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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再次跟各位讀者見面囉!!

本期電子報的《新聞深度報導》以英國脫歐可能效應揭開序幕，為大家

報導在舉辦脫歐公投之前，英國境內已出現的相關聲浪與預期效應。

《歐洲主題專欄》持續本學期歐洲獨立浪潮之規劃，觸角延伸至北歐的

格陵蘭，帶領大家認識幾乎全境冰封的格陵蘭，如何在公投後獲取內政獨立，

並逐漸朝脫離丹麥之目標邁進。

《世界觀點》介紹伊斯蘭國(ISIS)的崛起、其所策劃之全球恐怖攻擊事

件分布，以及在伊斯蘭國的權力迅速拓展之下，所到之處對於歷史古蹟不可

逆的全面摧毀與破壞。《歐盟學術專欄》報導超新星和地球間的關聯性與形

成，因恆星爆炸而形成的超新星，如何對距離數百光年的我們造成影響。

對於文化與藝術較感興趣的讀者們，同樣能在本期電子報中找到相關的

訊息作為參考，包含：《校外藝文報導》的青春設計節走訪經驗，《國外

特派記者》則刊登了自法國新鮮直送的交換日記，感謝海外記者願意跟我們

分享她的求學經驗!《Do You Know》報導獲得歐洲綠色之都殊榮的英國城

市－布里斯托之特殊美景；此外，《歐洲影劇賞析》以西班牙著名導演阿莫

多瓦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的電影《我的母親》(Todo sobre mi

madre)為主軸，想了解更多阿莫多瓦電影的讀者，不妨可去圖書館走走。

《好書推薦》以懸疑小說《籠子裡的愛麗絲》(ALEX)為文本，帶領大家領

略榮獲2013年英國犯罪小說國際匕首獎殊榮的小說，到底蘊含著怎樣的魅力!

如果讀者們意猶未盡，也歡迎到本校圖書館預約館藏喔!!!



 在法國越禮貌咖啡越便宜

http://goo.gl/isW4Hf (大紀元 4月27日)

 英國過去三年提前終止十萬非歐盟學生的簽證

http://goo.gl/uPXCI5 (大紀元 4月28日)

 英國性教育鬧爭議同性戀更惹火家長指摘老師為孩子洗腦

http://goo.gl/0c3JjN (關鍵評論網 4月22日)

 歐盟調查：中國為其最大危險商品進口來源

http://goo.gl/GjZhHC(關鍵評論網4月26日)

 英脫歐尚未完成效應已浮現

http://goo.gl/efzr0T (關鍵評論網4月27日)

 法國法反《勞動法》遊行爆警民衝突

http://goo.gl/lA7OJe (關鍵評論網4月29日)

[UJ3A 莊宜軒/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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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脫歐尚未完成效應已浮現

英國於1973年加入歐盟，是第9個成員國，也是僅次於德國的歐盟第2

大經濟體。今年2月20日各國同意英國提出的歐盟改革方案，英國首相卡

麥隆(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即刻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同意支持

留在歐盟的主張，隨後便正式宣布英國將在今年6月23日舉行脫歐公投。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導，雖然英國的脫歐公投在6月23日

才舉行，但脫歐所引發的骨牌效應已經慢慢出現，英國於公佈了今年第一

季初步國民生產毛額(GDP)數字，估計成長0.4%，較過去兩年間的0.6%為

緩。主要原因除了金融市場動盪及財務緊縮造成信心不足、降低經濟需求

之外加上脫歐議題討論不斷。因此自今年以來，英鎊已經貶值5%。

[UJ3A莊宜軒/整理]

(圖1) 英國首相卡麥隆宣布英國將在今年舉行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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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脫歐代價高 估經濟損失達4.7兆

英國工業聯合會(CBI)警告，一旦英國脫離歐盟，將會對英國經濟構成

嚴重動蕩，英國工業聯合會更將脫歐的代價量化，指出若是脫離歐盟2020

年前英國的經濟損失將會高達1,280億歐元(4.7兆元台幣)。

這個損失金額相當於英國年度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工業聯合會

總監費耳拜恩(Carolyn Fairbairn)表示：「這個分析清楚顯示脫離歐盟將會

對生活水準、就業及成長帶來打擊。」研究又指出若是脫離歐盟可能會使

英國失去95萬個職位，這意味著到了2020年，失業率會比英國留在歐盟區

時高出2至3個百分點。但是另一方面支持脫歐的組織「Vote Leave」則是

認為研究扭曲了實況，並且表示離開歐盟才是唯一安全的選擇。研究的可

信與否各方看法不同，支持者與反對者各有各的說法，形成了羅生門。

(圖2)英國脫歐示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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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參考網站：
http://goo.gl/3aLjpU
http://goo.gl/07sHCQ
http://goo.gl/JvMOns
http://goo.gl/efzr0T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al8SP9
圖2： http://goo.gl/7dWzJS

延伸閱讀：
https://goo.gl/wPXh2a 
http://goo.gl/LMkkOX

英國民眾對於脫歐看法

根據目前針對英國是否要脫離歐盟一事做的民調顯示，多數英國民

眾仍偏向於續留歐盟；據媒體《泰晤士報》(The Times)5月民調顯示，

34%的民眾選擇續留歐盟，18%的民眾贊成脫歐，而另有34%的民眾表

示目前尚未拿定主意。

支持續留歐盟的政治領袖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及前副首相克

萊格(Nick Clegg)也指出脫歐可能會使許多英國人民失業。另一方面，

希望脫歐的英國獨立黨及反歐盟運動人士則認為惟有脫歐英國才能掙脫

歐盟許多規範的束縛。脫離歐盟後會使英國解除對勞動市場的管制，重

掌其移民政策主導權，也能加入其它地區的自由貿易協定，拓展貿易視

野，同時也能夠脫離德國與法國保護主義漸增的影響，英國經濟成長將

更形迅速。

關於英國脫歐一事，各方看法不同，英國目前為僅次於德國的歐盟

第2大經濟體系，英國脫離歐盟必定會帶來不小的影響，但支持脫離歐

的人士則表示不脫離歐盟英國不會進步。結果將會取決於人民們要怎麼

做選擇，採信誰的說法，認為怎麼做才對英國最好。而若英國脫歐成功，

其他經濟大國也極有可能會考慮脫離歐盟，而歐盟體系是否還能繼續存

在也將會是一大課題。

6

英脫歐尚未完成效應已浮現



格陵蘭面積 2,166,086平方公里，大约 81%都被冰雪覆蓋。格陵蘭

(Greenland)的意思即為「綠色土地」，是丹麥王國(Kingdom of Denmark)

