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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本期《新聞深度報導》以法國自3月底開始，針對新的勞動法案之抗議活動為

題，報導民眾的訴求與目前進展狀況。在慾望與需求建構起的資本社會中，勇

於起身反抗以價格來評斷個人，而是以身為人的價值來看待每份付出，卸下桿

子上的紅蘿蔔，不再以營造美夢的海市蜃樓驅使我們向前，如詩人所說：

美好的詞語已被腐朽的人占據
去要回來吧
像要回你的午餐
像要回你的魂魄
像要回你抽到一半的菸
像從背叛的情人那裡
要回你的心

- 孫得欽

《歐洲主題專欄》本期介紹西班牙加泰隆尼亞追求獨立的歷史背景、目前狀況、

未來考驗，以及西班牙經歷佛郎哥將軍的獨裁時期後，所經歷的轉型正義時期。

暑假將至，有意前往中、南美州及加勒比海地區旅遊的讀者們，不妨參考本期

《世界觀點》針對茲卡病毒的報導，除注意自身防疫外，亦對該感染疾病有基

本的概念與認識。若對歐洲旅遊感興趣，《海外特派記者》這次帶我們到德國

萊比錫走了一圈，介紹了在國外生活的趣事與挑戰！若苦於尚未放長假，仍無

法快樂地自台灣飛出去，《歐洲藝文報導》以台南的奇美博物館為題，何不請

台南的朋友當嚮導，來趟藝文之旅的同時，並以台南小吃劃下完美句點呢？

除此之外，本期《Do You Know》專欄介紹了探戈不為人知的歷史、《歐洲

影劇賞析》推薦英國諜報喜劇動作片《金牌特務 (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供讀者參考，《好書推薦》則以《成年孤兒(The Orphaned Adult)》
一書，面對父母過世的內心傷痛，如何面對與處理孑然一身的情緒，實為我們

終會面對的課題。《歐盟學術專欄》以車禍回報系統的突破與創新為內容，期

望簡化車禍回報的繁瑣書面作業。

希望讀者們喜歡本期的電子報內容!



 習近平首訪捷克希望叩開中東歐大門

http://goo.gl/GrY844 (BBC中文網 3月29日)

 愛爾蘭舉行紀念「復活節起義」100週年閱兵

http://goo.gl/DAqRM9 (BBC中文網 3月27日)

 比利時連環爆炸歐洲進入警戒

http://goo.gl/zEgPXf (BBC中文網 3月22日)

 競技水平最高的足球盛宴：歐冠聯賽八強出列

http://goo.gl/tE7XSq (The News Lens 3月21日)

 抗議勞動改革法示威者和警方爆衝突

http://goo.gl/77kzYU (大紀元 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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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UJ1C張雅琪/整理]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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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勞動改革抗議行動
爆發街頭衝突

法國最新一波的勞動改革抗議行動，於3月31日傳出爆發街頭衝突。一

項全國性的罷工行動，導致艾菲爾鐵塔暫時關閉，列車服務中斷，數十所的

學校關閉或遭到學生設置路障等，焦頭爛額的法國總統歐蘭德(Francois

Hollande)因此在3月30日的修憲議題上，被迫緊急大轉彎。法國總統歐蘭德

所屬的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PS)急於推動這項通過改革卻備受爭議的

勞動法，被視為明年總統大選前提振低迷經濟的最後一搏。這項行動強烈受

到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抨擊，雖然為了化解批評的聲浪，改革方案已經縮水，

但抗議的群眾仍舊非常不滿，因為這會使經營陷入困境的企業更容易開除勞

工。

(圖1) 法國人民上街頭向歐蘭德政府抗議

新聞深度報導法勞動改革抗議行動
爆發街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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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民全面抗議勞動法案

事實上，法國人民早已在3月10日時，上街抗議勞動改革方案。反對意

見者認為，改革方案的內容單方面賦予資方過多的權力，例如50名以下的

中小型企業可直接與員工商量工時，不用遵守每週35小時工時制的規定，

也不用達成集體共識。此外，勞動者可能因為企業獲利降低、訂單減少的

經濟理由而被解雇，因此要求撤銷法案。

法國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和工人力量總工

會(Force Ouvrière, FO)等主要工會組織在反對勞動改革方案的遊行後，略

對方案做了修正，例如資方雖然可因經濟因素而解雇勞工，但法官可檢視

其是否刻意製造經濟困境作為解僱勞工的藉口，另取消勞資調解的補償上

限。但此舉並未獲得勞動者和學生的認同，因此又於3月31日時，再度上街

遊行，向政府表達抗議之意。

(圖2) 工會和學生組織對政府的改革法案感到不滿

新聞深度報導法勞動改革抗議行動
爆發街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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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示威人數暴增 示威者與警方產生激烈衝突

法國政府在勞動法案改革上的讓步，並沒有成功平息法國民眾的

憤怒。3月31日，走上街頭、要求法國政府收回勞動改革法案草案的員

工和學生，比3月10日多很多。根據法國警方的數據估計，法國全國各

地民眾31日抗議政府的勞動法案有將近40萬人參與，比起10日的抗議

示威，足足多了一倍。不過，抗議示威的組織者則表示，全法國各地

參加示威抗議的人數多達120萬人。

根據法新社報導，法國全國約有200所中學被遭到封鎖，學生罷課，

各地傳出零星衝突。在魯昂(Rouen)，有人在街頭焚燒雜物；在布勒斯

特(Brest)，有人衝進市政府；在南特(Nantes)與巴黎(Paris)，則是有人

破壞商店櫥窗。

(圖3) 法國學生再次舉行大
規模抗議示威遊行

參考網站：
http://goo.gl/77kzYU
http://goo.gl/5O3G4E
http://goo.gl/5JQnQl
http://goo.gl/XdE7lU
http://goo.gl/vOsM2S
http://goo.gl/toFgdn

延伸閱讀：
http://goo.gl/8Q1Q0a
http://goo.gl/NOyZg1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XdE7lU
圖2：http://goo.gl/5JQnQl
圖3：http://goo.gl/NOyZg1

新聞深度報導法勞動改革抗議行動
爆發街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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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自3月31日起，估計有40萬來自法國各地的民眾走上街頭，參與這場名為「徹夜不眠」
(Nuit Debout)的示威活動。全國傳出多起警民衝突，於本期電子報出刊前的4月23日，警方與
民眾衝突升級，警方逮捕12人。(資料來源: http://goo.gl/k2G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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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獨立

