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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期末考逼近，本學期的電子報發行也即將進入尾聲，隨著畢業生的腳步

劃下階段性句點，感謝讀者們這幾個月的相伴，更謝謝編輯小組成員的付出

與辛勞。

本期《新聞深度報導》介紹荷蘭境內計有四成難民並未如規劃遣返，以

及荷蘭政府於安置難民上所做的努力。《歐洲主題專欄》則關注法國科西嘉

島獨立運動背後的歷史脈絡與歷年進程，《歐盟學術專欄》的報導可能令缺

乏時間運動的上班族躍躍欲試，若每天搭乘的通勤公車兼具健身功能，是會

引起熱烈的迴響? 或是只是短暫的噱頭呢？對於運動和新事物感興趣的讀者

可別錯過了本期文章喔！

《世界觀點》以即將舉辦的里約奧運為題，報導巴西自承接今年奧運以

來，至今所面臨到的問題，包含：政局變動、施工延宕、社會問題、售票狀

況等，如何順利舉辦重要的全球運動盛事，並能徹底帶動國內觀光與經濟熱

潮，實為巴西所面臨到的棘手問題。

週末將至，縱使天氣再炎熱也無法阻擋我們想玩樂的心！如果無法像

《國外特派記者》般有機會出國前往韓國交換，何不去高雄近年來的藝文熱

點－駁二走走，並參觀《校外藝文報導》報導的優質活動「 2016 明日實驗室」

呢？或許也可以參考《歐洲影劇賞析》文章，借片《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回家看，或是去圖書館借閱《好書推薦》的《偷書賊》(The

Book Thief)，搭配著香脆的薯條配杯冰涼的啤酒，伴著本期《 Do You

Know...?? 》專欄的薯條發明爭論，讓油膩瞬間提升為文藝。



 被俄國關了七百多天 烏克蘭女英雄終於回家

http://goo.gl/bXQ9CH (地球圖擊隊 5月26日)

 法國政府承認動用戰略原油應對油荒

http://goo.gl/ft3RFg (世界之聲 5月25日)

 英國智庫：脫歐或導致財政緊縮延長兩年

http://goo.gl/YOYFdy (BBC中文網 5月25日)

 漫話英倫：高跟鞋 性歧視

http://goo.gl/75cdU8 (BBC中文網 5月20日)

 俄羅斯勝利日閱兵，普丁緬懷蘇聯抨擊西方

http://goo.gl/U72K5a (紐約時報中文網 5月10日)

 荷蘭四成難民遣返計劃最終未果

http://goo.gl/ZY1nJT (大紀元 5月10日)

[YE4B 林芳如/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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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四成難民遣返計劃最終未果

在荷蘭，除非庇護申請者能證明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否則將無法取得難

民身分，如果申請難民身份者失敗，無法獲得難民身份從而合法居留在荷蘭，

按照荷蘭法律就要被遣返回國，如果拒絕配合政府被遣送，也會被請出難民

營。然而，據荷蘭《商報》(NRC)報導，對於在荷蘭申難失敗的難民遣返決

定，有將近四成在實施的最後一刻不得不取消。該媒體報導，去年共出了

3,165張遣返機票，最終只用了1,225張。而在2013年，有三成的遣返決定最

終未能落實。2015年荷蘭有約8,000申難者申難失敗，其中只有4,000人回到

了出生地，或者是自願回國或是被遣返回國。至於剩下的4,000人就下落不明，

換言之，那4,000人很可能還滯留在荷蘭，只是沒有合法的身份證明。

[YE4B 林芳如/整理]

(圖1) 嘗試從地中海進入歐洲的難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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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的收容和居留處置措施

事實上， 看重人道主義精神的荷蘭一直都對接收難民保持友好的態度。

從1987年創立歐洲避難收容機構(ENARO, European Network of Asylum

Reception Organization)後，便建立了一套有效的難民管理模式，除了管理

來荷蘭的難民，也受僱至其他國家管理其難民事務。

荷蘭對於難民文化融入和工作安排也相當盡力。近期荷蘭社會事務和就

職部曾表示，應對不學習荷蘭語、不融入社會的新移民取消居留權或進行罰

款的處罰。由此可見得荷蘭政府對於難民文化融入的重視。目前，地方政府

對於接收難民兒童的學校會給予更多的撥款，當就讀的難民兒童超過4人時，

政府更會給予接收學校額外的補貼。先前撥款的期限不超過1年，但在今年

已經過議會投票表決延長為 2年。工作安排方面，名為「開始工作」

(Startbaan)的項目成立於3年前，目的在幫助難民儘快找到工作。總計約有

有2,600名難民通過荷蘭官方的融入考核申請加入此項目，而僱傭項目已經

幫600個難民進入勞工市場、為800個人找到位置，其中有2/3的人正在接受

培訓實習或者是做義工。

(圖2) 安排難民學習荷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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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http://goo.gl/ZY1nJT
http://goo.gl/18sLz8
http://goo.gl/uRC2Ea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iOyL9U
圖2：http://goo.gl/PrwSnk
圖3：http://goo.gl/tWy1iV

超出預料的難民熱潮

儘管荷蘭政府已積極推動處理難民問題的配套措施，荷蘭總理魯特

(Mark Rutte)也曾在布魯塞爾的歐洲峰會難民議程上宣布全力配合歐盟的難

民配置計畫，但過度湧現的難民數量仍對荷蘭造成壓力。今年4月時荷蘭四

大城市：阿姆斯特丹(Amsterdam)、烏特勒支(Utrecht)、海牙(Den Haag)和

鹿特丹(Rotterdam)的8 位市議員就曾致信給財務大臣戴松布倫(Jeroen

Dijsselbloem)和內政大臣普拉斯戴科(Ronald Plasterk)，表示幫助難民安家、

上學、找工作、及融入社會的費用遠遠超過預算，希望增加數億歐元的預算。

加上5月的統計數據顯示，應被遣返回國的難民竟有四成無法如預期遣返，

勢必更增加荷蘭的隱憂。事實上，去年湧入歐盟125萬的庇護申請者中，約

有6成屬於經濟難民，不是來自戰亂地區，因此並沒有理由尋求難民身份。

歐盟執行委員會副主席堤孟思(Frans Timmermans)去年接受訪問時就認為，

必須盡快遣返經濟難民，來確保真正因為戰亂遠離家園的難民權力不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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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參加歐盟會議的
荷蘭總理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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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N52u9t
http://goo.gl/RFG0rm
http://goo.gl/jopvmn
http://goo.gl/PrwSnk



