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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阿勃勒的金黃璀璨過去之後，旋即追在後頭的是如焰火般綻放的鳳

凰花，各位電子報讀者們是否已找到了消暑的方式呢?

本期電子報集結了所有編輯成員的心血，希望透過我們的整理與報導，能讓讀

者們於定期出刊的電子報中，找到讓您感興趣的話題。

《新聞深度報導》以西班牙境內首次通報茲卡病毒疫情為主題，介紹於2015年

初肆虐巴西的茲卡病毒在無國界的現今社會中，散佈至西班牙的影響和台灣民眾防疫

注意事項。《歐洲主題專欄》介紹了享譽全球的觀光熱點－威尼斯境內，其實也出

現有出走義大利獨立的浪潮與運動，其背後所蘊含之歷史源流為何，獨立運動於其境

內又將何去何從?《世界觀點》介紹了英國倫敦選出了首位穆斯林市長沙迪克汗

(Sadiq Khan)，終結了保守黨在倫敦8年的執政，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為何；另以目

前美國共和黨推出的總統參選人川普(Donald John Trump)於競選期間所提出的爭議

論點，作為對照與說明。

而始於人類之手、最終目標為脫離人類控制之手術機器人，目前的科技研發進

程為何? 對該主題有興趣的讀者，不妨參考《歐盟學術專欄》的專題報導。

接續著忙碌的一週之後，縱使週六需要上班，我們仍有週日可稍加喘息與期待，

希望涉略藝文活動與並獲得文化訊息的讀者，可於本期電子報中找到您或許會有意願

瞭解更多的藝文消息，包含：《校外藝文報導》介紹了目前正於高雄電影館熱烈放

映之「狂戀 X 愛色」主題影展，《歐洲影劇賞析》中報導了引起熱論之法國電影

《貝禮一家》(LA FAMILLE BELIER)，《好書推薦》則介紹了德國著名作家赫曼‧

赫賽(Hermann Hesse)的《生命之歌》(Gertrud)。

世界如此廣大，文藻學生的步履跨足全球，想知道日本鹿兒島交換的趣聞嗎? 千

萬別錯過本期《國外特派記者》的精彩分享。希望讀者們會喜歡本期的內容!



歐盟雙週新聞

[US2A 黃皓暘/整理]

 倫敦新市長斥英首相訴諸川普式攻擊

http://goo.gl/G3dAfJ (大紀元 5月8日)

 有照司機難尋 Uber擬在柏林推UberX

http://goo.gl/To2i2d (大紀元 5月8日)

 茲卡引發胎兒小頭症西班牙通報首起

http://goo.gl/yZ53Od (大紀元 5月6日)

 據報Google將在歐洲面臨巨額的反壟斷罰款

http://goo.gl/d1LcQD (今日代誌 5月16日)

 德國擬提撥近千億歐元因應難民危機

http://goo.gl/VI1XGy (一眼看天下 5月6日)

 法國黑人說唱歌手演出被取消引發爭議

http://goo.gl/y9qwWV (法國新聞網 5月15日)

 法17位前女部長站出來 終結政壇性騷

https://goo.gl/FO4TOC (法新社 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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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引發胎兒小頭症西班牙通報首起

新聞深度報導

[US2A 黃皓暘/整理]

(圖1) 茲卡病毒的電子顯微照片。病毒顆粒的直徑為40納米，具有外包絡緻密內芯

茲卡病毒(Zika virus, ZIKV)，是黃病毒科中之黃病毒屬，經由埃及斑蚊

傳播，而使受蚊叮咬的人罹患茲卡病毒感染症。依據基因型別分為亞洲型和

非洲型兩種型別，在中非、東南亞和印度等都有發現的紀錄。過去只有少數

人類病例的報導，直到2007年在密克羅尼西亞聯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FSM)的雅蒲島(Yap)爆發群聚疫情，才對此疾病有較多的認識。

2015年起茲卡病毒疫情於中南美洲快速擴散，其中巴西甚至出現超過

4,100例新生兒小頭畸形，懷疑與茲卡病毒相關，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政府都

提出緊急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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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衛生當局表示，他們在1名感染茲卡病毒的孕婦胎兒體內，發現

該國已知的第1起小頭症先天缺陷(Microcephaly)病例。法新社報導，加泰

隆尼亞地區衛生當局發表聲明說：「1名孕婦感染茲卡病毒與登革熱，體內

胎兒出現了各種缺陷。」這是西班牙首起因茲卡造成的小頭病例。小頭症嬰

兒頭部天生異常小，有時還會腦部受損。根據5月3日的官方數據，西班牙共

有105人感染蚊子傳播的茲卡病毒，其中13人為孕婦。當局指出，所有病例

均屬「境外移入病例」，這些人都「來自或曾去過拉丁美洲疫區」。目前的

茲卡疫情是在2015年初源於巴西，當地已通報約150萬起病例，自此疫情蔓

延到美洲與其他國家。科學家相信，茲卡病毒是導致巴西小頭症新生兒激增

的原因。目前茲卡病毒尚無疫苗或治療方法，多數病患只出現發疹、關節疼

痛或發燒等溫和症狀。

新聞深度報導

(圖2) 茲卡病毒主要是經由蚊子叮咬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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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病毒的潛伏期通常為3至7天，最長可達12天。典型症狀為發燒、

紅疹、關節痛、關節炎、結膜炎等，持續約2-7天，有時也有頭痛、肌肉

痠痛及後眼窩痛，與登革熱相較症狀輕微，僅有少數的重症病例報導。台

灣可傳播茲卡病毒的病媒蚊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這些蚊子的特徵都是

身體是黑色的，腳上有白斑。依據流行地區監測資料顯示，巴西及玻里尼

西亞(Polynesia)等流行地區曾有少數病例出現神經系統或免疫系統併發症，

且有孕婦產下小頭畸形新生兒之案例，近期有愈來愈多的研究結果顯示，

這些神經異常與感染茲卡病毒有關。茲卡病毒感染症目前無疫苗可預防，

因此避免病媒蚊叮咬是最主要的預防方法。 在戶外行動時，建議穿著長

袖淺色衣褲，或使用防蚊液，確保能夠避免蚊蟲叮咬。

新聞深度報導

(圖3) 小頭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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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病毒與登革熱(Dengue fever)的傳播方式相同，皆是透過埃及斑

蚊傳播。茲卡病毒感染者的症狀為頭痛、發燒、關節痛等，少數會有眼窩

痛、噁心及腹瀉，病徵與登革熱類似但輕微，連醫生也無法區別，只能透

過抽血檢驗。不過，有少數成人茲卡感染者會出現「結膜炎」，這也是其

與登革熱的最大差異。



在台灣每年皆有登革熱的狀況發生，尤其以南部為大宗。感染登革熱後

對同型病毒可獲得終身免疫，但對異型病毒免疫力維持時間較短。再次感染

異型病毒會增加嚴重併發症的風險。大多數的登革熱患者，都會痊癒且不會

留下任何後遺症。很多人得了登革熱後並無明顯的生病感覺，但是少部分的

人會進展為「登革出血熱」，或「登革休克症候群」。而重複感染(這輩子得

過)、60歲以上的患者、有慢性病的患者為高風險群。登革出血熱顧名思義，

就是會大出血。而登革休克症候群就是得了登革熱，又出血，然後再加上

「低血壓」、「生命徵象不穩定」。登革熱從發病開始前兩天去檢查，會有

比較高的機會驗不出來。而且前兩天會變嚴重的機會並不大。所以會建議大

家在發燒後的第三天(滿48小時後)去抽血檢驗，比較不會有明明是登革熱卻

驗不出來的情況。太早跑去檢驗，會導致病情的誤判。

新聞深度報導

(圖4) 登革熱引發的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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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流行病地區應選擇裝有紗窗或空調設備的居住場所。此外，建議孕

