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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各位讀者們，非常高興再次與大家碰面，並由全新的電子報編輯小組團

隊為大家編撰本學期的電子報稿件！ 

上學期的《歐洲主題專欄》以《邁向獨立之路》為題，分別介紹了：愛

爾蘭(英國)、加泰隆尼亞(西班牙)、格陵蘭(丹麥)、威尼斯(義大利)、科西嘉島

(法國)、比利時境內追求獨立的聲浪、其背後的歷史意涵，以及未來的可能發

展。 

在探討耳熟能詳的歐洲大國境內亦存在有喧騰的聲音，不願「限縮」於

泱泱大國的框架中之際，也讓電子報編輯團隊在這學期中嘗試延伸並轉換其

概念，將目光轉向那些存在於地圖上、因其領土範圍而導致肉眼恐難以一眼

辨識，但卻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富含人文藝術涵養或具有經濟貿易重要

性的小國，體會size doesn‘t matter的奧妙。本期便以國土僅有2.02平方公里、

但GDP達17萬美金的「摩納哥」作為首選，介紹摩納哥如何以一小國姿態，

晉身世界富裕國家之列。 

《新聞深度報導》介紹了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目前所面臨到的

問題，甚至被比擬為歐洲版雷曼風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雷曼風暴當年又是

怎樣形成的? 在本篇文章中皆有詳盡地整理。 

《世界觀點》以9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為題，報導今年大會探討主題，

以及2017年1月將上任的新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另外，亦加

入台灣觀點，報導非為聯合國會員國一份子的台灣，在今年的聯合國大會期

間採取怎樣的行動，試圖引起聯合國的關注。 

本期電子報另有針對展覽、電影、書籍、旅遊與美食等精彩報導，希望

能帶給讀者們不同的資訊與觀點喔！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 
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g 
Or you'll sink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 Bob Dylan 



 前十大收容難民國家 歐美榜上無名
https://goo.gl/NIYTSQ (地球圖輯隊 10月5日) 

 巴黎氣候協定 將生效 
https://goo.gl/gCdIFv (聯合新聞網 10月5日) 

 德統一26周年 東西分裂更嚴重 
https://goo.gl/T8cD7o (聯合新聞網 10月5日) 

 記者來鴻：花季少女之死警醒法國 
https://goo.gl/F2J274 (BBC中文網 10月4日) 

 東西壞了別急著丟 瑞典擬推舊物維修減稅 
https://goo.gl/U4aspm (地球圖輯隊 10月4日) 

 劫貧濟富 各國競砍企業稅救經濟 
https://goo.gl/dddBb4 (聯合新聞網 9月27日) 

[XG4A 王新雅/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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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版雷曼風暴 
德銀引爆歐盟分裂 

[XG4A 王新雅/整理] 

(圖1) 德意志銀行2015年虧損67億歐元，創下150年來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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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版雷曼風暴 
德銀引爆歐盟分裂 
 

        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Deutsche Bank，簡稱德銀)是一家跨國銀行，

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由約翰‧克萊恩(John Cryan)任執行長，保羅‧

阿赫萊特納(Paul Achleitner)任監事長。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是全世界最

大的投資銀行。全球十大外匯交易商之首，市佔率為15.68%。若與中國影

子銀行相比，中國影子銀行規模約有23兆人民幣，而德意志影子銀行的總

規模高達42兆歐元(約250兆人民幣)，也就是說，德意志影子銀行規模為中

國的12倍之大，倘若這42兆歐元受到存戶擠兌(減少交易抵押品)，那將會

是世界級的風暴。 
  



德銀股價戲劇性起伏 

美國政府盯上了歐洲銀行巨擘，德國最大德意志銀行，9月15日美國司

法部裁定德意志銀行需繳納140億美元罰款，作為當年在美國販售住房抵

押貸款證券(MBS)引爆次貸風暴的和解金，針對這筆陳年舊賬，德意志銀

行只預留了62億美元的訴訟賠償預備金，美國政府這張對外國銀行所開出

的最高罰單，似乎表明了美國政府想鞏固強化身為金融權監管權力的決心。 

過去幾天裡，有關德銀的負面消息令德國股市倍感壓力，歐洲、美國、

亞洲股市都跟著上下波動。9月26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稱不向德銀提供任何援助，也不會介入美國司法部對德銀的法律行