邁向獨立之路：科西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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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島(科西嘉語：Corsica；法語：Corse)是西地中海的一座島嶼，

也是法國最大的島嶼，處於義大利西方，法國東南部及薩丁島的北方。氣候

為地中海式氣候。

科西嘉島原屬熱那亞共和國，1768年協議賣給法國。科西嘉現在是法國

的大區(région)，不同於法國本土的其它大區，科西嘉大區擁有特殊領土集

體地位。面積約8,682平方公里，2008年有30萬人口。該島分為南科西嘉省和

上科西嘉省。該島長期以來由於熱那亞共和國實行的暴政而意圖獨立，被賣

給法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存在從法國獨立的欲望。島上大部份地區都是山，

最高點為Monte Cinto(海拔2,710公尺)。科西嘉的附加稅稅率比法國略低。

島上有一個天然公園，保護幾千種稀有的動植物。列入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世界遺產的斯坎多拉自然保護區(Scandola Nature Reserve)也在內。

[UF3A 黃育誠/整理]

(圖1) 科西嘉島島內風光 (圖2) 科西嘉島地理位置圖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歐洲主題專欄



(圖3) 科西嘉島島內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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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原是一個獨立的國家，它位於地中海的一個島嶼上(科西嘉島)。

面積8,680平方公里，人口27萬，於1768年被併入法國。它具有特殊的地位，

享受一定的自治權。事實上，它被稱為科西嘉地方行政區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de Corse)，而非一般的大區。由兩個省組成：南科西嘉省(2A)和

上科西嘉省(2B)註。區府所在地為阿雅克肖，是法國皇帝拿破崙一世的出生地。

歷史

(圖4) 拿破崙

備註：上述所提及之2A及2B為法國政府予以行政區之編號代碼。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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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科西嘉隸屬於法國，所以科西嘉島民皆以法語為官方語言，但科西嘉

島也有屬於自己的語言那就是「科西嘉語」(Corsican)，因為越來越少島民會

說科西嘉語，科島島民覺得應該要保護原有的文化，所以現在在科西嘉島裡

的學校，小孩都得要學習法語以及自己的母語科西嘉語。

科西嘉語是羅曼語族的一個分支，為法國本土東南方科西嘉島居民使用，

並被定為當地的官方語言。在義大利西西里島的加盧拉(Gallura)和薩薩里

(Sassari)也有它的外延。科西嘉語與義大利語相近，特別是義大利語中的托斯

卡納方言。

科西嘉語包括幾種方言，計有：

1. 在巴斯蒂亞(Bastia)和科特(Corte)一帶使用的北科西嘉語

2. 在薩特尼(Sartène)和維奇奧港(Porto-Vecchio)一帶使用的南科西嘉語

3. 阿雅克肖(Ajaccio)的方言被認為是南、北科西嘉語的過渡性語言

4. 卡爾維(Calvi)和博尼法喬(Bonifacio)一帶的方言與義大利熱那亞的方言很

接近，即利古里亞語

科西嘉語是傳播科西嘉文化的主要媒介，特點是包含了大量諺語，科西

嘉語也有複調歌唱的傳統，這一點被認為是16世紀時從有相似傳統的義大利

本土傳承而來。

近年來，科西嘉語被要求得到更好的保護，隨之而來的是對科西嘉從法

國得到更大自治權的要求。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科西嘉語簡介

歐洲主題專欄

語言



(圖5) 科西嘉島風光 10

由於科西嘉島隸屬於法蘭西共和國，現任總統為法蘭索瓦‧歐蘭德

(François Hollande)，但科西嘉島在法國行政區劃分為地方行政區，由地方

議會管理。擁有相當的自主權。

旅遊業在科西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島上的氣候，高山和海岸線使旅

遊業很發達。該島相較於其他地中海地區一直沒有集約發展，因此未受污染

和破壞。旅遊業尤其集中在韋基奧港(科西嘉語：Portivechju；法语：Porto-

Vecchio)、南部的博尼法喬(科西嘉語：Bunifaziu)和西北島嶼卡爾維(法語：

Calvi)。

西元1584年熱那亞共和國總督下令所有農民和土地所有者每年種植四種

樹：栗子、橄欖、無花果和桑樹。許多人民感謝栗子樹帶給他們的富裕，而

且栗子麵包可以保鮮兩星期。科西嘉產美味的奶酪，葡萄酒，香腸，和蜂蜜

出售到法國本土和出口到國外。科西嘉蜂蜜，其中有六種正式的品種，通過

法國原產地和品質研究院的認證。

科西嘉島的主要出口為花崗岩和大理石、軟木、奶酪、葡萄酒、柑橘類

水果、橄欖油和香菸。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

經濟



(圖6) 科西嘉島的阿雅克肖的
拿破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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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法國的矛盾之島

科西嘉既是法國外海的人間天堂，同時也是一直讓法國頭痛不已的問

題小孩，島上存在的一股暴力分離主義勢力在1/4個世紀以來始終喧騰不息。

科西嘉島人過的是雙重生活，人間天堂的那一面顯而易見。島上一側

的海岸陡峰林立，另一側則是起伏平緩的海灘和葡萄園。一條嶙峋的中央

山脈佔據島的內陸，兩排山谷呈「人」字形狀從山脈兩側延伸出去。海水、

沙灘和高山森林層次分明，許多法國人湧到科西嘉的山區和海灘來度假，

常有愛侶來此結婚。

然而科西嘉天堂也有黑暗的一面。要求自治的分離主義者，一直以來

試圖以低傷亡的暴力來實現科西嘉獨立。他們不斷發動例如在午夜時炸公

共大樓、炸海灘沿線的新建築物、將法語路牌漆成科西嘉語等等暴力活動，

希望得到更多的自主權。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現況

歐洲主題專欄



(圖7) 科西嘉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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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769年被法國侵佔後，兩百多年來，科西嘉人民的獨立運動從未停

止過，政治暗殺事件層出不窮。無論哪一屆法國政府，都為它傷透了腦筋。

廣大民眾謀求科島獨立的偉大運動，近20多年來愈演愈烈，但一直被法國當

局定調為恐怖活動，持續以高壓態勢加以鎮壓。2003年7月4日，科西嘉獨立

運動領袖Yvan Colonna被法國當局以殺人罪起訴。

而法國社會各界對科西嘉島問題的看法也不盡一致，一些人認為，科西

嘉島的財政是法國的一大負擔，不如撒手不管，隨它去獨立。但更多的人不

願看到法國領土的一部分分離出去，民意調查表明，80%的科島居民、60%

的法國本土居民希望科島繼續留在法國。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獨立

歐洲主題專欄



(圖8) 科西嘉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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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曾經在2003年舉辦一次關於是否接受中央政府所提自治方案的公

