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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每學期出版第一期電子報總是讓人期待；期待新的編輯團隊將

會共同激盪出怎樣不同的電子報內容新局面，期待新的學期中，學

校會有甚麼特別的活動和節目，讓這短短的幾個月既充實又精彩。

本學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歐洲主題專欄》以「邁向獨立之路」

為題，為讀者們介紹一體的歐盟/歐洲國家內部，存在著怎樣細微或

龐大的歧異之聲，浸潤於歷史洪流、民族情感、政治角力之中，渴

望獨立之心如何穿越困難與阻礙、攀翻高阻的圍牆，並持續不懈地

向外發聲。

除了脫離國家主體外，本期《新聞深度報導》則介紹英國將於6

月舉辦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續留歐盟及可能的影響。歐盟園區將

持續向讀者們更新進度。

而歷經平地百年首次落霰的台灣，身處於全球氣候影響之下，

常被提出的聖嬰現象又是如何導致糧食危機，值得我們關注與認識，

對該議題感興趣的讀者，不妨可閱讀本期《全球觀點》文章。

喜歡藝文活動和人文知識的讀者，也希望本期所介紹的高雄國

際貨櫃藝術節、《逆轉人生》電影、《邊境國》書籍、古怪英國地

名、音樂串流新寵Spotify，以及同學在西班牙交換的豐富經驗，讀

者們會喜歡！

Das Leben ist zu kostbar, um es dem Schicksal zu überlassen.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be left to chance)
- Walter Moers



 荷蘭蝦大幅漲價

http://goo.gl/OiRXP4 (大紀元3月23日)

 布魯塞爾襲擊炸彈客原目標是核電廠

http://goo.gl/8eYXZA (大紀元3月25日)

 莎翁頭骨不在墓中流落何方沒人知道

http://goo.gl/E4tQFO (蘋果即時3月24日)

 中企投資100億英鎊在蘇格蘭建基礎設施

http://goo.gl/MrVCai (BBC中文網3月 21日)

 挪威精英齊聚石油年會望再現繁榮

http://goo.gl/QFz4uH (大紀元2016年03月20日)

 意大利拒絕栽種基改作物歐盟核可

http://goo.gl/k3TcIQ (大紀元2016年03月19日)

[US1B 魏祈芳/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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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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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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英國是否脫離歐盟？

2010年英國大選前，英國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便提出，欲將

部分權限從歐盟取回。去年英國保守黨獲國會下議院過半席位，全面掌

握內閣，加上獨立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兩黨

極力支持脫離歐盟。身為保守黨的首相卡麥隆(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表示希望英國留在歐盟，在黨內議員的壓力下，卡麥隆已與

其他歐盟領導人擬訂出相關政策與計畫。

根據英國民調機構(Survation)進行的民調發現，48%的受訪者表示

支援英國留歐，33%受訪者支援脫歐，19%的受訪者仍未有任何決定，

而政治評論家多處於觀望狀態。針對此議題，英國預計在今(2016)年6月

23日舉辦公投，由人民決定英國是否繼續留在歐洲聯盟。

(圖1) 英國欲脫離歐盟

[US1B 魏祈芳/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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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

英國首相卡麥隆(David Cameron)與其他歐盟國領導人，於布魯塞

爾密切磋商後，表示若英國公投結果為留在歐盟，以下所提出的歐盟改

革方案將立即生效，內容主要包括：

 兒童福利：重新計算移民工人住在海外的子女福利金，以反映

其在母國的生活成本。

 移民福利金：為阻止歐洲大陸的移民大量湧入英國，將限制在

英國移民勞動者前4年的工作福利與失業福利之權利，但須在7年內

解除此限制。

(圖2) 英國首相卡麥隆與歐盟達成改革協議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新聞深度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

6

英國與其他歐盟領導人所訂定之改革方案

 歐元區：英國得以繼續使用英鎊，並可要求其所援助之歐元區會員

償還援助款項。

 保障倫敦金融城 (City of London) : 對英國大型金融服務業採取保護

措施，免受歐元區規範。

 主權：免除與歐盟國成為「更加緊密的聯盟」，並增加其國會議員

在歐盟決策的影響力。

 部分限制自由與遷徙：為防止假結婚及搭便車等行為，非歐盟國民

與歐盟國民無法在結婚的同時，獲得自由遷徙的權利。此外，潛在

具安全疑慮者也將列入遷徙限制。

(圖3) 英國首相卡麥隆與歐盟達成改革協議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脫盟與留盟之經濟影響

在經濟方面，支持者認為歐盟對企業設下太多規範，脫離歐盟可立

即省下每年達80億英鎊(約3,800億台幣)。勞工聘僱不再受歐盟規定之限

制；掙脫農業政策之束縛，以降低食物價格。金融業不需受金融交易稅

及歐盟金融法規之限制。

然而離開歐盟，勢必會衝擊英國與歐盟國的貿易活動。

歐盟是英國主要貿易夥伴，其產品總出口量過半銷往歐盟國家。脫

離歐盟迫使英國須依據世界貿易組織(WTO)之規則，與歐盟進行貿易，

無法享有零關稅等權利。同時，歐盟近年將與美國簽署自由貿易協定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這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美國向英國放話「留在歐盟才能有較大的發言權及國際

影響力」，並表示無意與歐洲個別國家簽署協定。此外歐盟是英國對外

最大的直接投資地，也是英國主要對外投資地。在英國設廠的歐洲汽車

公司及金融機構，可能隨英國退出歐盟而撤出，外資及就業人口銳減，

粗估350萬相關勞動人口將受影響。

(圖4) 英國脫離歐盟的意象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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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瑞士在歐盟體的模式更勝挪威，但英國自認可以更好？

英國欲學習挪威及瑞士與歐盟間的關係

有些人認為英國可以和挪威及瑞士一樣，與歐盟達成類似的協議。

在脫離歐盟的同時，還能保有與歐盟國間之貿易關係。其他歐盟國表示

不滿英國想在歐盟體系中享有自由貿易，又不受歐盟條款約束。挪威雖

非歐盟國，卻是歐洲經濟體(EEA)一員，可享有歐盟單一市場的好處；

瑞士非歐盟也非歐洲經濟體一員，但和歐盟就業人口、自由貿易等不同

領域，各自簽署條約。事實上，英國若退出歐盟仍需要遵守規則，同時

也將會失去制定條約的影響力。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新聞深度報導



參考資料：

http://goo.gl/TAznzS
http://goo.gl/9OhqKX
https://goo.gl/8BtYDe
http://goo.gl/Mg2aLN
http://goo.gl/TAznzS
http://goo.gl/7b2yTA

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A8NYCv
圖2： https://goo.gl/HMTsPq
圖3： http://goo.gl/JgF2op
圖4： http://goo.gl/hBjW6R
圖5： http://goo.gl/IDiTb
圖6： http://goo.gl/4CLDDk