的海外自治領地，在2008年的公投後決定逐漸走向獨立之途，並在2009年正

式改制，成為一個內政獨立但外交、國防與財政相關事務仍委由丹麥代管的

過渡政體。格陵蘭為世界最大島嶼，位於北美洲東北，北冰洋與大西洋之間。

全島約4/5地區處於北極圈(Arctic Circle)之內。

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邁向獨立之路：格陵蘭

[US2A 黃皓暘/整理]

(圖1，2)格陵蘭的地理位置與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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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

格陵蘭的原住民為因紐特人(Inuit)，其究竟何時來到這裡、以及為何要

選擇這個荒涼的島嶼居住，皆未有定論。在冰島(Iceland)的北歐殖民者於982

年來到這裡的時候，發現這裡無人居住。在島的極南端，冰島人建立了3個據

點，在接下來的幾個世紀中，他們一直堅持下來。1386年，格陵蘭正式歸屬

於挪威(Norway)，成為北歐三國卡爾馬的領土。在該聯盟瓦解後，格陵蘭又

轉屬於丹麥－挪威雙重君主國的統治。1814年，根據基爾條約(Treaty of Kiel)，

挪威被丹麥割讓給瑞典(Sweden)，而丹麥重新獲得了格陵蘭的主權。

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

格陵蘭的國家元首是丹麥君主(List of

Danish monarchs)，現任為瑪格麗特二世

(Margrethe II of Denmark)，丹麥政府任命

一位高級專員代表丹麥國王和政府。雖然

丹麥是歐洲聯盟成員國，但格陵蘭不屬於

歐洲聯盟的一部分。

經濟

現在該島的經濟嚴重依賴於漁業和

漁產品出口，佔出口值的80%以上，捕

蝦業是最大的產業支柱。亦有綿羊的牧

業發展，但飼料大多由國外進口。旅遊

業是該地區唯一有短期收益潛力的部門，

但這也受到旅遊季節短和消費高的限制。

包括國有企業和市政府的公共部門在該

地區經濟中扮演主導角色。政府約一半

的收入來自於丹麥政府的補貼，這也是

國民生產總值的重要補充。

(圖4) 小學生在開學第一天穿上傳統
的服飾上學

(圖3)格陵蘭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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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為什麼格陵蘭的民眾想要獨立呢?對於不少人而言，能夠入籍丹麥、共享

成為丹麥人的的尊嚴和榮耀，實在令人夢寐以求，又何苦要走呢？原來在當

地，有88–89%的人口不是丹麥人，而是因紐特人。他們可謂格陵蘭的本土派，

在當地已經生活了四千多年，所以亦不難想像他們除了丹麥語外、講得最多

的就是本身的格陵蘭語。既然與丹麥人不同文、不同種，在格陵蘭佔大多數

的因紐特人想要自治甚至獨立，亦不令人驚訝。

獨立

公投經驗

2008年之前，格陵蘭有過2次舉辦公民投票的經驗，第一次於1979年1月

19日，主要是爭取格陵蘭的地方自治。最終結果，總投票率達63.2%，獲得

73.1%選民支持。1979年2月21日丹麥國會通過《自治法》(Home Rule Act)，

同年5月1日式實施後，格陵蘭成為「丹麥海外自治行政區」(self-governing

oversea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Denmark)，享有自治政府的地位，主導

包括教育、健康、學校教育與環境等地方性的政策，並成立自己的議會，另

外選出2名國會議員參加丹麥的國會運作，而其他有關國防、外交、與警察

司法等事務，則屬於丹麥中央政府的職權，不過丹麥政府進行決策前，必須

徵詢格陵蘭的意見，而丹麥政府同意每年提供格陵蘭必要的經費補貼。

(圖5) 丹麥女王瑪格麗特二世在格
陵蘭議會廳，把格陵蘭獨立自治的
新法律文件交給格陵蘭議會主席約
瑟夫‧莫茲弗特(Josef Motzfe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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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公投的影響

公投的通過意味著自治權將在30個領域將大大擴大，包括警察權、司法

權、海岸防衛權，部分的外交事務管轄權，以及自然資源管理權(其中最重要

的是更清晰的格陵蘭海床石油資源分配原則)，格陵蘭語將成為唯一的官方語

言。不過來自哥本哈根的財政補助將會逐漸減少。自治地位生效後，格陵蘭

公民將在國際法下成為一獨立群體。根據擴大自治計畫，格陵蘭將對境內天

然資源有更大掌控權，最終讓他們免於每年接受丹麥35億克朗(約新台幣192

億元)的補助金；若格陵蘭外海果真發現蘊藏石油，首年探油收益將有7,500萬

克朗(約新台幣4億1,000萬元)歸於格陵蘭，超出部分則雙方平分。

(圖6) 格陵蘭人民爭取獨立

10

第二次於1982年2月23日舉辦公民投票，雖然1973年格陵蘭隨同丹麥加入

歐洲共同體在歐洲經濟整合的道路上邁出一大步，但是歐洲共同體所制訂的漁

業政策，對於大多數格陵蘭人賴以維生的漁業發展而言，卻是弊大於利。對此，

格陵蘭議會決定舉辦公民投票，交由人民決定格陵蘭是否繼續留在歐洲共同體。

格陵蘭自治公投(Greenlandic self-government referendum)，於2008年11

月25日舉行，就是否擴大自治權進行公民投票。公投案於當年1月2日由總理漢

斯‧埃諾克森(Hans Enoksen)提出。公投最終以72%的投票率和75.5%的贊成

率通過。雖然公投案沒有實際的法律效力，但是丹麥議會已經表示尊重並且支

持公投結果。



格陵蘭通過自治公投，最大的收益則是取得開採格陵蘭地下資源的權

利。北極地區蘊藏豐富的黃金、鑽石、鋅、煤與石油、天然氣等珍貴資源，

近年來由於地球暖化造成北極海冰層的融化，開採北極圈冰層下資源的可

能性大增。格陵蘭自治權的提升，有助於確立格陵蘭與丹麥之間，對於該

格陵蘭地下石油探勘收益的分配原則，未來一旦開採，丹麥將逐年減少對

格陵蘭的經費補貼。支持格陵蘭獨立的人士，亦希望自治後所增加的收入，

可以協助格陵蘭降低對丹麥的依賴，早日脫離丹麥獨立。

格陵蘭自治權的提升，丹麥釋放32項政策的決定權，允許格陵蘭逐步

主導警察、司法、海洋環境的開發，以及擁有部分外交事務的決定權；其

中，重要外交與國防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仍在丹麥政府。2009年6月21日丹麥