動，德銀股價聞訊重挫7.5%。該股2007年股價高達100歐元以上，金融風

暴重創最深之際也守住17歐元，9月30日股價僅剩9.93歐元，創下1980年代

以來最低價。 

然而，當日收盤前夕又傳來德新社的爆炸性消息：針對美國司法當局

有關抵押證券的指控，德銀與相關機構達成一致，將賠償金從140億美元

降到54億美元。這一消息使德銀股價猛升7%，當天德國股市指數DAX迅

速從-2%的低谷中攀升，最後以1％的正面結果收盤。 

德銀執行長克萊恩認為，造成德銀股價動盪的原因是，該銀行不幸成

為投機者的目標，這些人要對德銀股票下跌承擔責任。在股價下跌至歷史

最低點後，他給十萬員工發了一封郵件，請大家保持冷靜。他安慰說，市

場和信用風險最近幾年已顯著減少，並表示：「在過去20年裡，在資產負

債方面，德意志銀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全」。 

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版雷曼風暴 
德銀引爆歐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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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況愈下 德銀深陷危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實上，德銀一直沒能真正從2008年的金

融危機中恢復過來，這些年更是每況愈下。今年以來，德銀股價已遭腰斬，

跌幅超過50%。去年10月還是27歐元，2007年時甚至高達100歐元，即便

2009年全球銀行股價大崩潰的時候還接近17歐元。2015年，德銀全球虧損

67億歐元，創歷史紀錄。為了節省開支，德銀今年宣布在德國境內要裁員

3,000人，關閉1/4分行。 

         今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點名德銀是全球金融系統中最大

的風險。從統計數據來看，德銀衍生性金融商品曝險部位高達75兆歐元，

是德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的20倍，更可能是歐盟的5倍，而衍生性金融商

品也是德意志銀行可能倒閉的其中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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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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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國政府、甚至歐盟未來

將面對的不僅是德銀本身的危機，還包

括義大利全國的銀行危機，甚至法國和

西班牙部分銀行也開始拉警報，如果只

紓困前者卻放棄後者，將重蹈美國政府

在金融風暴之前只紓困貝爾史登(Bear 

Stearns)，但不救雷曼公司的前車之鑑。

此外，歐盟的後院希臘銀行危機尚未解

除，隨時可能爆發不定時炸彈，屆時德

國和歐盟恐將焦頭爛額忙於到處滅火。 

 



金融海嘯—雷曼兄弟破產啟示錄 

        被拿來與本次德銀風暴對比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由德國人Henry Lehman、Emanuel Lehman、Mayer 

Lehman三兄弟於1850年創辦，是一家國際性金融機構及投資銀行，業務

包括證券、債券、市場研究、證券交易業務、投資管理、私募基金及私人

銀行服務，亦是美國國庫債券的主要交易商，歷經美國南北戰爭、兩次世

界大戰、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1970年代能源危機等重大事件。 

        2008年中，受到次級房貸風暴連鎖效應波及，在財務方面受到重大打

擊而虧損，致使股價下跌到剩低於1美元(2008年9月17日低於US$0.10)，陸

續裁員6,000人以上，並尋求國際間的金主進駐。2008年9月15日，在美國

財政部、美國銀行及英國巴克萊銀行相繼放棄收購談判後，雷曼兄弟公司

宣布申請破產保護，負債達6,130億美元。雷曼兄弟的破產被認為是2007年

至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失控的標誌。  

歐洲版雷曼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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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雷曼兄弟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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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為什麼會倒？ 