延伸閱讀：
http://goo.gl/u2uX1W
http://goo.gl/uAMkoD
http://goo.gl/pSyF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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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離歐盟對英國安全的利弊

就安全考量，有人認為，待在歐盟可交換犯罪人口紀錄和旅客紀錄，

以共同防範恐怖攻擊。也有人反駁，歐盟不可能讓英國更安全，自由進

出各國邊界是造成恐怖攻擊的主因，大量難民湧入歐洲，同時夾帶恐怖

分子，英國必須嚴格管制邊境，不讓任何人隨意進入英國。

英國的未來

目前支持者與反對者雙方各執一詞，也各有其利弊。若英國公投決

定退出歐盟，將成為第一個退出歐盟的先鋒國。面對不可預知的未來，

英國公民應謹慎地投下手中神聖的一票。

(圖6) 大都會警察局長
(Metropolitan Police chief)

伯納·霍根豪
(Bernard Hogan-Howe)

曾警告脫離歐盟對英國的威脅

英國是否脫離歐盟？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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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2C 邱涔瑜/整理]

邁向獨立之路─北愛爾蘭

前言：

隨著民族自決意識抬頭，掀起了獨立運動的風潮，在我們平時看不

到的地方，各地的獨立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進行中，每個獨立運動背後必

有其歷史背景與原因，而本次報導將集中整理愛爾蘭的獨立運動。

• 愛爾蘭與北愛爾蘭概況

愛爾蘭位於歐洲西北部愛爾蘭島上，面積7.03萬平方公里。人口398萬，

絕大部分為愛爾蘭人。94％的居民信奉羅馬天主教。官方語言為愛爾蘭語註

和英語。貨幣為歐元。首都為都柏林(Dublin)。

而北愛爾蘭位於愛爾蘭島的東北部，面積為14,120平方公里，首府貝爾

法斯特(Belfast)，人口約160萬，其中60%是英國移民後裔，他們信奉基督

教新教，其餘40%是愛爾蘭島的原住民後裔，信奉天主教。長期以來，他們

分而聚居，互不往來。在北愛歸屬問題上，前者主張留在英國，後者則堅

持回歸愛爾蘭。

(圖1) 愛爾蘭國旗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備註：愛爾蘭語過去在愛爾蘭是地位較高等的語言，擁有自己的文學、古典語等
豐富的文化資產。然而隨著英語勢力增巨，愛爾蘭語被視為「農民使用的粗俗的
語言」，邁向死亡之路。近年來，愛爾蘭政府大力推廣愛爾蘭語，然而效力有限。
(資料來源：立場新聞《語言一旦死了，還救得回來嗎？－愛爾蘭語及希伯來語》
https://goo.gl/ZYL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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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愛爾蘭位置

• 分離原因

愛爾蘭問題最早可追朔至西元1169年英王亨利二世率兵征服愛爾蘭開

始。英王亨利二世確立對愛爾蘭的統治權，並在1541年起，英王成為愛爾

蘭國王。而後簽訂《愛英同盟條約》(Acts of Union 1800)，成立大不列顛

及愛爾蘭聯合王國，至此愛爾蘭被英國完全併吞。1916年在都柏林爆發抗

英的復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原本熱烈歡迎英軍的民眾，隨著英軍連

續處決起義的幾位領導人，改變了愛爾蘭的民意，從反對轉為同情與支持

獨立運動。隨著愛爾蘭民族獨立運動的高漲，英國政府同愛爾蘭簽訂了

《英愛條約》(Anglo-Irish Treaty)，允許愛爾蘭南部26個郡成立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享有自治權。北部6郡(現北愛爾蘭)仍歸英國。1937年，

愛爾蘭憲法宣布自由邦為共和國，但仍留在英聯邦內。

1948年愛爾蘭議會通過法律，宣布脫離英聯邦。隔年英國承認愛爾蘭

獨立，但拒絕歸還北部6郡。而愛爾蘭獨立後，愛爾蘭歷屆政府均把實現

南北愛爾蘭統一作為既定政策。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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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愛爾蘭的族群衝突

1922年愛爾蘭自由邦成立之後，南、北愛爾蘭的分裂正式確立。南愛

爾蘭的天主教徒因佔了人數優勢，因此並沒有分歧；然而，北愛爾蘭雖然

是以新教徒為主的政治體，但仍然有高達約4成的天主教徒居住其間，所面

臨的族群競爭問題較南愛爾蘭嚴重。北愛爾蘭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自持

不同主張。多數的北愛爾蘭天主教徒認同自己為愛爾蘭人，反對英國統治，

並希望與南方獨立的愛爾蘭統一，因此其經常被指稱為共和派(republicans)

或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多數新教徒則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主張北愛

爾蘭續留英國，因而被指稱為統派(unionists)。

(圖3) 英國與北愛爾蘭國旗分別由：英格蘭、
蘇格蘭、大不列顛、愛爾蘭共同組成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北愛爾蘭的兩大宗教族群

除了信仰與政治立場的歧異之

外，兩族群之隔離更延伸至社

會各領域。

就經濟或社會結構而言，

新教徒通常擁有較高的社會經

濟地位；與南愛爾蘭相比，此

兩大宗教族群在人數上不但具

有充足的對抗性，在政治、經

濟、社會結構、居住空間等方

面也各自區隔，鮮少有同化或

整合(integration)的情形。因此

造就北愛爾蘭的嚴重分裂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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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歐英國女王伊莉莎白二世(右)與曾任愛爾蘭共和軍(IRA)指揮官的北愛

副首席部長麥金尼斯握手，這一握被賦予高度歷史意義。

• 英國與愛爾蘭的合作

北愛爾蘭族群衝突所衍生的恐怖攻擊事件並不侷限於北愛爾蘭境內。

共和軍亦於英國街頭發動恐怖攻擊；而激進新教武裝組織也曾在都柏林

街頭執行炸彈攻擊。因此，從1980年代開始，英國即開始改變其解決北

愛爾蘭衝突的策略，就是由英國與愛爾蘭政府直接聯繫對話，試圖從族

群衝突源頭解決問題。

愛爾蘭和英國政府就北愛爾蘭問題達成一項協議，規定組成兩國政

府間部長會議，愛爾蘭政府有權就北愛爾蘭事務提出看法和建議。因此

自1985年至2007年期間英愛兩國政府陸續舉行了幾次會談，並達成了重

大協議，促使北愛日漸和平，而英國與愛爾蘭的關係也逐漸緩和。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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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蘭獨立公投