女王親自移交正式的法律文件給丹麥自治政府，代表權力的移轉，得到完

全自治的格陵蘭人民，成為國際法下有別於丹麥的民族，格陵蘭文

(Kalaallisut/Greenlandic)取代丹麥文(Danish)成為官方正式語言，而丹麥

官方的文件將格陵蘭政府的名稱正名為Naalakkersuisut。

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經濟

國際法

(圖7) 格陵蘭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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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尊重人民自決的普世價值

以公民投票解決殖民地獨立，是近代國家解決主權問題的主要方式，不過

很多都是經歷各種衝突、流血鬥爭之後，最後在原殖民的宗主國同意的前提

下，才舉行公民投票來化解紛爭。事實上，宗主國願意接受公民投票的方式，

往往是其失去主導局勢的能力，或是無法負荷國際輿論的壓力下，不得不改

採較開明的態度，來面對殖民地人民要求自決與獨立的呼聲。相較於其他國

家付出犧牲與代價，才爭取到自治的機會，格陵蘭爭取自治的過程，卻是相

當平順。2008年公投的結果，凸顯其多年來希望真正自治的期待，儘管丹麥

哥本哈根政府希望格陵蘭永遠是丹麥王國的一分子，雙方還是透過理性對話、

相互理解的方式，接受格陵蘭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

(圖8) 格陵蘭國旗
白色橫條代表佔當地土城面積80%的冰
片和冰蓋，紅色橫條代表海洋。紅色半
圓代表太陽，白色半圓象徵冰山。

(圖9) 國徽
徽標中的北極熊象徵著格陵蘭廣大
的苔原，藍色象徵大西洋和北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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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形下，雖然格陵蘭本身具備豐富的地下資源，單靠天然資源

的開發，並不足以短期內改變對丹麥高度依賴的現狀，也未能有效化解內部

出現高自殺率、家庭暴力、青少年未婚生子與兒童性侵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總理克萊斯特(Kuupik Kleist)表示，未來四年之間，積極爭取獨立不是格陵

蘭新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格陵蘭獲得內政的主導權，將致力於解決嚴重的

社會問題，但也會在國防與外交事務上，進一步與丹麥政府協商。至於未來，

格陵蘭人如果想要獨立，格陵蘭就會獨立。2008年自治公投通過，彰顯格陵

蘭人面對惡劣的自然環境與不利發展的社會條件，仍不放棄爭取獨立自主的

意志與勇氣。同意自治是向前邁進的唯一道路，未來格陵蘭是否真正脫離丹

麥王國成為一個獨立自主的國家，或是繼續做為丹麥王國的一分子，最終的

決定權還是在格陵蘭人身上。

邁向獨立之路：格陵蘭 歐洲主題專欄

結論

資料來源：

https://goo.gl/5H9qxV
http://goo.gl/yVkGiX
https://goo.gl/RMIopB
http://goo.gl/WwAkfG
http://goo.gl/wpm3MD

圖片來源：

圖1,2：https://goo.gl/e5RIcl
圖3：http://goo.gl/27VnSu
圖4：https://goo.gl/5fUaIK
圖5：http://goo.gl/hwYng4
圖6：http://goo.gl/ie98fh
圖7：http://goo.gl/rbHJyQ

(圖10) 格陵蘭的極光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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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https://goo.gl/yTkxJN
圖9：https://goo.gl/xUlSH9
圖10：http://goo.gl/dmZCdf



超新星和地球間的關聯性與形成

根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4月24日報導，科學家使用衛星發

現到恆星爆炸後所產生的鐵同位素Fe-60從地球身邊飛過。然而，這些元素

源自於2022年光年(light-year)註1範圍內的一個恆星團中發生的一系列超新

星(supernova)註2活動，這些超新星的出現時間大都不超過250萬年，由此

可知，爆炸發生的時間距離現在很近。近日，科學家觀測到三顆時間不到

250萬年的超新星在地球附近，其中距離地球最近的超新星僅為300多光年。

而科學家認為，如果超新星距離地球太近，爆炸所產生的射線將會消去了

地球大氣層中的臭氧，一旦失去臭氧層的保護，將會導致那些大氣層下的

生命滅絕。

歐盟學術專欄

[UJ1C 張雅琪/整理]

(圖1) 星體爆炸殘骸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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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和地球間的關聯性與形成

註1：光年是長度單位之一，指光在真空中一年時間內傳播
的距離，大約9.46兆公里。
資料來源：Wikipedia，https://goo.gl/Qmm42Z

註2：超新星是爆炸的恆星，其光度會短暫的超越整個星系，
輻射出的能量如同太陽或普通恆星一生所輻射的總量。
資料來源：Wikipedia，https://goo.gl/NxzBua



何謂超新星爆炸？

在生命的盡頭，某些大質量恆星會發生劇烈地爆炸，稱為超新星爆炸

(supernova explosion)。當超新星爆炸發生時，極為明亮，就像數十億個太

陽，並將其內部核聚變過程中形成的物質全部噴發到太空，其中包括了恆星

生命末期時產生的長壽命放射性原子，而這些物質數百萬年後才會衰變。

歐盟學術專欄

為什麼深海地層中含有超新星的遺骸？

科學家們指出，從海洋底部的沉積物顯示，某時某地曾經有超新星在地

球附近爆炸，幸虧爆炸距離夠遠，否則我們將會受其影響。事實上，早在

1999年時，科學家們在太平洋底的錳地殼中探測出少量的鐵同位素註Fe-60，

許多國家的研究人員正如火如荼地研究從其他海洋區域採集到的樣本。科學

家們表示，宇宙塵埃顆粒搭載了放射性鐵原子來到地球，從海底的鐵同位素

Fe-60濃度的波動情形可以清楚看出。

(圖2) G299 Ia超新星(Type Ia supernova)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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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新星和地球間的關聯性與形成

註：同位素(Isotope)是某種特定化學元素之下的不同種類，同一種元素下
的所有同位素都具有相同原子序數，質子數目相同，但中子數目卻不同。
這些同位素在化學元素週期表中佔有同一個位置，因此得名。
資料來源：Wikipedia，https://goo.gl/iVljI0



