅行為調查，包括蘋果、克萊斯勒、亞馬遜、星巴克等。飛雅特

把公司設在盧森堡、星巴克在荷蘭，各省了300億歐元；遭EC 開罰，但他們

都會上訴。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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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官員指控麥當勞逃稅 

參考網站： 
http://ppt.cc/OdxV0 
http://ppt.cc/kOloo 
http://ppt.cc/Q2VH6 
 
 
 
 

 
 
 

圖片來源： 
圖1：http://ppt.cc/OdxV0 
延伸閱讀: 
http://ppt.cc/h95wk 

http://ppt.cc/OdxV0
http://ppt.cc/kOloo
http://ppt.cc/Q2VH6
http://ppt.cc/OdxV0
http://ppt.cc/h95wk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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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3A 許靜嘉/整理]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據聯合國統計，今年10月抵達歐洲的移民及難民人數已高達

218,394名。以目前來看，歐盟預估在2017年，難民總數將增長至300萬。

9月22日歐盟召開擬定安置難民配額制度，並且多數決通過，於兩年內

實施，但多數中歐國家持反對意見。聯合國也表示難民人數過多，12萬

配額制無法解決此一危機。分配名額第二高的法國，卻在11月13日遭受

恐怖組織IS攻擊，造成139人死亡，430人受傷，面對這次震驚全球的恐

攻事件，引發反難民聲浪，有些國家更表態不歡迎，使得難民處境更加

艱辛。 

(圖1) 歐盟擬定的難民配額制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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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手身分為難民或疑似偽裝難民入境 

         法國總統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表示，這次恐怖攻

擊行動是伊斯蘭國聖戰組織(Islamic State (IS) militant group)所策劃。

其主要目的是報復法國針對他們的空襲行徑，警方調查期間發現，兩

名槍手為希臘的敘利亞難民；另一名已死亡槍手持有敘利亞護照，希

臘方面表示，擁有者在今年10月從希臘通過進入歐洲，可能是喬裝成

難民混進人潮中到達法國境內。消息傳出後，加劇歐洲反伊斯蘭教極

右派主義人士對難民的反感，波蘭、拉脫維亞、美國基於安全考量，

對於收容難民皆持反對意見。 

(圖2) 來自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戰亂地大批移民潮，有
人認為因此導致恐攻槍手趁亂而入，威脅民眾安危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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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宣布無法遵守歐盟分發的配額制 

        目睹巴黎恐怖襲擊後，波蘭率先

表態不願執行配額計畫及政策，波蘭

新 任 外 交 部 長 瓦 斯 奇 科 夫 斯 基

(Witold Waszczykowsk)認為難民應

回祖國作戰，捍衛家園，而非遷移到

歐洲尋求庇護，畢竟收留難民的歐盟

各國派軍隊去中東戰亂國打仗，中東

人民卻流往歐洲各地找尋安穩無慮的

生活，危機處理方式似乎顯得本末倒

置。 

  另一方面，拉脫維亞考慮

未來不採用配額計畫，除非實

施有效邊境管制，能夠確保人

民安全，才可能再度接納湧入

的難民潮。此外，比利時也在

事件發生不久後，宣布加強交

通運輸層面的邊界管制還有對

自法國入境班機的戒備。 

(圖3) 新上任波蘭外交部長直白主張反難
民意見 

(圖4) 11月13日巴黎當地晚間發生地數
起恐怖攻擊案，已引起周邊國家提高

對難民們的警戒 

拉脫維亞隨後表達相同立場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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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依舊願意接
收難民，跟共和黨、多位州長想法背道而馳  

憂危機潛伏，眾多美國州長拒絕接收難民 

       今年9月，美國承諾開放更多難民名額，至少1萬人，平均今年收容7

萬名；2017年則高達10萬，超出先前預計數量，提供飽受戰爭之苦的敘利

亞、阿富汗等居民們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但現今美國國內已有30幾個州，

像是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喬治亞州等州長們表示為了民眾安危，未來拒

收難民；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Paul Ryan)也希望在目前局勢緊張的非

常時刻下，先暫緩收容計畫。共和黨同樣擔心恐攻再度發生，提案用更嚴

格制度審查難民，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卻否決這項提議，原因是覺

得共和黨反應過度，且原先制度就十分嚴密，沒必要再打造更高圍籬來阻

擋難民們入境，使他們情況更煎熬，另外也增添和其他國協調難民危機的

困擾。即便歐巴馬仍未反悔接收的承諾，難民潮問題已引起美國政黨間的

不和與州長們的疑慮，美國將陷入收與不收兩難處境。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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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根協議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當時僅有五個國家：西德、

法國、比利時、荷蘭及盧森堡加入，旨為取消邊境檢查點和管制，成員

國民眾只需攜有效身分證或申根簽證即可任意通行申根區內的國家。目

前為止簽署協議的國家共26國，大部分皆歐盟成員。來勢洶洶的難民潮

讓匈牙利、奧地利、瑞典等國築起邊境管制藩籬，申根公約等同消失；

經過這次巴黎襲擊事件後，法國還有其他申根國家邊界管制變得更加嚴

峻，整個歐盟、協議宗旨都面臨極大考驗。 

(圖6) 申根區範圍圖，藍色部分是當前加
入的成員國，黃色則是即將加入的國家   

歐洲申根協議搖搖欲墜 

由法國恐攻看未來難民處境 



一線曙光：歐盟主席和德國總理梅克爾善意呼籲 

參考資料： 
http://goo.gl/RjQV1J 
https://goo.gl/SdnzDe 
http://goo.gl/PUOZP5 
http://goo.gl/wAl9kk 
http://goo.gl/v342Fe 
http://goo.gl/kbfS0Z 
http://goo.gl/KUYIYa 
https://goo.gl/w3MW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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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主席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與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並未受恐攻影響，維持一貫作風，持續實行原擬的難民