婦如無必要應暫緩前往流行病地區，如必須前往請做好防蚊措施，如穿著淺

色長袖衣褲、皮膚裸露處塗抹防蚊藥劑等，返國後自主健康監測至少二週，

如有任何疑似症狀，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旅遊史。由於病媒蚊對於叮咬

對象並無選擇性，一旦有茲卡病毒進入社區，且生活周圍有病媒蚊孳生源的

環境，就有茲卡病毒流行的可能性，所以民眾平時應做好家戶內外孳生源的

清除工作，以及使用紗窗紗門隔絕蚊蟲。在第118期的電子報中也有關於茲卡

病毒的相關知識，如有興趣可於文末連結前往瀏覽。

新聞深度報導

參考網站：
https://goo.gl/i315mL
https://goo.gl/78zuju
http://goo.gl/yZ53Od
http://goo.gl/WpsVmd
http://goo.gl/VO7Qpk
http://goo.gl/XOtswZ
http://goo.gl/H3vblC

圖片來源：
圖1： https://goo.gl/HHCND4
圖2： http://goo.gl/Y792YX
圖3： http://goo.gl/bk63Z3
圖4： http://goo.gl/Rukmqg
圖5： https://goo.gl/k8fnIE

(圖5) 十秒讀懂茲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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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9

[HE4C 陳逸庭/編譯]

受到克里米亞島獨立脫離烏克蘭又併入俄國

後，代表威尼托國家主義的一個組織在2014年3

月16日舉行了一個非官方全民公投。在此次公投

結果中，有高達89%的投票者支持義大利北方的

威尼托區(Veneto)獨立。威尼托地區想要獨立，

除了和義大利日漸蕭條的經濟有關以外，歷史和

政治因素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威尼斯：歐洲新興獨立浪潮

(圖1) 威尼托地理位置

(圖2) 威尼托首府威尼斯(Venezia)是義大利的重要城市之一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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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歷史上，威尼斯共和國(The Most Serene Republic of Venice)最早是

東羅馬帝國(Imperii Romani Orientalis)的附庸國，從中世紀取得自治權後開

始發展海上貿易經濟，並控制著地中海。

到了15世紀歐洲國家殖民時期，這樣的盛景便隨著國際航線從地中海轉

移到大西洋而慢慢開始衰退。威尼斯共和國在1797年輕易的被拿破崙的軍隊

所佔領，在英國作家保羅‧史垂生(Paul Strathern)的著作《威尼斯的靈魂：

從馬可波羅到卡薩諾瓦的時代》(The Spirit of Venice: From Marco Polo to

Casanova, 2012)以沉重的筆吻描述了當時的景象：「法國軍隊開始將聖馬可

廣場的駿馬和值錢的寶物帶走，準備將它們運到法國。不論是政治上的，或

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摧毀已經造成。威尼斯共和國1,000年的盛世已經不復存

在。」

(圖3) 威尼托於2014年舉行過
非正式的獨立公投

(圖4) 威尼斯共和國旗幟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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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現在，情勢已經大大不同。威尼托地區的經濟逐漸好轉，但南義

的經濟卻逐漸衰退，義大利從2011年到2014年的GDP指數都呈現負成長。

北方威尼托地區因此深受歐洲和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在這期間，有85,000

的威尼托人失業和約8,000間企業的倒台。根據統計，威尼托人每繳出去的7

歐元稅中，只有5歐元會回到地區的建設和服務。脫離南方貧窮的獨立可以

讓他們有至少多出200億收入，並成為歐洲第7富裕的國家。

在往後的日子裡，威尼托地區曾試圖要獨立。在1848年二月革命

(Révolution de Février)的浪潮中，成立了聖馬可共和國(Republic of San

Marco)，但在短短一年後便向奧匈帝國投降。

奧匈帝國在義大利統一運動(Risorgimento, 1815年-1871年)被打敗時，

幾乎全數的威尼托地區之人都支持和義大利帝國統一；統一的票數高達

647,246票，只有69票反對票。這時的威尼托人正處於好幾年的經濟低迷環

境中，希望能以統一鞏固的政權使社會和經濟更穩定。

但是經濟低迷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於是地方政黨Liga Veneta在1979

年喊起了威尼托國家主義的口號。他們在當時受到一些沒有太大影響力的

小團體支持，但在1980到1990年代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功績。

(圖5) 義大利南北經濟差距大北部失
業率較低，經濟產值也高於南部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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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經濟外，羅馬政府對於此地區的文化和政治政策也讓威尼托人感到

惱火。世界上大約有400萬人使用威尼托語(Venetic)，但它卻沒有受到政府的

合法保護。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此語言的狀態「脆弱」(vulnerable, 詳細分

類請參照圖6)而需要被保存。而基於先前提過的歷史因素，古老的威尼斯共和

國自古以來就是經濟、文化、貿易強權，有著「La Serenissima(最尊貴的)」

的稱號，這種歷史層面的優越感也是威尼斯尋求獨立的原因之一。

(圖7) 北方聯盟領導者Matteo Salvini

(圖6) 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瀕危
語言地圖威尼托語雖被大多數孩子使用，
但只局限於某些場合(家中)，即屬紅框
處標示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政治方面，2006年曾舉辦有關國家

改革且賦予地方政府更多權限的公投，

但公投結果為反對。義大利國民擔心這

樣的改變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向心力和

團結性。在這場公投裡，威尼托是少數

其中支持改革的地區之一。

在這樣的背景下，爭取義大利北方

自治權的政黨—北方聯盟(Lega Nord)興

起，並成為威尼斯和威尼托地區獨立最

主要的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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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我們從國際方面來看威尼托的獨立，歐盟雖然有在條約中明訂「歐

盟不反對、限制或禁止任何區域民主公投的進行，也不剝奪區域人民之政治

主張的權利。」 但當時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羅佐(José Manuel Barroso)也曾

表示：「在歐盟會員國內地區可能分裂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藉由國際法律的

秩序來談判並解決問題。」

威尼托地區的獨立支持者也明瞭這一點，「幾乎所有的支持者都仍想留

在歐盟裡面，使用歐元做為貨幣。我們充分了解這一點，也了解根據《馬斯

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Treaty)和《哥本哈根條約》(Copenhagen

Treaty)，我們必須重新申請一次會員國身分。我們做好了心理準備。」

2014年舉行的非正式獨立公投採網路投票方式進行，表決項目除了包含

是否脫離羅馬管轄，也同時詢問民眾獨立後是否願意加入歐盟及北約，以及

是否以歐元作為流通貨幣等，公投為期7天；本次公投雖然不具法律效力，

但投票率將近7成，有超過200萬當地居民參加投票，反應踴躍。而將近90％

的贊成票充分反映威尼托人民渴望獨立的意願，能夠凝聚群眾支持，以催生

正式的公投法案。

(圖8) 支持獨立民眾手持威尼斯共和國旗幟
於街上遊行

(圖9) 街頭可見許多威尼托獨立口號布條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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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六月，威尼托區議會通過了兩項公投法案，一個是增加威尼托自主