除了北愛爾蘭希望自英國內部獨立之外，同樣隸屬英國的蘇格蘭亦於

2014年9月18日舉辦獨立公投，該次公投的投票率近85%，最後反對方以

55.3％對44.7％的比例，決定了蘇格蘭續留英國的命運。

蘇格蘭與英格蘭原本為不同的國家。1603年蘇格蘭王詹姆士六世(James

VI)繼任英格蘭王位，使得兩國組成共主邦聯(Personal union，仍然是兩個

國家，僅由同一君主統治)。1707年聯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的通過，

兩國正式由共主邦聯關係合併成為大不列顛王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積極推動蘇格蘭獨立的宣傳組織Yes Scotland，認為支撐蘇格蘭獨立有

其三大核心因素：

1. 蘇格蘭擁有蘊藏量豐富的北海油田，有足夠經濟條件可以獨立，建

立更符合社會公義、更民主的國家。

2. 唯有獨立，才能避免預算被刪減，所有關於蘇格蘭人民的決定，都

可以自己作主。

3. 蘇格蘭獨立後，將成為歐盟重要成員，可提供能源安全、財政支援，

並進一步開發低碳能源科技。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圖5) 2014蘇格蘭公投獨立文宣品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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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l5Ar72
圖2：http://goo.gl/cZvvpU
圖3： http://goo.gl/MiF2hR
圖4：http://goo.gl/xSxY9r
圖5：http://goo.gl/kceAEF
圖6：http://goo.gl/w6fQY0

資料來源：
http://goo.gl/faCDEJ
http://goo.gl/13Y6Yi
http://goo.gl/EKnNbL
http://goo.gl/iNbeo1
http://goo.gl/lVrDbW
http://goo.gl/kceAEF

日前英國脫歐事件引起熱烈討論，報導指出，曾為武力捍衛愛爾蘭

獨立的「愛爾蘭共和軍」(IRA)前參謀長、現北愛爾蘭副首席部長麥吉尼

斯(Martin McGuinness)表示，若英國於6月23日的脫歐公投中選擇脫離

歐盟，這將是一個大幅影響愛爾蘭全島的決議。英國政府有必要提供愛

爾蘭人一個與愛爾蘭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統一，以續留歐盟的權

利。麥吉尼斯另認為，英國脫離歐盟將在政治與經濟上對愛爾蘭全島帶

來大幅度改變。英國人民若違反愛爾蘭人民的意願脫離歐盟，英國政府

有必要提供愛爾蘭人民一個重新決定國界線的權利，結束愛爾蘭島的分

治。

(圖6) 新芬黨黨魁麥吉尼斯要求
舉行國界公投的權利。

延伸閱讀：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4卷第4期頁49-70 2008年/冬季號
愛爾蘭面對英國強鄰的發展與生存之道：http://goo.gl/iMSfQk

邁向獨立之路─北愛爾蘭

http://goo.gl/ziVKVF
http://goo.gl/MR05pf



Spotify新功能：尋找下一首你愛聽的音樂

全球最大的音樂串流公司Spotify，繼去年為用戶推薦、集結約兩個

小時的播放清單「每周新發現」的服務功能後，近期再度推出新的拓展

功能’’Fresh Finds’’，透過系統規則性的篩選加上內部員工編排後，根據

用戶收聽喜好及習慣，挑選其可能喜愛的音樂。與眾不同的地方是，

被’’Fresh Finds’’推薦的潛力歌手，他們的音樂尚未有許多人在Spotify

上聽過，但卻是未來準備要宣傳主打的歌曲，這項貼心的客製化功能，

可讓聽眾更快找到自己喜歡的音樂，還能早一步聆聽即將上架的熱門曲

目。

歐盟學術專欄

[US3A 許靜嘉/編譯]

(圖1) Spotify新功能’’Fresh Finds’’。

Spotify新功能：
尋找下一首你愛聽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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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圖2) Fresh Finds提供多元的音樂種類選擇。

‘’Fresh Finds’’會先迅速瀏覽各音樂網站，找出最近火紅的新銳

歌手，然後系統即開始確認有哪些用戶正在收聽他們的音樂，這些用

戶們就會被標記為「流行風潮的領導者」，Spotify把其慣聽的音樂

風格加以編撰，’’Fresh Finds’’的播放清單便完成了。未來’’Fresh

Finds’’的音樂種類將涵蓋：嘻哈(hip-hop)、電音(electronic)、流行

(pop)、吉他驅動音效(guitar-driven)及其他各式各樣實驗階段的樂風，

而每一個種類都會在每周三進行更新。

Spotify新功能：
尋找下一首你愛聽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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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圖3) Spotify服務遍佈的地區圖(截至2014)。

Spotify(spot + identify的混合詞)音樂串流服務公司創立於2006

年，起源於瑞典、目前總部設在英國倫敦和瑞典斯德哥爾摩，提供百

萬首來自多間唱片或媒體公司具有數位著作權歌曲，分兩種服務層面：

Spotify Free (160kbit/s) 及Spotify Premium (320kbit/s以上)，免費

線上聆聽的收入來源為廣告；選擇每月付費用戶則不受廣告干擾且能

離線下載收聽。現今大部分的美洲、西歐與大洋洲皆可使用，用戶人

數已累積超過7500萬名以上，其中約2000萬名付費收聽。可經由音樂

的創作者、專輯、類型、播放列表或唱片公司來尋找想要的樂曲，而

且電腦、平板、手機、電視或車上都支援播放。

Spotify新功能：
尋找下一首你愛聽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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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https://goo.gl/qAFvOI
https://goo.gl/nta8rP
http://goo.gl/Enx2ti
http://goo.gl/ZA4SNS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SX9ksP
圖2：http://goo.gl/JhfSp3
圖3：http://goo.gl/inICLu
圖4：http://goo.gl/UzR42t

歐盟學術專欄

(圖3)歌手泰勒絲相信音樂具價值理
應付費收聽。

與音樂人及唱片公司之間的爭議：

2014年，歌手泰勒絲(Taylor Swift)將當時的新專輯《1989》從Spotify下

架，並結束與其合作關係，往後所有歌曲一併撤離，因為她認為音樂是珍貴

有價值的產品，如果想享受就必須付費。這顯然與Spotify提供的免費收聽模

式的想法背道而馳；隔年，環球唱片總裁盧西恩格蘭奇(Lucian Grainge)也

曾表示只靠免費模式的廣告收入不足以讓音樂人或投資人得到應有的利潤，

即使創作者與公司可獲得70%的收益(Spotify抽30%)。此外，環球唱片還要

求Spotify縮減免費用戶使用的時間，希望聽眾們能夠轉為付費模式，以保障

音樂人能得到更多版稅收入。Spotify卻認為免費服務是帶動付費用戶增加的

關鍵，所以不打算做任何變更。同年年底，音樂創作家大衛洛維(David

Lowery)代表數百位音樂人控訴Spotify把未經授權的音樂流通在服務平台上，

損害他們的權益，求償1.5億美元，Spotify則聲明會再和其進行調解，達成

共識。

(圖4)音樂創作家大衛洛維(David 
Lowery)指稱Spotify侵權並要求

鉅額賠償。

http://goo.gl/LjbO4w
http://goo.gl/PLTjJR
http://goo.gl/Zshoad
http://goo.gl/GoJUqs