政策，同時也呼籲各國別將恐攻和難民畫上等號，應抱持同理心看待難民

們。收容最多難民的德國總理梅克爾雖遭受不少言論壓力，依舊伸出友善

援手。有了兩大重要決策者的擔保，來自戰亂國的人民似乎能夠在逐漸高

漲的排斥聲浪中，看見未來一線曙光。 

(圖7) 歐盟主席尚-克勞德･榮
克(Jean-Claude Juncker) 

(圖8)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AdtVqn 
圖2：http://goo.gl/YCgNhO 
圖3：http://goo.gl/QxYlJW 
圖4：http://goo.gl/h6PHkA 
圖5：https://goo.gl/QWMSS6 
圖6：https://goo.gl/IJpSUp 
圖7：https://goo.gl/6HpyXo 
圖8：https://goo.gl/ElrP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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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AdtV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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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QWMSS6
https://goo.gl/IJpSUp
https://goo.gl/6HpyXo
https://goo.gl/ElrP7b


[HE2C彭瀞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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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環保政策」大轉彎  
太陽能產業自救 

歐盟學術專欄 

根據英國再生能源協會(the Renewable Energy Association, REA)2014年

4月的研究報告，再生能源佔英國總體使用能源的4.2%，從2010年以來政府對

私人企業投資共298億英鎊，每年成長超過20%，並且預計在2020年成長到

644億英鎊。歐盟已訂定目標到2020年再生能源必須佔能源總量20%。英國國

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表示，到2015年6月英國已經達

成目標一半。REA認爲，英國達成此綠色能源目標可以增加該產業的年產值，

從目前的125億英鎊成長到500億英鎊。 

  

太陽能產業異軍突起 

英國政府對再生能源投資有2/3都投入於再生電力，其中離岸風力爲最大

宗投資，近幾年注意力開始慢慢轉向過去一般不受重視的太陽能，目前一年

投資超過20億英鎊。 

 英國貿易投資署能源及公共工程處副處長Anthony Arkle在2013年1月表

示，「英國規劃於2050年達到減少80%碳排放量目標，屆時再生能源使用量

將占40%，然目前英國再生能源使用比重僅達3%，因此，未來將會成為歐洲

太陽能市場成長最快速的國家」。為達成2050年目標，英國政府已推出較高

的電價收購費率來鼓勵市場採用。 



歐盟學術專欄 

英國太陽能產業機會與威脅 
 

在英國，除非是特定保護區，住家屋頂安裝太陽能板不需要特別向政府

申請許可，但是高度不得超過屋頂20公分。而商用建築安裝太陽能板如果超

過50KW(相當於200片)就需要跟當地政府申請許可。2015年3月25日，英國政

府再放寬規定，商用建築安裝4000片以下不再需要申請許可。另外，能源與

氣候部也證實，從2019年開始，安裝太陽能板的商業建築屋主如果搬家可以

拆走太陽能板，而不需要受過去要求至少設置20年才能拆走的規定。 

然而，2015年的英國政府於保守黨政府贏得選舉、再度執政後，在政策

實施最顯卓的便是在「環保政策」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先是任用石油

公司人士擔任環境政策顧問，再開始逐漸調整對再生能源的額外補貼，此項

變化首當其衝的就是英國的太陽能產業。除此之外，明年元月一日開始，英

國政府將會大砍在屋頂裝設太陽能面板之補助，預計會減少27,000個工作機

會。 

(圖1)置於屋頂上的太陽能面板 

(圖2)太陽能面板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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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nyiqgH 
http://goo.gl/OlaC5h 
http://goo.gl/NvEJdK 
http://goo.gl/QltNeb 
 

圖片來源： 
http://goo.gl/VMiqyO 
http://goo.gl/48B6m9 
 
 
 
  

歐盟學術專欄 

致力於熱能政策 
 

    英國可再生能源協會的7個核心成員於2015年11月17日簽署聯名信，

對於政客安珀‧路德(Amber Rudd)於專責委員會會議中在能源和氣候變化

委員會前所提出的意見表示支持。該聯名信強調，熱能政策必須滿足政府

2020年目標－「碳預算標準及英國的能源系統的長期的低碳化。」可再生能

源協會的報告顯示，目前英國也許達不到2020年的熱能目標。於是信中也強

調，協調的方法是必要的。 

政策領導人和可再生能源協會的對外事務部負責人詹姆斯‧括特(James 

Court)，表示：「幾乎一半的英國能源用於取暖，這些熱能製造了英國三分

之一的碳排放量。然而，目前只有4.9%的基礎散熱設施是可再生能源和低碳

的。在這4.9%中我們成功鼓勵學校、飯店、辦公室、企業和住家安裝了

65,000台機器，只要重新預算，繼續激勵可再生熱能，我們便可以達到2020

年的目標。」 

可再生能源協會策略分析師弗蘭克‧阿斯朵夫(Frank Aaskov)在表示:

「我們很高興安珀‧路德在環境與氣候變化委員會中強調可再生能源、低碳

熱的重要性。為達到政府2020年的目標、碳預算標準，以及英國的能源系統

長期的低碳化，可再生熱能是非常關鍵的。因此我們共同呼籲可持續激勵可

再生能源的熱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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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禁藥風波襲捲全球 