權公投，另一個則是威尼托獨立的正式公投。不過義大利憲法法庭卻不核准

其中的獨立公投，認為獨立公投與義大利共和國的統一及不可分割原則相違

背。面對這個決定，威尼托區長盧卡‧薩阿(Luca Zaia)承諾會繼續努力推行

第二次且正式的公投。而當他在2015年6月的區域選舉獲得連任後，強調防

止憲法改革剝奪威尼托人民權利是當務之急，呼籲義大利政府正視問題並就

威尼托自治權進行談話，希望就算離真正獨立的那天還很遙遠，至少威尼托

能享有跟其他如西西里(Sicilia)等特別行政區一樣的自治地位。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JkysFu
圖2：http://goo.gl/8HJSpR
圖3：http://goo.gl/hTtdSE
圖4：http://goo.gl/5QdC6I
圖5：http://goo.gl/G7pEOg
圖6：http://goo.gl/IQ1ZfL
圖7：http://goo.gl/H3uC7T
圖8：https://goo.gl/7hpr6e
圖9：https://goo.gl/ItkXsR
圖10：http://goo.gl/Ogv6PA

資料來源：
http://goo.gl/38A8oT
https://goo.gl/Y2IGDf
http://goo.gl/Wsa0I2
http://goo.gl/hDQcz1
http://goo.gl/zMkgLq
http://goo.gl/OaWd9h
http://goo.gl/vQnPRa

(圖10) Lega Nord的黨員兼
威尼托區長盧卡‧薩阿

邁向獨立之路：威尼斯



機器人可以取代外科醫師了嗎？

．

[YE4B 林芳如/整理]

(圖1) STAR機器人在活猪身上進行手術

5月4日，美國Children’s National Health System的Peter C. Kim團隊

將研發的自主手術機器人STAR, Smart Tissue Autonomous Robot公之於

眾，因為是全球第一台可以處理軟體組織的自主手術機器人，研究成果一

發表就在業界引起熱烈回應。該研究成果刊登在著名期刊《科學轉化醫學》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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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外科醫生操作達芬奇機器人

其實在發表STAR機器人之前，「達芬奇」(da Vinci)手術機器人已成功

進行過微創手術，尤其是去年公佈的葡萄皮縫合影片，驚豔四座。但是達

芬奇機器人實際上是由外科醫生控制臺、床旁機械臂系統、成像系統三部

份組成，不具備自主完成手術的能力，醫生們必須看著視頻採集器傳送回

來的人體內部影像，通過雙手控制「達芬奇」的機械手臂完成一系列的高

難度動作。實際上，「達芬奇」作為輔助手術機器人，就是外科醫生手的

延伸，整臺手術是在醫生地操縱下完成的，因此無法有效提高手術效率或

安全性，直到研發出STAR機器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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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2015歐洲機器人論壇

全世界目前都不遺餘力地在研發機器人，歐洲國家也不例外，在於2014

年6月3日時，歐盟便宣布與歐洲非營利機器人科技研究組織euRobotics一起

啟動名為SPARC的全球最大的機器人科技民間研發創新計畫。研究範圍包括

製造業、農業、醫療保健、交通運輸、公民安全，與家庭用途等等，歐盟將

投資7億歐元，而euRobotics 將投資21億歐元，總投資額達28億歐元。當時

的歐盟副總裁妮莉‧廓斯(Neelie Kroes)表示：「歐洲必須成為機器人的生產

者，而不僅只是機器人的消費者，機器人能成就的不僅只是取代人類勞工，

它們往往能執行人類無法進行，或不願意進行的工作，因而改善了一切，從

我們的生活品質，到我們的安全。整合機器人科技與歐洲產業，有助於為歐

洲創造並保有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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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歐洲在機器人市場的市占率約35%，SPARC計畫期望到2020年能提

升到42%，其中尤其看好醫療機器人的市場，在SPARC計畫中，提到醫療保

健的應用，包括低侵入性與精密手術：機器人可以降低手術的創傷範圍，並

且比起傳統的手術方式更加精準，有助提高患者預後好轉狀況、減少患者恢

復時間、又降低手術醫療成本。此外，也計劃研發遠端操作與人機互動、具

感知能力的微機械系統、觸覺回饋系統、機器內在安全系統及病人狀況監控

等。機器人技術促使手術的成本更低，解決問題更精確。麥肯錫(McKinsey)

便預告先進機器人應用的潛力市場，2025年，全球醫療保健機器人市場可達

1.7 兆美元到 4.5 兆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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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7歐洲機器人論壇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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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STAR的機械臂在縫合一塊體外組織

長期以來，自主手術機器人的研究之所以難以突破的原因，主要受制

於兩方面的技術限制：一是缺少能夠在嘈雜的手術現場，區分和監測目標

組織器官的影像系統；二是缺少可以執行復雜手術任務的智能程序。經過

長達7年的研發和磨合訓練，Kim團隊整合了近紅外線(NIRF)標記和3D光

場成像技術，可以捕捉組織器官的光場訊息，產生3D立體影像。透過這

套成像系統，STAR機器人就可以在整個手術過程中，準確地監測目標組

織的運動和變化，就像有了雙眼一樣。同時，為了配合STAR機器人的這

套成像系統，Kim團隊又自主創新的研發一套智能程序。這套算法不僅可

以制定手術方案，還可以根據成像系統傳回的信息，判斷組織器官的變化，

進而調整手術方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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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Kim團隊發表的研究論文可以得知，不管是在離體或是在活體的吻

合術中，STAR機器人縫合的線路均勻一致，有助於傷口的愈合，也更能

夠承受更高腸道內容物泄露的壓力、能有效降低手術併發症的發生；另外，

STAR機器人發生的錯誤也非常少，提高了手術安全性。發佈會當天Kim

說到，STAR機器人將會在2年左右的時間進入臨床，首先會介入膽囊和闌

尾的切除手術。

Kim曾在接受IEEE Spectrum採訪時語重心長地說：「現在無人駕駛

車正走進我們的生活。無人駕駛車開始於自動泊車，緊接著它會告訴你不

要走錯道，現在它們已經可以自己跑了。同樣的，雖然現在手術機器人只

能給醫生搭把手，但是遲早有一天它們會接手外科醫生的工作。」

20

(圖6) Kim團隊

資料來源：
https://goo.gl/yHyCFp
http://goo.gl/5tyskQ
http://goo.gl/aqGpiH
https://goo.gl/eSqVWq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Jsu85o
圖2：http://goo.gl/qpD3sC
圖3：https://goo.gl/SCgw58
圖4：https://goo.gl/VaDxBl
圖5：http://goo.gl/GtXEEk
圖6：http://goo.gl/gIi2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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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5月7日英國倫敦市長選舉出爐，在野工黨議員沙迪克汗(Sadiq Khan)

當選，成為倫敦首位穆斯林市長。當地時間上午宣布，沙迪克汗最終以131

萬143票擊敗保守黨的主要對手高史密斯(Zac Goldsmith)，並終結了保守黨

在倫敦8年的執政。本篇世界關點將帶大家了解這位新市長沙迪克汗以及與

他理念相悖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John Trump)。

－－－－－－－－－－－－－－－－－－－－－－－－－－－－－－－－－

背景資料：沙迪克汗於2005年獲選為國會下議院圖亭區(Tooting)議員，2008

年成為第一位穆斯林內閣官員。家境困苦的他，不僅是穆斯林，還是巴基斯

坦移民二代，父親是一位公車司機，從小在公共出租的廉價公寓長大，這樣

的寒門子第戰勝了富二代高史密斯(Zac Goldsmith)，並且他不會放棄他的宗

教信仰，他認為對於不同信仰應該給予尊重及包容。

[HE2C 邱涔瑜 /整理]

