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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各位讀者們，暑安! 終於來到本學期最後一期電子報的出刊，對於編輯團
隊而言，歷經數月的工作告一段落，可以開心地過暑假，並規劃下學期的主題
專欄內容。

近期歐盟最重要的新聞，便是英國脫歐公投以52%：48%的結果，決定了
脫離歐盟的命運，不僅引起全球譁然，更造成英國境內熱烈討論。親歐的蘇格
蘭對於該結果表示不滿，認為脫歐主張與蘇格蘭人民意見和利益明顯違背，不
排除繼2014年後，發動第二次獨立公投。想了解更多資訊的讀者，不妨可參考
《新聞深度報導》。

讀者們若對歐洲國家獨立運動感興趣，本期的《歐洲主題專欄－邁向獨
立之路》著眼於比利時境內的獨立聲浪，認識身為歐盟總部與重要機構所在國，
比利時人民如何面對與處理不同的聲音。

心理上的情感分裂需要時間與智慧縫合，生理上受損的DNA則因為科學家
的努力不懈而尋到生機，修復DNA的方法成為癌症治癒的可能性之一，想了解
更多的讀者請參考《歐盟學術專欄》。

眼光轉至歐洲之外，《世界觀點》關注巴西日益嚴重的性侵問題，以及該
國婦女決定不再隱忍噤聲，群起對抗扭曲的父權社會對於受害者的指責與二度
傷害。《國外特派記者》的腳步來到墨西哥，文化上的衝擊與新奇體驗帶給
記者怎樣的感受，特派記者對於想來墨西哥的讀者又有怎樣的建議? 快來看看
吧!

歐洲文化專題部分，相信長期關注英國皇室的讀者應該有留意到英國女王
出席活動皆會戴著與服飾、場合相配的帽子，英國著名且歷史深遠的帽子文化
如何而來呢? 對本議題感興趣的讀者肯定會喜歡本期的《Do You Know》專欄!

炎炎夏日，想要待在家裡看影片或看書嗎? 《歐洲影劇賞析》介紹的獲獎
好片《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和《好書推薦》的《犯了戒》(Tabu)都是讀
者不錯的選擇喔!

各位讀者，讓我們下學期再見!



 2016歐錦賽：法國政府呼籲禁止賽場飲酒

http://goo.gl/RFPfAU (BBC中文網 6月13日)

 默克爾訪華強調法治和市場凖入重要性

http://goo.gl/cvhaPg (BBC中文網 6月12日)

 英首相將成立新部門專責處理脫歐事宜

http://goo.gl/APzlW2 (BBC中文網 6月27日)

 電動車普及挪威多個政黨齊商 2025年前停售汽油車

https://goo.gl/fMiuvX (立場新聞 6月6日)

 近八成人公投反對瑞士全民出糧方案遭否決

https://goo.gl/WJ9CG6 (立場新聞 6月6日)

 中國被指對外企不夠友好

http://goo.gl/Mk2ynQ (FT中文網 6月7日)

[UB3A 陳雋亨/整理]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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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UB3A 陳雋亨/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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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會有脫歐公投?

英國首相卡麥隆(David Cameron)承諾如果他在2015年全民選舉中勝出，他

會舉辦一場公投讓英國民眾自己決定是否要繼續留在歐盟(European Union)

當中。除此之外,英國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及英國獨立黨 (UK

Independence Party)認為歐盟制度相較過往已改變很多，歐盟對英國的控

制也越來越大。因此卡麥隆認為脫歐議題應該被解決。

公投前卡麥隆跟歐盟領袖討論了什麼?

英國首相卡麥隆在1、2月的時候與歐盟的領導尋求協議，以改變英國在歐盟

中的條款。卡麥隆指出如果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為留歐時，該特別協議會立

即生效。這個特別協議能夠幫助了解英國民眾對歐盟移民政策及國家自主權

的疑慮。

(圖1) 英國首相卡麥隆與歐洲理事會主席圖斯克進行談判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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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同意的變革內容

1. 兒童福利：移民工人住在海外的子女，其福利金將重新計算，他們在母

國的生活成本為基準。

2. 移民福利金：歐盟移民到英國的前4年，英國可以限制他們的工作福利。

這種「緊急叫停令」的手段在移民數目大幅上升時適用，但必須在7年內

解除，且無例外。

3. 歐元區：英國留在歐盟的同時可持續使用英鎊，與其餘歐盟國家的商業

貿易活動不必擔心遭歧視。英國援助歐元區國家的款項將獲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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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受歐元區規範。

5. 主權：明確承諾英國不會與其他歐盟會員國成為「日益緊密的聯盟」。

這將納入歐盟條約的修訂內容。

6. 競爭力：這份協議呼籲所有歐盟機構及成員國「盡全力充分落實和強化

內部市場」，並「採取具體步驟以加強監管」，包括減少繁文縟節。

7. 對自由遷徙的部分限制：為了打擊假結婚，與歐盟國民結婚的非歐盟國

民不會自動獲得自由遷徙的權利。針對未曾遭定罪卻據信是安全威脅的

人，也有新的排除權。

(圖2) 英國退出歐盟創意圖 (圖3) 英國續留歐盟創意圖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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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支持脫歐？

英國獨立政黨(UK Independence Party)在5月的全民大選中主張英國脫離歐

盟的定位，獲得了400萬張票，並佔總投票數的百分之13。另一方面，有大

約一半的保守黨人－包含5名現任內閣部長表示支持脫歐。

為什麼支持脫歐？

脫歐支持者認為歐盟正在主導英國，且歐盟在英國經濟上制定太多規則。第

一，英國每年要支付10幾億英磅的會員費予歐盟而換取微薄的利益。第二，

他們希望英國奪回邊境的控制權並減少外來人口來英工作及居住的數目。

(圖4) 脫歐支持者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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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支持留歐?

英國首相卡麥隆希望英國繼續留在歐盟，此外16位現任內閣成員也擁有相同

的觀點。雖然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承認在這次公投上會保持中立，但

工黨(Labour Party)、蘇格蘭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威爾斯國民

黨(Plaid Cymru)及自由民主黨(Libs Dems)表明支持英國留在歐盟。除此之

外，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法國、德國、瑞典均希望英國繼續留

在歐盟。

為什麼支持留歐?