位於西班牙東北方的加泰隆尼亞自治區(加泰羅尼亞語: Catalunya；

西班牙语：Cataluña)，近年獨立聲浪不斷。加泰隆尼亞身為西班牙最富

裕的自治區，首府巴塞隆納不但是加泰隆尼亞的觀光重鎮、西班牙造船

中心之一，亦是歐洲繁忙的港口之一。出口總值占超過全國的1/4，經濟

實力幾乎等同葡萄牙。觀光收入貢獻全國近20%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稅收占 1/5，但中央政府撥下的救濟基金卻不到上繳的 60%。

幾年前，西班牙經濟崩壞，迅速拖垮加泰隆尼亞的財政，其赤字佔

全國債務的1/3。專家認為這是以加泰隆尼亞的稅收來支撐全西班牙的結

果。令加泰隆尼亞人相當不滿的是，他們向中央請求財務紓困卻遭拒絕

。對加泰隆尼亞人而言，追求獨立不只是起源於歷史因素，更是渴望能

奪回財政自主權，以脫離經濟逐年下滑的西班牙。

(圖1) 加泰隆尼亞尋求獨立

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邁向獨立之路：加泰隆尼亞



亡國三百年，獨立進行式

9月11日為加泰隆尼亞慶祝日(Diada Nacional de Catalunya)，而

2014年9月11更是亡國300年的重要紀念日。

今日的加泰隆尼亞在歐洲中世紀，為阿拉貢聯合王國(Aragón，又

稱亞拉岡王國)。1469年與卡斯提亞王國(Castilla)聯姻，兩國合併成西

班牙王國，阿拉貢王國也因聯姻而被納入哈布斯堡王朝家族

(Habsburg)。

(圖2) 1443年阿拉貢王國
在西班牙的領土

(圖3) 1443年卡斯提亞王國
在西班牙的領土

中世紀歐洲兩大家族陣營為法國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與

奧地利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當時法國欲擴充其海外版圖，以此完

成其稱霸歐洲的夢想。為阻止法國行動，英國、荷蘭和神聖羅馬帝國哈

布斯堡王朝組成同盟聯合對抗，雙方發動大同盟戰爭(War of the Grand

Alliance)。這場戰爭從1688年持續到1697年，疲於戰爭的兩大陣營，暫

時達成停戰協議。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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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後(1701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絕嗣，法國的波旁王室與奧地利

的哈布斯堡王室為爭奪西班牙王位而爆發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加泰隆尼亞正好位於戰爭交界處，因而長年處於動盪

之中。

法國最後戰敗，卻透過強硬的政治手腕，迫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國

王卡洛斯二世(Carlos II)將西班牙王位繼承給法國路易十四(Louis XIV)的孫

子菲利浦五世(Felipe V) 。

1714年9月11日，巴塞隆納被攻破，加泰隆尼亞被菲利浦五世(Felipe V)

收回。自此開始，西班牙王國施行中央集權，加泰隆尼亞區被降格為西班牙

的一個省，同時被剝奪所有行政、財政、經濟自治權，禁用加泰隆尼亞語，

並以卡斯提亞語(Castellano，現代西班牙語前身)作為官方語言。300年的壓

迫，在他們的心中種下追求獨立的決心。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首都馬德里

加泰隆尼亞

巴塞隆納

(圖4) 馬德里、加泰隆尼亞與巴塞隆納位置圖

9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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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隆尼亞區內的巴塞隆納

於19世紀搭上歐洲工業革命的末

班車，成為西班牙境內最先進的

都市。

受到歐洲浪漫主義、其他歐

洲地方民族的影響，以及加泰隆

尼亞中產階級與知識分子的推行，

意圖恢復自己的傳統，如：農民

傳統、民間風俗、民間語言與羅

馬－哥德式建築等。

加泰隆尼亞文藝復興

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圖5) 文藝復興鉅作－聖家堂

文藝復興的風潮在中產階級以及

知識分子的推動下，從都市蔓延至落

後保守的鄉村地區，擴及全加泰隆尼

亞地區。加泰的文化和語言再次甦醒，

加速了加泰隆尼亞人認同自我的傳統

文化。這份對加泰隆尼亞的認同感在

西班牙其他地區是看不到的，亦是促

成近年獨立聲浪重要的背景因素。

(圖6) 哥德式的天橋 (Carrer del Bisbe) 
連接加泰隆尼亞自治區政府大樓和政府

首長官邸。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民族悲歌：佛朗哥政權

然而，文藝復興在1923-1930年里維拉(Don 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首相時期、1936-1939年西班牙內戰，以及1939-1975年佛朗哥

(Francisco Franco)法西斯獨裁時期，皆受到嚴重打壓。尤其是佛朗哥政權

(Franquismo)時期，推行「再西班牙化」(reespañolización)，以阻止加泰隆

尼亞邁向獨立。所有加泰文化一律禁止，違者施以嚴刑峻罰。

(圖7) 佛朗哥將軍

1940年代後，佛朗哥政權為爭取與資本主義英美盟國支持，逐漸在文藝

方面放寬限制，用以營造出民主國家的表象。不過大多數的加泰文出版品、

集會結社自由仍受到限制，於1975年佛郎哥去世後才出現轉機。

重現加泰隆尼亞文化

直至 1979年通過《加泰隆尼亞自治章程》 (Estatuto de autonomía

catalán)，加泰隆尼亞自治政府(Generalitat de Catalunya)方能再次取回語言、

治安、傳播、財政等高度自治權。
11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西班牙的轉型正義進程

據柳嘉信(2004)《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從「選擇遺忘」到「歷史記

憶」》文章中所述，2008年西班牙法官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 Real)針對

西班牙轉型正義所提出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從1936年西班牙內戰動員開

始及戰後至1951年底期間，全國各地失蹤人口達 114,226 人。

而在後佛朗哥時期，西班牙的政治發展便進入史稱的「轉型階段」

(La Transición Española)，從強人獨裁回歸到在西班牙消失已久的君主立

憲體制。隨著 1978 年新憲法頒布後，西班牙社會從程序民主階段逐漸邁向

實質民主，西國社會內部也開始出現對於過去內戰與獨裁時期所遭受的不

公不義，以及民主轉型時期所採取「刻意遺忘」的做法重新檢視、展開省

思。

2000年，由內戰及獨裁時期受難遺族所組成的民間社團「恢復歷史記

憶協會」(la Asociación para la Recuperación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ARMH)成立，以民間資源與力量開始從事探勘、挖掘工作，並陸續發現多

個內戰時期罹難者的墳塚，內戰與獨裁期間遭不當政治迫害者的千人塚。

12

(圖8) 在蒙塞拉特(Montserrat)
的加泰羅尼亞獨立標語。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歷史記憶法》挽留民心？