投，法案目的是有限度的授予科西嘉島自治權，但最後仍被科西嘉民眾否決。

西元2014年6月，科西嘉當地議會通過本地出生的居民有優先房地產承購權，

促成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科西嘉文：Fronte di Liberazione Naziunale di a

Corsica，縮寫：FLNC)開始與法國當局協議停火協定，但前提是法國當局必

須無條件釋放政治犯，法國政府沒有明確回應，目前仍處於僵局。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獨立

歐洲主題專欄



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是一個主要活動於科西嘉島的軍事組織。他們的

行動主要針對法國，以爭取科西嘉島成為獨立國家為最終目的，包括要求法

國政府將其被關押的成員移送到科西嘉島服刑等。法國政府視其為恐怖組織。

歷史

該組織成立於1976年，至今已製造數以千計的衝突。由於其內部各派有

矛盾，內鬥不斷，造成多人死亡，不過近年來已緩和許多，轉而一致對外。

在1996年1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共有600多武裝人員出席。

軍事行動

常見的行動包括製造爆炸案、搶劫銀行和向商店收取「革命稅」等。他

們的目標主要是象徵法國統治的的公共建築、銀行、旅遊設施和軍事設施等。

(圖9) 科西嘉島旗幟 (圖10) 科西嘉島LOGO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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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mOA5U3
圖2： https://goo.gl/nVxKbu
圖3：http://goo.gl/Z4qFxf
圖4：http://goo.gl/WCLm6T
圖5：https://goo.gl/Ulio7j
圖6：https://goo.gl/g5m4J7

資料來源：
http://goo.gl/BHFngw
http://goo.gl/mt3Mfs
https://goo.gl/B1rZaQ
http://goo.gl/ZIL6fD
https://goo.gl/BT5Bt6
http://goo.gl/zIqqef

縱觀歷史，科西嘉人對法國的政治、文化和商業有著顯著的貢獻。過去

不少科西嘉人擔任法蘭西殖民帝國的首要行政官員，也往往是工程師、農民

和建築工人的主力。

然而在一般法國人心目中，科西嘉人仍是法國的鄉下人。不受管束、尚

未開化，每個人身上都有一部分屬於義大利人、黑幫和懶散的因子。有時這

種偏見還以尚可容忍的幽默形式呈現。數年前一本名為《科西嘉探案》

(l'enquête corse)的漫畫書大為暢銷。內容是虛構的故事，描述笨頭笨腦的法

國警察追捕笨頭笨腦的科西嘉地下份子，故事中不斷重複出現的字眼就是

「砰！」——夜晚的爆炸聲，這正是科西嘉生活的一個特色。

本土法國人愈瞧不起科西嘉人，就愈強化他們的分離意識。而科西嘉人

鬧獨立，還有部分原因是自認為他們有別於其他人的自我觀感。科西嘉人打

招呼時，不用法語，而是常用科西嘉語。科西嘉語是直到19世紀晚期才有書

寫文字，但即使是今天，大部分科西嘉人都還是先學科西嘉語再學法語，許

多科西嘉人甚至希望將科西嘉語定為學校的必修課。

但相對許多科西嘉人而言，科西嘉就是法國的一部分，並不支持分離主

義。近期的科西嘉議會選舉中，分離主義的政治組織「科西嘉民族」僅獲得

17%的選票。

圖7： http://goo.gl/JRpoNK
圖8： http://goo.gl/TPs6ba
圖9：https://goo.gl/Nurb5w
圖10：https://goo.gl/mG9dTY

邁向獨立之路：科西嘉島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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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途中也能運動─英國健身房公車

你有聽過移動的健身房嗎？運動有益身體健康，但一般忙碌的上班族很

少有時間運動，更別說是到健身房了。但現在英國倫敦的1Rebel健身房想到

了一個方法，就是把移動的公車變成一個健身房，讓上班族在通勤時也能運

動。在公車上設健身房並非是一個新的想法，之前就有這樣的概念，但目前

只在特定定點提供服務，還沒有像這樣能往返移動的設計。

歐盟學術專欄

[HE2C 邱涔瑜/整理]

(圖1) 健身房公車

通勤途中也能運動─
英國健身房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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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圖2) 飛輪車

健身房公車由WMOR建築公司設計，內部設有飛輪車供大家運動，也

正在研究利用飛輪車發電供公車使用。飛輪儲能是藉由旋轉運動將能量以動

能方式儲存，早在一百年前就有人提出，不過受到當時技術條件限制，並沒

有什麼突破。近年來環保意識提高，節能減碳是當今重要的趨勢，這項技術

開始嶄露頭角，未來有相當大的發展可能性。

通勤途中也能運動─
英國健身房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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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飛輪儲能



參考資料：
http://goo.gl/dve0Id
http://goo.gl/gec6S4
http://goo.gl/TO9SA2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dve0Id
圖2：http://goo.gl/GBp4w
圖3：http://goo.gl/ZiGjIr
圖4： http://goo.gl/26z6Ag

歐盟學術專欄

(圖4) 車內示意圖

1Rebel健身房此次與WMOR公司合作，WMOR公司負責公車內部的設

計，而1Rebel健身房也設計了在公車上可完成的高強度間歇訓練(High-

Intensity-Interval-Training)，這樣高強度的短時間運動課程可能會吸引到一

些高收入的上班族群。

目前1Rebel依據倫敦辦公區與通勤路線的分布，規劃了四個行車路線，

而終點都是1Rebel位於市中心的健身房。 關於這項規劃1Rebel已經在和市區

的公車公司洽談，預計會在今年秋天時推出，45分鐘的課程價格大約是12至

15英鎊。不過一切都還在商議當中，政府尚未批准，不知道政府的政策會不

會阻礙這項計畫。

通勤途中也能運動─
英國健身房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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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US1B 魏祈芳/整理]

前言

今年8月將在巴西登場的奧運會，於2009年喊出這將是「南美洲第一次」

的口號，打動國際奧運委員會(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心

，奪得本屆奧運主辦資格。如今，巴西面臨總統遭彈劾的政治危機、經濟嚴

重衰退、水質汙染、茲卡病毒及維安隱憂等問題，主辦能力備受各界質疑。

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里約奧運 舉步維艱

(圖1) 巴西里約奧運logo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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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巴西總統總統彈劾案