在2016年1月，由北京大學天文學家與研究教授東蘇勃所帶領的研究小

組發現了人類觀測史上最亮的超新星，編號為ASASSN-15lh，其亮度是太陽

的5.7億倍，所在的星系(galaxy)距離地球約38億光年，由「全天自動搜索超

新星」網絡(All Sky Automated Survey for Supernovae, ASAS-SN)發現的。

天文學者表示，當這顆超新星爆發時，瞬間釋放的能量將超過銀河系(milky

way)所有恆星總和的20億倍。此顆超新星所能釋放的大能量，目前學者們的

理論有兩個。其一，爆炸中生成了許多放射性鎳。其二，超新星在爆炸前的

內核是一顆快速旋轉並擁有強大磁場的磁星(magnetar)註。天文學家稱，這

顆超新星的出現，對目前所有的超新星爆炸原理和超亮超新星的能量來源提

出了相當大的挑戰。

歐盟學術專欄

有史以來最亮超新星 比太陽亮5.7億倍

(圖3)史上最亮超新星

資料來源：
http://goo.gl/MskxNn
http://goo.gl/wbPnIS
http://goo.gl/r8uSZk

延伸閱讀：
http://goo.gl/FghJhB
http://goo.gl/jyvdf
http://goo.gl/HHxfdgr
https://goo.gl/Gb9p9I

圖片來源：
同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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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當一顆大質量恆星演化到生命
末期而發生超新星爆炸時，在自身
重力影響下會向核心塌縮，形成中
子星或黑洞。磁星也是中子星之一，
但卻是中子星裡的怪胎，數量非常
稀少，體積極小，密度異常大，磁
星表面一茶匙的物質，大約相當於
地球表面上的10億噸這麼重！
資料來源：泛科學，
http://pansci.asia/archives/61256



編按：恐怖攻擊這個詞語相信各位讀者朋友一定不會覺得陌生。編者希望在

本文中為針對伊斯蘭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作為主題中

心，解釋伊斯蘭國的起源，其急速堀起的原因，以及它對世界帶來怎麼樣的

影響。

－－－－－－－－－－－－－－－－－－－－－－－－－－－－－－－－－

恐怖主義的定義：根據聯合國大會所發表的言詞，恐怖主義是指「企圖引起

公眾恐慌的犯罪行動，不管是個人還是團體為追求政治目的而從事這些行為

都是不可接受的，不管其背後的性質是政治、意識形態、哲學、種族、宗教

等都不能使之合法化。」

[UB3A 陳雋亨 /整理]

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蘭國為例

(圖1)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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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葉派與遜尼派

伊斯蘭教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西元632年逝世後，他統

治的阿拉伯部族即因繼承問題產生裂痕。當時大多數人支持由穆罕默德的岳

父暨好友阿布伯克爾(Abu Bakr)繼位，這些人即成為遜尼派(Sunni)，意為遵

循傳統者，如今在全球16億穆斯林中約佔85%至90%。另一群人則主張，穆

罕默德曾授意堂弟暨女婿阿里(Ali)繼承大位，他們被稱為什葉派(Shia)，如

今約佔10%。

遜尼派與什葉派對教義的詮釋、敬拜儀式、律法與組織都很大的差異。

遜尼派自奉正統，依循穆罕默德的聖訓；什葉派則有嚴謹的宗教學者階級制

度，這些學者會持續不斷詮釋教義與教法，而教長「伊瑪目」(imam)才是能

傳遞《古蘭經》隱義的政教領袖。

(圖2) 什葉派與遜尼派分佈圖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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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恐怖組織其實不是21世紀的產物，中東地區長久之來被稱為「世界

的火藥庫」。當中的歷史可以追蹤至伊斯蘭的擴張與十字軍東征。

說起近代的恐怖組織，不能不提到發動美國9-11恐怖攻擊的阿爾蓋達組

織(Al-Qaeda)，這個組織的首腦是已被刺殺的奧薩瑪‧賓拉登(Osama bin

Laden)。這個組織的由來跟美國有很大的關連，因為賓拉登的抗蘇武裝團隊

在美蘇冷戰時期時，曾獲得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美國政府一直介入中東

地區的事務，讓阿爾蓋達組織不滿並開始發動恐怖攻擊。其中又以2001的911

恐怖襲擊事件最為人所知。

伊斯蘭國原本是阿爾蓋達組織的其中一個分支，成員主要來自伊拉克戰

爭中的聖戰份子和前薩達姆旗下的軍人，以極端兇殘的管治手法、對異見者

的屠殺、恐怖活動、發放血腥恐怖活動片段，以及高調綁架和殺害各國人質

等事件讓人熟悉。但後來因伊斯蘭國的血腥和殘忍情度超過了阿爾蓋達的底

線，因而宣佈與伊斯蘭國劃清界線。

起源

(圖3) 美國911恐怖襲擊 (圖4) 伊斯蘭國旗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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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蘭國的急速堀起與中東局勢問題有關。中東地區的伊斯蘭教派主要

分為什葉派及遜尼派。而這個兩派別長期以來一直處於對抗的局面，除此之

外，敘利亞的政府由國內少數什葉派系阿薩德家族所壟斷，加深遜尼派的國

民對政府的不滿，令他們願意支持遜尼派的伊斯蘭國。另外，伊拉克內戰令

國內陷入權利真空，讓伊斯蘭國能夠佔領敘利亞及伊克拉國內的遜尼派與什

葉派的衝突區。

另一方面，伊斯蘭國佔領了不少油田，他們能夠通過販賣原油而獲得大

量的資金而支持組織的運作及軍備的購買。此外，沙地阿拉伯國家為了避免

伊斯蘭國入侵自己的國土，尋求以金錢援助他們。

最後，透過社交媒體的力量，伊斯蘭國很快的就滲透到每個國家，把極

端恐怖思想傳播給極端分子或對社會體制不滿的年輕人，這也是為什麼伊斯

蘭國能成功鼓吹外籍人士加入伊斯蘭國的原因。

伊斯蘭國急速堀起的成因

(圖5) 在敘利亞及伊拉克的國外僱兵 (圖6)伊斯蘭國所佔領的油田位置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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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伊斯蘭國所發動的恐怖攻擊事件

從去年(2015年)1月法國查理週刊槍擊案到11月的巴黎炸彈襲擊，還有今年

3月在比利時布魯塞爾的炸彈攻擊是曝光率比較高的國際新聞，事件中均有人

員不幸罹難。但其實伊斯蘭國在2015年至2016年中策劃了多宗恐怖攻擊事件。

(圖7) 伊斯蘭國所發動的恐怖攻擊事件時間軸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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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發動恐怖攻擊外，ISIS也在中東地區破壞當地千年歷史古蹟與文物。

例如伊拉克的摩蘇爾(Mosul)博物館、古城尼姆魯德(Nimrud) 、敘利亞古

城帕米拉(Palmyra)等等。

(圖9) 貝爾廟(Temple of Bel) 前後對照圖

(圖10) 古城帕米拉前後對照圖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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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蹟難逃破壞浩劫