留歐支持者認為英國留在歐盟能促進英國的經濟發展。在歐盟體系內，有助

於英國的出口發展。此外，外來移民中大部份是年輕人且他們渴望工作，這

有助於刺激英國的經濟成長，也同時分擔社會福利的開支。加上英國脫歐會

嚴重打擊經濟，因此與歐盟28個成員國合作較安穩。

(圖5) 留歐支持者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新聞深度報導

參考網站：
http://goo.gl/i1bJHr
http://goo.gl/qEZT0Q
http://goo.gl/SuOCSZ
http://goo.gl/ApiowT
http://goo.gl/CCg2q5 8

英國脫歐公告結果揭曉，脫歐已成定局

臺灣時間2016年6月24日英國脫歐公投(Brexit)結果出爐，脫歐派險勝

4%。該結果隨即引發全球股匯市大震盪，並導致英鎊大跌創1985年以來新

低點。

關鍵評論報導指出，根據《里斯本條約》第50條，成員國要脫歐必須

走過一定程序。公投僅為英國境內人民表達意願之方式，不代表對於會員

國對於歐盟的正式知會，距離英國正式脫歐之前，雙方仍須展開協商。一

旦英國啟動脫歐程序，便會開始進入為期兩年的商討期。現階段最佳結果

可能是英國在談判中成功爭取保留進入歐盟市場的所有優惠，以非歐盟成

員的身分遵守歐盟的條款，以換取享有貿易優惠。

另一方面，對於公投結果不滿意的民眾，已陸續針對公投找對策，部

分對策包含：(1)英國脫歐需要得到蘇格蘭議會的 「立法議案同意書」

(Legislative Consent Motion LCM)，而基於大部分蘇格蘭人都支持留歐

(62%)，蘇格蘭國會自然會考慮否決立法議案同意書。(2)聯署要求再舉行公

投，目前人數已經超過300萬人。(3)英國與歐盟之間的商討可達兩年，期間

亦有可能因為歐盟開出較吸引條款，由於英國民眾是投票通過脫離現行條

款的歐盟，一旦條款變了，就有了再辦公投的理由。

無論後續結果如何，英國脫歐公投又將引發怎樣的效益，都值得我們

持續關注。

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
圖2：http://goo.gl/0DlvaF
圖3：http://goo.gl/et6iAE
圖4：http://goo.gl
圖5：http://goo.gl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



歐洲主題專欄

9

[HE4C  李蕙瑄/整理]

邁向獨立之路─比利時

2007年布魯塞爾選舉導致的政治餘波後，關於法蘭德斯的獨立議題逐

漸受人淡忘，直至去年11月發生於機場與地鐵站的兩起爆炸恐怖攻擊之後，

這個議題才再次回到聚光燈下。因為，專家推斷，作為比利時首都的布魯

塞爾會成為恐攻目標的原因是長期南北文化分裂導致的隔閡。在這樣報告

釋出之後，原本近乎停擺的分裂運動又再次展開。位於首都布魯塞爾的荷

蘭語系法蘭德斯人(Flanders)認為，他們的語言和文化都與南方使用法語的

Wallonia完全不一樣。此外，他們也對於受到法語系少數的政府控管感到

不滿。會造成今日這種局面的原因，要從1830年開始說起。

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圖1) 比利時地圖



背景

比利時其實是一個「被創造出來」的國家。1830年，當時的英國首相，

第三代巴麥尊子爵亨利‧坦普爾(Lord Palmerston)，為了要緩解荷蘭和法國

間的衝突而劃定了一個緩衝區。那個緩衝區就是現在大家熟知的比利時。因

位於兩國中間地帶，比利時內同時存在著兩種民族與文化。它同時也象徵著

歐盟的精神，那就是透過包容不同文化、民族，以促進區域合作與繁榮。

比利時可以大略劃分為南部和北部兩部分；南部的瓦隆大區(Wallonia

Region)靠近法國且約有400萬人口，當地人民不僅有與法國相近的文化習俗，

也使用相同的語言；另一方面，北邊的法蘭德斯則靠近荷蘭且有650萬人口，

人民不論是在文化還是語言方面都與該國相似。

可惜，與歐盟各國期望的相反，比利時內部其實因為文化與種族問題發

生了不少衝突。二戰之後，兩個語系人民之間的衝突愈發明顯，從是否要讓

利奧波德三世(King Leopold III)回國的皇家問題，以及是否該在天主教大學

裡使用荷蘭語等等。在這一連串事件所引發的抗議與改革運動下，比利時政

府決定要將國土以語言和文化作為依據，劃分為不同區塊，最後才形成了現

在的局面。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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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圖2) 比利時區域分劃
藍色部分為荷語區、紫色為法
語區、粉紅色為德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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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因為各行政區是以多數人使用的語言作為依據劃分，許多於特定區域內

的人發出抗議，認為他們被邊緣化。弗拉芒區(Flemish Region)就是其中一

個例子。當地的政府使用目前唯一承認的官方語言－法語，而官員也多為法

語系人，當地的荷語系人為此感到不公平，認為被這樣的政府管理是一種壓

迫，因為那些官員對他們來說感覺就像外人一樣。而法語系人剛好在該區又

屬於少數人，因此又造成了「多數人被外來少數人掌控」的錯覺。

(圖3) 弗拉芒區位置圖

此外，法語系人也有輕視荷語系人的傾向。這個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工業

革命時期。當時在南部的法語社會因為發展工業而受惠，整體較北部農業社

區的法蘭德斯要繁榮發達許多，因此「荷蘭語使用者較差」的觀念就逐漸在

法語系人裡扎根。此外，比利時的政策對此種發展也有影響。比利時法律規

定，若是在某一區內，使用不同語言的人民達該區域總人口30%(含)以上，

當地的公家機關都必須另外提供不同種語言的服務。意即，布魯塞爾內有使

用法語的人民若佔總人口比例達30%，布魯塞爾的政府機關便須提供法語服

務。該項政策本來只是制訂來讓少數人權益也受保障，但是當地法語系人卻

將這個政策視作另一個幫助人口擴張工具。托這個政策的福，法語區的人就

算在荷語區生活也可以自由自在。



歐洲主題專欄

12

(圖4) 法蘭德斯運動民眾上街為蘇格蘭獨立公投表示支持

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事實上，在政策頒布之後，布魯塞爾內的法語人口有明顯增長的趨勢。

感覺受到威脅的荷語人口，也就是法蘭德斯人，開始了所謂的「法蘭德斯

運動」(Flemish Movement)，或稱佛拉芒運動，目的在於保存荷蘭語以及

法蘭德斯的歷史與文化。參與這樣政治運動的組織不計其數，其中以分裂

派(separatist)最為激烈。他們是法蘭德斯運動軍隊翼的總稱，往往透過較

激烈的手段來爭取建立他們口中的「法蘭德斯共和國」的機會。此外，今

(2016(年五月，比利時聯邦議會由新弗拉芒聯盟黨(New Flemish Alliance)