巴西總統羅賽芙(Dilma Rousseff)為取得2014年總統連任，擅自挪用公款

，竄改公款帳目，掩飾財政短缺，以營造出在她的執政期間，國內經濟有起

飛的表象，藉此提高其連任的機會。不料，2015年羅賽芙在展開第二任期以

來，國家面臨了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率節節攀升、政府施政停擺等，加上

貪汙醜聞遭起底後，人氣急速下墜。

目前因違反財政紀律而遭彈劾的羅賽芙，先前遭反對派指控：不顧外界

反對，執意任命魯拉(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為幕僚長，試圖保護魯拉，

避免他在這起貪汙案中遭到逮捕。自2015年3月以來，巴西爆發百萬人上街抗

議總統貪腐，並要求彈劾總統羅賽芙，今年4月，巴西眾議院以38票贊成、27

票反對通過啟動彈劾總統程序，於4月17日通過總統彈劾案。5月12日在一場

激烈的辯論會後，眾議院本彈劾案通過，羅賽芙立刻停職，迫使其親手籌劃

的奧運夢於巴西時間5月12日破滅。停職期間可能長達六個月，目前暫時由副

總統泰梅爾(Michel Temer)代理總統職務。

(圖2) 巴西總統羅賽芙因違反預
算法遭眾議院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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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與羅賽芙同為左派政治人物的前總統魯拉(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因於執政期間推行一系列社會政策，使多達1,100萬戶家庭受惠，並在短短3

年間，讓巴西在2010年搖身一變，晉身為全球第6大經濟體。曾經備受國民

愛戴的魯拉，如今卻涉嫌捲入一連串的貪污醜聞。

魯拉所涉及的兩起大規模貪汙案分別為：勞工黨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高層每月向國會議員行賄，以換取政治支持的「大月費」

(Mensalao)機制和透過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挪用公款和賄賂調查的「洗

車行動」(Operation Car Wash)。

長期面對腐敗的政壇人物，巴西人民對此已感到厭煩，並在各個重鎮舉

行多場示威活動。儘管如此，國際奧林匹克委員會表示，巴西奧運並不會因

總統羅賽芙彈劾案受到影響。

(圖3) 羅賽芙執意任命魯拉為幕僚，魯拉卻被爆
出一連串的貪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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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何謂「大月費」(Mensalao)？

所謂的「大月費」，意即受惠的議員每月可從勞工黨拿到一筆優渥的

賄賂。這是魯拉於第1任期內發生的貪污醜聞。據指出，勞工黨領導階層從

2003年至2005年初，透過國營企業的廣告預算向議員行賄。每位傾勞工黨

的他黨議員可獲得每月3萬元巴西幣(約1萬5,000美元)，以換取他們對政府法

案的支持。

何謂「洗車行動」(Operation Lava Jato)？

「洗車行動」為巴西歷史上最全面的反貪污調查，調查內容是大規模

的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óleo Brasileiro S.A.)內部貪腐案，涉及此案的包括

多個黨派政客，和幾間巴西大型的建築公司。

巴西國營石油公司的高層與卡特爾建築公司 (Cartel construction

companies)合謀，要向石油公司榨取高額的建築和服務費。公司的高層再

利用這些多餘的收入，作為政黨遊說的基金。根據聯邦警署 (Polícia

Federal)估算，石油公司在整起案件中虧損了大約一百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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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奧運場館，所帶影響

巴西人民不滿政府不顧失調的貧富差距及委靡不振的經濟，卻只顧著

奧運籌備事宜，納稅人被迫支出龐大的費用，以支撐奧運基礎建設及運作。

2016里約熱內盧奧運會無疑是南美洲歷史的一大盛事，然而，對住在

奧運會場周圍貧民窟的居民而言，卻是一場難以抹滅的夢魘。

如同往年舉辦過奧運的國家，巴西政府為了讓城市坐有具指標性的建

築，計畫新建了14座比賽場館，並規劃會場周邊道路及建設。為完成奧運

相關建設、會場周邊道路規劃，也避免讓各界目睹國內失衡的貧富差距，

政府下令強制驅離該區居民，使得該區居民被迫離開相對其他貧民窟而言，

較安全的維拉蒙扎(Vila Autódromo)貧民窟。

除了巴西為舉辦奧運而強行拆除民宅外，2008年上海欲申請主辦夏季

奧運會時，因擔心城市整體無法媲美其他申請國家，上海政府打算規劃半

徑達100公里的大都會區，以利申辦奧運。該提議最後因引來各界的撻伐而

中斷計畫，這些例子不得不讓那些身為國家的高階官員們謹慎思考：如何

在兩者間取得平衡兩者。

(圖4) 高聳華麗的現代
建築，映襯著貧民窟被
迫拆除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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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水質汙染

室外水上競賽項目包括帆船、鐵人三項、游泳及划船比賽，所述的賽事

將於瓜納巴拉灣(Guanabara Bay)、柯巴卡瓦那海灘(Copacabana beach)及羅

德里戈湖(Rodrigo de Freitas)進行。

柯巴卡瓦那海灘

羅德里戈湖

瓜納巴拉灣

(圖5) 上圖為全巴西地理圖，
紅色區為圖6所在區域

(圖6) 下圖為奧運水上競賽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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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即使里約當局在申請奧運時，承諾將擴大基礎衛生設施投資，然而預計

要興建的8座污水處理廠，也因資金嚴重短缺至今僅完成一座。里約州長裴棗

(Luiz Fernando Pezao)也承認，是十年來所累積的污染物根本來不及在奧運

開幕前完成海域清潔工作。要是水質清潔工作無法趕在開幕前完工，國際奧

林匹克委員會將會把比賽地點移至大西洋。

無論如何，政府若決心為巴西奧運整頓汙水問題，上百萬居民的生活品

質將因此受惠。

然而巴西海域水質遭受長期嚴重汙染，水質汙染程度如同未經處理過的

廢水。美聯社(Associated Press)與相關單位根據水質檢測結果表示，水中細

菌與病毒讀數(Viral load)皆為高度汙染。

(圖7) 遭嚴重汙染的巴西海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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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茲卡病毒