英國倫敦首位穆斯林市長

(圖1) 現任倫敦市長沙迪克汗(Sadiq Khan)

英國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



世界觀點

現任倫敦市長沙迪克汗(Sadiq Khan)不僅創下了西方重要都市首位穆斯

林首長的紀錄，甚至就職典禮的地點特意選在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

的南華克大教堂(Southwark Cathedral)，並表示他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展開

市長任期，他將領導最透明且最親民的倫敦市政府。

他的父親是個公車司機，母親為人縫紉，每條裙子僅賺約新台幣10元，

從小生長環境困苦，甚至因為穆斯林和巴基斯坦裔的身分，面對許多種族

主義者的刁難和挑釁。

自北倫敦大學法律系畢業後，他選擇當人權律師，曾代理指控英國警

方種族歧視、反對英國政府限制一名穆斯林組織領導人入境等案件，接著

在34歲時投入政壇，因為他認為「一個立法，能影響上百萬人」。

(圖2) 就職典禮於南華克大教堂(Southwark Cathedral)舉行

英國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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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選後的演講中，沙迪克汗提到，他對於市民們選擇希望而非恐懼、

團結而非分裂感到驕傲，且威嚇式的政治並不適合這個城市。

沙迪克汗的出身，讓他在從政的路上並不是那麼順利。此次選舉的對手

高史密斯在選戰中不斷稱沙迪克汗是「極端主義份子」和「反猶太主義」，

英國電視台Channel 4當家主播認為他在打種族牌，企圖造成族群分裂。沙

迪克汗則表示，每個人都有多元身份，而「你能做你自己」就是倫敦能成為

偉大城市的原因之一。

他主張融合，反對孤立主義，美國時報更拿他與美國共和黨總統參選人

川普(Donald John Trump)相比，因為川普曾在2015年12月揚言要禁止穆斯

林入境美國，然而在沙迪克汗當選後他又改口稱「凡事都有例外」。對此沙

迪克汗不以為然回答：「不用為了我重新調整你對伊斯蘭的觀點。」

(圖3) 美國總統參選人川普(Donald John Trump)

英國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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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選舉目前也在如火如荼的進行中，而上面提到的共和黨參選人

川普，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人物。他主張反非法移民和自由貿易，曾經指控

墨西哥非法移民帶來毒品和犯罪引起墨西哥和南美洲的譴責。

他時常發表一些激進的言論，主張族群分離，時常在節目或演說中說出

歧視其他族群和女性的話語。去年川普宣布參選時，許多認為這是一個玩笑，

他不可能會通過初選，結果卻跌破大家眼鏡，支持率民調出乎意料的高。最

後結果出爐，川普將代表共和黨參選。

為什麼他的言論不停地得罪了這麼多人，聲勢卻意外的高?關於這有許

多說法，但大部分的人認為，美國一直以來都存在著種族與宗教衝突，縱使

經濟持續成長，貧富不均的問題卻很嚴重。這是共和黨的主力票源之一，因

此候選人會以不同程度的方式，把經濟能力下降的過錯推到別的族群身上以

達到增加選票的目的。也許大多都是暗示性的貶低，但川普卻是口無遮攔的

罵。

(圖4) 紐約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川普

英國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

經濟能力下降給了像川普這

樣的政客一個絕佳的機會。若一

個國家的民主的素養成熟，則不

需要擔心。相反，如果民主素養

不夠成熟，那川普這樣的候選人

可能真的會選上。

不過一切尚未成定局，接下

來就讓我們持續關注美國總統選

情。



資料來源：
http://goo.gl/kgZR5V
http://goo.gl/r8Qs9M
http://goo.gl/0AZjCb
http://goo.gl/8DoZRY
http://goo.gl/emMrns
http://goo.gl/04V1LP
http://goo.gl/LoA4wO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TH2onP
圖2：http://goo.gl/XRwnDX
圖3：http://goo.gl/iyEXMl
圖4：http://goo.gl/beqlaQ
圖5：http://goo.gl/2dQZvF

世界觀點

英國金融時報認為，沙迪克汗的當選顯現出一件事，有多少穆斯林成

功的故事，被恐怖主義行徑給掩蓋？紐約時報則認為，他的當選之所以重

要，是因為「反擊伊斯蘭恐怖主義最有力的聲音，就是來自穆斯林本身反

對極端主義的呼聲」。

沙迪克汗呼籲要「團結對抗分化」，他想要打造的是一個能包容多元

種族、兼容並蓄的一個城市。而市民也以選票表達，「分化與對立」並不

是他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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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現任倫敦總統沙迪克汗(Sadiq Khan)

英國倫敦首位穆斯林市長



校外活動快訊

[US3A許靜嘉/整理]

(圖1) 「狂戀 X 愛色」主題影展海報

「狂戀 X 愛色」主題影展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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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一直以來，社會上流傳著無形而深植人心的道德標準，因此衍生出許多

社會禁忌與爭議性話題，「性」即是典型例子；然而，高雄市電影館勇於挑

戰世俗眼光，於5/6-6/5期間舉辦「狂戀X愛色」影展，放映11部來自不同國

家、由愛和性交織而成的藝術電影，衝擊大眾的感官。電影尺度範圍大相逕

庭，從純愛本質到激情的肉體纏綿、同性戀甚至亂倫議題皆無畏呈現，其中

多部入圍國際知名影展，並由演技精湛的著名演員詮釋，例如坎城影后伊莎

貝雨蓓(Isabelle Hupper)、大滿貫影后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及已故喜

劇天王羅賓威廉(Robin McLaurin Williams)等，引領觀眾一同體驗愛與性的

各種面向。

No.1：少女離家記 Mustang (2015)

導演：丹妮絲坎澤艾胡芬 (Deniz Gamze

Ergüven)(土耳其)

國家：法、德、土耳其、卡達。

主演：艾麗特依絲坦(Elit Iscan)、桑格魯可露

(Tugba Sunguroglu)、德格蘇拉(Doga Zeynep

Doguslu)等。

劇情簡介：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少女們，因為與

同年齡的男孩們一起玩耍而被家人禁足，他們

只能待在家裡學習女紅，同時接受相親的安排。

被囚禁的少女們，開始嚮往自由，並展開他們

的逃家行動……。導演的靈感源自過去在土耳

其生活的經驗，描述思想保守的社會風氣，反

映內心渴望自由奔放的靈魂。Mustang一詞有

「野馬」意思，象徵少女們就像野馬般奔向遼

闊草原，無拘無束地生活。
(圖2)《少女離家記》剪影。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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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暗色天堂 Haven in The Dark (2016)

導演：袁劍偉

國家：香港

主演：張學友、林嘉欣、黃秋生

劇情簡介：身兼慈善集團總裁與牧師雙重

身分的杜牧師，與時常到教會聽他講道的

秘書Michelle兩人互有好感，在一次共進晚

餐的機緣下，兩人驅車上山後即激吻纏綿；

不料Michelle事後卻控告杜牧師性騷擾。身

敗名裂的杜牧師五年後再度遇見Michelle，

而意外得知另一個真相。本片改編自莊梅

岩的舞台劇《法吻》，榮獲第35屆香港金

像獎男女主角雙料提名，並獲選為2016金

馬奇幻影展開幕影片。

 更多關於男女主角演出電影在校館藏：

愛情左右(林嘉欣)、男人四十(張學友、

林嘉欣)。

No.3：愛重逢以後 Valley of Love (2015)

導演：紀洛姆尼克婁(Guillaume Nicloux )