        在美國大多數人想買房子，都需要貸款。對信用較好的人，房貸主要

由美國的銀行承做。但對信用較差的人，銀行不願貸款，美國就發展出一

種專門借錢給信用較差者的房貸機構，這些機構所承做的房貸即為「次級

房貸」(Subprime Mortgage)。向來以債券產品聞名的雷曼兄弟，旗下就

有一家專門承做次級房貸的機構BNC Mortgage。 

        而當時國際金融機構大肆盲目利用「證券化」(securitisation)、「衍

生工具」等高槓桿率結構性產品追求投行式收益，舉例來說把對某甲的債

權轉賣出去，拿到錢後可以再貸給另一個人，這樣原本貸給某甲的「死

錢」，就變成了「活錢」，但這種「證券化」也有它的弊病，那就是「道

德風險」：過去金融機構放款，是一對一的交易，由於手上持有貸款者的

債權，一旦收不回來，立刻就變成呆帳虧損，基於這種風險，金融機構自

然會很小心的放款。 

        但如今金融機構放款，馬上就可以把這個貸款債權轉賣給其他人，這

等於變相的將風險由別人承擔，因此他們根本沒有動機去詳細檢查這些貸

款者的信用程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布蘭德(Alan Blinder)就指

出：「證券化使得貸款機構檢查借款者信用程度的動機大減。」果不其然，

次級房貸的貸款者還不出錢來，真的就成為引爆這波危機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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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是否會步雷曼後塵 

        儘管德銀行長克萊恩表示，有對沖基金撤股是正常運作，不必大驚小

怪。但市場如此大驚小怪其實也表明，投資者對德銀失去了信任。事實上，

外界早就在議論，德銀是否會成為第二個雷曼。 

         就在八年前的9月，美國投資巨頭雷曼兄弟宣告破產(造成2008年金融

風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沖基金爭相撤出資金，其所持現金和可

供快速拋售的流動資產枯竭，無法償付爭相退出的客戶和交易對手。 

 

 

 

 

 

 

 

        不過德意志銀行與雷曼有所不同。雷曼是一家國際性金融機構及投資

銀行，是美國國庫債券的主要交易商。而德銀稱自己的客戶群體更多元化，

總數客戶超過2千萬，包括眾多私人客戶。德銀的流動資金也比雷曼豐富，

目前約有2,150億歐元。克萊恩表示，德銀的流動資金有很大迴旋餘地。

與之相比，雷曼兄弟在倒閉前一個月的流動資金僅為450億美元。專家指

出，如果客戶失去信心，有多少流動資金都不夠，德銀必須儘快贏回顧客

的信任。 

  
 

(圖4)德意志銀行近年股價(藍線)表現彷彿引爆2008年， 

              全球金融風暴的雷曼公司(紅線)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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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注德銀一定倒？索羅斯早知道？ 

         談到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 ，許多人立即連想到他所操作的量

子基金(QuantumFund)註，量子基金在1992年重創英格蘭銀行，一夜之間

大賺十億美元，並迫使英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索羅斯也自此一戰成名，

並開啟市場力量凌駕政治力介入的新紀元。接著1993年索羅斯放空德國馬

克，1997年狙擊泰銖，引發亞洲金融風暴並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讓東

南亞民眾飽受經濟破產後的煎熬。德銀行長克萊恩曾認為，造成德銀股價

動盪的原因來自於投機者的計算，而索羅斯很可能就是其中使德銀破產的

最大幕後使者。 

         索羅斯豪賭德意志銀行股價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之後將會暴跌。自7
月以來，德銀股價已顯著下跌，本週一度比上週五的高點下跌逾13%。6月
24日，索羅斯放空德意志銀行股票，但令人觸目驚心的不是他放空的數量，

而是緊接於後的跟風效應。6月30日，索羅斯曾再發驚人預言，他告訴歐洲

議會，英國決議脫離歐盟，讓金融市場危機因而脫韁，一如2007與2008的
全球金融危機。索羅斯稱：「金融危機正在慢慢展開，但英國脫歐將使之

加速。這可能會強化已經存在的通貨緊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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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索羅斯再發驚人預言金融市場危機 