位處茲卡病毒(Zika virus)重大疫

區的巴西，主辦單位正如火如荼地進

行滅蚊行動，也將提供選手免費的冷

氣和丟棄式蚊帳。國際奧運會主席托

瑪士‧巴赫(Thomas Bach)表示，雖

然茲卡疫情蔓延，但若參賽選手非孕

婦，基本上是「零風險」。此外8月登

場的奧運，正好是巴西的冬季，蚊子

數量會大幅減少，奧運不因此受到影

響。主辦單位也表示會尊重世界衛生

組織(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

決策，同時投入更多資源及教育民眾

如何對抗疫情。即便如此，仍有部分

選手擔心染病而卻步。

國內售票情形

巴西奧運預計將售出750萬張

門票，並於5月21日主辦單位公布

首批所預定各比賽的門票樣式，包

括夏季奧運與殘障奧運開閉幕門票，

共計45款。

5月21日根據官方數字統計，

目前總票門已賣出67%，大約400

萬張。相較門票在4月8日僅賣出一

半，殘障奧運會門票銷售量僅為總

數的12%。因應巴西人鮮少會透過

網路購票，以及買票看比賽會拖到

賽前最後一刻的習慣，主辦單位將

750萬張的門票規劃600萬張透過網

路預售，其餘150萬張保留作為現

場販售。

(圖8) 茲卡病毒傳播媒介

(圖9) 里約奧運開幕、閉幕門票及各賽
事門票，共45款 26



世界觀點里約奧運舉步維艱

國家安全

巴西嚴重的貧富差距導致國內維安日趨嚴重，整個城市有高達600多個

貧民窟，僅有幾十個是由政府控制，其它的則是被毒販控制，連警察也不會

隨意踏入。因在當地有個淺規則，只要軍警進入，或一般民眾誤闖，一旦被

毒販發現，生命便將會遭到威脅。

警方無辜殺害一般百姓的事件層出不窮，光是今年4月，每週就有至少

有11人於貧民窟被警察射殺，去年則高達307人；加上巴西的公立醫院設備

與服務，不足以應付目前環境衛生問題，巴西足球名將雷瓦杜(Rivaldo)對將

要前往巴西觀賽的遊客提出警告「乖乖待在家裡，否則就是置自己在危險

中」。要在南美洲舉行奧運，政府就必須嚴肅地面對類似的維安問題。

(圖10)巴西球迷將垃圾丟到垃圾箱中，
卻有1名婦女蹲在其中撿可用之物，畫
面相當諷刺

參考資料：
https://goo.gl/VSlsNz
http://goo.gl/XaNmnV
https://goo.gl/cu8j6y
https://goo.gl/g2ez1p
http://goo.gl/TvHilz
http://goo.gl/Udf2X3
http://goo.gl/MKoWCA
http://goo.gl/TawmrU
http://goo.gl/8GCjnp
http://goo.gl/rihONr
http://goo.gl/sDbjT5
http://goo.gl/G1NlPP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SS89Yn
圖2：http://goo.gl/16XKzK
圖3：http://goo.gl/nyqkLQ
圖4：http://goo.gl/gRq6vq
圖5：http://ppt.cc/9UAb2
圖6：http://goo.gl/EAmfsD
圖7：http://goo.gl/H3LK4I
圖8：http://goo.gl/Vjyw19
圖9：http://goo.gl/MKoWCA
圖10：http://goo.gl/pbkXqH
Logo：https://goo.gl/H5BuLt

延伸閱讀：
http://goo.gl/mVMXP4
http://goo.gl/qnlJ2w
http://goo.gl/ps60da

https://goo.gl/RR42vI
http://goo.gl/BjOFsI
https://goo.gl/VSlsNz
http://goo.gl/HQh5e5
http://goo.gl/odBHhM
http://goo.gl/EK1sf9
https://goo.gl/c0U1gg
http://goo.gl/a5HXBZ
http://goo.gl/DSnNWb
http://goo.gl/vlIo7R
http://goo.gl/A1g9Ms
https://goo.gl/ujG7qX
https://goo.gl/g2ez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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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4C 桂敏瑄/整理]

(圖1) 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解密科技寶藏 2016 明日實驗室

校外藝文報導



自5月28號起至6月19日於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展出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其

他共15家台灣科技產業單位聯合籌畫的大型科學展覽—解密科技寶藏–2016

明日實驗室，融合了工程、科學、藝術、設計、商業思維，總計77項的未來

人類創新科技應用，透過實驗設計讓民眾體驗科技互動的趣味，期望展現台

灣產業科技力量。

高雄市長陳菊及經濟部次長沈榮津於展前一天來到駁二特區，在視覺雙

臂機器人的幫助下共同為此展拉開序幕。沈次部長表示，經濟部長期透過科

技專案補助研發法人開發出各種創新技術，藉由整合性的大型活動，以互動

與生活化的方式，將這些創新技術展示給民眾，不但告訴了民眾新科技的新

方向，同時也證明了驗證技術的可能性。未來還希望能夠將這些創新技術商

品化，與產業界合作並銷往全世界的市場，永續發展「創新驅動經濟」的正

向循環。

(圖2) 展覽會場外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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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在製造實驗室觀看實驗素材，認識新科
技的基本原理

明日實驗室以「奇想博士」作為展覽的主角，在科技專案的支持下創造

了這個實驗室，研究多元的生命體與生生不息的科技體。「明日孵化器」計

畫研究資源轉換、生物科技與通訊機制三者，如何在與人的互動中，孕育源

源不絕的創新，讓生命有更多的可能性。主辦單位依不同功能規畫出了8個展

示廳，分別為：資訊大廳、製造實驗室、資源實驗室、生物實驗室、時空穿

越道、通訊實驗室、孵化實驗室、科技美學，每一間都由高科技精心布置，

將科學的神祕原理透過實驗真實呈現，為參與民眾安排一場刺激有趣的知性

之旅。

資訊大廳Info Lobby

此廳展示各類資訊視覺化及實體化的開發成果：擁有人工智慧的雙臂解秘機

器人、能在空中呈現畫面的玻璃，還有能隨時監控環境性能的智慧居家系統!

製造實驗室Maker Lab

總覽明日孵化器實驗的原型，第一手接觸實驗室中的科技，讓你自己創造屬

於你的未來!

(圖3) 資訊大廳的雙臂解秘機器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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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實驗室Bio Lab

研究生物特徵，包含形體、表皮、骨架和血肉，以及生技醫藥的創新。體

驗測量形體特徵的3D特徵銀行、聽音辨行發光生物以及生蚊蟲培養皿，激

發「生」藏不露的靈感。

資源實驗室Resources Lab

專門研究能源與材料的產生、

轉化、儲存、應用與回收。

巨大的能源柱蒐集放大人類

體溫與室溫差異轉化而成的

能量，成為點亮新世代發光

技術的引線，一同探索資源

開發與運用的無限可能。

(圖5) 資源回收室的自動資源回收機

(圖6) 生物實驗室的蚊蟲培養皿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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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穿越道Time Passage

這是對未來時空的藍圖，想像一個房間，人的觸碰行為改變與光的互動關係，

產生穿越道另一個時空的錯覺，彷彿在與未來的碰觸中穿越了時空!