11月9日，俄國運動員使用禁藥的醜聞被揭發，在國際運動界引起軒然大

波。醜聞爆發兩天後，國際田徑總會(IAAF)宣布他們將暫時禁止俄國運動員

參加任何國際運動賽事，其中也包含了即將於2016年舉行的巴西奧運。調查

人員表示，俄羅斯的用藥問題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可能早

已達到無法想像的地步。 

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的前任主席龐

德(Dick Pound)主導一場獨立調查，並且將調查結果彙整成一篇長達325頁的

報告，掀開俄國系統性使用禁藥的黑幕。該報告主要有三點重要內容。 

世界觀點 

(圖1)前任主席龐德(Dick Pound)表示這項報告可能對田徑以
外的運動來說也是個壞消息 

[HE3C 李蕙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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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國高階官員涉及用藥問題 

報告指出，俄國體育部長穆科(Vitaly Mutko)以及其他克姆林宮官員涉及

操控附屬俄國反運動禁藥組織(RADA)研究室的檢測結果。官方人員有時候甚

至會透過高壓手段逼選手或教練支付高額賄款，否則運動員將會失去比賽資

格。錯誤觀念早已深植大部分教練的腦中，他們認為俄國反運動禁藥組織理

所當然應該要袒護他們、替運動選手掩蓋用藥事實。作為付款的交換，俄國

反運動禁藥組織會事先告知教練或運動員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接下來要進行

血液或尿液檢測的時間，以便他們將運動員的抽檢樣本處理掉。 

 

 

 

 

 

 

 

 

 

 

在醜聞被揭發之後，俄國反運動禁藥組織的前任領導人 Nikolai 

Durmanov也承認了有另外一個地下實驗室的存在。該實驗室便是為了過濾

掉檢測結果為陽性的血液及尿液樣本而設立的。身為該實驗室負責人的

Grigory Rodchenko也坦承，他曾經在Wada官員來進行檢查之前摧毀了多達

1,417件樣本。 

世界觀點 

(圖2)俄國體育部長穆科被評論為狡猾的幕後操控
者，總是能成功從醜聞脫身，不過這次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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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田徑總會內部人員亦涉嫌收賄 

報告中提到，國際田徑總會前任主席拉明‧迪亞克(Lamine Diack)收了

高達100萬歐元的賄款，並且暗中掩蓋掉許多對俄國以及其他國家運動員不利

的檢測報告。在調查展開不久後，他和一些國際田徑總會的高階官員即因為

涉嫌收賄以及樣本檢測不正當操作而遭到法國警察逮捕。 

世界觀點 

(圖3)國際田徑總會前主席拉明‧迪亞克被爆收賄高達100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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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拉明迪亞克本身外，他的兒子也在緝捕名單上。法國警方進一步表

示，如果身為前任行銷顧問的Papa Massata Diack也進入法國的話，他們也

會以涉嫌收賄的罪名將他逮捕歸案進行審查。 

國際田徑總會的主席賽巴斯蒂安‧柯伊(Sebastian Coe)也因為這件事遭

到抨擊。在北京奧運時擔任英國隊隊長的短跑選手馬丁‧路尼 (Martyn 

Rooney)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表示，當時身為副主席的賽巴斯蒂

安‧柯伊完全沒有注意到拉明‧迪亞克進行的不正當活動，這表示他根本沒

有盡到自己的義務。國際田徑總會內部的醜聞也成了俄國反駁國際田徑總會

制裁公正性的一項根據。 



三、2012倫敦奧運也受到禁藥風波的影響 

不幸的是，2012年的倫敦奧運早已在眾人沒有察覺的時候遭受了禁藥風

波的危害。在當年八百公尺長跑獲得金牌的知名俄國選手莎薇諾娃(Mariya 

Savinova)和在同樣比賽獲得銅牌的選手波伊絲托戈娃(Ekaterina Poistogova)

都被查出是透過禁藥才得以獲得傲人的成績。兩人和其他五位教練都受到了

終身禁賽的懲罰。 

 

 

世界觀點 

(圖4)選手莎薇諾娃(Mariya Savinova)(左)以及波伊絲托戈娃(Ekaterina Poistogova)(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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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方面的回應 

 許多俄國官員譴責國際田徑總會的懲罰，稱它們為把俄國排除在國際舞

台外的「政治操控」以及「政治導向的懲罰」。但是，俄國總統普亭

(Vladimir Putin)在一場臨時召開的會議中，指示官員們配合國際總會和世界

運動禁藥組織的調查。他們也表示，俄國會為了奪回2016年的奧運參賽權而

努力改善這樣的狀況。 

 

 

 

 

 

 

 

 

 

不過，有些官員也開始質疑國際田徑總會的公正性。撇除其他國家使用

禁藥的情形不談，國際田徑總會的內部也受到了貪污的侵蝕。許多高層幹部

像是主席拉明‧迪亞克自己就是貪汙行為的推手之一。龐德主導的調查報告

也指出，拉明迪克私下處理掉了高達155件檢測結果為陽性的血液及尿液樣本，

且其中只有15件來自俄國，表示其他國家其實也有不為人知的用藥問題。 

世界觀點 

(圖5) 俄國總統普亭於索契(Sochi)招開會議會見俄國體育部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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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曾經向國際田徑總會揭發運動機構高層賄賂行為的俄國運動經紀人

Andrey Baranov也認為國際田徑總會的處罰相當不公平。理由有二。 

第一，他認為俄國的運動員是這個有缺陷的系統下的犧牲者。在俄國這樣

的體制下，運動員受到政府高層的壓迫而不得不使用禁藥，若是不照做，運

動員很可能會被逐出國家代表隊或失去比賽機會。禁止運動員參賽的作法對

俄國運動員來說是相當不公平的，因為錯不在他們，而是錯在這個腐敗的系

統。 

第二，Andrey Baranov也指出許多國家像是衣索比亞和肯亞等等其實也

有很嚴重的禁藥使用問題。只有調查俄國內部的情況還有處罰俄國的做法相

當不公。他認為，國際田徑總會應該也要在其他國家展開調查，並且以同樣

嚴酷的方式來執行處罰，而不是單指針對俄國。 

 