國家：比利時、法國。

主演：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傑哈·

德 巴 狄 厄 (Gérard Xavier Marcel

Depardieu)。

劇情簡介：一對離婚多年的夫妻，因某天收

到兒子預計自殺的信，信中要求兩人到美國

死亡谷見他最後一面，於是夫妻倆遠從巴黎

飛往美國，並在風光明媚的旅途中重新找回

昔日情誼……。電影裡不僅僅表達夫妻之間

的問題，更進一步帶出親子間缺乏溝通而產

生的複雜難題。男女主角的精湛演技，將

「與愛重逢」的情感表現得淋漓盡致，其電

影取景與拍攝技術也為本片贏得2015法國凱

薩獎最佳攝影獎。

 更多關於主角演出電影在校館藏：大鼻子

情聖(傑哈·德巴狄厄)。
(圖4)《愛重逢以後》劇照

(圖3)《暗色天堂》電影海報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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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選擇：如果看見她的心 The Choice

(2015)

導演：米開雷普拉齊(Michele Placido)

國家：義大利

主演：雷歐．波瓦(Raoul Bova)、雅柏拉安吉

歐琳(Ambra Angiolini)

劇情簡介：喬治與蘿拉本是一對深愛彼此的戀

人，殷切盼望有個屬於他們的孩子。不幸的是，

蘿拉遭強暴不久後懷孕，二人感情面臨考驗。

心中的那層陰影使蘿拉自我封閉；喬治則急欲

找出傷害蘿拉的人。最後他發現，自己才是修

補這段關係的重點人物。改編自義大利文豪盧

易吉．皮蘭德婁(Luigi Pirandello) 《移植的愛》

(I’ innesto)，導演選擇跳脫一般愛情文藝片浪

漫粉紅氛圍，詮釋戀人間矛盾、困惑、猜忌等

情緒，不但貼近現實且更令人感同身受。

(圖6)《性本愛》劇照

(圖5)《選擇：如果看見她的心》

No.5：性本愛 Love (2015)

導演：加斯帕諾埃 (Gaspar Noé)

國家：法國

主演：卡爾葛魯斯曼(Karl Glusman)

劇情簡介：兩年前赴歐洲讀書的墨菲，當

時與前女友依蕾莎陷入熱戀。隔壁的新鄰

居歐米意外介入其戀情，甚至懷了墨菲的

孩子，導致墨菲不得不和伊蕾莎分手，跟

歐米結婚，但其實他心裡最愛的依然是伊

蕾莎，始終對她難以忘懷……。《性本愛》

一片中雖含大量赤裸裸性愛鏡頭且以3D

效果呈現，導演採循序漸進的拍攝手法，

使其不落入下流低俗的地步，也因此得到

眾多好評，不僅是2015坎城酷兒棕櫚獎競

賽片，法國《正片》雜誌更給予五星最高

榮譽。

 更多導演作品在校館藏：七日哈瓦那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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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無限春光27 In the Room (2015)

導演：邱金海

國家：香港、新加坡

主演：何超儀、西野翔、崔宇植

劇情簡介：曾入圍加拿大多倫多、韓國釜

山及西班牙賽巴斯提安國際電影節，新加

坡導演邱金海挑戰情慾尺度的電影作品，

故事敘述發生在Singapura Hotel的27號房

內所經歷過的不同時代、國籍背景相異人

們的情慾糾葛，有激情的纏綿悱惻、幾近

瘋狂的愛戀嗔癡，27號房見證過無數個時

代交替與起起伏伏，然而來來去去的房客

們卻越來越沉淪感官刺激及肢體交纏的歡

愉……。

 更多主角演出電影在校館藏：地久天

長(何超儀)(圖7)《嗑到荼靡》裡，反映出
五光十色的夜生活。

(圖8)《無限春光27》電影海報

No.6： 嗑 到 荼 靡 Enter the Void (2009)

導 演 ： 加 斯 帕 諾 埃 (Gaspar Noé)

國 家 ： 德 國 、 法 國 、 義 大 利 、 加 拿 大

主演：南森奈爾布朗(Nathaniel Brown)、帕斯

德 拉 薇 兒 塔 (Paz De La Huerta)

劇情簡介：20歲的毒販奧斯卡與在俱樂部跳脫衣

舞的妹妹琳達一同在東京生活。某日，正當奧斯

卡和別人進行交易時，竟遭警方槍殺，但基於對

妹妹承諾，死後的奧斯卡魂魄仍舊在城市裡徘徊

不去，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使他暈眩，無法掙

脫……。片名中的「荼靡」一詞，源自荼靡花，

於一般花季末期開花，因此帶有結局或絕望含意，

「嗑到荼靡」即是指嗑藥嗑到意識不清，彷彿已

到人生盡頭。導演對於主角的吸毒片段以繽紛多

彩但又虛幻的特效呈現；男主角的死亡與靈魂逗

留，則運用了轉世輪迴的概念，製造似是而非的

幻象手法，勇奪瑞士納沙泰爾國際奇幻影展最佳

影片獎。

 更多導演作品在校館藏：七日哈瓦那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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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愛很爛》電影海報

No.8：愛很爛 Love Actually Sucks (2011)

導演：雲翔

國家：香港

主演：蘇梅、洪智傑、周德邦、梁梅儀

劇情簡介：導演雲翔繼入圍柏林影展的同志電

影《安非他命》後，入圍芝加哥國際影展的

《愛很爛》作品，大膽的性愛姿勢寫照，再次

挑戰觀眾感官極限。長達一個多鐘頭的影片裡，

包含了六個同性與異性之間的愛欲糾纏及情感

矛盾，有兄妹亂倫、健身教練請少年當裸畫模

特兒並要求發生關係等情節，但結局並非盡如

人意。這些故事告訴我們，有時候「愛很爛，

但愛都一樣。沒人歌頌的愛，也可動人心弦。 」

 更多導演作品在校館藏：永久居留

No.9：扣押幸福 Freeheld (2015)

導演：彼得蘇勒特(Peter Sollett)

國家：美國

主演：茱莉安摩爾(Julianne Moore)、艾倫佩

姬(Ellen Peggy)

劇情簡介：改編自2008年奧斯卡最佳同名紀

錄短片《扣押幸福》，敘述女同志為愛發聲，

力爭權益的真人真事。由著名影后茱莉安摩

爾，與2014年公開出櫃的演員艾倫佩姬，共

同演繹女同性戀間誠摯感人的愛情。內容描

述一位功績卓越的資深女警，在發現罹患癌

症末期後，欲把財產留給她的女性伴侶，卻

遭法院駁斥，於是決定跟政府奮戰到底，追

求他們應得的公平及權利。

 更多主角演出電影在校館藏：我想念

我自己(茱莉安摩爾)
(圖10)電影《扣押幸福》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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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心靈大道》，由已故喜劇泰
斗羅賓威廉斯主演

No.10：心靈大道 Boulevard (2014)

導演：蒂托蒙蒂爾 (Dito Montiel)

主演：羅賓威廉(Robin McLaurin Williams)、

羅伯托阿奎爾(Roberto Aguireg)

國家：美國

劇情簡介：已屆六十的銀行經理諾蘭馬克，

在外人看來，他的家庭幸福和樂。直到某天，

他遇見一個男妓，才認清自己的性向，並勇

於面對內心真實情感。已故知名喜劇演員羅

賓威廉斯最後螢幕作品，有別於以往他在喜

劇電影裡的輕鬆詼諧角色，在《心靈大道》

裡，他扮演心緒沉重的老年人，儘管兩者性

格迥異，入木三分的演技仍大受好評，甚至

被稱為其從影以來最優秀的影視作品。

 更多主角演出電影在校館藏：博物館驚

魂夜2(羅賓威廉)