        引爆全球新金融危機的肇事者

可能會是德意志銀行。對2008年金

融危機不陌生的人應該清楚，金融

衍生品的毒性到底有多大。而德意

志銀行是全球中毒最深的銀行，其

僥倖逃過了2008年雷曼的下場，在

這次危機中，它還能安然渡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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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量子基金是高風險基金，主要採取私募方式籌集資金。據說，
索羅斯為之取名「量子」，是源於索羅斯認為，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
子不可能具有確定數值一樣，證券市場也經常處在一種不確定狀態，
很難去精確度量和估計。(資料來源：https://goo.gl/Jv91mY) 

https://goo.gl/Jv91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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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銀處境窘迫，德國政府也陷兩難 

         德銀的情況是很糟糕，這不僅是一個銀行的問題，可能引發歐洲銀

行的連鎖反應，甚至引發新一輪歐元危機、金融危機。但是因為歐盟有規

定，德國總理梅克爾還不能隨意行動。歐債危機後，德國帶頭開始了反對

歐盟國家對本國銀行業進行救助的規定。銀行出了問題，首先要由股東來

承擔，除非特殊情況，否則不會由納稅人出面。目前義大利政府正與歐盟

斡旋對該國銀行業進行國家救助，對此德國堅決反對，因此梅克爾不可能

自打臉，為德銀提供國家救助。而且德國明年9月就要舉行大選，梅克爾

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她要拿納稅人的錢救銀行，等於把選票送給競爭對

手。梅克爾領導的黨派基民黨(CDU)已經接連在四個聯邦州的選舉中失利，

她更不能在此時出爾反爾。 

         梅克爾現在正面臨兩難：如果她選擇不紓困德銀，進而導致德銀崩

潰和引發金融動盪的後效應，梅克爾的總理大位恐將岌岌可危；如果她選

擇紓困德銀，歐元可能面臨崩解的命運，進而引發歐股下跌的惡性循環。

換言之，不管梅克爾選擇什麼，市場的陣痛終究難免。 

歐洲版雷曼風暴 
德銀引爆歐盟分裂 
 

延伸閱讀： 
goo.gl/UW9RtV 
goo.gl/szHKjU 
goo.gl/EUuq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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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genfb.com/1129329690478041
https://kknews.cc/finance/y8exo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9/26/n833995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0/2/n8358335.htm
http://masa119.pixnet.net/blog/post/2308119-[喬治索羅斯傳奇]
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08-09-26/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真實原因-873572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雷曼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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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uI1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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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4269
http://tw.ttvppsa.com/post/46698/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0114000010KK02611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8/10/2008102912310323.pdf
http://goo.gl/H50Rvp


前言：   

  現今的歐洲大陸板塊存在著不少所謂的「泱泱大國」 ，其中就有以工

業出名的強國德國，或是形如藝術古都的義大利。然而，在一些台灣人不

怎麼熟悉的區域裡，存在著許多特色小國等待我們發掘與認識。在本期的

歐洲主題專欄中，便來向大家介紹這個少數仍有皇室制度，以娛樂及避稅

著名的歐洲小國：摩納哥(法語：Principauté de Monaco)。 

地理環境： 
觀察摩納哥的地理位置，會發現其國土三面被法國緊緊包圍，另一面

則緊鄰地中海。該國的地域是由摩納哥舊城和隨後建立起來的週遭地區組

成，亦即圖(1)中綠色圓圈框起之處。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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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2C 尤睛晶/整理] 

歐洲小國-摩納哥 

(圖1) 摩納哥占地 (圖2) 摩納哥舊城區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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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若說到這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許多人心中的直覺答案可能是印

度或中東國家；但在地圖上往往難以一眼查覺到的摩納哥小國，實以將近

32,020的人口數，加上被四面包夾、僅占地2.02平方公里的狹小國土，躍上

世界最擠國家的寶座。 

摩納哥因其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之故，法國人佔了總人數之32%，其

次是義大利人佔20%，本地的摩納哥人僅佔19%。 

1793年到1814年間，摩納哥由法國統治，法語是當地唯一的官方語言。

人們偶爾也使用英語、義大利語和摩納哥語。 

國名來源 
摩納哥的國名來源有個浪漫的說法：希臘神話中記載著大力士海格力

斯(Hercules)在完成12個贖罪任務時，曾途經摩納哥這個地帶。於是希臘

人於該地區附近所建立了一個神廟祭祀海格力斯，稱為摩諾伊科(指獨棟的

房屋或神殿)，後來，這個稱呼逐漸轉變成了摩納哥的地名。 

 
 