(圖7) 時空穿越道採用
軟性壓力感測器技術

(圖8)通訊實驗室研究器材

通訊實驗室Comm Lab

研究多種超越空間大小、虛擬與實體間、生命與無生命間，訊息壓縮、編碼

與傳遞的互通方式。邀你體驗即將改變人類通訊行為的異次元光橋，使用可

見光束傳送訊息的通訊網路，搶先體驗連結現在與未來的光速橋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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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實驗室Incubation Lab

分析歸納人類未來的可能性。除了統計體驗者的貢獻外，同時預測未來的發

展。參與者們可以在此獲得探索實驗室的歷程記錄，分析你們的未來。

科技美學 Dechology

從使用者需求、市場價值等不同面向的考量，運用科技的優勢及開放式平台

的創新手法，活化科技應用，促成產業運用科專成果，進而提高產業競爭力，

展現「科技+設計工藝」的科技美學，體驗理性與感性兼具的科技工藝。

(圖9) 在孵化實驗室可以獲得
「面試結果通知」，

為這場科學探索之旅留下紀錄

(圖10) 科技美學廳展示融合
科技與美的產品，
如LED電光服飾及瑩鳥智慧衣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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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RqxpsX
圖2至圖11皆由筆者攝於展覽會場

資料來源：
活動官方網站:
http://goo.gl/tu0Lvs
http://goo.gl/xyz6Ct

各實驗室簡介參考展覽會場發放之實驗室導覽面試手冊

觀展心得：

當初看到明日實驗室的宣傳廣告就被深深吸引，除了有最新奇的科技發明外，

還有神秘有趣的生物實驗，感覺得出是經過用心規劃的活動。可能因為是免費

的展覽，又是開展第一天，所以來了很多參展民眾，不過整個展覽會場的空間

很大，觀眾們的動線很流暢，所以不會有擁擠的問題，再加上所有展區都在有

冷氣的室內，可以輕鬆舒適的觀展。而每個實驗室都可以看見許多像科學家穿

著白袍的工作人員，耐心的為民眾說明實驗，帶領我們實際動手操作。雖然展

示品五花八門，數量眾多，但其實每個實驗都圍繞著一個核心原理，要完成一

個大致上不會花超過五分鐘。另外，這個展覽特別的一點是他是採取闖關模式，

每完成一個任務，螢幕就會顯示我們對這個實驗的貢獻，讓我們在操作實驗的

同時，除了能夠學習新的科學知識，也可以有成就感。推薦對科技有興趣的讀

者撥空去親自體會操作實驗的樂趣!

展出時間

5/28~6/19

週一至週四 10 a.m.-6 p.m.

週五至週日及例假日 10 a.m.-8 p.m.

(圖11) 展場隨處可見
身著白袍的工作人員用心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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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文藻之前我就對「交換學生」很感興趣，大一開始蒐集了很多

有關交換學生的資料，包括英文語檢門檻、交換學校等…資料，也聽了很多

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對我來說英文是最大的罩門，我為了要通過英文檢定真

的做了很多努力。皇天不負苦心人，我在大二通過了英文檢定，之後只要等

交換生的相關公告出來然後申請面試就可以了。雖然我是申請去韓國交換，

但英文面試，這對我來說又是一大挑戰，我請印尼朋友跟我一起練習，最後

順利申請上韓國天主教大學。

海外特派記者

(圖1)撕榜成功

韓國交換生活

[UJ3C 李宜屏/撰]

(圖2) 宿舍前櫻花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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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3) 漢江野餐

出國當天，在機場與家人分別，踏上了旅程。抵達韓國後就直接到學校

宿舍報到，因為某些原因校方先安排我們入住臨時宿舍，我的臨時室友分別

是兩個日本人和一個巴西人，不過令我很驚訝的是兩個日本人都會講韓文，

對講韓文比講日文還要容易的我來說真的很感謝，因為我們可以流利的對話。

我當時萬萬也沒有想到我的留學生活會因為這兩位日本室友的關係，多了很

多難忘的回憶。在韓國的第一天晚上我和其中一個日本室友相約去吃飯，意

外的認識了兩位一樣也是來交換的日本男生，我覺得這一切都是命運的安排

所以我們命運團在我交換的這半年，常相約一起吃飯，一起出遊，一起

度過了許多快樂的時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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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4) 全州旅行

換到真正的寢室，我與一個台灣人還有兩位韓國人同住，台灣室友-怡

珊(阿珊)，跟她相處下來，我發現她是位個性很好女生，我們很合拍，興趣

也很相同。不只阿珊我和其他兩位韓國室友相處的也很融洽，我們寢室總是

很歡樂，像家人一樣，常常一起叫外賣、一起去逛街、一起喝酒。在我留學

的這段期間因為有像家人般的室友，讓我感到很溫暖。

(圖5) 日本朋友為我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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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6) 一起吃烤肉

除了室友，我還有一票台灣朋友，我們常常一起出去玩，我們真的很

團結，為了校慶我們花時間調配古早味蛋餅的食譜、熬夜搓珍珠、煮紅茶，

學生及教職員都被我們的蛋餅還有珍奶吸引，我們的銷售量是外國學生裡面

最高的。這些都是我畢生難忘的回憶。

(圖7) 珍奶、蛋餅試做

(圖8)正東津看日出 (圖9) 與同學在宿舍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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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Fries?薯條是法國發明的?