(圖12) 歷史文物被伊斯蘭國破壞的分佈圖

(圖11) 巴爾夏明神廟被破壞

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23

世界觀點



資料來源：
BBC：http://www.bbc.com/news/
NYTime：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
FT.org：http://www.ft.com/cms
National Geographic：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
獨媒：http://www.inmediahk.net/node/
關鍵評論：http://www.thenewslens.com/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exd
圖2： http://goo.gl/DHQ5Nt
圖3：http://goo.gl/mzC5Y
圖4：http://goo.gl/exdXIJ
圖5： https://goo.gl/liXvQE
圖6： http://goo.gl/xagU2p

(圖13) 2016年3月份
由 ISIS主導的比利
時布魯塞爾爆炸事
件之追憶會

圖7： http://goo.gl/jkgHd2
圖8： http://goo.gl/pgCCSE
圖9：http://goo.gl/Ep3vtQ
圖10： http://goo.gl/Ep3vtQ
圖11：http://goo.gl/ySWPEF
圖12：http://goo.gl/trG7sx
圖13：https://goo.gl/josmol

伊斯蘭國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影響，也引發種族、宗教之間的對立。要如

何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是我們當前所面對最大的挑戰。無論如何，我認為

我們要以愛去包容社會上不同層面的弱勢團體，我們要把自己的偏見消除掉，

接納所有曾經犯罪的人，這樣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世界觀點21世紀的恐怖主義
以伊斯蘭國為例

24



校外藝文報導

[UD4B 黃宜婷/整理]

(圖1) 《青春設計節》宣傳影像

高雄駁二特區
青春設計節

匯集全台所有藝術與設計學校的年度盛事，
大學生的青春在此燦爛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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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每年度高雄駁二特區都會籌備一場只屬於設計類群大學生的展覽舞台，

《青春設計節》是一個屬於年輕學生的展覽，有參展的大學生將會在這場展

覽上展現他們大學四年來的藝術與設計作品。除了能夠提升駁二藝文特區的

藝術與設計氣息之外，也能夠讓許許多多大學生的專長在此嶄露光芒。

(圖3) 學生作品(圖2) 學生作品

這次的駁二藝文特區集結了許多大學生們的作品，其中包含了商品包裝

設計、平面設計及其他藝術作品等，也有許多是集結了現在較為流行的動畫

媒體，傳播電影等具有創意的內容。然而，駁二藝術特區的青春設計節可不

是只有單單看藝術作品而已。最重要的是也能夠透過與學生的互動，讓參展

者了解到學生的創意，反映出這個社會的問題，以及他們在茫茫的大海中撈

到的珍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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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駁二特區青春設計節



此外，本次的青春藝術節為了宣傳也特別邀請到知名樂團《滅火器》

演唱主題曲，來為本次展覽加持，透過歌詞與熱血澎湃的樂曲，讓更多人

對於本次展覽有更多的期待。主要也仍是為了鼓勵學生以及讓更多人了解

到為了這次展覽的付出，學生無一不使出渾身解數來參與這場盛事。

駁二青春藝術節的發展有越來越蓬勃的趨勢，我相信除了能夠帶動高

雄本土的藝術氣息外，也能夠讓設計類群的學生有自我表現的機會。我會

鼓勵參展者多與學生互動，從中了解他們設計的想法以及過程，也可以藉

由參加他們的活動得到一些額外的小獎品或是購買他們的設計以行動來表

達支持。總而言之，青春設計節是當你苦無靈感或是想要找些新樂子時，

最適合光臨參觀的地方！

校外藝文報導

(圖4) 駁二青春藝術節主題曲
(請點選圖片前往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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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在現今的時代，我們的社會不斷的要求我們應該要創新、創造出屬於自

己的新想法。而創意在這個社會來說已經是很多想要成功的人必備的一個特

質，透過了解此展，我們可以在學生的手中，甚至解說的精神中看出了他們

對設計以及創意發想的無限渴望。我非常推薦大家到此展或是參與隔年的展

覽，因為參與此展能夠讓參展者透過互動以及了解進而體會到設計與創造之

間的辛勞，也能夠認知到學生的創意是繽紛無限的。當我們總是苦無思索一

些創意靈感的時候，不妨來了解這些展覽的學生以及參展的學校，他們作品

所要表達的含意以及想要反映這個社會的現實面，我們都能夠在他們的作品

中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資料來源：
http://ow.ly/4nngWu

圖片來源：
圖1：http://ow.ly/4nngWu
圖2：UD4B張雅惠同學現場拍攝
圖3：UD4B張雅惠同學現場拍攝
圖4：http://ow.ly/4nngWu
圖5：UD4B張雅惠同學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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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青春設計節展覽區

高雄駁二特區青春設計節



行前準備

行前準備就像一場馬拉松，需要做的事情與準備的文件非常多，因此需要

耐心與信心去完成這場比賽。在申請簽證的時間，我並沒有遇到太多的困難，

至法國在台協會上網申請帳號，申請完畢後並照著表格上要求填寫的項目進行

填寫，填寫完之後檢查一遍，便能將申請單送出等待繳費，繳交費用為新台幣

7,500元，雖然表格看似簡單好填寫，但是因為需要填寫的資料非常多且需要法

國學校的入學證明，因此非常耗時，千萬別等到法國入學通知來再開始填寫表

格，繳交很多張小朋友之後，別忘了進入系統按確認鍵並且填寫匯款資料等，

再經過一個工作天就能上網預約面試囉!

法國在台協會位在台北捷運小巨蛋站走路約15分鐘處，進入之前需要走安

全門，面試時，就像聊天一樣，因為我的自傳與讀書計畫等等是用法文填寫，

因此面試語言為中文、英文與法文，面試完畢之後，就到旁邊的櫃台拍照並繳

交所需文件與25歐元(折合台幣約1,700元)的手續費，就能回家等待通知拿護照。

海外特派記者

(圖1) 法國西北方的聖米歇爾山
(Le Mont-Saint –Michel)

法國天主教教育學院交換日記

[HE46C 張芳綺/撰]

踏進文藻的那一刻，就在心中默默

的埋下了一定要出國交換的夢想，在第

一次申請交換學生時，我並沒有如預期

踏上這趟旅程，但那次的失敗並沒有讓

我放棄這個夢想，而我也於2015年正式

踏上這趟夢寐以久的旅程。

法國ICES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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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簽證辦好就等於跑完三分之一的馬拉松，接下來只剩下訂機票與整理行