2007年頒布的《歷史記憶法》(Proyecto de Ley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是西班牙左派「社會勞動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黨魁

薩巴特羅(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於2004大選時所提出的選舉政見，依

想想論壇專欄作家艾爾摩沙文章內容所述，法案主要重點有下列幾項：

13

1. 總結審判佛朗哥政權：在西班牙內戰及佛朗哥獨裁統治期間，因政治、意
識形態和宗教原因遭到迫害的人將恢復名譽。

2. 清除佛朗哥給西班牙社會留下的各種痕跡，以佛朗哥名字命名的街道也將
改名。

3. 發覺協尋萬人塚：地方政府須出資出力，尋找埋葬內戰受害者的「萬人
坑」，同時公佈戰爭時期的檔案，方便遇難者家屬尋找親人遺體。

4. 烈士谷(Valle de los Caídos)的管理：禁止在安葬佛朗哥的烈士谷舉行集會
或遊行，佛朗哥紀念碑將被改成受害者紀念碑。

5. 協助補償受難家屬：倖存者或受害者親屬可以提出賠償申請。

6. 被放逐流亡海外的受難者與其家屬的國籍身分恢復：佛朗哥統治期間被剝
奪西班牙公民身份的人重獲公民身份，其子女可申請西公民身份。

7. 設立歷史記憶檔案文獻中心：國家同時設置網站(link is external)公開所
有資訊供查詢。

(圖9) 桑坦德(Santander)
市政府廣場的佛朗哥雕
像於 2008 年 12 月 17
日被拆除，完成所有雕
像剷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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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隆尼亞人為什麼想獨立？如前所述大同盟戰爭與王位繼承戰爭，

在加泰人心中埋下了仇恨的種子外，佛朗哥獨裁時期對該區語言和文化

的壓制，更累積許多激亢憤怒的情緒。

自《加泰隆尼亞自治章程》頒佈以來，加泰隆尼亞人致力保留自己

的文化及語言。他們一直認為自己和西班牙人不同；不僅是西班牙經濟

最發達的自治區，觀光重鎮巴塞隆納就在這裡，加泰隆尼亞人口約佔全

國10%，收入約佔20%，卻必須付出超過20%的稅，以支持其他地區的

發展。

此外，近幾年加泰隆尼亞政府財政拮据債台高築，向中央求援，卻

沒有得到積極正面的回應，使得獨立聲浪越滾越大。許多加泰人認為，

唯有獨立才能擁有財務自主權，讓加泰隆尼亞脫離舉債度日的困境。溫

和派的民眾期望能擁有獨立的稅制；激進者則渴望能獨立建國，好使加

泰隆尼亞更加富裕繁榮。

加泰隆尼亞人怎麼想

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圖10) 2015加泰隆尼亞獨立運動現場 (圖11) 標語：加泰隆尼亞不是西班牙



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世界盃最佳足球員的梅西 (Lionel

Messi)及巴西靈魂人物內馬爾(Neymar)

都是巴塞隆納的球員。為了擊潰皇家馬

德里，巴塞隆納隊砸下重金約8千至9千

萬歐元，禮聘義大利的蘇亞雷斯；而皇

家馬德里的超級鑽石級陣容有：以一億

歐元作為轉會費的頭號葡萄牙籍球星C羅，

以及花費7600萬歐元的代價，將世界盃

中進球最多的哥倫比亞球員J羅納入麾下。

雖然雙方觀眾能以足球宣洩百年的

仇恨，同時又能觀賞世界最頂級的足球

賽事，但豪華陣容背後的代價是：巴塞

隆納負債高達3億歐元左右；皇家馬德里

則高達6億歐元的負債。

世代冤仇：皇家馬德里 V.S 巴塞隆納

皇家馬德里與巴塞隆納。當球場上同時出現這兩支球隊，對西班牙人而

言，不僅僅是球場上的輸贏，更有濃濃的政治、族群與世代的恩怨。

在佛朗哥將軍統治期間，他有意培植皇家馬德里球隊以宣揚國威。在皇

家馬德里隊所有權多屬於馬德里的政商名流人士。對加泰隆尼亞人而言，皇

家馬德里猶如佛朗哥的化身，因此巴塞隆納隊自然成為反抗的象徵，巴塞隆

納每擊敗皇家馬德里一次，就是回擊高壓政權一次。兩隊的世仇傳統就此沿

襲下來。

(圖12) 佛朗哥向皇馬球員頒授
歐冠盃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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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中央、歐盟看加泰隆尼亞獨立訴求

獨立不僅僅是西班牙內政問題，還牽涉到歐盟、貨幣、和關稅問題。許多

跨國企業表示，倘若加泰隆尼亞獨立，總部將遷往西班牙首都馬德里，此舉對

加泰隆尼亞的經濟勢必產生相當的衝擊。加上，西班牙政府也不會放棄這個金

雞母。因此，獨立這條路，充滿荊棘和變數。

2014年該地區舉辦了公投，高達80%的民眾支持建國，但遭到不肯放棄這

隻肥羊的中央政府駁回，並警告加泰隆尼亞若脫離西班牙，將同時失去歐盟會

員國與使用歐元資格。

歐盟也擔心，若加泰隆尼亞的單方面宣布獨立，除了會掀起歐洲各國分離

主義者的獨立聲浪外，對歐洲疲軟的經濟勢必帶來負面影響；因此，歐盟各國

領袖達成共識，若加泰隆尼亞獨立後要重新申請進入歐盟，期以孤立政經關係，

讓分離主義者知難而退。

儘管外界威脅聲浪不斷，加泰隆尼亞議會仍於2015年11月9日的會議中，通

過 2017年啟動獨立程序，並由2016年1月甫選出之新領袖Carles Puigdemont帶

領持續邁向獨立之路。

參考資料：

http://goo.gl/FY6skt
http://goo.gl/etC2RZ
http://goo.gl/H6RKjc
http://goo.gl/1ySmhN
http://goo.gl/dTWHJN
http://goo.gl/VQDnWA
http://goo.gl/K7zChl
http://goo.gl/MlC0Ta
http://goo.gl/1RmvE8
http://goo.gl/iMcvXS
http://goo.gl/sPIRlz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BmtKav
圖2：http://goo.gl/YXUElX
圖3：https://goo.gl/oiBQRe
圖4：http://goo.gl/0z3AyS
圖5： http://goo.gl/my5m2Q
圖6：http://goo.gl/z25Lre
圖7： http://goo.gl/24zS9t
圖8： http://goo.gl/etC2RZ
圖9： http://goo.gl/IEEB2B
圖10：http://goo.gl/FY6skt
圖11：http://goo.gl/2tGiJd
圖12：http://goo.gl/jIWgOE