 

 

世界觀點 

(圖6) Andrey Baranov認為俄國應該被賦予改過的機會，而不是直接被禁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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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方面 

俄國的系統性禁藥使用不過是事件全貌的一小角而已。在世界反運動禁

藥組織的一份報告中也清楚提到:「俄國不是唯一一個有禁藥使用問題的國家，

而且使用禁藥的其實不只有田徑運動這個項目而已。」肯亞也是一個飽受禁

藥問題所苦的國家之一。今年8月，兩位肯亞長跑選手因為被發現在世界錦標

賽(World Championships)中使用禁藥而在近期被宣布接受禁賽懲處。另一

方面，土耳其的中距離田徑選手Asli Cakir-Alptekin近期也因為被發現在

2012年倫敦奧運的1,500公尺競賽項目中使用禁藥而被沒收金牌。 

除了俄國運動員之外，這項報告也對2016年的奧運本身造成負面影響。

俄國選手是體操以及水上芭蕾等運動項目中的一大賣點。觀眾選擇觀看這些

特定運動項目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可以看到俄國選手精湛的技藝以及令人歎為

觀止的表演。若是俄國運動選手無法參加這次的奧運的話，除了觀眾會失望

之外，奧運的收視率也會受到影響而下滑。少了俄國選手，比賽也就無法像

之前一樣精彩。 

 

世界觀點 

(圖7,8)俄羅斯的水上芭蕾(左)及體操(右)皆為奧運中備受矚目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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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禁藥使用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若是其他國家的禁藥使用狀況也

被全盤托出的話，專家估計，禁藥問題的規模將會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成

為一個難以處理的問題，因為他可能早已超出國際田徑總會的負荷能力。至

於俄國，除非他們能夠盡快改善使用禁藥問題，否則他們很可能就要面臨成

為國際田徑總會長達103年歷史中第五個被禁賽國家的命運。 

 

世界觀點 

(圖9)賽巴斯蒂安柯伊聲明國際田徑總會將不會允許任何作弊行為的發生 

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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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Ycv9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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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荒地有琴天 

[UF1A 李思聰/整理] 
Hilary and Jackie 

(圖1)《無情荒地有琴天》(Hilary and Jackie) 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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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ry and Jackie 歐洲影劇賞析 



內容簡介 

希拉里(瑞切爾‧格裏菲斯斯 飾)與賈桂琳(艾米麗‧沃森 飾)從小就姐

妹情深。姐姐希拉里極有長笛天分，年幼的賈桂琳看到姐姐獲得榮耀和

寵愛也不甘落後。天分稍欠的她，每晚忘我地刻苦練習，不久就取得巨

大進步。一次比賽中，兩人都獲得第一，這讓姐姐希拉里有些內心不平

衡。接下來的幾年中，賈桂琳的表現愈發突出，而慢慢地姐姐希拉里的

音樂天分已不足以讓她光彩依舊。  

歐洲影劇賞析 

(圖2)賈桂琳在舞台上孤獨地演奏大提琴 

   
《無情荒地有琴天》是1998年由安南德·圖爾克(Anand Tucker)指導，

艾米麗‧沃森(Emily Watson)、瑞切爾‧格裏菲斯(Rachel Griffiths)主演

的電影。 影片根據1997年賈桂琳‧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的

姐姐與弟弟合著的傳記改編，向公眾真實地展現了大提琴家賈桂琳‧杜

‧普蕾跌宕起伏的短暫人生。本片於1999年獲得奧斯卡獎、金球獎、英

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等的各大獎項共十項提名，深受世界觀眾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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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ry and Jackie 



歐洲影劇賞析 

(圖3 ) 病重的賈桂琳感歎道只有琴不會令她失望 

於是兩人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賈桂琳繼續深造大提琴，而姐姐希拉

里放棄了追求光彩的音樂家人生，開始了平凡人的生活。 

長大後，希拉里嫁給了一個樸實的男人，賈桂琳憑藉天分與機遇，成為

了極有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賈桂琳在一次宴會演奏時，遇見一位同樣是音樂

天才的鋼琴演奏家，他們陷入熱戀並結婚。但賈桂琳漸漸覺得所有人，包括

她的丈夫，愛的只是她的音樂，似乎沒了大提琴她什麼都不是。這讓她迷失

自我，內心極為空虛自卑。賈桂琳決定離開繁華多彩的大世界，躲到了在鄉

村的姐姐家中。她渴望得到姐姐擁有的一切，她迷戀性格樸實的姐夫，並無

理要求與他發生關系。姐姐出於保護和遷就，答應了妹妹。可是這讓希拉里

的丈夫覺得難以接受，漸漸賈桂琳發現這個男人只是為了他的妻子而遷就她，

甚至開始躲避她。與此同時，習慣了萬眾矚目生活的賈桂琳也漸漸發覺自己

無法長期過著沒有大提琴的平凡生活。 

於是賈桂琳離開了鄉村，回到了有丈夫與大提琴陪伴的世界。正當一切

重新步入正軌時，賈桂琳卻身患絕症，無法再彈奏大提琴。最終賈桂琳回到

了有著與姐姐無限回憶的地方，孤獨地回望自己絢爛短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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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介紹 

歐洲影劇賞析 

  安南德‧圖爾克(Anand Tucker)，1963年6月出生於泰國曼谷，導演

過許多影片並獲獎。除了2004年導演的《無情天地有琴天》獲得英國電

影學院獎，2007年還憑藉《崎路父子情(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獲得英國獨立電影節最佳導演提名。 