贏得聯邦眾議院多數席次，進而掌握了組閣權力。新弗拉芒聯盟黨成員多

來自法蘭德斯。該黨的終極目標就是促成法蘭德斯獨立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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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比利時現任總理米歇爾(Charles Michel) 於2014年上任，結束五個月以
來的無政府狀態，同時也是比利時歷史上最年輕的總理(時年38歲)

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支持獨立

支持法蘭德斯獨立運動的人有以下幾點主張。

首先，他們認為要是繼續放任布魯塞爾維持這種內部混亂的狀態，到時

候陷入危險的不只有當地人民，整個歐盟的人都有可能被拖下水。他們指出，

若是再繼續忽略近年來不斷增強的文化隔閡，於2010到2011年之間的政治混

亂很可能再度上演。當時因為文化衝突的關係，兩方的意見不合而導致布魯

塞爾陷入了長達589天的無政府狀態。2014年5月下旬進行聯邦國會改選時，

比利時又因各黨無法就組閣達成協議，新內閣名單持續延宕，另一波無政府

狀態持續將近5個月。

第二，因為北部的法蘭德斯與南部的瓦隆大區到目前仍然對彼此抱有不

信任與敵意，導致雙方間的情資交流非常不順利。這也是此次布魯塞爾恐攻

讓人措手不及並造成重大傷害的原因之一。因為兩方皆有不同的警政系統，

造成運作方式不一，且情報交流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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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比利時青年投靠伊斯蘭國聖戰士
人數比例歐盟最高

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第三，加上前述區域內特定語系人被邊緣化的問題，導致許多年輕世代

人對於自己所居住的社會產生了不信任感與距離感。恐怖組織像是伊斯蘭國

就抓緊了「無助的年輕世代需要歸屬感」這個點，大量招募布魯塞爾青年到

他們的旗下，並透過他們引以為豪的宣傳手段與於中東地區實行訓練，將絕

望的青少年培養成激進的恐怖份子，然後再送他們回國實施恐怖攻擊。

簡而言之，就是區域內的文化差異導致了許多問題與衝突，因此獨立派

才認為，脫離布魯塞爾自成一體系是最佳的解決辦法。

(圖7) 民眾聚集比利時街頭為今年3月22
日發生的恐怖攻擊受害者祈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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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https://goo.gl/UAnSJQ
https://goo.gl/zyOw9y
https://goo.gl/p4dvqw
http://goo.gl/GXAujP
https://goo.gl/RnljsN
https://goo.gl/6hNY6p
https://goo.gl/o8zN2x
http://goo.gl/snHqTj
http://goo.gl/oRtGYH

邁向獨立之路─比利時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zmEukc
圖2：http://goo.gl/tUoDfD
圖3：https://goo.gl/tP5FLX
圖4：http://goo.gl/pyMEaw
圖5：http://goo.gl/6aWvA4
圖6：http://goo.gl/BUpxJK
圖7：http://goo.gl/Lx9mip
圖8：http://goo.gl/NNBmZS

反對獨立

反對派則認為留在布魯塞爾內才是最佳選擇。布魯塞爾一直都是歐盟的

精神象徵，法蘭德斯的分裂對於歐盟的完整性會造成威脅。法蘭德斯一旦獨

立成功，其他國家，像是最近獨立呼聲高漲的愛爾蘭以及西班牙的加泰隆尼

亞(Catalonia)也很可能紛紛獨立，到時候就很可能造成歐盟內部的混亂，最

糟糕的情況可能會導致歐盟瓦解。那時候被捲入混亂的就不僅止於布魯塞爾

的人民，而是全歐洲，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人。

雖然現在想要留在布魯塞爾內的人民仍佔多數，但是誰也沒有辦法保證

法蘭德斯的未來會是甚麼樣子。在現在恐怖份子橫行、民族意識高漲的這個

混亂時代，有太多的不確定因素。革命之火又重新燃起，但是這把火是否能

照亮前方的道路、帶領人民走到他們預想的未來，仍然是一個未知數。

(圖8) 法蘭德斯是造訪比利時遊客
熱門遊地之一



DNA每天要修正上千次因為太陽、香菸的煙霧、或其它具基因毒性物

質對DNA造成的的損傷；它們持續地對抗自發性變異的DNA，而對每一次

的細胞分裂，誤配修補修復數千個誤配。若無這些修補機制，我們的基因體

將會瓦解。即使只有一個零件失靈，基因的資訊會迅速的改變，而癌症的風

險就會增高。

瑞典學者林達爾(Tomas Lindahl)研究出DNA的修復機制，對一些遺傳

性疾病在分子層次的成因，以及癌症的發展和老化背後的機制提供了重要的

知識。

DNA修復-癌症治療的新希望

[US2A 黃皓暘/整理]

(圖1) 瑞典學者林達爾、美國學者默德里奇(Paul Modrich)及
桑卡(Aziz Sancar)因發現DNA修復機制而獲諾貝爾化學獎。

歐盟學術專欄DNA修復-癌症治療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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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氧核醣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簡稱DNA，是一種生物大分子，

可組成遺傳指令，主要功能是資訊儲存。其中包含的指令，是建構細胞內其

他的化合物，如蛋白質與核醣核酸所需。帶有蛋白質編碼的DNA片段稱為基

因。其他的DNA序列，有些直接以本身構造發揮作用，有些則參與調控遺傳

訊息的表現。

1869年，25歲年輕瑞士醫生密謝爾(Frederich Miescher)在德國圖賓根大

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中，以稀鹽酸將患者繃帶上的膿洗出，從中發現

了新的物質。「膿」是由在免疫系統第一線上奮戰而亡的白血球與巨噬體

(macro-phage)等所組成，其中有大量的細胞核；經酸處理過後的膿，由於

蛋白質的部份已被酸破壞，只殘留下細胞核的部份。密謝爾從核中抽出的物

質呈酸性，由大量的酸、醣、含氮鹼基所構成，就是我們目前所說的「核酸

(nuleotic acid)」。1953年，英國的詹姆斯華生(James Watson)與法蘭西斯克

里克(Francis Crick)對現代分子生物學提出了關鍵性的基礎。他們提出了

「DNA雙股螺旋結構」，明確地揭示DNA是遺傳物質；他們所提出的結構

也完美地說明雙股螺旋是由DNA四種含氮鹼基中腺嘌呤(A)、胸腺嘧啶(T)、

鳥糞嘌呤(C)與胞嘧啶(G)彼此相配對形成，而且也可以自己複製，得以代代

精確地傳遞遺傳訊息。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DNA的結構

DNA修復-癌症治療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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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會進行一個緩慢但可觀察到的衰變，林達爾估計每天會有上千個具潛