延伸閱讀：

http://goo.gl/G3mQiE
http://goo.gl/fHLaIw
http://goo.gl/b59yyi
http://goo.gl/nHe8zN
柳嘉信（2004）。西班牙的
轉型正義─從「選擇遺忘」
到「歷史記憶」。台灣國際
研究季刊，10（2），83-
105。
http://www.tisanet.org/q
uarterly/10-2-4.pdf。

邁向獨立之路：加泰隆尼亞



向繁瑣書面報告說再見：
荷蘭打造車禍回報系統

．

歐盟學術專欄

[UD4B 黃宜婷/整理]

以往在歐洲發生車禍事故時都要填寫十分繁瑣的回報表格，以及複雜

的保險理賠書面流程，讓許多歐洲民眾感到相當不便。致力於市場和商品

銷售研究的市場調查機後GFK(Gesellschaft für Konsumforschung)對歐洲

原先的車禍回報系統進行調查，發現有近1/3的機動車司機表示目前的車

禍回報系統和繁瑣的書面程序使用起來十分不便，導致許多司機並不願意

使用該回報程序，而GFK調查機構發現，在歐洲有近15%的機動車司機沒

有在自己車中配備該車禍回報系統。

(圖1) 歐洲車禍事故回報方式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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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繁瑣書面報告說再見：
荷蘭打造車禍回報系統



但這次荷蘭警察與保險公司聯手打造開發的車禍回報系統程式，讓歐

洲使用者可以在車禍發生當下的最快時間內使用該車禍回報系統，快速建

立車禍發生的相關資訊，不過該應用程式目前只能在荷蘭使用。其實早在

荷蘭之前，歐洲知名公司ALD(Automotive)與CARGLASS等公司已聯手開

發一套車禍回報系統應用程式(Assisto)。使用者在發生車禍後可以使用該

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會先幫您利用GPS自動定位，並讓您選擇車禍發生

情況、車種、以及現場情況等資訊，甚至可以讓使用者拍攝車禍現場照片

儲存資料並回報給保險公司，當索賠全部完成後，使用者會收到一封簡訊

確認，並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內容為歐洲事故回報表的PDF表單。目前

該APP已經在歐洲34個國家上架，並開發了13種語言，而該應用程式也包

含iOS系統與Android系統，讓歐洲使用者可以在應用程式商店自行下載。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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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車禍當下立即回報應用系統

向繁瑣書面報告說再見：
荷蘭打造車禍回報系統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歐洲仍然沒有廢除原先的系統與書面回報流程，

但目前歐洲的一些保險公司已經允許並支持該應用程式產生的QR Code

保險資訊，只要經由手機一刷QR Code，使用者即可獲得車禍資訊與保

險理賠等相關情況。該應用程式讓車禍回報與保險程序變得更為簡單，

甚至能幫使用者預約維修服務。相信在不久的將來，不只歐洲，世界許

多區域都可以研究並開發最適合的車禍回報系統，讓車禍發生的當下變

得容易處理與回報。

歐盟學術專欄

參考資料：
http://ow.ly/10iek3
http://ow.ly/10iemc
http://ow.ly/10iemL
https://assis.to/

圖片來源：
圖1： http://ow.ly/10iek3
圖2： https://assis.to/
圖3： https://ass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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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使用Assisto程式能夠向保險公司快速回報事故資訊

向繁瑣書面報告說再見：
荷蘭打造車禍回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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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2015年5月，位於美洲的泛美衛生組織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世界衛生組織一員)發布首例茲卡病毒確診警報後，

疫情便迅速擴散。本文根據BBC、CNN與New York Times針對茲卡病毒

的影響、因素、預防方法所分析的特色及相關報導，再綜合美國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CDC)提供的資訊加以彙整編輯。

－－－－－－－－－－－－－－－－－－－－－－－－－－－－－－－

背景資料：直至今年2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將茲卡病毒列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數據顯示，目前全

球已有將近40個國家被偵測到感染茲卡病毒的案例，其中以美洲國家居多，

引發世界關注。

[US3A 許靜嘉 /編譯]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圖1) 截至2016年3月茲卡病毒活躍區域。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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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茲卡病毒：

最早於1947年在烏干達茲卡森林(Zika Forest)的猴子體內發現，是一

種主要經由攜帶病原體的黑斑蚊(Aedes)；尤其生活環境為熱帶和亞熱帶的

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所叮咬所傳染的疾病，另外性行為與母體垂直感

染也是傳播途徑之一，患者會產生起疹子、發燒、關節痛及結膜炎等病徵，

通常維持數天至一個禮拜且症狀輕微，因此不容易發覺，甚至多達80%的

病患無症狀顯示，致死率也不高，目前並無任何藥物可治療；但令大眾害

怕的是茲卡病毒與嬰兒小頭症(microcephaly，一種神經發育障礙)有極高

關聯。1952年首次出現人類感染的案例，自此，茲卡病毒開始蔓延擴散，

在熱帶非洲、東南亞、太平洋三大島群皆有相關病例的報導；不過在2007

年以前，僅有十幾個個案曾被記載，而如今高達3,000多人確定罹患茲卡

病毒，科學家甚至預測未來疫情會延伸到亞洲地帶，造成更大的擔憂。

(圖2) 小頭症(microcephaly)簡介。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22

世界觀點「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茲卡病毒與小頭畸形之關聯

小頭畸形(Microcephaly)是一種神經發育障礙，患者的頭圍相對於其年齡

與性別的平均值小三個標準差以上。小頭畸形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會在生

命的最初幾年出現。受影響的新生兒常伴隨著許多的神經缺陷及癲癇發作，

更常有嚴重的智能發展缺陷，但是否影響到運動機能須待年齡增長方會展現。

一般而言，小頭症並不常

見；以美國為例，當地每1萬

名新生寶寶中大約有2到12名

寶寶可能出現小頭症，但巴西

最近的案例卻和以往截然不同，

當地現在每1萬名寶寶中就有

100名寶寶可能出現小頭症。

根據《衛報》(Guardian)、

《 華 盛 頓 郵 報 》(The

Washington Post)最新報導指

出，學者證實茲卡病毒確實是

造成許多嬰孩「小頭畸形的兇

手，專家們在患者大腦組織、

脊髓液與羊水中發現了茲卡病

毒蹤跡並證實了兩者的關聯性。

(圖3)正常嬰孩的頭部與小頭症嬰孩頭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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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於茲卡病毒在南美洲大爆發的影響

根 據 美 國 大 學 大 氣 研 究 聯 盟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UCAR)研究員指出，2015年巴西聖嬰現象嚴重，