(圖3) 騎著牛的海格力斯雕像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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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摩納哥為君主立憲國家，現任統治者為摩納哥親王阿貝爾二世

(Albert Alexandre Louis Pierre Grimaldi)，親王同時為王室首領更是摩

納哥公國的國家元首。 

   

 

 

 

 

 

 

 

 

 

 

 

 

 

 

 

阿貝爾二世是已故摩納哥親王蘭尼埃三世 (Rainier Louis Henri 

Maxence Bertrand Grimaldi)的獨子，2005年蘭尼埃三世病危後，阿爾貝

被宣布為攝政。同年4月6日，蘭尼埃親王去世，阿爾貝成為摩納哥公國的

新君主。阿爾貝二世是慈善組織孤兒國際的顧問，以及多家環保、體育、

海洋自然組織的忠實成員。 

(圖4) 現任親王阿貝爾二世 (圖5) 摩納哥國徽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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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皇室 

(圖6) 左為現任親王阿貝爾二世及雅克王子(Prince Jacques)，右為夏琳王
妃(Charlene Lynette Wittstock)和加布里埃拉公主(Princess Gabriella)。

2014年夏琳王妃生下該國自13世紀建國以來第一對龍鳳胎。 

(圖7) 皮埃爾王子(Pierre Casiraghi)目前是摩納哥王室第七順位繼承人。
多才多藝的他會四國語言(英、法、德和義大利語)、吹薩克斯風、愛好

賽車、足球、 武術等等。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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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摩納哥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是旅遊業，摩納哥的賭場和舒適氣候年年吸

引著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朝聖。而在2001年，摩納哥更擴展了主要港口碼頭

以用於停靠豪華遊輪。 

摩納哥經濟發達，主要以博彩、旅遊和銀行業為主，親王國在服務業和

小型的、高附加值的、無污染的工業的多種經營上取得了成功的開發。 

政府沒有針對個人的收入課稅。由於全國人口過少，政府在許多公共部

門保持壟斷地位，包括郵政、電信服務。摩納哥的生活水準很高，與附近的

法國的大都市不相上下。 

早在1869年摩納哥便取消所得稅，其他企業和個人的稅率也非常低，因

此摩納哥吸引了數量可觀的富裕避稅移民；著名的居民包含：F1賽車手漢米

爾頓(Lewis Hamilton)、網球選手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以及英國零售

業億萬富翁格林(Sir Philip Green)的妻子緹娜(Lady Tina Green)。 

圖(8) 夕照下的摩洛哥港口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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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蒙地卡羅賭場(Casino de Monte-Carlo)於1865年成立後，摩納哥從窮國變成

富國。摩納哥不是歐盟的成員，但是通過與法國的關稅聯盟，摩納哥使用和與法國

一樣的貨幣—歐元，且摩納哥獲得了歐元的鑄造權，即有在硬幣的國家面上使用摩

納哥自己的設計的權利。 

(圖10) 摩納哥鑄造的歐元 

圖(9) 蒙特卡洛賭場夜景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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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賽道是位於摩納哥公國的街道型賽道，盤桓在蒙地卡羅和康

達敏區，因為賽道大部分位於蒙地卡羅，又被稱作蒙地卡羅賽道。這條

賽道在每年五月的某個周末會迎來F1大獎賽。 

 通常在比賽之前六個禮拜人們就開始準備賽道，結束比賽之後還

要再花三週的時間來拆除各項設施。這條狹窄的賽道充滿了各種窄彎和

高低落差，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F1比賽中最有挑戰性的賽道。儘管這條

賽道歷經數次整改，但它始終能夠考驗車手的駕駛技術。 
 

著名的賽車道及賽車文化 

(圖11)摩納哥賽道全覽圖 

資料來源： 
https://goo.gl/jGOk6f 
https://goo.gl/OfGtdk 
https://goo.gl/XiTrQ6 
https://goo.gl/29Q99 
https://goo.gl/MlDsqt  
https://goo.gl/Sni1Z0  
 