在毀滅性的損傷出現於基因體中，這個頻率明顯的無法與人類在地球上存在的

事實相存。他的結論是，一定存在著一個分子體系負責修補所有的DNA缺陷，

基於這個想法，林達爾打開了進入一扇嶄新研究領域的大門。

圖(3) DNA的結構

歐盟學術專欄

特殊的酵素移除DNA的損傷

因細菌的 DNA 與人類的

DNA相仿，林達爾開始利用細

菌的DNA來尋找修復用的酵素。

DNA在化學上的弱點是胞嘧啶

很容易脫去一個胺基，這就導致

基因訊息的改變。在DNA雙股

螺旋中，胞嘧啶永遠是與鳥嘌呤

配對的，但是當胺基不見時，受

破壞而剩下的部分傾向於和腺嘌

呤配對，因此如果讓這個缺陷存

在，突變將會在下一次DNA複

製時發生，林達爾體認到細胞一

定會有對此問題的保護機制，進

而能找到一個細菌的酵素，它能

從DNA上移除受損的胞嘧啶所

剩下的那部分。

DNA修復-癌症治療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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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達爾將「鹼基切除式修復」如何運作的分子圖像慢慢的拼湊了出來，在此

步驟中一些類似他在1974年發現的一組酵素，稱為醣苷酶(glycosylases)，是

DNA修復過程中第一步的執行者。鹼基切除式修復也會發生在人體中，在

1996年，林達爾成功的在體外重現了人體中修復的程序。

林達爾將鹼基切除式修復的謎底拼湊出來

(圖4) 鹼基切除式修復

歐盟學術專欄DNA修復-癌症治療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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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林達爾而言，決定性因素就是體認到即便是當其分子坐落於受到細胞

保護的環境中，DNA仍不可避免的會進行改變。不過DNA會受到環境中如

紫外線照射等的攻擊而受傷是早就知道的事，而大部分的細胞，修補紫外線

造成的破壞所用的「核苷酸切除式修復」機制，則是由桑賈爾(Aziz Sancar)

所釐清的。而對此研究有興趣的讀者可前往參考資料所列網址中進一步閱讀。

圖(5) 當DNA受到破壞時會利用核甘酸切除式修復

參考資料：
http://goo.gl/L07j3v
https://goo.gl/KpfeV0
http://goo.gl/gXImfX
https://goo.gl/yFtQvP

圖片來源：
圖1： http://goo.gl/4mXICi
圖2 ： https://goo.gl/htzoBV
圖3： http://goo.gl/1BNzSl
圖4： http://goo.gl/sLS9rg
圖5：http://goo.gl/6xyatQ

歐盟學術專欄DNA修復-癌症治療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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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5月21日，巴西驚傳一起駭人聽聞的少女性侵事件，巴西一名少女前往

19歲男友位於貧民窟的家中，隨後便失去了意識，醒來後全身赤裸且有傷，

身旁圍繞著數十名正在笑鬧的陌生男子。事後這些陌生男子將性侵過程影片

和照片上傳至網站，其中一條約40秒長的視頻在推特上被大量轉發，此舉使

得性侵事件曝光，巴西女性們紛紛群起激烈抗議，隱藏在巴西底下的女性性

侵問題也浮上檯面。

女性的地位從古至今都無法與男性同等，雖然近年來有許多改善，也有

許多女性意識抬頭講求男女平等，但重男輕女的思考模式依舊無法從許多人

的腦內拔除，也因此類似性侵這樣的問題文化在巴西以及世界各地依然層出

不窮。

[UJ3A 莊宜軒 /整理]

巴西少女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圖1) 抗議女性高舉沾有血跡的布條表示
對性侵事件的不滿

巴西少女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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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巴西，女性遭到性侵的案件層出不窮，這次的事件在網路上曝光後，

巴西女性決定勇敢地向不合理的社會風氣、性侵文化提出抗議。

巴西女性指控以女人為對象的性暴力太過氾濫，認為暴徒傷害的不只是

這名少女，而是所有女人。推特上紛紛出現聲援少女、譴責性侵的發文，並

加上「#性侵不能被正當化」(#estupronaotemjustificativa)的標籤。且從5月

28日開始在里約市區可見抗議民眾舉著標語抗議女性受到強暴文化威脅。

隨後聯合國婦女署(UN Women)也發表聲明，呼籲巴西當局徹查此案，

同時也希望尊重受害人，小心處理避免因侵犯其隱私而使受害者受到二度傷

害。

抗爭與後續處裡

(圖2) 巴西女性們群體上首都里約
的街頭抗議

(圖3) 巴西公益組織在海灘擺420條女
性內褲，抗議巴西性侵案件不斷發生。

巴西少女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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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巴西聖保羅州公共安全廳的數據顯示，2016年前4個月該州共發生

3,262件性侵案，平均每小時就有一起。巴西社會普遍將性侵案件發生的原因

歸咎於女性受害者的穿著和行為不正，譴責受害人的歪曲風氣讓受害者恐懼

報案，只有1/3的性侵受害者敢於報案，在這樣的惡性循環下造成了巴西這

樣性侵氾濫的問題文化。

4月中旬，一名61歲婦人在聖保羅沿海城市聖多斯(Santos)遭到鄰居性侵，

犯罪者畏罪潛逃，至今仍尚未抓到犯罪者。 5月 27日，聖保羅大學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一名女學生報案指稱，她在內地索羅卡巴

(Sorocaba)的學生聯誼會中遭性侵，同樣無人被捕。

因為此種扭曲風氣，事件爆發當下，受害少女以為自己也會受到社會大

眾的譴責，沒想到反而是得到許多聲援，對此受害少女在Facebook上表示感

謝，並指出性侵傷害的並非身體，性侵傷害的是一個人的靈魂。

隱藏在巴西底下的問題文化

(圖4) 網友繪圖諷刺巴西性侵文化讓女性不敢出聲

巴西少女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世界觀點

2016年世界奧運將在今年8月於巴西里約熱內盧(Rio de Janeiro)展開，

里約熱內盧將會成為奧運史上首次主辦奧運的南美洲城市。但是目前巴西

讓全球關注的並非奧運，而是這起巴西16歲少女性侵事件。此次性侵事件

讓全世界看到隱藏在巴西底下扭曲的性侵文化，性侵案不僅凸顯了巴西社

會存在的性別不公，更重挫巴西的公共安全形象，治安問題不僅將成為本

屆里約奧運的一大隱憂，亦會導致外界對於巴西的風評和印象大大的扣分。

包含本次少女性侵事件在內，近日來巴西國內層出不窮的問題，逐漸遮蔽

世界運動盛會帶給巴西的光環。

性侵事件對巴西的影響

(圖5) 2016里約奧運標誌圖

巴西少女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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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性侵案件頻繁之狀況並非只有發生在巴西，其他國家也有許多類似的問