[HE2C 邱涔瑜/整理]

(圖1) 馬鈴薯為茄科食物，生長過程中會產生茄
鹼(Glycoalkaloid)，可能導致急性中毒

相信聽到速食店，一定會想到炸得酥脆的薯條，而大家一定也聽過薯條

的英文是French Fries，難免會疑惑：「為什麼是French呢？薯條是法國人

發明的嗎？」對此其實一直有著爭議，有人說是法國，也有人認為是比利時

，薯條的來源眾說紛紜，到底為什麼呢？

說到薯條便要從馬鈴薯說起，馬鈴薯是在16世紀時由西班牙人從美洲帶

到歐洲，但是那時大家剛接觸馬鈴薯不懂得料理，覺得又小又苦，且發芽後

很容易散發有毒物質造成食物中毒，因此馬鈴薯在當時並不受歡迎，很少人

願意栽種，直到一兩百年後才開始受歡迎成為主食。

French Fries?薯條是法國人發明的?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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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關於薯條來自於哪裡，其實多數的爭論還是圍繞在是法國還是比利時。

以下幫大家整理了兩方較多人同意的三項說法。

說法一：

根據比利時民間的說法，在17世紀薯條已經出現在南部的那穆爾市(法語：

Namur)，當時的貧民習慣食用炸魚，但有時候漁獲較少，居民便將馬鈴薯切

成類似炸魚的形狀來代替，這就是薯條的原型。但也有人持反對意見，認為

以當時的情況來看貧民應該無法收集到這麼多的油脂，這頂多是「煎馬鈴薯

塊」而已。

說法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登陸比利時後發現馬鈴薯用炸的竟然這麼好吃，便

將薯條的做法帶回美國，因為比利時也講法語，美軍將比利時誤認成法國，

因此就以法國來命名。

(圖2)薯條的由來眾說紛紜

French Fries?薯條是法國人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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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三：

根據報紙與文獻的記載，1789年的巴黎新橋區(法語：Pont Neuf)就已經出現

薯條的小攤販，當時薯條原本是法國皇家廚師發明給皇室和貴族享用的，法

國大革命後薯條開始普及，薯條的小攤販隨處可見，在19世紀薯條成為了法

國最受歡迎的街頭小吃，隨後這樣的食物陸續傳到世界各地。



Do You Know

(圖3) 比利時薯條

有趣的是，在2013年的布魯塞爾(Brussels)美食節，為了證明薯條的起源，

比利時特地邀請法國學者，兩方為了此事展開激烈的辯論。而最終，法國的

學者略居上風以歷史說服了比利時的學者，比利時列日大學 (法語：

Université de Liège)的教授心有不甘的表示，在口感與創意料理方面，比利

時的薯條還是佔有相當大的優勢。而比利時的美食專家則認為，只有比利時

能將薯條的美味發揮到極致，並成為國家文化重要的一部分。

French Fries?薯條是法國人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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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http://goo.gl/OtPB35
http://goo.gl/Ly5yzb
https://goo.gl/iRcC8A
http://goo.gl/rkChiZ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oxGg2Q
圖2：http://goo.gl/xLzLWb
圖3：https://goo.gl/kkWwBB



模仿遊戲

[UJ3A 莊宜軒/整理]

歐洲影劇賞析

The Imitation Game

(圖1) 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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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是一部2014年英、美連合拍的歷

史劇情片。內容講述英國數學家、密碼分析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的艾倫

‧圖靈(Alan Mathison Turing)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同盟國破解納粹

德國的軍事密碼的真實故事。

本片為挪威導演摩頓‧帝敦(Morten Tyldum)執導，改編自安德魯

‧霍奇斯(Andrew Hodges)所寫的傳記《Alan Turing: The Enigma》並

且 由 舞 台 劇 出 身 的 英 國 演 員 班 奈 狄 克 ‧ 康 柏 拜 區 (

Benedict Timothy Carlton Cumberbatch)擔任男主角，其他主演還有女

主角的綺拉‧奈特莉(Keira Knightley)、馬修‧古迪(Matthew Goode)和

馬克‧史壯(Mark Strong)。

歐洲影劇賞析

(圖2)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海報2

(圖3) 男主角班奈狄克‧康柏拜區
(Benedict Timothy Carlton 

Cumber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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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倫‧圖靈(Alan Turing) ：

班奈狄克‧康柏拜區

(Benedict Timothy Carlton Cumberbatch)飾

天才數學家，破解德國納粹密碼團隊的領袖。

生性有些害羞，不太擅長社交以及表達自己，但

沒達目的絕不善罷甘休。因自己的個性與破解團

隊不合，差點失去這個工作。戰後因同性性向被

發現，而被迫接受治療。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角色介紹

瓊恩‧克拉克(Joan Clarke)：

綺拉‧·奈特莉 (Keira Knightley)飾

密碼破解團隊中唯一的女性，也是圖靈

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打破當時社會對婦女

沒有知識的歧視。曾因圖靈想留住她兩人訂

婚，在得知圖靈真正性向後與圖靈成為摯友。

斯圖爾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 )：

馬克‧史壯(Mark Strong)飾

軍情六局局長，也是圖靈的上司，在密

碼破解的過程中多次給予圖靈支持以及不少

的幫助。

(圖4) Alan Turing

(圖5) Joan Clarke

(圖6) Stewart Menz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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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採用倒敘法， 1951年英國數學家艾倫‧圖靈(Alan Turing)的住所被

非法闖入，警察趕到後，圖靈拒絕了警方的幫助，諾克(Nock)探員認為事件

可疑，著手調查圖靈，甚至懷疑他是蘇聯紅軍派來的間諜，圖靈只好在偵訊

時道出自己在布萊切利園(Bletchley Park)時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

國的納粹德國利用一台名為恩尼格瑪(Enigma)的密碼機器來與同為軸心國的

國家做軍事聯絡。 1939年英國向德國宣戰，英國為了打贏勝仗，在司令安排

下，圖靈赴布萊切利園加入解密組，並與其他一同加入解密組織的同伴們解

開伊格瑪的秘密。

本片不但由真實歷史改編，而其中也有相當多值得我們探討的議題，例

如那個時代對女性的歧視；對同性戀者的歧視等等… … 。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圖靈與他的團隊成員
一同探討破解方法

(圖8) 無法解開伊格瑪秘密
而一籌莫展的圖靈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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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尼格瑪(Enigma)來自德語，又被稱作謎式密碼機，是一種用於加密與

解密文件的密碼機，是二戰時期納粹德國使用的一系列相似的旋轉機加解密

機器的統稱，它並非只有一種，除了電影中出現的型號外還出現了其他更多

許多不同的型號，其原理為密碼學對稱加密算法的流加密(Stream cipher)。

最早破解出恩尼格瑪以及製作出恩尼格瑪破解的人並非圖靈，1921年，

波蘭與法國簽訂了一個軍事合作協議。在波蘭的堅持之下，法國把從德軍通

訊部門長官施密特(Schmidt)那裡得來的情報交給了波蘭人，發現恩尼格瑪的

指示器步驟存在嚴重缺陷，波蘭人以這個缺點破解商業用恩尼格瑪密碼機。

但這邊破解的密碼機為商用密碼機，與劇中出現的軍用密碼機不同，但也替

後來想破解其他恩尼格瑪機器型號的人奠下了基礎。

歐洲影劇賞析

(圖9) 於美國國家密碼博
物館展出的一些恩尼格瑪

密碼機

(圖10) 德國防衛軍使用的
恩尼格瑪密碼機G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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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電影《模仿遊戲》在國內上映後引發國人的興趣，但其實電影劇情有著