圖7：https://goo.gl/pSlQcH 
圖8：https://goo.gl/s8sWw4 
圖9：https://goo.gl/pONRzc 
圖10：https://goo.gl/AIQzPH 
圖11：https://goo.gl/hcq8Cy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kKA8qZ 
圖2：https://goo.gl/yVCpOQ 
圖3：https://goo.gl/kKA8qZ 
圖4：https://goo.gl/44Fcho 
圖5：https://goo.gl/2wcZ5I 
圖6：https://goo.gl/ZuidDT 

歐洲小國-摩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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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能上下移動，左右也行： 
德國磁浮電梯 

當你忙碌穿梭在高樓大廈間時，你是否曾想過：「如果電梯除了上

下樓以外，還可以平面左右移動該有多好？」如此一來，我們就不用走

得氣喘吁吁，生活也會變得更加便利。德國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

公司即將掀起電梯界的新革命，推出上下左右皆可運行的磁浮電梯

「Multi」，這項創舉無疑推翻過去電梯160年歷史中，在人們心目中僅

能垂直行走的形象，甚至未來建築物設計都可因此受惠，不再侷限於電

梯軌道的關係而只呈現直立樣貌，Multi磁浮電梯能夠以90度轉彎，使

大樓形狀上有更進一步的突破，帶給我們另類視覺方面的創新。 

歐盟學術專欄 

[US4A 許靜嘉/整理] 

  

(圖1) Multi 磁浮電梯的軌道構思圖，這樣的連接設計可讓電梯
以90度直角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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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能上下移動，左右也行： 
德國磁浮電梯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Multi電梯的理念一旦落實，往返兩棟建築物不再是件麻煩事，
而且省時又省力 

        有別於一般傳統電梯設備的牽引系統，也就是以單軸控制、纜線承載整

體重量，使電梯順利運作的概念；蒂森克虜伯公司把列車的磁浮技術，應用

於電梯改良，少了纜線的限制，電梯方向自然也能夠做出變化，到時候我們

可從大樓東側一樓直搭到西側的30樓，中間無須轉乘。由多個電梯車廂以約

每秒5公尺(平均每小時17公里)速度環繞軌道，乘客每15-30秒即可搭乘一班。

執行長派翠克‧巴斯(Patrick Bass)提到：「現在你可以搭乘一種交通工具到

火車站；另一種到公司；然後再換其他方式抵達辦公樓層。但未來，整合的

電梯路線網、電動步道和無人駕駛車終將主宰整個通勤系統。」「你會見證

交通運輸系統於建築物及城市間的重大革新，以後他們將結合呈現。」巴斯

補充道。日前，蒂森克虜伯公司已於位在西班牙的研發中心內打造了1：3大

小的電梯模型，預計今年在德國高樓大廈裡設置一個實際尺寸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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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能上下移動，左右也行： 
德國磁浮電梯 



歐盟學術專欄 

(圖3) 磁浮電梯由垂直到平行的移動過程 

預期效益： 
        雖然將來此發明開始推出後，價格不斐；卻能替高樓節省日常花

費，因為Multi電梯佔用空間比現在的電梯小很多，所以剩餘的面積

可望興建綠色建築。另外，新型電梯本身亦提升了45%的裝載量，意

即一次可容納更多人或物品輸送，具節能減碳的效果。根據蒂森克虜

伯企業官網提供的數據顯示，全世界有超過1,200萬台電梯，而每天

約莫1億人以上搭乘，使用次數高於7億次；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學生研究發現，僅2010年，紐約的辦公室職員總共花費

16.6年時間等待電梯，而Multi電梯只需稍待15-30秒便能搭乘，效率

大幅增加。磁浮電梯介紹影片：https://goo.gl/jDoHiy  

1 2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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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能上下移動，左右也行： 
德國磁浮電梯 

https://goo.gl/jDoHiy


參考資料： 
https://goo.gl/CD1Xno 
https://goo.gl/dzCqDd 
https://goo.gl/nU0f1W 
https://goo.gl/z8UXis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SlAkkS 
圖2：https://goo.gl/CD1Xno 
圖3：https://goo.gl/FZYzAx 
圖4：https://goo.gl/IYF02Y 
圖5：https://goo.gl/s0pMY5 