Spotify新功能：
尋找下一首你愛聽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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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現象導致全球糧食危機

編按：2月17日衛報(The Guardian)以一篇「El Niño is causing global food

crisis, UN warns」的報導，敘述由於聖嬰現象所引起的嚴重洪災和旱災，

導致大量農作物歉收，且在南非、南亞、中南美洲等國的人民正面臨著糧食

和水資源的短缺。

－－－－－－－－－－－－－－－－－－－－－－－－－－－－－－－－－

背景資料：在亞洲、太平洋地區數百萬的人民，已經遭遇過熱浪、水資源短

缺以及森林大火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起因是發生於2015年中的聖嬰現象。

聯合國人道協調部(the U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根據報告預測，聖嬰現象對於全球農作物的影響將會持續到

2016年。

(圖1)一位男人在哥倫比亞的卡利馬湖(Lake Calima, Colombia)的河岸旁
收集垃圾，因為聖嬰現象帶來的高溫，導致貯水池的水平面下降

[UJ1C 張雅琪/整理]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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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現象：嚴重影響南非、亞洲、中南美洲人民

由強烈的聖嬰現象事件引起的嚴重乾旱和洪患，使位於南非、亞洲、

中南美洲近百萬的人民正面臨糧食及水資料的短缺，並使免疫力較低的民

眾容易感染疾病。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the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於1985年設立的飢荒預警系統(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s

Network，FEWS NET)預測顯示，持續低於平均的降雨量和高溫將有可能

影響南非至2016年，並伴隨著糧食危機直到2017年。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

織(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及飢荒預警系統的

聯合聲明表示：「聖嬰現象將會於2016年對南非的農作物與糧食安全有毀

滅性的影響。近期的雨季在最後的35年會是目前為止降雨量最低的。」

(圖2)南非旱災嚴重，大量人口和牲畜面臨飢荒威脅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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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蔗糖產量短缺價格上漲

由於聖嬰現象引起的災害，還展現在全球的甘蔗產量減少上，並影響某

些地區糖價的供需平衡。氣象學家將2015年視為聖嬰現象影響力甚鉅的一年，

直至2016年，聖嬰現象亦絲毫無減弱趨勢。聖嬰現象衝擊範圍甚廣，會影響

到各地區農作物的收成，學者預估，今年的糖產量將會受此影響，甚至造成

嚴重短缺，導致價格攀升。

(圖3) 2009-2014/2015糖的供給與需求的消長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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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現象：農作物的損失

近年來，由於糖的需求量漸漸增加，農夫因此開闢更多農田以滿足全球

對於糖的需求。期貨專家普爾(Green Pool)表示：「聖嬰現象帶來的嚴重乾

旱，大幅減少了亞洲地區的糖產量，也因為乾旱的影響，農作物的看護照料

變得更加艱難，使農民無心想繼續栽種作物。」受聖嬰現象影響的農作物不

只有甘蔗而已，還有玉米、稻田等，這些農作物都是聖嬰現象的受害者之一。

(圖4)許多熱帶國家的降雨量大幅減少，印尼、越南都遭受嚴重旱災之苦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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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現象重創東南亞、南亞

越南的農業及鄉村發展部預估，自去年下半年開始的乾旱與鹽水倒灌的

情形，已影響到該國南部最大的稻米生產地區－湄公河三角洲(Mekong

Delta)，稻米收成量略減了至少3成到7成。至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如馬來西亞、

印尼、泰國等，也正面臨嚴重旱災以及降雨量減少的農業困境，使當地的砂

糖、稻米、棕櫚油產量越來越不樂觀。另一方面，印度的降雨量較正常值低

了大約15%，導致花生與稻米的產量大幅驟減，使全球糧食作物價格波動加

劇。氣候變遷的影響遍及了數千萬人，甚至是數個國家，隨之而來的旱災及

洪災，更是對家園造成了龐大的威脅，還會導致農作物歉收、全球糧食減產

等問題。

(圖5) 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遭受最嚴重的乾旱

原文：http://goo.gl/7EzQFu
參考資料：

http://goo.gl/GwUSti
http://goo.gl/S2hrGI
http://goo.gl/9yDYgd
http://goo.gl/J3U0ws

延伸閱讀：

http://goo.gl/J3U0ws
http://goo.gl/Gsdyvk
http://goo.gl/1PQ0Rp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nhie06
圖2：http://goo.gl/x99kMG
圖3：http://goo.gl/S2hrGI
圖4：http://goo.gl/1tqlzI
圖5：http://goo.gl/1LS66v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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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圖1)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活動海報 25

[UF3A 黃育誠/整理]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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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年一度的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自2001年起舉辦至今已歷七屆，貨櫃承

載的人類文明發展中多元而複雜之概念，被來自世界各地藝術家以各種各樣的

方式表現，創造出令人驚嘆的美學創意。近年伴隨著全球對人類環境的關注及

反思，貨櫃藝術節也通過貨櫃作為載體，多元涵納關於城市居住、空間、城市

發展等的多重議題。因此，「明日方舟：2015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試圖展開

對居住與環境的探討，邀請建築師將貨櫃打造成一艘承載內省及希望的方舟。

以方舟為名的貨櫃不僅僅是一個實質建物(載體)的呈現，也是收納各種思考及

想像的盒子，這樣的想像聚焦未來人類之多元生存狀態，從反思人類所居處之

地球出發，到因應各種極端環境之生活概念表述，直至為創傷後的人們提供身

心安頓之場域，翻轉貨櫃做為工業廢棄物的舊有印象，讓我們對賴以為生的城

市有著更多體悟。

展覽期間：2015年12月26日~2016年6月12日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四10:00-18:00 週五至週日10:00-20:00

展出地點：駁二鐵道園區PIER-2 RAILWAY PARK
點我觀看介紹影片

(圖2)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展區照片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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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覽主題為「明日方

舟」，希望藉由這個展覽帶給人

們對於自身所生存的環境進行探

討及反思，本次展覽分為實體展

示及數位展示，上圖為實體展示

各展覽物件於駁二藝術特區之分

布圖。

(圖3)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展區地圖

(圖4)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展區照片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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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理念 Idea of Design