李，而因為我非常確定我要去法國的時間，因此我的機票是在我辦好簽證之

前就委託旅行社買好了(比較便宜) ，但是這樣的做法就要特別注意簽證的時

間，最晚要於飛機起飛前一個月完成面試，才不會有還沒拿到簽證，飛機就

起飛的窘境。行李的部分，就依照航空公司規定的件數與公斤數整理，而我

在出國前，至外交部對面的台灣紀念品館買了一些台灣的紀念品與國旗，放

入行李箱內，做好小小外交官的心理準備。而我個人覺得出國最重要的行前

準備就是自己的心，將一切心態調整好並且放寬心胸去接受任何文化差異、

文化衝擊等挫折，才是最重要的。

(圖2) 聖誕節交換禮物與離別派對

法國ICES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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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S校園生活特輯

這所學校比文藻還要小，因此非常照顧國際交換學生，9月初開學，12月

聖誕節之前放假，來這邊的交換學生有台灣、韓國、西班牙、美國、保加利

亞、俄羅斯、義大利等國家，大家都會一起上交換生的法文課(只有分初階與

進階班)。



海外特派記者

而這邊選課也非常自由，唯一的缺點是課表每個禮拜都不固定，所以

不太敢選太多課，這裡就是很典型的鄉下學校，能有很多自己的時間，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英文系主任也分別幫我們指派學伴(英文系三年級的

學生)，讓我們能夠更了解彼此的國家，因為在他們學校，就讀英文系的三

下，一定都要參加交換學生的學程(ERASMUS) 。

10月10號那天，國合處安排交換生至法國南特(NANTES)參觀，而那

天剛好也是台灣的國慶日，我們也向其他交換生介紹台灣，並與他們分享

我們的文化與國際地位等，而他們也與我們分享了他們國家國旗緣由與文

化，雖然我沒有跟其他交換生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但是藉由旅遊、一起吃

火鍋與一起去酒吧等等機會，互相了解各國人們的生活習慣與方式，就會

發現原來這世界真的很奇妙，因為大家的想法都超級不一樣，也因為西方

人比較開放，因此聊天的內容從保護級、輔導級到限制級都有，收穫最大

的大概就是各國對於性方面的想法，而最感訝異的是洗頭的次數，才發現

原來東方人超級愛洗頭。

(圖3)台灣國慶日與交換生們一起
與台灣國旗拍照

法國ICES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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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法國，第二個家

我覺得法國大賣場的的東西都比

台灣便宜，自己煮能省很多錢，但如

果出去吃餐廳的話，很快就會破產，

但因為我住在接待家庭，所以我比較

沒有吃的方面的困擾。在法國，我的

接待家庭就像我的第二個家，陪伴我

度過大部分的交換時間，住在接待家

庭能體驗法國人的生活，全法文轟炸、

假日與轟家到海邊穿農夫的靴子漫步

在水上、一起布置聖誕樹過聖誕節等

等。在這個地方，我也學到了許多法

文的習慣，其實一開始，我超級後悔

住在接待家庭，因為餐桌上不能講中

文，還有餐桌禮儀，對於不太會使用

刀叉的我而言，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法國人吃飯時間很晚，常常餓到

吃不下，但漸漸地，習慣也接受他們

的習慣，他們也接受了我們之間的文

化差異，吃披薩時能讓我用手，但我

已經習慣用刀子切了，最後卻覺得這

樣生活很幸福。

(圖4) 與轟姐和台灣室友一起煮亞洲料理

(圖5) 與法國室友和轟姐離別時的合影

法國ICES交換日記

32



海外特派記者

環遊歐洲

擔任交換生有一大原因就是為了旅遊，雖然每個國家都很近，但是真正

自助起來還滿累人的，加上歐洲最近不太安全，因此會考慮很多，但是有一

個不變的原則，就是出外靠朋友，能讓你的旅途增加很多色彩，對於旅遊，

我覺得是一種方式讓人可以完全成長，因為會面臨許多問題，而這時候就要

自己面對問題並且處理，在這趟旅程當中，我第一次體驗了追飛機求海關讓

我插隊、搭乘廉價航空行李多一件、到英國租到超雷的公寓且聯繫不到房東、

在荷蘭被便衣警察攔檢與荷蘭到巴黎的THALYS壞掉等等，雖然這些事情真

的讓我非常驚嚇，但到最後還是都一一克服了，旅行能讓人成長，也能讓我

自己挑戰我自己的臨機應變能力。

(圖6)與法國學伴去西班牙巴塞隆納合影

(圖7) 與台灣和韓國交換生至德國法蘭克福

法國ICES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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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半年真的過得非常快，好不容易適應了卻要離別了，非常慶幸自己能有機

會出來看看這世界，認識來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與體驗法國文化，而交換生活

也剩不到一個月了，希望接下來的旅程，都能平安開心最重要，好好把我每一

場相遇，也好好笑著離別，因為每一場離別都是再相遇的開始。

關於恐怖攻擊

在學期間遇到巴黎恐怖攻擊事件讓來自許多不同國家的我們嚇到，雖然遠

在巴黎西邊的LR ROCHE，可是卻也覺得離我們很近。法國人對於恐怖攻擊的

處理方式，其實他們在學校也會對學生進行心理輔導，來這邊我也發現了法國

人對於人權的重視，所以他們能不惜一切地捍衛他們的自由。我記得老師花了

兩個小時的上課時間，讓我們表達我們對於法國恐怖攻擊的想法與感觸，讓我

們發洩。而他講了一句話讓我永遠印象深刻 Si je peux partager votre

inquiétude, je veux bien (如果我能分擔你們心裡的不安，我很願意)，看著班

上同學默默地流淚或是邊講邊哭，其實心情真的滿沉重的，但是就像我轟媽跟

我說的，la vie encore vivant(生命還是繼續進行著)，我們不能因為這樣而放棄

原本計畫，什麼都不做，我覺得這也是為什麼他們一直高喊Vive La France ，

也因為這樣我開始喜歡法國。

(圖8) 1113過後的一個月每個城市的大廣
場上，依然還是有蠟燭還有鮮花Pray for
Paris

法國ICES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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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UJ1C 張雅琪/整理]

布里斯托：英國唯一綠色之都

布里斯托：英國唯一綠色之都

「歐洲綠色之都」(European Green Capital)是一項從2010年開始在歐洲

舉行的評選，每年將會評出一個最為環保、生態、綠色且適合人類生活的城

市，成為當年的「歐洲環保首都」。目前為止，共有8個歐洲城市當選，其中，

英國布里斯托(Bristol)是唯一獲此榮譽的都市。

(圖1) 布里斯托位置圖
(紅色座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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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交通便捷，文化設施多元豐富，當地的房產也很多樣化。最引人注