題，例如印度境內性侵新聞不斷，男性犯人亦常將自身罪刑歸咎於深夜在外

之女子。

另外，在土耳其，人們認為穿著迷你裙、緊身褲、塗上紅色口紅，或大

聲訕笑是輕浮、淫蕩，會遭受這樣的對待也是活該。

像這樣因為性別歧視而造成的問題文化在世界各國隱藏著，甚至在臺

灣也有這樣的情形發生，除了要求政府明文制定法律外，女性也要學會自保，

而到這些問題文化嚴重的國家去旅遊時也應該要特別小心堤防。

(圖6) 憤怒的土耳其婦女們上街抗議，要求
政府立法保障女性。

25

世界各國的問題文化

資料來源：
http://goo.gl/HaPkda
http://goo.gl/gc37lH
http://goo.gl/AEaII9
http://goo.gl/yh2zF0
https://goo.gl/H5BuLt
http://goo.gl/6yuN7y

http://goo.gl/ozkg2E
https://goo.gl/TmfPZC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YVHAap
圖2：http://goo.gl/a28B8o
圖3：http://goo.gl/WYrmDW
圖4：http://goo.gl/3OfOj3
圖5：http://goo.gl/r0Xm3v
圖6：http://goo.gl/uKIwPH

巴西少女遭集體性侵，問題文化浮現



高雄春天藝術節

高雄春天藝術節

校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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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的你，一定參加過春天藝術節吧!!高雄春天藝術節，不只是高雄

春天的一場演出、一幅藝術風景，更是一場城市的知識運動。 自2010年起由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文化基金會與高雄市愛樂文化藝術基金會共同舉

辦高雄春天藝術節。邀請國際知名表演藝術團隊、國內團隊演出，並鼓勵在

地團隊創新製作。系列性結合藝術、音樂、戲劇、舞蹈、親子、傳統戲曲等

精選節目。

高雄春天藝術節團隊堅持自行策劃、籌備、邀演、宣傳、售票，搭配至

德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駁二藝術特區高雄正港小劇場、高雄市立圖書館

總館圖書館小劇場、高雄市立美術館面湖草坡五大展演場地，期待每年帶給

觀眾精湛無比的演出。高雄春天藝術節積極與亞洲藝術地圖接軌，提昇高雄

國際藝術能見度、開展觀眾藝術視野。

[UF3A 黃育誠/整理]

(圖1) 高雄春天藝術節 LOGO



高雄春天藝術節 校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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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星空，冒險追夢

從2009年開始，高雄獨步全臺首創戶外草地音樂會，引起全臺各地草

地音樂會風潮。辦理迄今，年年吸引來自臺灣各地的觀眾朋友購票前來觀賞。

不僅邀集國外知名的作品，更有充滿臺灣在地氣息的音樂與戲劇，在春日微

風吹拂下，場場近六千人同坐草地，感受現場交響樂和影像的震撼與感動，

成為春天在高雄最幸福的約定。

高雄春天藝術節特色

(圖2) 高雄春天藝術節劇場海報 (圖3) 高雄春天藝術節草地音樂會



高雄春天藝術節 校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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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推出，經典傳承

高雄春天藝術節在2012年推出臺灣首創歌仔戲連演專案，由專家學者組

成監製顧問群，協同劇團推出創新劇碼或經典重製作品，於大東文化藝術中

心連演一個月、場場爆滿，更深獲文化國寶廖瓊枝老師等人肯定。透過高雄

春天藝術節的展演平台與資源，期待能夠讓高雄表演藝術綻放出更多綺麗風

景。

高雄春天藝術節讓表演藝術家與學生面對面，邀請英俄法跨國製作的

「暴風雨」演員與學生對談，帶領「DV8肢體劇場」及多位藝術大師進行大

師班講座，並特別推出學生專屬場，希望能讓更多的學生看見國際知名劇團

的劇作、親臨大師風采。更走入城市每個角落，安排多場城市講堂、誠品講

座、藝文讀書會；深入大專院校、高中等進行藝術分享講座；也在節目演出

前後安排演前導聆與大師座談。透過種種藝術推廣方式，紮根高雄文化發展，

啟動城市知識運動。

一個城市之所以偉大、令人感動與懷念，在於這個城市的內涵與對藝術

文化的重視。高雄春天藝術節堅持自創、自製、自辦、自售，在高雄的文化

內涵中，開創出屬於高雄的策展概念與藝術樣貌。三年來，在兢兢業業中成

長、在期許建議中學習、更在每一場歡呼掌聲中得到勇氣。邁向第四年，回

顧15萬人次的參與支持，這股力量讓高雄春天藝術節可以持續堅持辦理『自』

成一格的藝術節，走自己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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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紛亂中找到幸福，KSAF為這座城市帶來LUCKY SEVEN

科技的快速發展，給予我們前進的力量，也改變彼此對待的行為模式。

邁入第七年的高雄春天藝術節KSAF，感謝年年累積的掌聲支持，自我期許

在這忙亂的世界中，為彼此找到微笑和快逸，探索出自我的LUCKY STAR！

這回，KSAF以「臺灣青年樂壇之光」指揮莊東杰、小提琴曾宇謙揭開

一季的絢爛。青年才俊將用奔放的音樂，揮灑詮釋青春世代眼中的「二二

八」。

萬眾期待的草地音樂盛會，帶來一西一台的兩大電影音樂會，三月初

首先登場是電影史上絕對震撼經典的「鐵達尼號」，三小時全版影片搭配

百人交響樂團、合唱團演出，勾勒屬於20年前的約會必看電影的甜蜜與驚

心。

(圖4) 高雄春天藝術節劇團表演

2016高雄春天藝術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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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多了好萊塢的華麗影音，我們一直惦記著美好的臺灣電影，為何沒有

出現過完整的影音音樂會？今年，高雄春天藝術節克服了影像跟音樂版權的

種種困難，製作全台首次的《影•響 臺灣》50年50部草地音樂會，從臺灣電

影史中，精選50部、集結110分鐘精華影像及配樂，濃縮臺灣人共同的驕傲

與記憶，在每一部精選的影片中，每個世代的你都能擷取出傳承記憶的動人

樂章。

社會紛擾而人們流離，是人類給自身最大的懲戒。高雄春天藝術節關注

世界議題，用《孤兒流浪記》《新•賣火柴小女孩》、《戰火情人》，用藝

術演繹世間冷暖和悲歡離合，也提醒人們把握當下的擁有。

(圖5) 高雄春天藝術節舞台劇宣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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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也成為世界表演舞台的運用媒材，這次將用震撼音效飆破感官