本案為貨櫃環繞著樹木建構而成的聚會所

，藉由營造出讓人在災後可以休息和被安慰的

空間，使災後心靈亦得到重建。在傳統生活中

，樹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人們在此自然地交流

和溝通。在室內空間我們安置一棵象徵希望的

樹，把希望的種子種下。我們的方舟有讓人們

重新回到大自然的三大元素： 『陽光』、『

空氣』、『水』; 並在室內室外大量植栽，反

應我們與土地互相依存的關係。

建築師簡介Introduction of Designer

高雄路竹人，鐵匠和木工之子，並以父親

的名字創立建築師事務所。擅長以高雄在地素

材創作，作品富有人情味和對環境的關懷。曾

擔任「2013年高雄貨櫃藝術節」活動策展人，

期間湧進參觀的人次達到142萬，今年繼續為

「2015年高雄貨櫃藝術節」活動策展，希望藉

由國內外建築師的共襄盛舉同玩貨櫃，讓全世

界的人都能看到高雄港的美。

種子方舟 An Ark of seeds
王啟圳 Chi-tsun Wang

王家建築師事務所 Wang&son Building Workshop

(圖5) (圖6) (圖7)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展覽品：種子方舟照片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展覽物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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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飽未 Jia Ba Wei
林志峯 Chih-feng Lin

林志峯建築師事務所 Mark Lin Architect Association

設計理念 Idea of Design

－台灣傳統農耕社會的口語問候語，卻蘊含安定

人心的無比力量－ 『呷飽未』將貨櫃改裝為行動

廚房，配備完整廚具，便於滿足災區提供大量飲

食的需求。

在資源取得極為艱困的場所，愈能激發人的創造

力。以梯田為發想，將貨櫃廚房因營運而需展開

之外殼部分，配置水耕或垂直耕種系統，種植葉

菜類作物，讓耕作成為復原災區的第一個行動。

民以食為天，文明的第一種活動－食物的生產，

讓人們帶著希望去重新認識大地，就是解決吃的

問題。結合行動廚房，利用貨櫃來種植並達到教

育的目標，回到原點，我們就用最初始的勞動讓

人們回復平日的安定。

建築師簡介Introduction of Designer

林志峯建築師畢業於東海大學建築系，並取得英

國雪菲爾大學建築碩士，長期以高雄市為主要執

業場所。設計著重節能與環境涵構等特質。

(圖8) (圖9) (圖10)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展覽品：呷飽未照片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展覽物件介紹



祈天 Pray to Sky
王喆＋林祐年 Che Wang + You-nian Lin
十分建築設計會社 Very Architects Office

設計理念 Idea of Design

人們在經歷了過度消耗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劇烈環境變遷，於嚴峻條件下展開新生活

時，新的社會穩定需要的是「信仰」－人們因經歷了劇變而對於自然產生更高的敬

意，且昇華為心靈寄託與精神信仰。

於四只堆疊的貨櫃內置入一鏡面材質，正立面所框出的反射天空成為精神信仰聚會

活動時之主台背景。天空經由反射流到人們的腳邊，無論晴、雲、霧、雨等不同自

然狀態下的天空均收納於貨櫃的開口內，人們面對鏡面中的天空時，角度的設定抹

去了自我影像的存在，此創造出一具儀式性及精神性的反思場域。

建築師簡介Introduction of Designer

王喆Che Wang

先後曾任職於Coelacanth and Associates, Tokyo(小嶋一浩)、建築作坊CitiCrafts(曾

成德)及於大矩聯合建築師事務所與伊東豊雄建築師事務所合作。

林祐年You-nian Lin

逢甲大學建築學士，東海大學建築碩士。為佔空間工作團隊之空間規劃製作人之一，

主要參與作品有台中本冊佔時性閱讀空間、台北Machismo Men’s collection及台中

戶方展覽替代空間等。

(圖11) (圖12) (圖13)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數位展覽品：祈天概念圖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展覽物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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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持聚場 Leaning Together
王喆 + 林祐年 Che Wang + You-nian Lin

十分建築設計會社 Very Architects Office

設計理念 Idea of Design
人們在經歷了過度消耗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劇烈

環境變遷，於嚴峻條件下展開新生活時，最需要的

則是相互「陪伴」－人們之間的相互依靠與支持，

始可凝聚眾人意念形成力量，而重拾面對未來的「

希望」。 形體如「人」字的涵義，一只傾斜的貨櫃

呈顯出的是傾倒與孤獨，然四只貨櫃相互傾斜卻相

互支撐，達到微妙的平衡。自然地，於其中圍塑出

一個充滿希望的依持聚場。讓人們在此相互聚集、

相互支持而凝聚出共同的力量，向上仰望天空的框

景重新燃起面對未來的希望。 四只貨櫃內部為四種

不同屬性的空間，有白晝的星空、深邃的黑暗、透

淨的天空及和煦的陽光。內部靜謐且獨自的空間讓

人於內祈禱或自省，而進入前須微微地低下頭來看

著腳下大地的行為，同時也喚醒了面對自然環境時

需有的謙卑態度。 依持聚場創造集體聚集與獨自自

省場域，具心靈療癒性的空間匯集了眾人的意念，

自省後進而重新燃起面對未來的希望。

(圖14) (圖15) (圖16)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數位展覽品：依持劇場概念照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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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o0N1Rf
圖2：http://goo.gl/z9jqao
圖3：http://goo.gl/Zjp3TU
圖4：http://goo.gl/QyDTfz
圖5：http://goo.gl/Iooz4c
圖6：http://goo.gl/u1LMdJ
圖7：http://goo.gl/zWh6dV
圖8：http://goo.gl/60yrRr

資料來源：
http://goo.gl/cEbNJr
http://goo.gl/GolcCI
http://goo.gl/6Rqjoq

當初會想要以貨櫃藝術節，當作這一期的藝文活動報導是因為今年

的展覽主題十分吸引我，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舉辦至今已歷經七屆，每

兩年一次，今年的主題是「明日方舟」，想要透過展覽傳達貨櫃不僅是

載具，它也可以是我們的避風港 – 家，同時這個主題也想要傳達對於環

境的關懷，面對近年來的環境變遷，人類應該多反思自己對於環境的責

任。

(圖17) 2015 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展區照片

圖9：http://goo.gl/Kh3JmJ
圖10：http://goo.gl/8cPYsj
圖11：http://goo.gl/7EYfU8
圖12：http://goo.gl/doQcfv
圖13：http://goo.gl/29gEsx
圖14：http://goo.gl/GkXoeF
圖15：http://goo.gl/sPJSAK
圖16：http://goo.gl/tpAIqr
圖17：http://goo.gl/VA7IBD

校外藝文報導高雄國際貨櫃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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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是文藻歷屆以來年紀最大的交換生。

就讀進修部西文系的起因始料未及—「失戀」。讀書的日子就這麼默默

地來到二年級，某天班上同學突然提議一起準備交換生的考試，這才引起我的

興趣，就這樣踏上無止盡的路。對於一個進修部的學生而言，白天上班、晚上

上課真不是蓋的，且不論上班怎麼辛苦，光是晚上撐開眼皮、打開耳朵聽老師

講課，就是件不容易的事；再者，進修部的時間是日間部的一半，光是學習進

度就有一定難度，但人生嘛，總是要給自己一點希望跟挑戰，沒考慮太多就衝

了。

海外特派記者

(圖1)馬略卡島(Mallorca)的知名景點
索列爾(Soller)