No.11：無法觸碰的愛どうしても触れた

くない (2014)

導演：天野千尋

國家：日本

主演：米原幸佑、谷口賢志、富田翔

劇情簡介： 公司裡初來乍到的社會新鮮

人嶋俊，愛上外表放蕩不羈卻心思細膩的

上司－外川。礙於過去留下的心靈創傷，

嶋俊遲遲無法向外川表白；然而，同樣對

嶋俊頗有好感的外川，雖然也有不愉快的

記憶，依舊直言不諱地跟嶋俊告白，而心

中都存在那隱隱作痛傷疤的二人，究竟要

如何敞開心胸相愛？近年來，純愛版BL

電影蔚為風潮，這種青澀愛戀總令人心裡

感到微微酸甜，也同時體會到愛情簡單樸

實的一面。

(圖12)《無法觸碰的愛》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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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WYCiOj
圖2：https://goo.gl/SXrTJV
圖3：http://goo.gl/6g62Vo
圖4：http://goo.gl/DoUsZX
圖5：http://goo.gl/gIxliN
圖6：http://goo.gl/6I9gGQ
圖7：http://goo.gl/p0fwCg
圖8：http://goo.gl/mHmhpR
圖9：http://goo.gl/lMTuJS
圖10：http://goo.gl/Qlmg7M
圖11：http://goo.gl/qzkan2
圖12：http://goo.gl/zYM58A

資料來源：
http://goo.gl/fUIyRi
http://goo.gl/q0n4AH
https://goo.gl/yI4xX7
http://goo.gl/y8bQe3
http://goo.gl/mloskQ
http://goo.gl/SOqs6z
http://goo.gl/VZY5Lw
http://goo.gl/6I9gGQ
http://goo.gl/CFef6M

「狂戀 X 愛色」主題影展

展覽期間：2016.05.06(五)－2016.06.05(日)

館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3:30-21:30；每週一休館

展覽地點：高雄電影館

票價：每部120元

官方網站：http://goo.gl/WYCiOj

觀影心得：「性的本質是愛，但愛的本質未必就是性」，在《性本愛》中，男

女主角兩人的互動清楚傳達了這樣的一個概念。電影裡性愛鏡頭固然不少，卻

不會讓人感到過度色情，只是當時國內的審查以傳統的那種對性的角度，否決

了其中的藝術涵義，也讓觀眾們失去一個認識性與愛兩者之間關係的機會，著

實有些可惜。故事接近尾聲時，Electra告訴Murphy：「如果我們分手了，我

想我會消失」，後來，在Murphy跟Omi結婚後，她果真行蹤成謎，但也勾起

了Murphy內心深愛她的事實。儘管兩人交往過程裡，恣意放縱、體驗肉慾帶

來的感官刺激，卻同時證實了性和愛其實密不可分，缺少任一元素，心靈就會

變得空虛。直到最後一幕，導演都未交代Electra的下落，徒留給男主角悔恨至

極的情緒，或許是想表示「逝去的愛不可追」如此黯然神傷的惋惜吧。

http://goo.gl/jYwwPI
http://goo.gl/kLy4Ug
https://goo.gl/Or7RTL
https://goo.gl/Ay3s5y
https://goo.gl/JFbqmp
http://goo.gl/qzkan2
http://goo.gl/iO2WLe
http://goo.gl/WaQfvJ
http://goo.gl/zYM58A

「狂戀 X 愛色」主題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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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

學校生活分成課業部分和社團部分。關於課業，我認為志學館大學給交

換學生極大空間學習。第一，交換學生什麼課都可以選，跨系也沒問題，只

要有開課都可以。當然也有必修課，訓練聽說讀寫的日文課和日本文化課。

日文課的老師特別嚴格，尤其在訓練發表方式的時候更是花費心思及時間學

習。在文藻的日文課沒有如何用日文上台發表的一門課，只有一般口語對話

課。日文真是非常複雜的語言，發表的詞藻與平時的用字完全不同，還非常

在文藻的第一年就決定了要

當交換學生。身為外語學習者絕

不能錯過親身體驗國外當地風情

的機會。我選擇日本鹿兒島的志

學館大學留學一年。比起留學半

年，我認為一年的時間更能夠讓

我熟悉日本文化及日語，達到我

留學的目的。

海外特派記者

(圖1) 日本和服 - 振袖

日本鹿兒島交換學生記

[HE47C 魏皙/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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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講究結構，這是連在文藻的英文課都沒有學過的。寫作訓練也是讓我感到百般

挫折，第一次拿回來的作業就是滿江紅。透過寫報告和作業以及上台發表的訓

練，這半年下來我認為我的日文真的有在進步。英文的部分真的只能靠自己維

持了，這裡的英文課真的完全比不上文藻的程度，連文藻一年級的學生都比不

上。但是我上得非常開心，有一堂外籍老師的英文課互動多人又親切，作業與

考試也一點也不刁難人，上課一定都有講過，課餘時間也會與同學分享學習英

文的活動，我非常喜歡這位老師。

志學館大學也有不少社團，我參加了國際學生交流會，英語口說社，羽球

社和撞球社，在這四個社團裡，我結交了很多好朋友，多了更多機會講日文。

在國際學生交流會，我們一起去露營，辦萬聖節派對和做台灣菜等等，我們共

享許多節日的時光，一起在日本留下美好的回憶。再來，為了維持英語口說能

力我加入英語口說社，大家每個禮拜聚在一起一次全程用英語講話，需要解釋

的時候再用日文。而我因為英文還算講得好，所以我也可以教日本同學英文。

參加羽球社其實除了要抵學分外，也是怕我吃日式料理吃得太肥所以去運動，

在這我可以盡情打羽球打三個小時都有人陪我。撞球社是我待過最自由最快樂

的社團，在撞球社我可以輕鬆做自己，不用對每個人畢恭畢

敬，不用說敬語，我也在這裡

交到最好的一群朋友。他們教

我撞球，教我日文，教我各種

日本文化，帶我去好多地方玩

，吃好多美味的食物。我覺得

我是最幸運的人，可以在這遇

到這一群好朋友。因為有他們

在我身邊，我的留學生活才能

多采多姿。
(圖2) 和撞球社社員一起在學園祭擺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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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每位日本同學都對留學生非常友善，在我剛來到日本，連基本對話

都結結巴巴的時候，每個人都樂意幫助我。在我功課上遇到挫折，老師們

朋友們都願意替我想辦法。在志學館大學，我感受到的是溫暖。我認為可

能是日本人的民族性就是如此溫和，這也正是我喜歡日本的其中一個原因。

宿舍生活

鹿兒島真是個山多的地方，從宿舍到學校，要先從一個山坡爬下山，

再爬上另一座山坡到學校。夏天時到學校已經全身汗，冬天時到學校已經

凍到腳趾沒感覺。走到最近的車站也要下山走15分鐘，對我們都市來的留

學生來說，沒機車只有兩條腿，真的非常累人。關於食物方面，宿舍只供

應早晚餐，週末的中餐和放長假的三餐都得自己煮，畢竟這裡吃一餐可是

要台灣的兩倍。宿舍的餐點都非常日式，早餐一定是白飯和小菜，而且幾

乎天天都有味噌湯。一開始很不習慣早餐吃白飯，非常想念文藻的玉米蛋

餅，味噌湯也喝到好膩。但現在卻非常習慣了，去旅行住飯店吃早餐時，

居然無意識盛了白飯和味噌湯。再來是三餐

都得自己煮飯的春假，我這位不下廚的女孩

也不得不學學了。除了在會煮飯的朋友旁邊

觀摩，也開始上網找食譜，看影片學做菜，

不知不覺我也成了「會煮飯的人」了。這間

宿舍非常小，大約50人，大家幾乎天天都會

碰面，而日本人一定都會打招呼，我也因此

有了見人就要打招呼的習慣。 (圖3) 蘋果玫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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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打工