中、東太平洋海域溫度上升，降雨量轉變的影響下，南巴西與巴拉圭

雨量較先前平均高，同年年底南美還因聖嬰現象造成大規模淹水，超

過150,000人流離失所，豐沛的雨水正好提供了蚊子舒適的生長繁殖的

環境；除此之外，聖嬰現象也使巴西北部變得十分乾燥，居民在室內

儲水，溫暖的氣候加上蓄水容器，蚊蟲便逐漸滋生，非常有可能就是

茲卡病毒會爆發的原因。

(圖4)  1981到2010年聖嬰現象期間的氣溫(左)與降雨量
(右)變化，氣溫明顯增高、雨量增加。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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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未來可能使用基改蚊子來控管茲卡病毒的疫情。

全球影響及衛生相關單位採取的措施

世界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基金會－惠康基金會(Wellcome Trust)主

任傑諾米．法勒(Jeremy Farrar)曾說以多項層面判斷，茲卡病毒比2014-

2015年間的伊波拉病毒更嚴重，因為其症狀不明顯，對孕婦來說是可怕

的無形傳染病，並威脅胎兒們的健康；主任麥可．特能(Mike Turner)則

表示若使用可快速消滅蚊蟲的特效藥DDT(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 ,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將會破壞環境生態平衡，構成另

一項地球危機。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採取幾種

因應措施：召集專家與其他有關組織，針對茲卡病毒事件做緊急優先處

理；提高茲卡病毒及可能性併發症的管制；加強及協助其他國家實現對

於《國際衛生條例》(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的諾言；透過世

衛合作組織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s)提供臨床管理、診斷及病

媒管制訓練；提升實驗室偵測茲卡病毒的效能；支援衛生相關的官方單

位執行降低黑斑蚊數量的病媒管制方式，例如提供殺幼蟲劑；與專家、

其他衛生機構合作，隨時給予臨床護理和感染茲卡病毒患者建議。今年

三月被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納入

應變考量範圍的基改蚊子，未來也可望成為有效抑制疫情的良方。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2525

資料來源：
https://goo.gl/CRwmrX
http://goo.gl/7r2iO5
http://goo.gl/aa97KZ
http://goo.gl/LMpvZI
http://goo.gl/w1ekWX
http://goo.gl/dcf61e
http://goo.gl/AkZM3X
http://goo.gl/CAHV4D
http://goo.gl/zN2HRH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WQ2Fym
圖2：http://goo.gl/rhsWWx
圖3：http://goo.gl/CAHV4D
圖4：http://goo.gl/wepF6m
圖5：http://goo.gl/rHVy9n

世界觀點

茲卡病毒 vs. 登革熱

茲卡病毒 登革熱

傳播媒介
黑斑蚊(Aedes)，尤其埃及斑
蚊(Aedes aegypti)

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及白
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

症狀

結膜炎、關節痛、肌肉痛、
起疹子、全身乏力、眼窩痛
等，孕婦如遭感染，嬰兒有

小頭症風險。

突發性高燒(≧38℃)，頭痛、
肌肉痛、後眼窩痛、關節痛及
出疹，嚴重的話會有登革出血

熱、低血壓休克等現象。

潛伏期 3-7天，至多12天 3-8天，至多14天

疫情活躍區 美洲，特別是南美洲；非洲
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像是印尼、
越南、馬來西亞、台灣等國。

致死率 小於千分之一 情況危險可高達20%以上

http://goo.gl/ZIJlqV
http://goo.gl/SbcQft
http://goo.gl/uuKh3Z
http://goo.gl/DZnrFI
http://goo.gl/H5fqzf
http://goo.gl/tk4OJj
http://goo.gl/UfMF3z

「蚊」風色變：茲卡病毒的蔓延危機



校外藝文報導

[US2A黃皓暘/整理]

(圖1) 奇美博物館正門的巴洛克式建築

奇美博物館

寄望創建一座由大眾共享共賞的博物館
以藝術文化涵養人心

成為民眾的心靈避風港
- 奇美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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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博物館位於台南仁德區，距離高雄約半小時車程，博物館在台南都

會公園內。奇美博物館始於1992年，由實業家許文龍先生創辦，是臺灣館藏

最豐最富盛名的私人博物館。初衷乃許創辦人年幼時受博物館薰陶文化藝術

內涵，寄望創建一座由大眾共享共賞的博物館，以藝術文化涵養人心，成為

民眾心靈的避風港。

(圖2) 武器展覽館 (圖3)動物展覽館

常設展藏品高達數萬件，其中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小提琴收藏，台灣最

完整之西方繪畫雕塑收藏,亞洲最大的動物標本收藏與亞洲最完整之各國古兵

器展示，完整的演變史讓不論男女老少皆可輕鬆理解。除了館內的展覽外，

館外也有許多吸引人的雕塑。館前的奧林帕斯橋有著十二座西方神話的雕像。

橋前噴泉中的雕塑也與館內的作品有著一段故事。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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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內共有兩層樓，一樓的常設展為動物廳，兵器廳，陸鳥及水鳥展示區

與羅丹廳。動物廳主要展示了各大洲數量可觀的動物標本，包含了歐亞非，

美洲大陸和南北極洲的特有生物。兵器廳分為歐洲武器進展史與非歐洲武器

進展史。包括歐洲，古印度波斯，非洲，中國，日本等地區的兵器與盔甲，

除了展現不同地區製作兵器的技術，還有裝飾風格與文化特色。展廳中還有

重現大型戰鬥場景，讓觀眾彷彿置身其中。而羅丹廳展示了19世紀法國雕塑

家羅丹的作品。本展探索羅丹的時代背景與藝術環境，及他與師長，同儕與

後輩間傳承、競合與相互影響的關係。

(圖4) 羅丹廳與中
央的沉思者塑像

二樓則有藝術廳，樂器廳，時鐘展示區與銀器展示區。藝術廳展示了13-

20世紀的西洋藝術。劃分為四個時期以細分各時代的藝術背景與文化對創作者

的影響，並探討其中的差異。樂器廳則展示了館藏為數可觀的小提琴收藏。除

此之外，還展示了世界各民族的樂器與管弦樂團的分析，讓民眾了解管弦樂團

的編制。

校外藝文報導

展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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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前如果有台南市民或在台南讀書的朋友帶領可無需預約直接進