殺不死你的磨難會讓你更堅強─西班牙留學

Lo que no te mata te hace más fuerte

[進修西文三吳珈琳/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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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在此要感謝西文系老師們不因為我們是進修部而忽略，知道某些同學

要準備西文檢定，老師特地讓班上同學做了幾次模擬考、私下提供測驗卷

練習，還提早到校幫忙練習口說，這都讓我們好感動，老師，我們愛您們！

在出國前半年，得要一邊工作、一邊準備交換生面試還得應付平常學

校課業，突然覺得自己是神力女超人，經過一番波折，終於讓我錄取交換

生。在錄取後，工作沒停過，面對學校寄來的全西文信件：準備證件、辦

理學生簽證、要買旅平險、機票要買來回、填寫入學資料…等等一切，常

常讓我頭暈也真的很煩心，但，這就是我的選擇，沒有後悔。

關於上課：

抵達西班牙UCLM學校昆卡校區，我選了三門大學課程以及語言課程。

上課第一天，雖然充滿期待卻也覺得無奈，中午12點開始的當代歷史，兩

堂課下來靈魂跟人體是分離的狀態，有聽沒懂，其實一度是彌留狀態，在

這兩堂想了很多(就知道有多麼的聽謀～)我研究課表找這堂課的替代課程，

也回想起之前在台灣時，幻想假日就要出去玩，可是現實狀況一旦出現，

發現一切不可能這麼理想化，又當初為什麼想當交換學生，可不能本末倒

置，這麼一想，心態也就矯正回來。上課當然都是聽不懂的狀態，只能下

課找老師討論該怎麼準備，針對我們這些交換生，老師們大都不會刻意刁

難，但如果太混～也是交代不過去，畢竟老師們都釋出善意，很多事情我

認為「態度」比「能力」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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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2)立陶宛室友及台灣學生

因為感興趣，一不小心我挑了同個老師開的兩門課程，這位老師的作

業是：書面報告35頁＋上台報告，以及期末考(偶有臨時作業)，在期末拼命

趕作業時，光看報告就想吐，在許多同學羨慕我們「出國交換」＝「出國

享樂」之時，我很想告訴大家：「我寧可跳過聖誕假期，立刻飛回台灣。」

關於結交外國朋友：

很多同學覺得來到國外一定會有很多「外國朋友」，就我遇到的狀

況—「沒那麼簡單」。你會遇到很多外國人，但他們不一定能變成「朋

友」；在西文不好的狀態下，我曾遇過西班牙人直接告訴我：「你可以講

英文。」因為他們受不了我講話慢吞吞；也遇過我請求對方可否重講一次、

放慢速度，對方照做了但我還是聽不懂，後來他告訴我：「為什麼你們總

覺得我講話很快？」說真的，聽到時嚇都嚇死了，覺得對方開始嫌棄，心

裡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我想必須再更加強的是自身語言能力。

某課程老師好意地為我找個男學伴，希望在學習各方面能提供幫助，

很高興這麼一來我的西文可以因為常常練習而進步快速，沒多久，學伴開

始對我上下其手，表達想要追求的意思，我婉拒了。很殘念～如果他是足

球明星C羅，我西文應該會進步的像高鐵那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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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3)昆卡的山上

關於國外旅遊：

談到大家最關心的旅遊問題，除了各國不同風光、歷史以外，對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學習到如何上網訂房、購買廉航機票以及安排行程。相信很少同

學會打著「出國旅行預算無上限」的口號，自己負擔旅費的我也不例外，在

研究旅遊資訊以及如何省錢的同時，語言能力也會相對進步。

上課得知西班牙人慵懶、英文爛，在訂票時才知道就連西班牙網站也很

慵懶，我想偷懶點選英文版本，但網站就是無法順暢連結，沒辦法只好選擇

西文，但你以為選了西文版本就會比較好？「沒有！」同樣畫面點選完卻沒

有動靜--「重新載入」；同樣資料填寫到一半就跳出--「重新填寫」；總算來

到最後付款畫面卻不接受該信用卡--「更換它卡」，如果你是台灣人，無法

忍受這樣沒有效率浪費時間的事情，但，沒辦法！我還是得要耐著性子，最

後，我重複試了七次，總算成功；在七次革命中，光是同樣單字就重複記了

七次，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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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4)西班牙招牌菜 Jamón con 
melón(哈密瓜＋西班牙火腿)

這是我從小到大夢寐以求的機會—「離家到外地住一段時間」，到

現在約五個月左右的時間，我真的超想台灣！在暫時停止打報告的此時，

回想以前準備西文檢定、交換生考試…一切努力，一路上旅行，到現在坐

在西班牙大學宿舍裡，依然覺得不可思議，這是我不顧一切奮鬥來的成績，

儘管是人生時間線上的一點，卻是最Bling的那顆亮點。

西班牙只要挑選當季食材，

價格就不會偏高，來到這裡最有

名的就是橄欖油、番茄、西班牙

火腿以及酒，每個月伙食費每個

人大概只花四千台幣，相較於其

他國家交換學生，聽說我們幾乎

是開銷最低的一群。

在西班牙的生活：

除了語言能力以及旅遊技能，我最開心的是學到「廚藝」。一直以來，

在家裡我是「茶來伸手、飯來張口」的大小姐，「沒有母則強」出國半年，

一切都得靠自己，很幸運地，我跟英文系西文組的林力琦同學同個住宿單

位，在剛到學校初期，力琦常跟我分享讀書方法以及推薦一些西文節目給

我，在學習的同時也慢慢學習做菜，一方面是想念台灣美食、一方面也想

學點西餐，我們互相研究西文美食網站、爬文食譜；在昆卡校區並沒有很

多外來誘惑：例如夜店、舞廳…，換句話說，這裡很無聊，但是適合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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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US3A 許靜嘉/整理]

(圖1) 英國英格蘭達勒姆郡
的佩提米村(Pity Me)路標。

台灣有台中的市政北七路、屏東的烏龍村、宜蘭的梅花路等有趣又

獨特的地名，當然國外也不例外。在英國，千奇百怪的地名不勝枚舉，

像是英格蘭達勒姆郡(County Durham)的佩提米村(Pity Me)、威爾斯

(Wales)的蘭韋爾普爾古因吉爾戈格里惠爾恩德羅布爾蘭蒂西利奧戈戈戈

赫 (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llantysiliogogogoch) 、

英格蘭諾福克郡(Norfolk)裡發出微微鼾聲的Little Snoring小鎮和萊斯特

郡(Leicestershire)的艾什比德拉佐治(Ashby-de-la-Zouch)等，都是當地

特殊地名。第一次聽到這些奇怪名字的人，或許覺得好笑，但其實它們

背後的含意，與英國的歷史演變有關，能讓我們在會心一笑之餘，進而

認識一些文化傳聞的背景。

(圖2)佩提米村(Pity Me)
位置圖(箭頭所指)。

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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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佩提米村(Pity Me)：