目的是美麗優雅的克利夫頓(Clifton)、精緻美觀的喬治亞和攝政時期的房屋、

經典的19世紀豪宅，碧綠的唐斯丘陵(The Downs)邊上還有大片維多利亞式聯

排的別墅。

布里斯托位於英國英格蘭西南區域、

西臨愛爾蘭海，是英國最具有活力的城市

之一，在歷史上的地位就是文化和商業中

心。自中世紀起，此地已是一個重要的商

業港口，地位曾一度僅次於倫敦。然而，

現今的布里斯托是英國的航太、高科技及

金融貿易中心，擁有一個國際機場與兩所

大學。



歐洲綠色之都(European Green Capital)緣起

背景：此構想首次出現在2006年的愛沙尼亞塔林會議，目的是為了改善歐洲

都市地區之居住環境。歐洲聯盟執行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08

年設立這個獎項，並從2010年開始，每年選出一個城市作為其他城市的典範。

評選標準：考量該城市當地氣候變化、交通、公共綠地面積、空氣質量、噪

音、 廢物、用水、污水處理、土地的可持續利用和環境管理等環境評比指標。

曾獲獎城市：

布里斯托：英國唯一綠色之都 Do You Know

2010年 2011年 2012年 2013年 2014年

獲獎
城市

瑞典/斯德
哥爾摩

Stockholm

德國/漢堡
Hamburg

西班牙
Vitoria-
Gasteiz

法國/南特
Nante

丹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

2015年 2016年 2017年

獲獎
城市

英國/布里斯托
Bristol

斯洛維尼亞
/盧比安那
Ljubljana

德國/埃森
Essen

(圖2) 歐洲綠色之都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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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地標－克利夫頓吊橋(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距離布里斯托不遠的克利夫頓(Clifton)，是最美麗優雅的景點，有著圓潤

的石露臺和月牙形建築、具代表性與標誌性的吊橋。此外，在小山頂上廣闊

的唐斯丘陵(The Downs)有一個古典地段，裡面有各種精美精緻的精品店、古

玩店和高檔咖啡館。

克利夫頓吊橋於1864年啟用，是由一位頗負盛名的機械土木工程師所作，

連接著布里斯托內的購物區－克利夫頓。它主要的名氣，是來自和周圍自然

風光相融合的美麗，在橋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並襯著柔美的陽光，這使它

成為克利夫頓地區極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非常值得一睹其風采！

Do You Know布里斯托：英國唯一綠色之都

(圖3) 克利夫頓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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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布里斯托政府不僅推動環保綠化，還很關注豐富居民的生活，

每個月分都舉辦了熱鬧的慶典和活動，到此地遊玩的遊客們，都誤以為自

己來到了某個悠閒有趣的西班牙小鎮。2016年將舉行的節慶活動有啤酒節、

布里斯托搖擺舞節、民樂節、國際熱氣球節、復古搖滾節以及大自然節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國際熱氣球節」(Bristol International Balloon Fiesta)。

布里斯托國際熱氣球節從1979年開始，在每年8月中旬的星期四到星期

天舉辦，每年都有超過50萬名來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湧入。2016年的熱氣球

節從8月11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四天的活動包含了氣球升空秀

(balloon launch)、點燈秀(night glow)和花式飛行表演。

Do You Know布里斯托：英國唯一綠色之都

「環保綠都」全年節

(圖4)為國際熱氣球節的勝景

資料來源：
http://goo.gl/kZ5srR
https://goo.gl/qaIzI7
http://goo.gl/oaoxTp
https://goo.gl/D38gjE
http://goo.gl/02tMLf
http://goo.gl/uJ4Xs1
https://goo.gl/V8FzTG
http://goo.gl/1l7xAh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TEGYUs 
圖2：https://goo.gl/V8FzTG
圖3：http://goo.gl/kZ5srR
圖4：http://goo.gl/02tMLf

38



我的母親 [YE4B 林芳如/整理]

Todo sobre mi madre

(圖1) 電影《我的母親》海報 39

我的母親 歐洲影劇賞析



《我的母親》是一部1999年的西班牙劇情片，改編自1995年的電影《窗

邊的玫瑰》(La flor de mi secreto)，由西班牙大師級導演佩德羅‧阿莫多瓦

‧卡瓦耶羅(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執導。由導演另一部作品《烈女傳》

(Pepi, Luci, Bom y otras chicas del montón Pepi)女主角西西莉亞‧蘿絲

(Cecilia Roth)飾演。《我的母親》一片榮獲多項影展得獎提名，包括1999年

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的「最佳導演」與「人道精神特別獎」、在

2000年金球獎(Golden Globe Awards)、奧斯卡金像獎(Academy Award)和

法國凱薩獎(César du cinéma)中得到「最佳外語片」的殊榮。

(圖2) 電影《窗邊的玫瑰》

(圖3) 導演佩德羅‧阿莫多瓦‧卡瓦耶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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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紐(Manuela)

西西莉亞．蘿絲 (Cecilia Roth) 飾

獨自扶養小孩長大的單親媽媽，18年前

在馬德里的妓女區與人妖蘿拉懷了小孩後離

開馬德里。

嫣迷(Huma Rojo)

瑪麗莎‧帕雷德斯 (Marisa Paredes) 飾

舞台劇女演員，一次與劇場搭檔、也同

為「室友」的妮娜爭執後憤而離去，在曼紐

幫助下尋回，因此與嫣迷結識。

蘿拉(Lola)

湯尼．肯尼托( Toni Cantó)飾

在馬德里的人妖妓女，一生對自我認

同有障礙，雖然外貌打扮為女子，卻也常

與女子愛恨糾葛。

(圖4) 曼紐

(圖5) 嫣迷

(圖6) 蘿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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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紐兒子18歲的生日當天一起看完舞台劇後，因為母親也曾飾演過劇

中女主角的角色，特別有感觸的兒子一時興起追出戲院外想與女演員嫣迷要

簽名。然而，被嚇到的嫣迷沒有答應，曼紐的兒子竟被後方的計程車撞死了。

悲痛不已的曼紐日後翻開兒子的日記發現，雖然曼紐從沒透露過兒子的身世，

兒子卻一直想和父親見面，彌補心中的缺憾。傷心欲絕的曼紐決定完成兒子

的遺願，再次回到馬德里告訴她，蘿拉，關於兒子的事。

維持導演阿莫多瓦一貫大膽、畫面色彩豐富的風格，《我的母親》一片

包含了多種議題，同性戀、變性人、妓女，甚至挑戰了宗教教義等，準備好

一個開放的態度來觀看會比較能接受唷。

(圖7) 曼紐、嫣迷、阿
月、羅莎毫無包袱聊
女人經的場景

(圖8) 曼紐將羅莎與她
的小孩見面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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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貧困農民家庭的阿莫多瓦，8歲就被送進教會學校學習，然而，糟糕