場。館內雖看似只有兩層樓，東西不多且腹地不大，但如果細心去看每個

展覽的文字或去聽語音導覽，不知不覺一個下午就過了，直到離開時才發

現腳很酸！不論是對歐洲有沒有興趣的民眾都很適合到此一遊，因為館內

不單單只介紹了歐洲的文史哲，同時包含了世界各大洲各大文明。同時還

擁有為數可觀的樂器，不但讓你可以了解樂器的原理與構造，你甚至有機

會現場聆聽樂手的表演！當然，對歐洲的文明有興趣的民眾而言，奇美博

物館絕對是個值得探訪且流連忘返的好地方！如果逛累了，我也非常推薦

館外的廣場與整個都會公園，難得擺脫都市帶給我們的壓力與煩躁，來到

這曬曬太陽吸收正面能量絕對是假日造訪首選！

(圖5) 奇美博物館館外

資料來源：
http://www.chimeimuseum.org

圖片來源：
圖1：http://www.chimeimuseum.org/
圖2、3：http://goo.gl/RB7DbJ
圖4： http://goo.gl/FYmKie
圖5：http://i.imgur.com/FkGeDtX.jpg

校外藝文報導

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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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辦事

「獨立生活」是我在這裡學習到最多的。出發前，萊比錫大學的交換生

必須申請入學許可、申請宿舍、買機票、申請簽證等；當德國當地，要申請

入籍、辦理銀行開戶、註冊、申辦手機、辦理延簽等。有好多既嚴肅又慎重

的事情需要小心謹慎地辦理，然而，辦理的對象不再是會無條件原諒你的父

母或寬容你的老師，相反地，是說一不二的冷冰冰辦事員，有些還說著超級

快的德語，不肯把速度放慢。此時，面對一板一眼的辦事人員，我認為最重

要的就是 -「冷靜地處理事情的能力」。

三年前的八月，在我確定就讀文藻

的同時，也許下「成為交換生」的志願。

幸運地，今年二月，我撕下榜單、達成

了我的目標，到德國萊比錫大學當半年

的交換生，而我的交換生涯就此開始。

海外特派記者

(圖1) 位於首都柏林的布蘭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

德國萊比錫交換小記

[HE47C 雷子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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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如果因為緊張而疏忽大意吃虧的是自己，或是因為害怕而不敢多

問的話，吃虧的也是自己，所以遇到任何事千萬要冷靜並堅持自己的

立場，也千萬別因為對象是德國人或著對象是辦理重要事務的人員就

輕易相信他們是小心仔細的人，因為我遇過很多如此的經驗。舉一個

烏龍延簽官的例子：德台辦給學生的簽證只有為期三個月，所以在簽

證到期之前，必須再去萊比錫外事處辦理延長簽證。為了盡快預約到

時間，我親自到外事處預約，辦事人員也跟我告知辦理延簽所需要的

資料，並說明辦理延簽還需繳交110歐元，我聽了非常訝異，因為先前

學姊告訴我只要50歐元，這是兩倍之差，我便焦急的問他為甚麼延簽

三個月之內需要110歐，他的回答是請我直接與延簽官溝通。我抱著滿

腹疑惑回到宿舍，上網搜尋各方資料，聯絡各方學姊，確認延長三個

月之內簽證真的只需要50歐。辦理延簽當天，我盡我最大的努力和延

簽官溝通，一再冷靜地跟他說明，但是一板一眼的延簽官就是堅持110

歐的說法並請我繳錢，當下真的很無助，所幸他對桌的同事跟他說:

「申請一年以上才需要收取110歐….」，這件事是以延簽官不曉得「申

請少於三個月只需要50歐」做結尾。所幸當時自己冷靜地堅持自己是

對的，沒有被它嚴肅又固執的嘴臉嚇跑，否則就要白白花費那一大筆

錢了。其實類似這樣誇張的烏龍事件層出不窮，最常見的是辦事人員

拿著台灣護照輸入資料，卻把台灣寫成中國，太粗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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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2)語言班的同學

萊比錫大學校園生活

在大學正式開學之前，我有參加語言課程，因為是專為母語非德語的

學生開的課程，所以我的同學都是各形各色，來自不同國家的人，例如:法

國、保加利亞、巴西…等。相較於台灣學生，大部分外國學生果真都非常

踴躍發言。上課的第一天，我聽到來自各個國家的口音，有些可以理解，

但是有些人的口音非常重，根本無法辨別其中意思。為期三週的語言課程

很快就結業了，非常高興可以認識來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每每聽他們說這

自己國家的事或是和她討論他國和台灣的不同時，會覺得非常新鮮有趣，

自己的視野彷彿又開闊了。

十月中旬，萊比錫大學終於正式開學了，課程表就像是台灣大學生，

是自己排的，開學前會開放選課，我必須上網去各個科系搜尋自己想上的

課程，並記下上課的老師、上課地點和上課時間，之後再依照自己的課表

去各個教室上課。萊比錫大學就像是個大學城，除了主校園之外，有些科

系的系所和教室都分散在萊比錫各處，所以跑堂是需要搭輕軌

(Straßenbahn)的，有時候要轉車還需要15-20分鐘，和台灣非常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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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比錫時常會出現二手市集。在二手市集上除了販賣一些鍋碗瓢盆之

外，也會販售一些意想不到的商品，例如：已生鏽腳踏踏車座墊或是厚厚一

本的集郵冊或老照片。有些商品其實早已殘破不堪，但是有些卻還是相當實

用且相當便宜，例如:我曾在二手市集上花了2歐買了一個小鍋蓋和一支鐵湯

匙，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喜歡。

海外特派記者

(圖3)萊比錫的大型二手市集

德國生活

德國的物價讓我很驚訝，原以為應該任何東西都會比台灣貴很多，但其

實不然。在德國的超市的有些蔬菜水果及生活用品都非常平價，有些甚至還

比台灣便宜，例如：一條半個手臂長的黃瓜和一瓶一公升的牛奶都只要約20

台幣，但是相較台灣，德國人力相當昂貴，所以在德國上館子可就比自己在

家煮飯貴得多了。此外，還有一件事讓我覺得非常新鮮，這裡的居民的交通

公局除了輕軌、地鐵之外，還有一個交通工具非常常見 – 腳踏車。路上隨出

都可看到腳踏車騎士，也可看到一個個ㄇ字型的欄杆設置在路上，那是方便

幫腳踏車上鎖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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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7)人大國際文化節

(圖4) 奧地利霍夫堡宮Hofburg

為期半年交換生的日子過得非常快，現在，能待在德國的日子已經不

到一半了，我想我會更珍惜在這裡的時光，把握交換生的機會，繼續去學

習並到不同的國家體驗不同的新鮮事。

歐洲旅遊

到歐洲當交換生的，一大目的當然是要認真學習，另一大目的就是認

真旅遊。深深覺得歐洲學生真幸運，搭長程巴士或是火車就能到另一個國

家了，非常方便。既然來到歐洲，我也當然要抓緊時間把握機會到各國遊

歷，幾乎是一個星期去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國家，雖然到處旅遊奔波有點辛

苦，但是每當到了另一個截然不同的城市，欣賞不同的美景、感受不同的

氣氛及品嘗各地不同的美食時，疲累也就煙消雲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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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不為人知的探戈歷史