極限的《幻•聽•夢遊》，只能聽的表演，顛覆用眼睛看演出的習慣，詰問

人類生存的渴望。另外，全場使用冷光條跳躍拼湊出親子共賞的《呱呱喵

喵大作戰》，炫麗效果絕對戰勝日夜讓孩子低頭的3C產品。

高雄春天藝術節好夥伴也不缺席：高雄市交響樂團、高雄市國樂團、

朱宗慶打擊樂團、雲門2、臺灣豫劇團、國光劇團、對位室內樂團、巴洛克

獨奏家樂團、歌仔戲名角：陳昭香、郭春美、孫詩珮、張秀琴也分別率領

四大歌仔戲團，連番詮釋對世界的新嚮往。

今年，近四十檔精挑嚴製的節目，超過八十場次、近千位來自國內外

的表演藝術工作者，一起將心放在高雄， LUCKY SEVEN的高雄春天藝術

節，願以關懷世界脈動的心、聆聽臺灣的在地聲音，與您並肩探索紛亂中

的一片幸福！

(圖6) 高雄春天藝術節蘇乞兒劇照



高雄春天藝術節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iwBvZz
圖2：http://goo.gl/Xi3if6
圖3：https://goo.gl/RpZgP7
圖4：https://goo.gl/LkQVMV
圖5：https://goo.gl/hxtVC9
圖6：https://goo.gl/HvYGB9
圖7：https://goo.gl/MIrUkK

資料來源：
http://goo.gl/iQhqau
https://goo.gl/MM0en7

高雄春天藝術節至今已歷經七屆，已經成為每年高雄的藝術盛會，更是

高雄地區藝文人士齊聚一堂的好機會，每屆都有著不同的主題，但不變的是

主辦團隊那顆想要推廣文化藝術、深根土地的心，熱愛藝術的人每年一定都

十分期待春天藝術節的到來，今年的春天藝術節也即將進入尾聲，讓我們一

起期待明年主辦團隊能夠帶給我們另外一場令人驚豔的文化饗宴。

(圖7) 高雄春天藝術節舞台劇宣傳照

校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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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前準備

來到墨西哥需要辦理簽證，我就訂了車票，上了台北辦簽證。但第一次

辦理簽證時，因為沒有把資料準備周全，被拒絕受理。隔週我又跑了一次台

北，才順利拿到簽證。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與資料都要準備完全，

才不會像我一樣浪費了車錢與時間。除了辦簽證外，我還上網查了許多有關

墨西哥的資料，像是飲食、文化、氣候、歷史等。我認為做事前的準備是很

有幫助的，才不會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來到陌生環境，而產生了文化衝擊。

在五年前決定選修西文之後，

我就下定決心 ，有天一定要去拜

訪中南美洲，如今我做到了。

海外特派記者

(圖1) 位於坎昆加勒比海上

墨西哥實習日記

[HE5C 謝萓芳/撰]

墨西哥實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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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文化衝擊

來到這裡最大的文化衝擊可能就是飲食了吧！這裡幾乎什麼東西都加辣

，無辣不歡。這裡水果是辣的，因為上面加了辣椒醬與辣椒粉。舉個例

子，這裡的芒果是切成一片一片放在塑膠杯裡，夾著辣椒醬吃。這裡也

會賣一種像焦糖蘋果的甜食，但表面那層焦糖換成了辣醬。另外他們也

吃烤玉米，但玉米上面撒的不是像臺灣那種甜甜的沙茶醬，而是白白的

起司粉加上辣椒粉，吃起來跟臺灣口味截然不同。另外他們的玉米還有

另一種吃法，就是把玉米全部切下來並水煮，煮熟後加上美乃滋、起士

、辣椒醬和檸檬一起吃。剛開始吃並不習慣，因為覺得太酸了，後來越

吃就越習慣，現在還覺得很好吃呢！

(圖2) 水煮玉米加上美乃滋、
起士、辣椒醬和檸檬

墨西哥實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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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治安

大家或許都對墨西哥的治安有所疑慮，但在我拜訪了這個國家之後，

我徹底對它改觀。墨西哥並沒有真的那麼危險，雖然很多美墨邊界的城市

還是毒梟集聚，但大部分的城市是不危險的。墨西哥雖然不像在臺灣，三

更半夜還能在街上逗留，但平常還是能自在的走在街上的。不過在此還是

要提醒未來要來拜訪墨西哥的你們，不要單獨行動，並在天黑之前回到家

。此外，雖然走在路上不會時常發生有關人身安全的事故，但搶劫或東西

被扒的事件是很頻繁的。之前聽老闆娘說，她的朋友在總統府後面的街上

被搶劫。難以想像，警力森嚴的總統府周遭還是不乏扒手的存在。更不可

思議的是，之前還有臺灣人在墨西哥被警察搶劫，就連警察都挑戰公權力

，臺灣人在這裡還是只能相信臺灣人。人身在外，還是只能多依靠自己人

，自食其力。

(圖3) 墨西哥憲法廣場

墨西哥實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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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4) 工作實況：套管

實習生活

在這裡因為一些因素我換了幾個部門，但也因此學習了很多不一樣的東西。

剛到公司的第一天的工作是套管。之後我被換到出貨區，工作是點貨，和幫

忙主管打出貨單。接著我被換到辦公室內當秘書助理，幫忙秘書處理一些雜

物或將出貨單歸檔。現在的工作是打銷貨單好讓秘書銷帳。雖然我換了許多

工作，但我認為我學得比任何一位實習生還多。而我覺得在墨西哥實習最大

的收穫是西文的進步和與人相處之道。在職場並不如在學校，職場上人比較

複雜，也不太容許犯錯。而且出社會並不像在學校那樣，社會上有形形色色

的人，可能你會遇到在學校沒遇過的對象，但這都是學習的一種。學習如何

去應對不一樣的人，學習在什麼場合該講什麼話，學習去看別人的臉色，這

些我認為都是我在學校學不到。

墨西哥實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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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7)人大國際文化節

(圖5) Chichén Itzá 金字塔

建議

許多人可能因為墨西哥的治安，而不敢踏上這塊富有色彩的土地，但我認

為人生就是要勇敢個幾次，才能獲得別人所沒有的。當初我就是帶著這份

勇氣奮而踏上墨西哥這美麗的國家。我給大家的建議是，有夢就去追，不

要怕跌倒。

墨西哥旅遊

旅遊的部分，我在聖週的時候去了猶加敦半島。那裡很適合度假，是度假

勝地。我去了梅里達、圖倫、坎昆。坎昆靠近加勒比海，因此沙灘上都是

白白的麵包沙，很夢幻。另外，除了這三個城市外，我還去了Teotihuacán

拜訪了月亮與太陽金字塔。我也去了Xochimilco上的鬼娃娃島，還去了銀

城Taxco買了許多銀飾等。墨西哥真的是個富有歷史的地方，很值得一探究

竟。

墨西哥實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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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帽子文化