(圖4)  導演安南德‧圖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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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觀後心得 

看完影片我是流著淚的，因為我能深深體會演奏樂曲時周圍事物後退

而孑然獨立之感，感動於女主角賈桂琳對音樂的又愛又恨卻不離不棄。音

樂與人生是互相交融的，她選擇為音樂而不朽就放棄了平凡的生活，只能

獨自奏出寂寞的音。 

(圖5)賈桂琳陶醉於大提琴的世界 

 Hilary and Jackie 

很喜歡賈桂琳在拉大提琴時候的樣子，誇張的動作，似乎琴與她已是

一體，她像是摟著提琴舞動而並非彈奏。分明是熱烈而激昂的旋律，卻演

繹成一個寂寞的姿勢。在拿到那人生中第一把貴重的大提琴時，就有人告

訴她:”It will give you the world, Jackie. But you must give it all yourself.” 

從她開始絢爛音樂生涯的那一刻起，就已註定孤獨。她恨周圍的人除了愛

她的琴聲以外再無其他，她怕自己除了會拉提琴外便一無是處。在影片中，

導演將賈桂琳對音樂又愛又恨的心理，試圖割捨確實難捨棄的過程，細膩

地展現了出來。    



歐洲影劇賞析 

片中賈桂琳的姐姐希拉里的生活是另一種狀態。兒時她是更有音樂天

賦的那個，然而隨著成長卻愈加力不從心。希拉里離音樂越來越遠，她放

棄了自己的長笛，決定和深愛的人在鄉下廝守壹生，生活平靜而幸福。 

這會是我們選擇的路吧。深深記下希拉裏對妹妹說的這句：”If you 

think being an ordinary person is any easier than being an extraordinary 

one, you‘re wrong.”放下過於絢爛的夢，必定是在遭遇無數打擊之後的，

也必定是日後千萬夜晚結束一天平凡日子後深深不甘的。選擇不做短暫美

麗的煙花，便放棄了不朽。平凡是難熬的，也是寂寞的，這痛苦大概不比

高處不勝寒來的淡然。 

人有了天分，便只有兩個結局，如希拉里般終歸平素，或如賈桂琳般

曇花一現。人生各有選擇不同。無論哪條路都是痛苦的，是一程苦旅。最

怕是留留戀戀，每個一念之間，都需要明晰的答案。而我們往往難以回答。 

(圖5、6)   姐妹兒時一同練琴與玩耍 28 

 Hilary and Jackie 



歐洲影劇賞析 

 電影包含了很多，也使我得到了很多。它展現兩種人生抉擇和與之而

來的悲劇，展露人性隨時間不斷變幻的自私與博愛，涼薄與溫暖。它殘忍

地指出人生悲劇的實質。讓我們知道不該後悔時卻往往心有不甘，已然遠

走時卻總愛回望過去，最需要決絕的時刻卻如何也得不到答案。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ctLch1      圖2： http://goo.gl/gxopgc  
圖3： http://goo.gl/o674Vp     圖4： http://goo.gl/HdXnte  
圖5,： http://goo.gl/7W2fZr    圖6： http://goo.gl/a8uo14  
圖7： http://goo.gl/VedcnR  
 

資料來源： 
http://goo.gl/Zn2dpi  
http://goo.gl/oo8lJ2  

(圖7)  病重的賈桂琳在日落時回到兒時與姐姐玩耍的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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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ry and Jackie 

影片折射的人生難題令人無奈，但它也給了我們寬慰。在影片開頭和

結尾，孩童般的輕細語調重復著賈桂琳獨立於日暮沙灘時吐露的話語，寬

慰了她自己，也寬慰了所有悲劇人生。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all right . Nothing really matters ." 

http://goo.gl/ctLch1
http://goo.gl/gxopgc
http://goo.gl/o674Vp
http://goo.gl/HdXnte
http://goo.gl/7W2fZr
http://goo.gl/a8uo14
http://goo.gl/VedcnR
http://goo.gl/Zn2dpi
http://goo.gl/oo8lJ2


無國界醫生的世界 

[UE4B 江雯玲/整理] 

好書介紹 

Hope in Hell: Inside the World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圖1) 、(圖2)中文譯本封面與英文原文封面 

哪裡有地獄，他們就往哪裡去… 
他們的進駐，告訴這些受苦的當地人… 

這世界沒有放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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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這本書可以同時令你心碎，也令你對人性充滿希望。書中的故事

和照片同時揭露了我們人類所能給彼此最壞的惡與最美的善。」─《英

格拉姆圖書服務商(Ingram Book Company)》 

 本書記錄似乎是我們看不見的世界，細膩地描寫無國界醫生是如何

的不顧一切以及用盡心力，將愛的力量及醫療協助給予那些我們差點就

遺忘的人們… 

 書中除了詳細描述無國界醫生的理想與實踐，更加描述了真實情況，

戰後的傷口、飢餓的聲音及無助的靈魂…作者藉由一則則真實的故事引

導我們去認識無國界醫生的世界：救援任務、參與動機、所面臨的危

險…等；揭露了為何面對種種的挫折，他們依然願意以失去生命的危險

為賭注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那裡的生活，他們形容為地獄…而他們又為何願意踏進那無法體會

的世界，讓我們從書中好好細細體會吧！ 

  

(圖3) 無國界醫生的世界(Hope in Hell: 
Inside the World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它版英文原文書封面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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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一直以來大家都知道無國界醫生是一個非常偉大工作，但一直到我看過