相信大家都聽過探戈(Tango)這種特殊的雙人舞蹈，它可以跳得熱情奔

放，也可以優雅高昂的變換舞姿，到現在再世界上仍是一項熱門的舞蹈種類

。不過你知道華麗奔放的探戈其實隱藏著一段少為人知的歷史記憶嗎？

探戈的起源來自於阿根廷，在十九世紀的南美洲非常盛行，而其中知名

探戈作曲家皮耶佐拉(Ástor Pantaleón Piazzolla)一生致力於探戈歌曲的創作

，創作約1,300首獨特的探戈歌曲，在當時的阿根廷被稱為探戈教父。

[UD4B 黃宜婷/整理]

(圖1) 探戈教父皮耶佐拉

不為人知的探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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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探戈的起源即是來自於阿根廷人，但若要追朔探戈的歷史，

它最早其實是由非洲人發明的舞蹈。阿根廷自十六世紀以來便開始有黑人

因為奴隸貿易的關係從非洲地區被賣到南美洲，那時候的黑人奴隸主要停

留在阿根廷的首都布宜諾斯艾利斯(Buenos Aires)，主要負責從事家務或

者農務等工作。而到了十九世紀初期，又是一波新移民風潮，那時候登陸

阿根廷的黑人大部分都來自非洲剛果帝國(Congo)。

由於大批黑奴進入阿根廷，所以也多少影響了那時候阿根廷的一些文

化與社會型態，其中又以舞蹈佔有了一部分的地位。在黑人的習俗中，他

們非常注重舞蹈，從特殊節日到平常社交活動，舞蹈都在他們的生活文化

中佔有一席之地。那時候流行了許多種類的舞蹈，而探戈最早的舞蹈原型

就是當時名為canyengue的舞蹈，canyengue在那時候的方言有著盡情狂

歡的涵義。

(圖2) 非洲與探戈的發展有其歷史淵源

不為人知的探戈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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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探戈的發展探戈越來越活躍，到了20世紀初期許多義大利、德

國等歐洲國家的移民，因為來到阿根廷謀生，難免有壓力十分大的時候，

而這時候他們通常會藉由探戈安撫寂寞的心靈，他們藉著探戈的活潑，能

在外展現自己的舞技。不久後，探戈輾轉進入了歐洲，在1930年的巴黎形

成了一股潮流。

但為什麼我們卻難以將阿根廷的探戈舞蹈跟黑人文化聯想在一起呢？

因為在1813年阿根廷廢除了黑奴制度以後，黑人數量逐漸減少，加上那時

候的黑人有不少人被派至打仗作戰，還有當時肆虐的黃熱病，許多黑人在

這一波的影響中死亡，以致他們數量更加銳減。因為黑人數量逐漸在阿根

廷地區減少，所以我們現在很少能夠將探戈舞蹈文化與黑人聯想在一起。

但其實藉由探戈，也帶出了一段不為人知的歷史記憶。這段歷史其實就像

探戈一樣，有著光鮮亮麗的一面，但背後卻刻有一段令人值得省思的歷史

記憶。

參考資料：
http://ow.ly/10kQtu
http://ow.ly/10kQvd
http://ow.ly/10kQwD
http://ow.ly/10ottY

圖片來源：
圖1：http://ow.ly/10kQvd
圖2：http://ow.ly/10kQIW
圖3：http://goo.gl/yBs0bT

不為人知的探戈歷史

(圖3)週日午後於San Telmo廣
場跳探戈的人們



金牌特務

[UJ3A莊宜軒/整理]

歐洲影劇賞析

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

(圖1) 電影《金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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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是2015年由馬修‧范恩

(Matthew Vaughn)執導的英國諜報喜劇動作片，改編自戴夫‧吉本斯

(Dave Gibbons)與馬克‧米勒(Mark Millar)創作的漫威圖標漫畫《The

Secret Service》。由柯林·佛斯 (Colin Firth)、山繆‧傑克森 (Samuel

Leroy Jackson)、馬克‧史壯(Mark Strong)與泰隆‧艾格頓(Taron David

Egerton)等眾多明星所主演的電影。本片在2015 英國帝國雜誌電影獎

(Empire Awards)榮獲最佳英國影片獎及最佳男新人獎等等各項殊榮，在

美國上映首周末獲得3,560萬美元，而在台灣首周上映獲得2492萬新台幣

居冠，在台灣和美國都創下亮眼的票房成績。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電影《金牌特務》(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海報2 (圖3) 男主角泰隆‧大衛‧艾奇頓

(Taron David Eger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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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西( Eggsy )：

泰隆‧艾格頓(Taron David Egerton)飾

父親因公殉職後，母親便與一名黑道老大在

一起，因此變得自暴自棄。然而在面臨牢獄

之災之時，及時向「金士曼」(Kingsman)求

救，並且認識了哈利，展開成為金士曼特務

的測驗。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角色介紹

哈利(Harry )：

柯林‧佛斯(Colin Firth)飾

「金士曼」特務之一，代號為加拉哈德

(Galahad)，是伊格西生父生前的同事兼好友。

為了彌補伊格西，教導他許多知識並給他成

為金士曼特務的機會。

梅林( Merlin )：

馬克‧史壯(Mark Strong)飾

「金士曼」幕後要員。訓練各個推薦人，

並給予推薦人考驗的考官。在後來的任

務中幫助伊格西，代號來自巫師梅林。

(圖4) Eggsy

(圖5) Harry

(圖6) M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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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倫坦( Valentine )：

山繆‧傑克森(Samuel Leroy Jackson)飾

億萬富豪慈善家，想法激進，認為人類是導

致大自然危害的根本，而開始計謀著一連串

的詭計。有看到血就會嘔吐的毛病，因此很

討厭血。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Valentine

(圖9) Arthur/Chester King

葛希兒(Gazelle)：

蘇菲亞‧波提拉(Sofia Boutella)飾

里奇蒙·范倫坦的副手，雙腿假肢有著尖銳的

特殊刀刃，身手矯健高超。

亞瑟/切斯特金(Arthur/Chester King)：

米高‧肯恩(Michael Caine)飾

「金士曼」的主要高層領導，代號來自亞瑟

王。

(圖8) Gaz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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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士曼專賣店」是英國倫敦薩佛街上的一家西裝店，表面上天天為客