在歐洲國家，凡是大型聚會，都能見到各式各樣的帽子。這些帽子並非

是要博得眾人的目光，成為聚焦聚點而精心準備，而是因為這是一種文化。

對臺灣人來講，英國人的帽子真是一個謎。發現英國人對帽子有一種相當微

妙但十分一致的判斷標準，比如在什麼場合下該戴什麼樣的帽子，帽檐直徑

是多少最合適，英國人只需要簡單目測一下就能做出「定論」，但在外人看

來，這裏面玄機真是不少。帽子是英國紳士淑女的打扮中很重要的一種裝飾，

從以前的貴族傳統開始，英國人就相當重視戴在頭上的帽子。

不管是婚禮葬禮還是高級派對的場合，可以看出英國人還是喜愛戴著圓

頂大禮帽、高帽、女裝寬邊帽、花網禮帽等。有時候，只要看一個人戴著什

麼款式的帽子，就可以推斷所屬的社會階級。

Do You Know英國帽子文化

[UG1A 黃皓暘/整理]

(圖1) 英國女皇伊莉莎白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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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英國人可以先從衣著打扮看起，「人靠衣裝」，作為一個英式紳士

淑女，首要注重的當然是衣著打扮。而帽子是紳士淑女的打扮中不可或缺的

一種裝飾。有時候在英國，「閱人」就是「觀帽」，只看那人戴著什麼款式

的帽子，就可以推斷所屬的社會階級。今天英國仍然有很多專賣禮帽的專門

店、禮帽設計師、甚至一整本都是以帽子為主題的雜誌等。講究的人還需要

找專人設計和製作帽子，例如英國皇室就是一個例子。 英國女王絕對不可能

不戴帽子就出現在公衆場合。英國人的帽子跟衣服一樣有分尺寸大小，而尺

寸大小亦跟價錢有關，例如一般的帽子，只有分特大、大、中、小四個尺寸，

簡單地說就是「人去遷就帽子」，如果這四個碼不合適亦沒有辦法。不過對

於上流人士來說，就會有專人去量度頭的大小再去做帽子，也就是「帽子去

遷就人」，這樣的帽子價錢當然會貴很多。如果是貴族如英國女皇、公主、

王子、皇妃、諸侯伯爵等，他們更有屬於自己在世上獨一無二的帽子，造這

些帽子可能要用幾萬到十幾萬都有。

英國帽子文化 Do You Know

(圖2) 英國球星貝克漢與妻子維多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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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許多社交習俗都與帽子有關係。假如一個男士去拜訪朋友，進

屋後一定要先摘下帽子。在街上遇見熟人的時候，女士只要對熟人點頭微笑

或打個招呼即可，但男士一般還要脫帽施禮。這種脫帽施禮、以示恭敬的習

俗也反映在英語語言裡。例如，英語“hat in hand＂(手持帽子)這個詞語就

有「十分恭敬」的意思。

有趣的是，英國議會曾有一項規定：議員不得戴著帽子進入議會廳，而

在發言時又必須戴上帽子。因此許多議員索性不戴帽子進入議會廳，發言時

則戴上議會廳準備的一頂公共帽子。於是在辯論某個問題時，就可以看到一

頂帽子被爭著發言的人傳來傳去。爭奪激烈時，帽子在空中飛舞傳遞，再加

上口哨聲、跺腳聲，像是在做擊鼓傳花遊戲。

英國帽子文化 Do You Know

(圖3) 凱特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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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戴帽子也跟天氣有關。在英國旅遊，有太陽的日子，紫外線特別

強，皮膚很快就被曬黑；而陰天的時候，動不動就飄幾滴小雨，大都是沾衣

欲濕的那種，撐傘實在不值得，光著頭還挺冷，所以備一頂帽子晴天遮陽、

陰天擋雨是非常必要的。

對英國人而言紳士淑女其實是一種態度，不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目的是

培養到一個人習慣在日常生活中都展現出這種禮儀、行為和修養等，使得在

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一切都變得親切舒服，這亦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

那麼這就是一個真正有文化有修養的國家。

英國帽子文化 Do You Know

(圖4) 倫敦奧運時鴿子廣場上的英國18
世紀末及19世紀初的著名海軍將領及
軍事家納爾遜的雕像戴上帽子

資料來源：
http://goo.gl/9zVCxz
http://goo.gl/qalMw5
http://goo.gl/O9HpGI
http://goo.gl/ZdXoWi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O2tiAZ
圖2：https://goo.gl/scm3nE
圖3：http://goo.gl/sr1Cpd
圖4：http://goo.gl/B5Fx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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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麥女孩

[UD4B 黃宜婷/整理]

歐洲影劇賞析

The Danish Girl

(圖1) 電影《丹麥女孩》(The Danish Girl) 原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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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麥女孩內容講述男主角埃恩納(Einar)，在與妻子葛瑞塔(Greta)結婚後

的故事，他們倆人的職業都是畫家，而埃恩納的繪畫天賦更是突出。埃恩納

某天在他們兩人的共同畫室裡面，無意間發現了女生的衣服可以讓他感到一

絲心動，那份悸動來自於他所迷茫的人生。從此開始，埃恩納展開了一連串

女性化的行為，一開始從妻子的無法諒解，到最後的支持與祝福，過程中的

堅定感情，讓觀影的人有很深刻的記憶。

但其實過程中埃恩納變性的路程並不順利，雖然有妻子的支持，但是埃

恩納生活的那個年代對變性、同性戀這種敏感議題非常排斥，所以他遭受到

了很多歧見與欺侮，但這對埃恩納來說並不是最嚴重的，最嚴重的是，埃恩

納深怕自己無法實現他那份當女人的夢想。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丹麥女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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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塔(Alicia Amanda Vikander飾演)：

葛瑞塔是個大時代下的平凡女子，葛瑞塔

對繪畫有著非常突出的天賦，但始終不如丈

夫那般受人注目。此外她在本片中對丈夫的

愛與支持也是一大劇情賣點之一。

歐洲影劇賞析

埃恩納(Eddie Redmayne飾演)：

埃恩納是個對人生迷茫的人，雖然看

起來一切正常，但埃恩納在發現自己的特

殊性向後，非常積極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

毫無畏懼。

漢斯(Matthias Schoenaerts飾演)：

漢斯在片中飾演著埃恩納小時候的玩伴，

漢斯很早以前就知道埃恩納與其他男孩十

分不同，甚至有一度稱讚埃恩納其實很適

合當女生。在片中算是幫助葛瑞塔協助埃

恩納追尋夢想的角色。

(圖3) 葛瑞塔

(圖4) 埃恩納

(圖5) 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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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電影後非常感動，一方面是因為在那個遙遠的年代，埃恩納