一開始找工作其實有碰壁，畢竟我是短期

居留又是留學生，又沒有打工經驗，而且學完

店裡的工作很快就要離開了。但是，我很幸運

地被一間在百貨公司新開的日式可麗餅店錄用

。日本的員工訓練真是一點也不馬虎，從洗手

的方法到微笑喊歡迎光臨以及與客人的對話用

語，全寫在一本教課書裡。但訓練歸訓練，真

正開始上班的第一天真的非常緊張，全日語與

客人對話，還要用最難的敬語，真的很難習慣

。除此之外，還要用日文記下全部的菜單也是

一大困難。還好店長人真的很親切，一步一步

帶著我學習結帳時與客人的對話和做可麗餅

的方法等等。

(圖4) 手作香蕉巧克力可麗餅

日本旅遊

這半年除了走遍鹿兒島之外，還去了熊本

和關西地區。再次感謝撞球社的朋友們帶我去

了鹿兒島好多地方，吃好多道地美食。過年時

去了朋友家，他家有個非常傳統的習慣，「搗

麻糬」和「製作蕎麥麵」，我也跟著他們家人

一起享受過年時光，真的是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寒假時也和朋友一起去熊本，參觀古蹟熊本城

和品嘗有名的馬肉料理。

(圖5) 搗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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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我很喜歡日本，每個城市都有不同的風情，不同的方言，不同的小習

慣，真的很有趣。對於鹿兒島，我曾經一無所知，現在我卻愛上這個小城

市。雖然不是繁華的大都市，交通更不像京都大阪一樣方便，但是我願意

用我的腳步踏過每個小巷弄，吃遍當地的拉麵店，用鹿兒島方言和鹿兒島

口音與當地人對話，用我剩下的五個月，盡情享受只有在這才能擁有的幸

福，並抱著滿滿的收穫回到台灣。

春假去了關西一帶，奈良，京都和大阪。我非常喜歡日本古色古香的

房屋建設和小物，例如紙扇等等。本來想去首都東京，但還是決定去我最

想去觀光的古都。這是我第一次自己規劃旅行，從機票飯店到景點安排與

交通方式都自己完成。一個完全沒去過的城市，真的很難排出完美的行程。

真的到了當地後也一直看地圖找路。五天四夜真是夠累的，但能看到一直

很想看的景點真的覺得很值得，是個難忘的旅行。

(圖6) 在奈良公園餵鹿 (圖7) 大阪城

(圖8) 嵐山竹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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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海上遊牧民族「莫肯人」(Moken People)，生活在緬甸和泰國西

海岸群島上，航海為生。莫肯人過著半遊牧的生活，大部份的時間都居住在

傳統的卡邦手工木船上，透過捕魚和採集植物生活，沒有受大陸文化的影響

、也沒有複雜的宗教信仰，過著日出捕魚、日落而歸的簡單生活，只有在季

風到來時才會上岸在臨時搭建的棚屋中停留。莫肯族人的人口只有2,000到

3,000人，但是這種生存方式已經延續了超過3,500年。

[YE4B 林芳如/整理]

(圖1) 海上遊牧民族，莫肯人

你知道能在水裡保持超高視力的莫肯族人嗎？

(圖2) 莫肯人的居住區域

Do You Know海上居住者– 莫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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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攝影師Sofie Olsen曾為莫肯人進行一項拍攝計畫--“The Moken

People”，紀錄了莫肯人的日常生活，展現人類生存方式的多樣性、也探討與

大自然相處的本質關係。攝影師說道：「莫肯人與海洋的關係是難以用語言

描述的，他們每年有9個月生活在船上，他們的小孩學會潛水比學會走路更早

，海洋是他們最傳統的生存空間和食物來源。」藉由攝影機，她拍攝到了在

二十米深的海中，莫肯人是如何在沒有潛水裝置和缺氧的情況下尋找生物的

，並進一步進行相關研究。

(圖3) 挪威攝影師Sofie Olsen捕捉到的莫肯人

Do You Know海上居住者– 莫肯人



Do You Know

研究者Anna Gislen提到，一般來說人們下水後視力會變得模糊，因為水

與眼角膜的密度雷同，因此人類在水下難以聚焦。實驗證明，莫肯族群的小

孩卻因為兩個能力讓他們在水下仍可以保持超高視力：縮小瞳孔、同時改變

晶狀體結構，使眼部結構調整達到最優化，在水下獲得超常視力，不論潮起

或潮落都毫無顧忌地跳入水中，迅速且準確地找到海底的貝殼及魚類，海豚

和海豹也有相同能力呢。有趣的是，這項能力在莫肯成年人中卻消失了，

Gislen認為有可能是因為隨著年齡的增長，眼球柔軟性也隨之下降，使得這

一能力喪失。

然而，此能力也並非莫肯族群的小孩與生俱來的，不幸的是，由於莫肯

人的生活習慣發生變化，不再能花大量時間出海，因此，隨著在海上航行時

間的減少，如今出生的莫肯小孩可能不再具有超常的水下視力。

(圖4) 挪威攝影師Sofie Olsen捕捉到的莫肯人

資料來源：
http://goo.gl/WQ587U
http://goo.gl/nbNxfw
http://goo.gl/CziBm3

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2mBenb
圖2: https://goo.gl/svrDEx
圖3: http://goo.gl/GSvfT8
圖4: http://goo.gl/WQ587U

海上居住者– 莫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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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禮一家

[UB3A 陳雋亨/整理]

歐洲影劇賞析

LA FAMILLE BELIER

(圖1) 電影《貝禮一家》海報 42

貝禮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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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介紹

《貝禮一家》2015金馬奇幻影展神祕影片，被譽為繼《逆轉人生》

《大藝術家》後，最溫馨感人、幽默風趣的法國喜劇。電影也獲得獲得

2015法國凱薩獎最佳新人獎、2015盧米埃獎最佳女演員、最佳新人獎。

導演介紹

法國導演兼演員艾瑞克拉緹戈(Eric Lartigau)從事拍攝電影12年、拍

攝了6部電影 。原本寂寂無名的他，因為《貝禮一家》這部電影，把他帶

到法國一級票房導演的世界。

(圖2) 導演艾瑞克拉緹戈(ERIC LARTIGAU)

貝禮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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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講述一個經營農場的家庭，貝禮一家四口平日在農場養殖奶牛，假

日前往市集販售自製起司跟乳製品。生活看似簡單平淡，但一家四口中，除

了寶拉(Paula)外，其他家庭成員都是聾啞人士。在一次因緣際會下，合唱團

音樂老師發現她有著唱歌的天賦，因此強烈建議她參加巴黎國家電台合唱團

的徵選比賽。因為這次比賽，讓這個家裡為一對外溝通的女孩與家人間產生

很多很多的衝突，最後面對夢想與家庭的選擇，寶拉會如何抉擇？

(圖4) 電影《貝禮一家》劇照

(圖3) 電影《貝禮一家》劇照

貝禮一家

劇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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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圖5) 寶拉(PAULA)