戶量身打造高價的西裝，實際上卻是一個歷史悠久的民間諜報組織、以世界

和平為宗旨。打擊了多次嚴重犯罪，行動卻極為低調、不為人知，而實力幾

乎強過各國政府的情治組織。原為不良少年的伊格西在頂尖特務、代號「加

拉哈德」的哈利說服之下 ，參與新一任特務「蘭斯洛特」(Lancelot)的甄選。

伊格西在參與「蘭斯洛特」的甄選過程中逐漸了解到哈利與自己父親的關係，

並得知范倫坦想要摧毀人類的一連串詭計……。

喜歡諜報電影或是動作片的人絕對不能錯過本片，除了打鬥場面的流暢

度和華麗度帶來的視覺饗宴外，也有許多諜對諜間緊張刺激的鬥智場面，另

外時不時也穿插不少有趣的橋段，從頭到尾絕不冷場。

歐洲影劇賞析

(圖10)伊格西與其
他接受蘭斯洛特甄
選的同期們一起來
到受訓地

(圖11) 哈利帶伊格西來到金
士曼西裝店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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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金牌特務》 (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 導 演 馬 修 ‧ 范 恩 (Matthew

Vaughn)生於1971年3月7日，是一名英國

電影製片人和導演。

說到馬修‧范恩就絕對不能不提到那

些他指導的動作片。馬修製作的著名電影

有《偷拐搶騙》(Snatch，2000)，導演的

影片有《特攻聯盟》(Kick-Ass，2010)及

2011年的科幻動作片《X戰警：第一戰》

(X-Men: First Class)。

馬修的動作場景流暢且華麗，無間斷

無冷場的剪輯方式，喜歡動作片的人絕對

會喜歡上馬修所導的作品。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GqzvBt
圖2：http://goo.gl/T3AQCb
圖3：http://goo.gl/BZSBrL
圖4：http://goo.gl/mqJf9z
圖5：https://goo.gl/Br2v44
圖6：http://goo.gl/oSvyxh

資料來源：
https://goo.gl/lEmt26
https://goo.gl/m2K1v6 

(圖12) 馬修‧范恩
(Matthew Vaughn)) 

圖7： http://goo.gl/a2ZcMN
圖8：http://goo.gl/WAcqkG
圖9： http://goo.gl/YOibT9
圖10：http://goo.gl/Jm2bD1
圖11：http://goo.gl/yXpg6a
圖12：http://goo.gl/LP4R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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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年孤兒

[UF3A 黃育誠/整理]

好書介紹

The Orphaned Adult

我不再是誰的小孩了
──失親之後，陪自己走過悲傷旅程

那一聲最後的再見，
是我們陪著自己，真正迎向成年的開始。

(圖1) 成年孤兒譯本封面

成年孤兒 The Orphaned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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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從此，我再也不是誰的小孩了……」

以理解和寬容，度過失親的悲傷與巨變。

口碑流傳經典！幫助成年孤兒找到歸屬的療癒之書！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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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一刻來臨，
為什麼要堅強以對？為什麼不敢放聲哭泣？
剝去成年的硬殼，我們只不過是沒有了爸爸、媽媽的……
孤兒。

直到父母過世，我們才真正成年。

那是生命中最深沉難解的痛。

在一切都處理好後，我們裝扮上大人的穩重與成熟，回到了日常軌道，彷
彿一如往昔。然而，無止無盡的悲傷並未消失，只是深潛入心，趁著每一個毫
無防備的空虛伺機而動。

成年喪親，其實是極普遍的現象，那種失去歸屬的感覺，需要受重視、受
疼惜，卻往往被社會避而不談，更被我們自己刻意視而不見。可是，如何為失
親之痛找到出口，面對身邊關係的轉變，並重新定位自我，每一個人都必須學
習：

「失去了爸／媽，我要如何自處？悲傷，又能如何面對？不去想，它會自
己消逝嗎？」

「若有一天傷心不再，是否也表示我遺忘了他們？」

「我也知道日子還是繼續要過，只是不曉得如何跨越眼前的這個大洞，而
人生的路，就在那一方……」

我們以為只要轉過身繼續前行，傷痕自會消失，但是不管走了多遠，終究
無法逃避自己。當失落成真，唯有正視它、接納它、撫慰它，我們才能超越這
份巨大的哀傷，完整拼回人生。

成年孤兒 The Orphaned Adult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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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讓我們可以更懂得尊重成年的失喪之痛，也更深入地了解這獨特

的痛。這本書也是一份提醒，關於生命「難以躲避的失喪」。從哀傷歷程

中，好好地告別所愛的雙親，正是宣告自己要以勇氣，獨自擔負自己生命

責任的決定。而在哀傷轉化後，讓此生與雙親有關的種種親情記憶，成為

我們內在，最不輕易消失的愛及領悟，陪伴我們繼續完成屬於自己的人生。

──蘇絢慧(諮商心理師／作家)

成年孤兒 The Orphaned Adult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臨床心理專家】亞歷山大．李維醫師

(Alexander Levy)

美籍猶太醫生，從事臨床心理治療工作已逾四

十年。

然而，即使身為資深心理學家，面對父母相繼

離世的巨變，李維醫師同樣經歷了無比失落與沉重

哀傷，甚至一度無力從哀痛中脫離。期間，他遍尋

指引，卻發現人們對於「成年喪親」竟是如此迴避。

而當他親身走過了那一段自我療癒旅程，便決定寫

下這本書，從心理出發，擴及人際情感、身體健康、

財務現實，以充滿包容、理解和關懷之筆，指引我

們，為終將到來的那一刻預先做好準備。

(圖2) 亞歷山大．李維醫師



好書介紹

資料來源：
1：http://goo.gl/uVQ7pj
2：http://goo.gl/d5dZfV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eVAyRp
圖2： https://goo.gl/RfLk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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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後心得讀後心得

一開始，我就被這本書的書名給吸引，光看書名完全無法想像這本書

的內容，亞歷山大．李維 醫師以從業40餘年以及自身喪親經驗，詳細描述

這段人生的「特殊旅程」，透過這段親身經歷的自我療癒旅程，指引我們，

為終將到來的那一刻預先做好準備。他將自己走過哀傷的所有體悟與方法，

全部寫入了書中。

「生、離、死、別」是每個人一生中都要面對的四大課題，不管是誰

都曾經失去過家人，失去的痛是如此的深刻，一開始在網路上看到這本書

的簡介，我還以為這本書會是帶有一點悲傷的書，但是讀過以後卻發現，

這本書不僅一點悲傷的成分都沒有，卻充滿著滿滿的正能量。我十分推薦

大家閱讀這本書，體會作者帶給大家的正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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