不少偏離史實的部分。例如電影中圖靈將他製作的機器取名為克里斯多夫

(Christopher)，但事實上圖靈是將機器取名為Bombe。電影中，圖靈及其團

隊的努力下破解了恩尼格瑪讓盟軍能掌握到德軍的動向，真實的情況其實較

複雜。雖然他們破解了其中一台，但整個德軍體系所使用的恩尼格瑪並非只

有一種型號。

對於電影與事實不同的部分也有許多抗議的聲音出現，像是劇中的丹尼

斯頓(Denniston)司令實際上並沒有像劇中那樣處處阻撓圖靈的工作，他的

後代因此提出了抗議，主張他是個和善的好人。而有研究學者也指出實際上

的圖靈沒有像電影演得那麼怪咖，是個親近和善的人，這點讓尊敬圖靈的人

們有點無法接受。

(圖11) 圖靈發明的恩尼
格瑪破解機器Bombe
部分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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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

為二次世界大戰真人真事歷史改編而成。

艾倫‧麥席森‧圖靈(Alan Mathison

Turing, 1912年6月23日-1954年6月7日)英國

電腦科學家、數學家、邏輯學家，也是本

部電影的主角，他被視為電腦科學與人工

智慧之父。1931年圖靈進入劍橋大學國王

學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畢業後

到美國普林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攻讀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回

到劍橋，協助軍方破解德國的著名密碼系

統恩尼格瑪(Enigma)，對同盟國取得第二

次世界大戰勝利有一部分的幫助。

圖靈破解密碼的事蹟在當時被保密，

後來才被公布出來，圖靈是著名的男同性

戀者，在當時受到許多英國政府的迫害，

導致他後期職業生涯盡毀。

(圖12) 16歲的艾倫‧圖靈
(Alan 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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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雖然電影內容與史實有不少差異，但我認為透過這部電影，人們再次

開始關注、討論艾倫‧圖靈這位重要的科學家是一件非常值得嘉許的事情。

我也因為看了這部電影後查找了有關圖靈的身平以及相關的故事。

除了故事主軸破解恩尼格瑪機器的邏輯思考推理部分外，其他還包含

了當時社會對女性的歧視、對同性戀的迫害、人際關係相處以及戰爭的無

奈與無常之處。劇情內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探討、省思。

班奈狄克在劇中的演技相當讓人欽佩，他將天才怪咖艾倫‧圖靈的形

象發揮到淋漓盡致，讓我在觀看電影時也融入了角色的心境，不論改變後

的內容與史實相差多少，我覺得《模仿遊戲》依舊還是一部相當棒，非常

值得推薦的一部電影。

(圖13) 班奈狄克出席金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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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4B 黃宜婷/整理]

好書介紹

偷書賊
The Book Thief

(圖1)《偷書賊》英文版封面

死神首度以豐富的感情，
為讀者講述一個孤單的小女孩，

如何藉由閱讀的力量，
度過人生最艱困的時期。

偷書賊

50



好書介紹

莉賽爾離開母親後，書是她唯一隨身

攜帶的東西，因此她非常小心的保管著，

也非常渴望能夠學習文字來閱讀。漢斯知

道了莉賽爾不認識字，因此每天教導她字

母與拼音，讓莉賽爾慢慢地愛上了文字的

內容，彷彿從此就能夠藉著文字的想像脫

離戰爭的痛苦。

內容簡介

(圖2)《偷書賊》15萬冊紀念版封面

引人入勝、力道強大的敘事……若沒了文字，我們人類
什麼也不是！死亡，不再狂傲！——《華盛頓郵報》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戰爭幾乎摧毀了一切，任何不能被希特勒所接

受的事物都將受到毀滅或焚燒，人民惶恐不安的生活在時代動盪之下。

主角莉賽爾，由於媽媽共產主義的身份，無法繼續扶養她，所以讓莉賽爾

去一戶德國人家當養女。那時候的莉賽爾非常害怕，但當她見到了她的養父漢

斯時，漢斯溫柔體貼的舉動讓莉賽爾卸下了心防，而他們也建立起密不可分的

親情。

偷書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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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作者介紹

(圖3)馬克斯·蘇薩克(Markus Zusak)

馬克斯·蘇薩克（Markus Zusak）

生於1975年6月23日，為澳大利亞作家，蘇薩克的母親來自德國，而他

們在1950年移民至澳大利亞。目前蘇薩克是當地著作最多，讀者也最廣泛的

作家。蘇薩克出版了許多有名的書籍，其中最出名的作品是《偷書賊》和

《傳信人》， 《傳信人》獲得了澳大利亞兒童圖書協會年度最佳圖書獎，而

其中《偷書賊》也改編成電影，真摯的故事情節在影壇產生了一段回響。

偷書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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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也是個非常喜歡閱讀的人，因此看到偷書賊這本書我特別感動，

因為這本書告訴了我們二次大戰期間的歐洲，經歷了許多恐怖的戰爭與難過

的生死離別。值得讓我們好好思考戰爭的意義，為什麼那時候的希特勒要做

出種族迫害以及用戰爭的壓力鎮壓整個德國。我很欣賞莉賽爾的勇氣與非凡

的樂觀，莉賽爾從不懂文字到看得懂許多書籍，經歷了不同大小的風浪，最

後還利用故事打動了戰爭中人民的心，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勇氣與奇蹟。

力量的表達有很多方式，文字就是其中一種，有誰能想到小小的文字能

夠將力量躍然於紙上呢？其實文字的力量是出自於讀者的心靈，當讀者的心

靈能夠被文字打動而有共鳴，文字便能夠幻化為力量，結合理性與感性，讓

我們更加深沉思考。而文字也能夠在我們傷心糾結時，透過許多道理以及美

麗的句子讓我們忘卻傷痛與療癒我們的心靈。我非常喜歡偷書賊這本書，他

讓我看見了力量其實無所不在，即使是一個小女孩，只要有一本書，就能夠

帶給大家感動的力量，非凡的力量來自於我們心靈的富裕，而非凡的樂觀則

能展現出戰爭不可催的勇氣。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24rXhC
圖2：http://goo.gl/dEcBYM
圖3：http://goo.gl/XnCGBC
背景圖： https://goo.gl/y8PPOI

資料來源：
http://goo.gl/dEcBYM
http://goo.gl/W4bchj

好書介紹好書介紹偷書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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