這本書之後才知道原來這些無國界醫生是如此的勇敢及有愛心，面對當地環

境及醫療支援的缺乏，他們別無選擇，必須一一的克服。這些醫生要面臨的

還不只這些，在危險的第三世界，他們的生命也一樣遭受著威脅，面對這些

種種的困難及恐懼，我看見他們勇敢及堅毅的愛心，每則感人的故事都傳遞

著一分動人的愛及關懷，書裡的每段文字都彷彿是在傳遞那份致熱的救援服

務之心，令之動容！ 

 因為看了這本書，我知道做為一個醫生不容易，要成為一位「無國界醫

生｣ 更不容易，除了自己心中的堅持還有更多的是克服困難的信心適應各種

艱困環境的能力，因此，我在心裡又更加敬佩那些不辭辛勞的無國界醫生了，

真的好偉大啊！ 

 在這強烈推薦對於國際志工醫療服務有興趣的讀者來閱讀這本書，相信

此書一定能提供你們相當豐富的經驗資訊，讓你們對於這份工作有更深入的

了解:讓我們好好藉由書裡的文字來好好感受地山世界裡寒冬中的暖流吧！ 

(圖4) 無國界醫師代表圖示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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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0btEsp 
http://goo.gl/XKAGY2 
https://goo.gl/JNcbxM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kL8Q4I 
圖2： http://goo.gl/f44bQ4 
圖3：http://goo.gl/yK2ff5 
圖4： https://goo.gl/a9rFRR 
圖5：http://goo.gl/YqVJui 

作者柏托洛帝(Dan Bortolotti)1969年生於多倫多(Toronto)，擁有加拿大滑

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英文學士學位，由於疑惑為什麼人們對藍

鯨了解這麼少？他花了三年時間追尋世界上最大生物——藍鯨的謎團，後

發表了《藍鯨誌(Wild Blue)》；現職為記者的他一共發表有7本著作；其撰

寫的報導刊登在北美20幾家刊物，也曾為加拿大多家雜誌撰寫個人理財文

章。此外其作品曾6次獲得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提名。 

作者目前也是投資理財部落格。 

 

作者介紹 

其有名作品包含： 

- 探索土星(Exploring Saturn) 

- 搶救熊貓(Panda Rescue) 

※兩部作品皆入圍Science in Society Book 

Award 

- 藍鯨誌(Wild Blue) 

- 槍口下的急診室：無國界醫師的奮鬥故事

(Hope in Hell: Inside the World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圖5) 作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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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0btEsp
http://goo.gl/XKAGY2
https://goo.gl/JNcbxM
http://goo.gl/kL8Q4I
http://goo.gl/kL8Q4I
http://goo.gl/f44bQ4
http://goo.gl/f44bQ4
http://goo.gl/yK2ff5
http://goo.gl/yK2ff5
https://goo.gl/a9rFRR
https://goo.gl/a9rFRR
http://goo.gl/YqVJui
http://goo.gl/YqVJui


從剛進文藻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著總有一天我要當個交換學生，精進

自己的語文能力並且認識其他國家的不同文化。於是，在2015年9月，我

踏上了比利時這個未知的國度展開了我為期半年的交換之旅。或許有很多

人對這個國家並沒有很多的認識，覺得學法語就應該要去法國交換啊。但

其實在比利時這個小小的國家裡有三種語言並行：荷蘭語、德語跟法文。

而在我所居住的布魯塞爾首都大區有90%以上的人都是講法文的，因此在

日常生活溝通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海外特派記者 

(圖1) 布魯塞爾原子塔 

比利時交換記─ 

 我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HE47C 朱珮綺/撰] 

 剛到比利時時有許多事情非常需

要適應。在生活方面上，除了有點語

言隔閡外，這裡的生活作息也有些不

同。剛抵達時每天太陽幾乎都是到了

8點左右才會下山，但現在漸漸地進

入冬天，大約5點左右天色就已經非

常昏暗了。早上的時候日出時間也特

別的晚，有時候太陽還沒出來我們就

已經要準備去上學了。 

比利時交換記─我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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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2) 位於市中心的尿尿小童雕像 

星期天的時候幾乎所有商店都不

開門營業，對於一直生活在隨時隨地

都有7-11的台灣的我來說實在是有點不

方便。此外，我們的學校不提供宿舍

因此我們必須在外面找房子住，而我

則在外面租了一間房間但是必須與其

他人一起共用廚房及浴室，因此互相

協調更顯得特別重要。 

我的學校 

當初在面試時其實是布魯塞爾高等口筆譯學校，但就在今年9月，我們這

間學校與附近的自由大學合併了，因此我們學校變成了其中的一個小部門。

我們學校的占地真的是非常的小，就是一棟包含地下室一共5層的建築物而已，

裡面除了辦公室、教室以及一間小小的圖書館之外什麼都沒有，所以基本上

學生沒有課就回直接回家或是坐在地下室的交誼廳等待下節課。剛開學時因

為剛併校在課程上有些混亂，有時候去上課卻發現這節課已經被改時間，又

或者是有兩個不同的班被安排在同一間教室等等，所以一開始是聽課時大家

都感到非常的困惑，但選課的期限非常的晚(直到11月初才確定所有的選課)，

所以過一段時間我也漸漸適應了。 

比利時交換記─我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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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3) 學校入口 

這裡的課對我來說真的非常有挑戰性，整堂課都使用法文或者英文授

課，不像在文藻時遇到不會的詞彙老師可以直接用中文解釋，因此常常會

上課上到一半就迷失了，但是這裡的同學都非常友善，都非常願意伸出援

手幫助我們。除此之外，這裡大部分的課是不用課本的，都是靠老師上課

時發的講義或者是ppt上課，學生們得自己抓重點抄下來，而且老師的上課

步調非常的快，因此課前預習以及課後複習變得格外重要。 

比利時交換記─我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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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學校會特地請當地導遊來為大家講解，因此學生們更可以輕鬆