位於英格蘭達勒姆郡(County Durham)的佩提米村，村名的由來眾說紛

紜，其中以《牛津英國地名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British Place

Names)裡的解釋較為可信：「19世紀時，佩提米村被視為一個荒涼、耕種

不易的地帶，因此將其命名為『可憐我』」；也有人說Pity Me源自諾曼語

(Norman French)中的“Petit Mere’’或“Peaty Mere’’，有淺水湖、池塘的含意，

另一說法則和“Pithead Mere’’相關，指廢棄沼澤延伸區；也可能是“Petite

Mer’’，法語「迷你海」的意思，為對定居此片乾旱土地的諷刺稱呼。民間流

傳著更多種故事，包括聖人卡斯伯特(St Cuthbert)的棺材行經時掉落在這附

近，聖人懇求修道士的憐憫並請他們小心地將棺材抬到達勒姆郡；又或許修

道士路過時遭維京人襲擊，唱了詩篇51篇，拉丁版本裡面的“Miserere mei,

Deus”，是「可憐我吧，上帝」的意思，才產生了“ Pity Me’’這個地名。

(圖3)曾被視作一片荒土的佩提米村莊(Pity Me)。

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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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4) 鎮上的郵戳。 (圖5) 附英文發音對照的火車站牌。

蘭韋爾普爾古因吉爾戈格里惠爾恩德羅布爾蘭蒂西利奧戈戈戈赫

(lanfairpwllgwyngyllgogerychwyrndrobwllllantysiliogogogoch)：

全 英 最 長 的 地 名 ， 也 稱 作 Llanfairpwll, Llanfair PG,

Llanfairpwllgwyngyll, Llanfair Pwllgwyngyll，為威爾斯語(Welsh)，以

英語來說，這地名共58字，但以威爾斯語的角度來看，ch和ll為二重字(2

字合成1個音)，所以各算一個字，共51字。鎮名的歷史可追溯至1860年代，

當地人想有一個全英國最長的火車站名所創造，亦算是早期的宣傳噱頭之

一，因為他們有意將村莊發展成商業及觀光重鎮。村網上把這項幫村莊命

名的殊榮歸於一位鞋匠；文法學家約翰．莫里斯．瓊斯(John Morris-

Jones)則稱是由某佚名裁縫師創造。原先村名以Llanfair Pwllgwyngyll廣

為人知 ，時而被稱作Llanfairpwllgwyngyll ，此名應用在英國地形測量

地圖(Ordnance Survey maps)上。另外有趣的是，去年某天英國氣溫最高

的地方就在這裡，而氣象主播以驚人的清晰口條，一氣呵成地唸完，不禁

令人感到佩服。影片連結：https://goo.gl/G0znXk

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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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6)Little Snoring鎮的路標搭配下方「小心駕駛」的標語，讓人覺得饒
富興味。

Little Snoring鎮：

根據19世紀英語教授伊可沃(Eilert Ekwall)撰寫的英格蘭地名大全(English

Place Names)一書描述，英格蘭諾福克郡(Norfolk)的Little Snoring鎮名

代表來此定居是聰明機智的選擇，其說法可追溯至西元450年，盎格魯-撒

克遜人(Anglo-Saxon)踏進英國國土時說起，大部分在諾福克郡和薩福克

郡(Suffolk)的地名起初為盎格魯-撒克遜人以古英文命名，Snoring象徵

INGAS(某族的地方)+Snear或Snare(族名)＝Snear族的領土。14世紀時，

許多坐擁土地的上流貴族都有“De Snoryng’’這樣一個名字，並且延續

Snare族的傳統，因此大致上可以確定Snoring是當時盎格魯-撒克遜人賦

予這片土地的家族名稱。另外的其他版本指稱跟丹麥女神Snora有某些關

聯；也有人說源自擁有位於Great Snoring的莊園大屋(the Manor House)

的DeSnarynge家族，但這個說法未被列入早期Great and Little Snoring的

歷史中。

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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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7)位於紐西蘭，世界第二長名字的山：塔烏瑪塔法卡塔尼
哈娜可阿烏阿烏歐塔瑪提亞坡凱費努啊奇塔娜塔胡山

(Taumatawhakatangihangakoauauotamateapokaiwhenuak
itanatahu)。

資料來源：
https://goo.gl/ePm414
http://goo.gl/kcI8cu
https://goo.gl/PNEyXO
http://goo.gl/EN8Dwd
http://goo.gl/ibLr6b
https://goo.gl/1p8iCa
https://goo.gl/SNkmeC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ibLr6b
圖2：https://goo.gl/1p8iCa
圖3：https://goo.gl/gThgtA
圖4：https://goo.gl/SNkmeC
圖5：https://goo.gl/SNkmeC
圖6：http://goo.gl/ibLr6b
圖7：http://goo.gl/VdmGCL

其他國家的特殊地名：

• 紐西蘭－塔烏瑪塔法卡塔尼哈娜可阿烏阿烏歐塔瑪提亞坡凱費努啊奇塔

娜塔胡山，毛利語，共85字。

(Taumatawhakatangihangakoauauotamateapokaiwhenuakitanatahu)

• 美國－查哥加哥文程加哥朮巴根加馬古湖，印地安語，共45字。

(Chargoggagoggmanchauggagoggchaubunagungamaugg)

• 泰國－世界最長地名－曼谷(Krung thep maha nakorn amorn ratana 

kosinmahintar ayutthay amaha dilok phop noppa ratrajathani 

burirom udom rajaniwesmahasat harn amorn phimarn avatarn sathit 

sakkattiya visanukamprasit)，共163字，是曼谷Bankok的前身。

Pity me?各種稀奇古怪的英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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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人生

[UB3A 陳雋亨/整理]

The Intouchables

(圖1) 電影《逆轉人生》(The Intouchables)海報

The Intouchables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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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打破法國影史票房歷史記錄，更獲得2011年東

京影展最佳影片，男主角更獲得影帝殊榮。《逆轉人生》在法國上映席捲

全國，連奪10週冠軍，票房超過50億台幣，同時是《哈利波特7：死神的聖

物Ⅱ》、《丁丁歷險記》、《神鬼奇航4：幽靈海》三部片的票房總和，吸

引近兩千萬人次。更在上映第二週大爆發，達到票房成長超過45％的佳績，

同時帶動法國近三十年來單月的高記錄，打敗《鐵達尼號》成為法國影史

冠軍寶座。

(圖2) 導演 Eric Toledano (圖3) 導演 Olivier Nakache

The Intouch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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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ouchables