(圖7) 寶拉的父親與母親

(圖6) 寶拉的音樂老師

本片的女主角，家庭中唯一能對

外溝通的人。天真無邪，與一般少女

一樣熱忠於愛情。在發現自己的夢想

後，在家庭與夢想之間的選擇中掙扎。

寶拉的音樂老師M. Thomasson，

對於自己在鄉村學校教授音樂感到不

快樂。直到發掘寶拉的唱歌天份後，

極力建議寶拉參加大型合樂團的徵選。

寶拉的父母，作為聾啞人士，

一心能夠為女兒安排生命中的一切。

十分重視家庭團結。

起初不能理解女兒去參加合唱

團徵選的想法，但了解女兒所做的

一切後，決定支持。

貝禮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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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心得

「我喜歡看到寶拉受挫、屈服，並且逐漸接受自己的命運--那個與原先計劃完全

南轅北轍的一條道路。她所經歷的一切，是我們都經歷過的，也會是我們孩子、

孫子的必經之路…＂」

－導演艾瑞克拉緹戈 ERIC LARTIGAU

這是一部輕鬆和諧的喜劇，電影的鋪排平順，沒有太大的高低起伏。但我覺

得導演拍攝的非常好，因為他能拍出一個聾啞人士在社會上所遇到的難處。電影

中以手語主導，有時候會不太能理解內容，但我認為帶給我反思－現實生活中與

聾啞人士溝通的感受與問題。除此之外，電影也告訴我們，一些普通的事情發生

及出自聾啞人士身上會有很不一樣的結果。像寶拉第一次月經來的時候，她跟她

媽媽講，然後她媽媽就高興的拿著女兒的褲子到處跑(因為月經來被認為是成為

女人的表現)，不巧的讓寶拉喜歡的男生看到，因而造成的誤會，讓寶拉在學校

被同學取笑。電影雖然是充滿了幽默搞笑的情節，但同時為觀眾帶來許多的思考

機會。

(圖8) 電影《貝禮一家》劇照

資料來源:
https://goo.gl/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SAqQK1
圖2：http://goo.gl/aQM8jg
圖3：http://goo.gl/fNzstz
圖4：http://goo.gl/biy9WF

圖5：https://goo.gl/1Dfpwh
圖6：http://goo.gl/KKvRE6
圖7：http://goo.gl/Y4bah7
圖8：https://goo.gl/JvdcEx

貝禮一家



生命之歌

[HE2C 彭瀞惠/整理]

好書介紹

(圖1)生命之歌(Gertrud)中文版書封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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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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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家境富裕的少年庫恩對音樂有很大的感知能力，十二歲開始學小提琴，中

學畢業後便到首都音樂學院就讀。然而，他卻低估了藝術道路的艱辛，在眾多

音樂才能精湛的學子之中他顯得渺小，他吃力的追著學校功課跑，對於樂曲的

想法與希望又與藝術規則牴觸，曾經滿心期待、雄心壯志的生活成了他被音樂

遺棄的鬱悶時期。

由於年輕、長相俊俏，家境也不錯，在逃避令人喘不過氣的課業時他也放

縱自己;與朋友飲酒作樂、和女孩打情罵俏、到各地遊蕩玩耍。在一個冬日午

後，一群年少男女結伴出遊，吃飽喝足準備回家時庫恩因經不起心儀的女孩慫

恿及刺激，他坐在平雪橇上載著那個女孩從陡峭的山坡上向下滑。

少年輕狂的愚行使他付出了慘痛的代價，雪橇以無法掌控的速度的向下衝，

撞上了樹幹，兩人都摔了下來，女孩只是皮肉輕傷，庫恩的左腿卻多重骨折，

他成了一個瘸子，人生在此時到達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圖2)生命之歌 (Gertrud)原文書封

但他對音樂的執著與夢想在此時成為了支撐他的

力量，他知道自己對音樂的感受不會減少，往後也仍

會生活在音樂裡呼吸音樂的滋潤。於是他很快的從殘

缺的痛苦中站起來，他渴望創作並努力成為一個作曲

家。

生命之歌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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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上帝終究是眷顧他的，他在受傷後前往瑞士的一個小村莊休養幾個星

期，大自然的蓬勃莊麗及神聖靜謐深深地影響他、療癒他，且激勵出他的

生命力，使他在旅途中能以玻璃般清澈透明的心靈寫下他的第一首雙小提

琴奏鳴曲，並以一種闊達開朗的心情重返學校，繼續他的音樂之路。

而後，他的人生又在友情及愛情中受到極大的折磨。他認識了歌唱家

莫德並和他成了好友，莫德很欣賞他的作曲才華，在莫德的鼓勵下庫恩第

一次公開演奏他的奏鳴曲，受到相當的好評，莫德對他音樂事業也幫助極

大;後來他和莫德又同時喜歡上美麗端莊、擁有才華的富家小姐歌特蘿德，

他因自慚形穢而在令人窒息的苦痛下退出這場情感的角逐。

(圖3) 生命之歌 (Gertrud)原文書封

他明知個性沉鬱嚴肅、陰晴不定

的莫德和溫柔自信、開朗活潑的歌特

蘿德這個性迥異的兩人的婚姻可能會

是場不幸，但為了友情因此他選擇默

默守護著兩人，沒有去干預破壞，莫

德夫婦太愛對方卻不知道該如何去愛，

最終終究是莫德以自殺告終，而庫恩

自己也失去了與另一個愛慕他的女孩

幸福的機會。

這本書道出人生各種友情、愛情，

以及事業的考驗，主角最終以自己的

端正知足的心性修成人生的正果。

生命之歌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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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赫曼．赫塞 Hermann Hesse

1877年7月2日生於德國南方小鎮卡爾夫(Calw)。年少時迫於父命曾

就讀神學院，後因精神疾病而休學，但始終立志成為詩人，更在21歲時自

費出版第一本詩集《浪漫詩歌》(Romantische Lieder)。

27歲《鄉愁》一書出版，佳評如潮，繼而是《車輪下》(Unterm Rad)、

《生命之歌》、《徬徨少年時》(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流浪者之歌》(Siddhartha)、《荒野之狼》(Der

Steppenwolf)等一部部不朽之作，讓他於1946年獲得諾貝爾文學獎。

這位20世紀德國文學浪漫主義的最後英雄，於1962年病逝，享年85歲。

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圖4) 作者赫曼．赫塞 Hermann Hesse

生命之歌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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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料來源：
http://goo.gl/N6BEOK
http://goo.gl/YLFSOe
http://goo.gl/Yjg4qC
http://goo.gl/4Z8hVz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TXSxYD
圖2：https://goo.gl/hYJi1h
圖3：http://goo.gl/CSTouK
圖4：http://goo.gl/IYxmSj
圖5：https://goo.gl/55Ofdm

這本《生命之歌》是我第一次正式踏入赫曼．赫塞的作品殿堂，這本

書帶給我的奇妙感受是難以言喻的。我以往看的日本文學敘事方式皆夾帶

著淡淡的憂鬱氛圍、讀過後會有被治癒的感覺，也許是因為這本書的故事

背景或是詞語的運用，我認為它無法如日系小說般讓我暫時逃離現實，甚

至是以大量的心境描寫使我更加明白「該來的苦難終究會來」，所有的兵

荒馬亂和因痛苦而放肆妄為的行徑有時是不能被理解的，而為了能承受得

起痛苦的人生，和普通人一般生活及呼吸，我們要學著去愛別人、為別人

而活，放棄一些舒適安逸且別把自己看得太重要，這是書中提到的一段我

覺得相當有趣的話。

生命之歌 Gert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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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心得閱讀心得

(圖5) 作者赫曼．赫塞 Hermann H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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