瞭解到當地歷史以及文化，而大家更可以趁這個機會認識其他交換生。除了

這三個地方之外，比利時還有許多值得探訪得城市，因此在週末放假時，我

就會跟朋友們一起搭火車去其他城市探索。 

一說到比利時大多數的人都會想到巧克力或鬆餅而已，但除此之外薯條、

淡菜跟啤酒也都是非常有名的。路上隨處都可以看見販賣這些商品的小販或

餐廳，而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薯條了，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吃一包來解饞。很

開心有機會來比利時交換，期許自己在接下來的日子可以學習到更多知識，

充實這半年的海外生活。 

海外特派記者 

(圖5,6)比利時美食 

(圖4) 列日市街景 

因為比利時小小的，所以去其

他城市玩基本上可以當天來回。

而這學期學校有為交換學生舉辦

了三次的校外教學，分別是布魯

塞爾 (Brussels)、烈日 (Liege)以

及安特衛普(Antwerp)。 

比利時交換記─我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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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5A吳曉蓉/整理] 

 (圖1),(圖2) b vocal人聲樂團宣傳海報 

b vocal人聲樂團－歡慶20年阿卡貝拉秀 

b vocal人聲樂團－ 
歡慶20年阿卡貝拉秀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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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暌違五年，來自西班牙的「b vocal 人聲樂團」終於再度來台為大家帶來

精彩的人聲表演！「b vocal 人聲樂團」是一個由五位西班牙聲樂家所組成的

人聲樂團，他們的特色是他們不需要樂器的伴奏就能用聲音呈現出各種音樂

和旋律，除此之外，他們創新的表演方式也是為他們贏得國際好評的原因之

一。他們表演的風格非常多元，演唱的風格從中世紀聖歌、西班牙民謠、到

現代流行樂等應有盡有。他們的表演巧妙的運用人聲模擬樂器、大自然、和

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音響，並搭配時下流行的B Box節奏與團員逗趣演出。高超

的人聲口技加上幽默詼諧的戲劇效果和互動，往往使得整場演出笑聲不絕，

充滿歡樂的氣氛。 

 (圖3)「b vocal人聲樂團」五位帥氣的成員 

b vocal人聲樂團－ 
歡慶20年阿卡貝拉秀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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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b vocal人聲樂團」逗趣的舞台表演 

b vocal人聲樂團－ 
歡慶20年阿卡貝拉秀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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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b vocal 人聲樂團」成立的第20週年，他們在全世界的表演已超

過3000場，走遍了歐、美、亞洲各地，並受邀於各電視與廣播節目演出。他

們在2006年贏得無伴奏人聲比賽中最高榮譽之一的「奧地利格拉茲 Vokal. 

Total 大賽」流行組冠軍和觀眾票選獎。2007年和2008年在馬德里藝術劇院舉

辦超過三萬觀眾的大型演唱會，並受邀於2008年西班牙薩拉戈薩舉世博等重

要慶典演出。他們在2010年在世界規模最大的阿卡貝拉比賽｢美國國際無伴奏

合唱大賽｣中贏得紐約區冠軍，隨後又在全國決賽中奪得銅牌、觀眾票選獎與

最佳原創歌曲三項大獎。並在同年被選為「阿拉貢年度文化大使」，被邀請

於上海世博會中演出。 



 (圖5) 「b vocal 人聲樂團」甚至在台灣官方宣傳影片中大唱台語民謠 

中文版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37OrbRn1I 

西文版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2FIXDXwRw 

b vocal人聲樂團－ 
歡慶20年阿卡貝拉秀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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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成立至今已有20年的「b vocal 人聲樂團」總共發行了五張專輯。他們

始終堅持音樂的原創性以及高水準的人聲演出。「b vocal 人聲樂團」已經成

為西班牙於全世界最重要的無伴奏人聲樂團之一。今年是他們第5度造訪台灣，

並將重新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來自各個當紅歌手的經典名曲，包括黑眼豆豆

(Black Eyed Peas)、愛黛兒 (Adele)、披頭四 (The Beatles)、麥可傑克森

(Michael Jackson)、羅伊‧奧比森等(Roy Orbison)，令人期待。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5S34DA 
圖2：http://goo.gl/VBSn16 
圖3：http://goo.gl/uxL31P 
圖4：http://goo.gl/CIZ676 
圖5：http://goo.gl/CIZ676 
圖6：http://goo.gl/55yie1 

資料來源： 
http://goo.gl/VBSn16 
http://goo.gl/mHiwrJ 
http://goo.gl/AGM0Ip 
http://goo.gl/PK6L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37OrbRn1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2FIXDXwRw
http://goo.gl/5S34DA
http://goo.gl/VBSn16
http://goo.gl/uxL31P
http://goo.gl/CIZ676
http://goo.gl/CIZ676
http://goo.gl/55yie1
http://goo.gl/VBSn16
http://goo.gl/VBSn16
http://goo.gl/mHiwrJ
http://goo.gl/mHiwrJ
http://goo.gl/AGM0Ip
http://goo.gl/AGM0Ip
http://goo.gl/PK6Lal
http://goo.gl/PK6Lal


[HE2C彭瀞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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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知道睡眠與夢的關係嗎？ 

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1899年出版了「夢的解析」

一書。他在書中提到，夢的第一個共同特徵是我們做夢時都處於睡眠狀態。

睡著就如同開關一樣，開啟夢境並將現實熄滅。但這個夢境開關在我們睡著

的這段期間會被開啟多少次?什麼情況下會被開啟呢? 