毫不顧慮別人的眼光追尋自己的渴望，一方面是埃恩納的妻子對埃恩納

的支持與鼓勵。我們常常口口聲聲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但實際上，毫

無畏懼地往自己夢想前進的人有多少呢？我認為埃恩納做了一個正確的

決定，埃恩納知道這條路的辛苦與風險，但他仍然執意去執行這條不歸

路，甚至最後面對的是死亡的可能，埃恩納的勇氣與堅定的決定，是我

非常佩服的。但其實有點不認同的是，一開始埃恩納是抱著唯我獨行的

態度，有點忽視妻子葛瑞塔，讓葛瑞塔一度崩潰無法承受瞬間失去丈夫

的愛。

葛瑞塔在片中也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少了她，我認為埃恩納的夢

想其實無法達成。因為葛瑞塔從中告訴埃恩納一切的風險與後果，甚至

夫妻兩人一度相處的不愉快，不過在這之後葛瑞塔選擇支持，因為她知

道，這是埃恩納的人生，她並不能束縛。我欣賞葛瑞塔的勇氣，雖然知

道自己親密的愛人即將離開與自己不同的道路，仍然堅定的選擇支持與

關愛。最後在片尾時，埃恩納真情流露的說出：「我何其有幸能夠擁有

這樣的愛。」一語道出了他們兩人堅定且互相扶持的真誠。希望我能夠

有一天也能夠在人生重大抉擇時，有著他們兩人的無比勇氣，因為人生

只有一次，有時候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夠完整自己的人生。

歐洲影劇賞析

45

The Danish Girl

觀後心得



歐洲影劇賞析

湯姆‧霍伯(Tom Hooper)是倫敦知名的導演，曾經獲得過許多電影方

面的獎項，尤其他執導過許多膾炙人口的大片，例如：王者之聲(The King's

Speech)、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以及最近出版的丹麥女孩，而本篇介紹

的丹麥女孩，榮獲了奧斯卡最佳女配角、影評人協會最佳女配角等。

湯姆‧霍伯的獨特劇情詮釋手法以及運鏡技巧十分成熟，總是能夠讓觀

賞電影的觀眾有所共鳴並沉浸在劇情中，目前已榮獲的獲獎紀錄為：最佳影

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男主角四個獎項，未來的作品更加令人

拭目以待。

圖片來源：
圖1：https://goo.gl/iKoALM
圖2：http://goo.gl/4zJHq1
圖3：http://goo.gl/vDzSJr
圖4： http://goo.gl/GvrKpk
圖5： http://goo.gl/amEBqr
背景圖：http://goo.gl/NnEbTv
圖7：http://goo.gl/ShnxP5

資料來源：
https://goo.gl/Z9QgNx
http://goo.gl/5Ww5j5

(圖7) 湯姆·霍伯(Tom H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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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了戒
TABU

[UJ1C 張雅琪/整理]

犯了戒TABU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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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犯了戒》中文版封面

註:Tabu，德語，禁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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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席拉赫向我們展現了：無論當初看起來再可怕的
罪行，人終究還是人。＂ －法國巴黎《解放報》

20世紀初，瑟巴．艾胥誕生在一

個家族逐漸沒落的時代。自小，就擁

有一種異於常人的能力－看得見所有

事物的顏色，但他從沒向任何人說過，

因為他以為所有人都是這樣「看」的。

某天晚上，卻在家中看見父親自殺的

情景。這時，他的心頓時被蒙上一層

陰影，封閉了自己的內心。
(圖2)《犯了戒》原文書封面

然而，具有藝術天賦、才華洋溢的他，在一個偶然的拍攝中成為了國際

赫赫有名的攝影師，擅長以「交溶」的疊影手法，凸顯「真相」與「現實」

的差異、對比。後來，卻被捲入一椿綁架謀殺案，並在警員的刑求下自首犯

案。瑟巴因此身敗名裂，新聞上不斷報導著他的負面新聞，但他不以為意。

他的辯護律師日夜不停為他奔走、到處尋找消失的屍體的下落，為的是想澄

清瑟巴的清白和找出隱藏在現實背後不為人知的真相，因為他始終相信－真

相，不一定是肉眼所看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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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迪南 ·馮 ·席拉赫 (Ferdinand

von Schirach)，於1964年在德國慕

尼黑(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出生，自1999年起擔任執

業律師，被譽為德國最會說故事的

辯護律師，現年52歲。

(圖3) 作者費迪南·馮·席拉赫
(Ferdinand von Schirach)

著有《罪行》、《罪咎》、

《誰無罪》、《犯了戒》皆為國際

知名暢銷書，並引起廣大的迴響、

國際好評不斷，售出多國版權，甚

至被改編成電影、舞台劇、電視迷

你影集，也曾獲得德國克萊斯特文

學獎、日本本屋大賞翻譯小說獎等。

(圖4)《罪行》的中文版封面



閱讀心得閱讀心得

資料來源：
https://goo.gl/7OsW7u
https://goo.gl/5J3om3

圖片來源：
圖1：http://goo.gl/k9ZrgC
圖2：http://goo.gl/LrsSAF
圖3：https://goo.gl/7OsW7u
圖4：http://goo.gl/vAhSA9
圖5：https://goo.gl/nxMRGG

好書介紹犯了戒T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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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拿起這本書，它的封面以及後面的書評使喜愛閱讀推理小說的我，被

它所深深吸引了，法律的最禁忌、撲朔迷離的謀殺案、事實與真相、人性和

道德等詞彙，讓我不由得開始翻閱起這本小說，想要一探究竟這椿離奇謀殺

案的來龍去脈，以及所謂的「真相」到底為何。

「當相同比例的綠光、紅光和藍光相混後，會出現白光。」－赫姆豪茲

(Helmholtz，德國物理學家)的色彩學。作者在書中的第一頁便引用了這句

話，並將小說內容分為綠色、紅色、藍色以及白色。我認為，作者用此藝術

手法來歸類小說內容，背後必定有其涵義存在，且細節的描繪非常細膩，具

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然而，故事的鋪陳讓人驚嘆不已，結尾意想不到的發展

更是令人大吃一驚。如果是推理小說迷的你，絕對不能錯過《犯了戒》這本

書，非常值得一看！

(圖5) 作者費迪南‧馮‧席拉赫
(Ferdinand von Schir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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