且專制的教會教育制度使年少時的阿莫多瓦就對宗教產生懷疑。也正在此時

迷戀上電影，從電影中得到安慰。阿莫多瓦的電影長期關注女性、中下階層

人士和邊緣人，探索著慾望、愛、死亡與性別認同。執導的第一齣電影《烈

女傳》和之後的《瀕臨崩潰邊緣的女人》(Mujeres al borde de un ataque de

nervios)、《情謎高跟鞋》(Tacones lejanos)都是圍繞著女性主角的故事；而

《鬥牛士》(Matador)、《慾望法則》(La ley del deseo)及《悄悄告訴她》

(Hable con ella)則刻畫了同性關係或擁有男性特質的女性的題材。《壞教

慾》(La mala educación)則影射了導演對於宗教想法。

文藻圖書館館藏有：《窗邊的玫瑰》(La flor de mi secreto)、《悄悄告訴

她》、《壞教慾》、《切膚欲謀》(La piel que habito)，皆可點選超連結前往

館藏頁面。

(圖9) 拍攝電影中
的阿莫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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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電影向來喜歡挑戰觀看者的價值觀極限，本片也不例外。因為現在

社會有多元化的團體為自己發聲，自己生活周遭也有類似的朋友，因此電影

中的主角們生活和價值觀與普遍社會非常不同，卻好像也能接受了。故事圍

繞在各種女性角色，演員們都演出精湛，曼紐的堅毅與大宏大量，能與間接

讓兒子喪命的嫣迷相處，甚至照顧另一位懷有蘿拉小孩的女子、嫣迷的戲劇

人生、與蘿拉的無助，錯綜的關係看似不可能卻也覺得不無可能。尤其最後

一場戲，打扮成女人的蘿拉抱著自己的新生兒而感動流淚的一幕，畫面非常

有趣，更重要的是，這類議題也值得探討。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7kMSHZ
圖2：http://goo.gl/aJh9Qv
圖3：http://goo.gl/WLbw5X
圖4：http://goo.gl/1zhDf4
圖5：http://goo.gl/LbWTKm
圖6：http://goo.gl/KUQJf
圖7：http://goo.gl/EJ88Ob

資料來源：
https://goo.gl/29Q99
http://goo.gl/MVRuZ3
http://goo.gl/1QtvHa

(圖10) 在雨中目睹兒
子車禍的曼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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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http://goo.gl/EJ88Ob
圖9：http://goo.gl/3TEOE0
圖10：http://goo.gl/YOsU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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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籠子裡的愛麗絲
ALEX

(圖1)《籠子裡的愛麗絲》中文版封面

「那個籠子，叫做fillette，無
法站直或坐下的小籠子。」

這是路易十一世為了凡爾登主
教發明的刑具。他被關在裡面
十年。這是消極但很有效的刑
罰。關節會硬化，肌肉會萎
縮…

而且，絕對會把被害人逼瘋

2013年英國犯罪作家協會
國際匕首獎最佳犯罪小說

籠子裡的愛麗絲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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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少女愛麗絲在街頭遭到綁架。

現場唯一一個目擊者，看到了少女

在巴黎街上被人毆打之後，遭人擄

進一輛白色廂型車內。嫌犯不明，

沒有線索。隨著黃金救援時間一分

一秒的過去，卡謬探長對案情還是

毫無進展，除了一個目擊證人，這

件綁架案就像是從沒發生過。沒有

人報案，沒有其他證據，這個少女

的背後似乎還有些秘密…。

此時少女正被嫌犯殘酷的毆打

著，她被關進一口無法站直也無法

坐下的木製籠子裡，是甚麼原因使

她落魄到如此困境呢?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圖2)《籠子裡的愛麗絲》原文版

“從令人迫不急待的驚悚轉變成精密布局、朝向黑暗
真相狂奔＂—Alison Flood，《觀察家報》

籠子裡的愛麗絲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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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圖3) 作者皮耶‧勒梅特(Pierre Lemaitre)

皮耶‧勒梅特(Pierre Lemaitre)

1951年生於巴黎，法國作家、編劇。

曾任文學教師多年，作品備受各界讚賞，被譽為犯罪小說大師，曾榮獲

2006年干邑處女作小說獎、2009年最佳法語推理小說獎，以及2010年 Le Point

週刊歐洲犯罪小說獎。《籠子裡的愛麗絲》是他第一本被翻譯成英語的小說，

贏得了2013年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WA)國際匕首獎最佳犯罪小說。

著有《新郎禮服》(Robe de Marié)、《籠子裡的愛麗絲》及《天上再見》

(Au revoir là-bas)等書；其中，於2013年出版，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品

《天上再見》，更榮獲龔古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 。

籠子裡的愛麗絲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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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被這本書吸引，就是因為他太過於特別的囚禁方式。囚禁就

算了，這麼痛苦，這麼不人道的方式，兇手給了解答：因為我想看你

死。這本小說共有三部曲，少女愛麗絲的綁架案不過是序曲。往往認

為事件已經真相大白時，作者又會突然拋出新的事件，讓人驚呼連連，

甚至停頓一下，需要整理一下思緒。在這本書裡，作者不論是描繪人

物還是場景，都非常地細膩，就如同讀者是個旁觀者，腦中可以清楚

地描繪出他們的樣貌。再來是書裡各個鮮明個性的角色，作者會在書

的情節裡穿插描述出各個角色的小動作，來對應他們的個性，像是裡

面有一個很節儉的警官阿蒙，他節儉到什麼程度呢?去餐廳吃飯，永遠

不會是他付錢，偵訊證人時，還不忘跟雜貨店老闆要幾根香菸，更不

用提他從不坐計程車，因為搭便車更便宜。這本小說精確高超的描述

能力，以及讓人欲罷不能的情節，讓人進入犯罪小說的新境界!

文藻圖書館館藏資訊：http://goo.gl/Oud4B5。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Q9SDff
圖2：https://goo.gl/mIZUoA
圖3：http://goo.gl/xpZ1O3
圖示： http://goo.gl/cq1NMR
背景圖： https://goo.gl/4i3dp3

資料來源：
http://goo.gl/2eJJNC
http://goo.gl/S1PGRp

好書介紹好書介紹籠子裡的愛麗絲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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