195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有一位博士生阿瑟林斯基

(Eugene Aserinsky)想研究睡眠但不知道做什麼才好。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

他觀察到他的孩子在睡覺時眼睛雖然閉著，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快速轉動，

轉了一陣子後又不轉了，再過大約一小時又開始轉動。就這樣晚上睡覺時週

而復始地出現眼球轉動的現象。阿瑟林斯基又持續的觀察很多人，都發現他

們睡覺時會有這個現象，因此就把這個雖然在睡覺，但眼球會快速轉動的時

期稱為「快速動眼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sleep)，而其他睡覺時眼球

不會快速轉動的時期，就叫做「非速眼動睡眠」，人類整個晚上的睡眠就在

這兩種狀態下交替循環。 

這個時期每次循環時間約為90~120分鐘，每晚大約有4~5次的循環，亦

就是會有4~5次的速眼動睡眠階段。許多研究者都發現如果把人從速眼動睡

眠中喚醒，他會有超過80％~90%的機率說自己正在做夢，由此可知速眼動

睡眠與夢的發生有極大關聯。 

(圖1)人類睡眠狀態變化 

你知道睡眠與夢的關係嗎？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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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夢的難處 

早期為了研究人在剛入睡時腦波是否有特殊表現，會找人到實驗室睡覺，

在特定時間點將人喚醒，問他有沒有睡著，要求受測者回答「睡著」或「醒

著」。但人對於意識狀態的變化多半是模糊不清的，要得到精確的答案並非

我們所想的那麼容易；把人喚醒後得到的答案有「不知道」、「不是睡著也

不是清醒」、「好像有睡著」、「無法辨認」等非確定性的答案。在研究夢

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分析如下： 

 

一、問法不同 

   「你剛剛有沒有做夢？」這樣的問題不夠精確，因為這涉及每個人對於

夢的定義與認知有所不同，若問句換成「腦海中是否浮現出什麼想法」、

「腦海中是否浮現出什麼影像」等，得到的結果會略有差異，因而產生誤差。

因此現在的研究都會把夢做較清楚的定義，像是「感覺有做夢，或是有個又

長又奇異的故事，那影像總是很快速的消逝」。 

 

二、夢的記憶 

    夢的研究最大的困難就是記憶，一般人會直覺地認為有沒有做夢會是很

清楚明白的事，但實際上也非如此簡單，因為有可能清醒後不記得有做過夢。

先不討論模糊的記憶讓我們誤以為有做夢這件事，回答做夢與否，是由以下

兩種情況所構成： 

做夢之後有記憶回答有做夢 

做夢之後忘記了回答沒做夢 

(圖2)人類睡覺會出現夢境 

你知道睡眠與夢的關係嗎？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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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睡眠與夢的關係嗎？ 

因此一般在說有沒有做夢，主要是取決於是否記得，並不是有沒

有做夢。而在做夢的當下或是剛結束時醒來，是最容易記得的。因此

我們早上醒來如果記得有做夢的話，多半是醒來前做的，也就是該晚

最後一個夢。 

從上述的資訊我們可得知：每個晚上睡覺約有5次速眼動睡眠、

每次速眼動睡眠會有80%機率做夢，依此推論每晚至少應該會有3~4

次的夢，但大部分的人都只會記得一個、一點片段，甚至沒有，可見

記憶對夢研究的影響之深。 

 

關於睡眠品質，你所不知道的 

 

8歲至10歲是人類最可能擁有最佳睡眠的時期。從那之後，睡眠

品質將隨著我們的年齡微妙的變差。不同於成年人，只有約20%低於

8歲的兒童從速眼動睡眠驚醒後依然記得夢境內容。在這個年齡段的

孩子所報告的夢境內容通常是靜態、乏味的，不會是動畫感或情緒化

的。 

 

調查發現與我們睡覺的伴侶也會影響睡眠品質。與伴侶共享一個

睡眠空間對於婦女的睡眠品質具有負面影響。即使夫婦倆在睡覺前進

行性接觸將緩解此負面影響，她速眼動睡眠及非速眼動睡眠的平衡仍

然是不正常的;與婦女不同的是，男性的睡眠品質在獨睡時會較差，

當他們與他人同寢時反而會睡得較安穩。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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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夢導致睡不好？ 

有些常常做夢的人會認為做夢是不好的，因為做夢讓他睡眠品質很差、很疲

累，也就是多夢是「因」，而睡不好是「果」，不過事實正好相反。由前文可知

睡眠與夢有幾個特點： 

一、每晚會有4~5次速眼動睡眠。 

二、從速眼動睡眠醒來，會有約80％的人認為有做夢。 

三、每晚應會有3~4次以上的夢。 

四、在夢的當下或剛結束時醒來，才易記得夢境。 

    綜合以上幾點，要記得多個夢的話，就必須在睡眠中多次醒來，而且醒來的

時機要是在夢中或剛結束，如此的話才有可能會記得多個夢境。換句話說，是因

為睡眠中常常醒來所以才會記得很多個夢，而常常醒來自然會覺得睡不好了。因

此實際情況是因為睡不好而導致做很多夢，而不是做很多夢導致睡不好！ 

 

資料來源： 
http://goo.gl/6M9DH3 
http://goo.gl/LXwhIi 
https://goo.gl/rsrLdC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jdITHG 
圖2：https://goo.gl/QUc8vV 
圖3：http://goo.gl/HXH5r4  

你知道睡眠與夢的關係嗎？ 

(圖3)睡眠循環週期 

http://goo.gl/6M9DH3
http://goo.gl/LXwhIi
https://goo.gl/rsrLdC
https://goo.gl/QUc8vV
https://goo.gl/QUc8vV
http://goo.gl/HXH5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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