(圖4) 菲利普 Philippe

(圖5) 德里斯 Driss

含著金湯匙出生的上

流貴族，因一次意外

失去妻子與身體的活

動能力。在遇上德里

斯前，生活在哀愁之

中。

少年時被親戚領養，成大後

成為混混，出獄後被養母踢

出家門，因而與菲利普認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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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利普是不愁吃穿的富翁，在一次跳傘意外導致終生癱瘓，因而需

要雇用看護來幫他打點生活，而他唯一選中的看護人選，竟是有犯罪前

科的黑人混混。不拘小節、樂觀又熱情幽默的德里斯，熱愛飆車、跳舞，

打破菲利普原本規律的生活！困坐輪椅的富翁，遇上剛出獄的小子，兩

個靈魂相互碰撞、融合，交會出另類友情，管他貧富還是種族隔閡，誰

說黑白不能並存？

生活背景天差地遠的老少搭檔，
踏上以想不到的瘋狂熱血友誼之旅！

電影內容

(圖6) 電影劇照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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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ouchables

(圖7) 現實中的Philippe及Driss

(圖8) 現實中的Philippe及Driss

故事主人翁：「如果我們

沒有醒來的話，還能少受點

苦。」一句話導出他對生命的

感悟。經歷人生低潮的他，到

底是如何逆轉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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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cCVST7
圖2：http://goo.gl/Mf9hEh
圖3：http://goo.gl/uXTEm4
圖4：http://goo.gl/9U3tSl

資料來源：
https://goo.gl/H5RLbq
http://goo.gl/AjDNdk/

The Intouchables

圖5：http://goo.gl/QT5NOs
圖6：http://goo.gl/Ic0P
圖7：http://goo.gl/0TvB9r
圖8：http://goo.gl/NNZgsq
圖9：https://goo.gl/0soTeu

(圖9) 電影劇照

這是一部輕鬆幽默的喜劇，但同時也給予觀眾很多的思考。電影中菲

利普跟朋友說出他選擇德里斯成為自己看護的原因，只是很簡單卻不容易

做到的：德里斯沒有憐憫菲利普，德里斯在日常生活中會不經意的忘記菲

利普是一位殘障者。我想這導出了不少身心障礙者的心情，他們也希望別

人把他們看成正常人，受到跟一般人一樣的肯定與對待。這或許才是真正

的尊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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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鏡像，我的雙生，以

及我的對偶……看，這是我的

故事，輪到你如此說，為的是

紀念我……

我知道我正敲著不可能的門，

一扇永遠不會開啟的門。

我也知道儘管邊境看起來像是透明的，

卻是真實的，而奇蹟也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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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4B 林芳如/ 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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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來自東歐的譯者，拿了法國政府的補助金，來到巴黎編輯並翻譯一

本詩集，途中偶爾會遇上一些人，但也都只是像邊境的愛戀，彼此依賴一段

時間又會離去。原以為這一次的邂逅也是，卻意外陷入了一場與一個年逾半

百的法國教授(法蘭茨)的戀情，讓譯者疑惑靠上邊的生活是否更為美好；就

在他的補助即將告罄，居留權將告結束之時，法蘭茨提議用他的影響力讓這

個譯者留在法國，住在他家。幾次的分離又相聚後，當主角明白了自己已成

了法蘭茨的禁臠，在一次情緒的爆發中，冷靜地下藥謀殺了法蘭茨，之後揚

長而去，逃脫法外，不知所終……

至少他是這麼說的，在敘事者寫給一名義大利男子安傑洛的信件當中。

至少他叫他安傑洛，從信件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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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小說，表面上看來是敘事者寫給安傑洛的

信，沒完沒了的傾訴。在信中，作者透過主角

的傾訴，描繪了從一個東歐人的視角，面對西

歐的富裕與虛無時，既批判又羨慕的情緒。但

作者更將這種觀點延伸到人與生物、男性與女

性、宗教與文明、歐洲與世界之間矛盾關係的

探討。正如同「邊境」這個主題，主角不斷地

面對自己在夢想的新世界中的不存在狀態(non-

existence)，並讓這個狀態延伸到整個存在的所

有層面。

(圖2)歐洲版封面

邊境國 Piiririik 好書介紹



整篇故事雖然主要圍繞著一個大主題—邊境，但其實作者以隱晦地

手法描述了許許多多的議題，包括愛情的面貌、隔代間的親情、家庭組

成的問題、國家動盪時的混亂與人們心境等。每個人每件事其實都處在

邊境，邊境好像存在，卻也沒有邊境。書中穿插談論到的東歐問題也讓

我更了解當時背景下的東歐人的處境，與他人看待東歐人的想法為何。

雖然本書敘述風格與自己喜歡看的書類型不太一樣，但是作者高明的敘

述方式，即使不用華麗的辭藻仍可以帶領讀者掉入故事中，讓我非常欣

賞，讓人覺得不愧是翻譯成最多國語言的愛沙尼亞小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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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另一歐洲版封面

邊境國 Piiririik

讀後心得讀後心得

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ugC3Na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U1Sl
圖2： http://goo.gl/juJyzq
圖3：http://goo.gl/W7Kib6
圖4：https://goo.gl/aXYdx0/

1962年生於愛沙尼亞首都塔林(Tallinn)，托努

‧歐內伯魯(Tonu Onnepalu)在蘇聯體制下經

歷過整個青少年乃至青年時期，1985年結束在

塔圖大學(Tartu Ülikool)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後

，便投身寫作。除了創作與翻譯外，還當過自

由記者、文學雜誌Vikerkaar的編輯、以及巴黎

愛沙尼亞文化中心負責人。2006年，愛沙尼亞

文學中心(Eesti Kirjanduse Teabekeskus)將歐

內伯魯選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獨立以來最優秀的

作家。

他的作品圍繞著孤獨、性、社會生活、宗教自由、權力與背叛等人性主題，

並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獨樹一格的國際性－試圖讓自己的文字通過翻譯後仍易於

理解，並且不執著於傳統「愛沙尼亞文學傳統」而自限於只有愛國人能了解的主

題；加上他周遊列國的生活方式，讓他經常被稱為是「全歐作家」。

著有《邊境國》(Piiririik, 1993)、《價格》(Hind, 1995)、《公主》(Printsess,

1997)、《練習》(Harjutused, 2002)、《廣播》(Raadio, 2002)、《法蘭德斯日

記》(Flandria päevik, 2008)、《樂園》(Paradiis, 2009)、《春天和夏天和》

(Kevad ja suvi ja, 2009)。

(圖4) 52歲的托努‧歐內伯魯

好書介紹邊境國 Piiririik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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