歐盟學術專欄 

(圖4) 雙層升降梯(double-deck elevator) 

         

關於電梯演進史： 
 西元1845年：首部液壓電梯(hydraulic lift)問世，以液壓驅動，最初使用原

料為水；今以油取代且仍被廣泛使用。 

 西元1853年：美國人艾利莎‧奧的斯(Elisha Graves Otis)研發電梯安全裝

置，避免車廂因纜繩斷裂而摔落，為全球第一台安全電梯，不久後，Otis

電梯公司也隨之誕生。 

 西元1870年：紐約公平人壽大樓(Equitable Life Building)內建了首部載客

電梯。 

 西元1880年：德國發明家恩斯特‧維爾納‧馮‧西門子(Ernst Werner von 

Siemens)推出依靠電力產生動力的電梯。 

 西元1931年：雙層升降梯(double-deck elevator)由Otis公司發明並啟用於

美國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 

 近代：蒂森克虜伯公司發明雙子升降梯(TWIN elevator)，兩個車廂共用井

道，提高載客量。 

 

 

 

(圖5) 雙子升降梯(TWIN elevator)  

https://goo.gl/LPH0EC 
https://goo.gl/sSLxll 
https://goo.gl/MCG8zY 
https://goo.gl/SlAk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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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2016年9月13日，第71屆聯合國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於聯合國紐約總部正式展開。新一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

姆森(Peter Thomson)於會議首日正式宣誓就職，並宣告本屆大會主題為

「可持續發展目標：共同努力改造我們的世界」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Universal Push to Transform our World)。 

[UT2A 廖敏惠/整理]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圖1) 第71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姆森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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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聯合國大會是聯合國主要的審議、決策和代表性機關，由聯合國193個

會員國組成，是唯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機關。大約每年9月份，聯合國大會

會在紐約召開年度會議。會議通常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一般性辯論階段，

第二階段為討論和審議議程的各項議題。 

        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從20日持續到26日。各國領導者以本屆大

會主題「可持續發展目標：共同努力改造我們的世界」為主軸，闡述各自的

外交和內政方針，以及發表其見解和立場。 

        除聯合國大會的會員國外，梵諦岡羅馬天主教廷、觀察員國巴勒斯坦和

歐盟代表團，也享有在此階段發言的特殊待遇。 

自1992年起，聯合國大會便年年針對美國實施對古巴經濟制裁進行投票，

要求美國中止對古巴實施的經濟制裁。以往美國每年皆投下反對票，但隨著

歐巴馬政府重啟與古巴的外交關係後，年的投票中，美國罕見地選擇棄權，

並未反對。 

對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表示，此一決

定代表著在美國實施隔離政策超過55年後，決定轉以「接觸」代替「封鎖」

然而她也提到，此舉並不代表美國政府贊成古巴包括反人道行為的所有政策

與行為。 

聯合國大會 

(圖2) 聯合國大會會議廳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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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第71屆聯合國大會主席，由來自斐濟的彼得‧湯姆森擔任，接替來自

丹麥的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莫恩斯‧呂克托夫特(Mogens Lykketoft)。 

        彼得‧湯姆森於1948年出生在斐濟首都－蘇瓦(Suva)，他曾在斐濟政

府任職，並以外交官身分被派駐在日本和澳洲等國家。2011年至2012年，

擔任聯合國大會副主席。2014年至2015年，接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和聯合國專案事務廳(UNOPS，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Project Services)主席。並於2016年當選第71屆聯合國大

會主席。 

聯合國大會主席 

(圖3) 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主席莫恩斯‧呂克托夫特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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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此外，於10月13日，聯合國安理會宣布下屆聯合國秘書長註的投票結

果，經過六輪的意向投票，最終由葡萄牙前總理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獲選，接替年底卸任的潘基文，於2017年1月1日上任。 

        古特雷斯於1949年出生在里斯本，持工程學位，精通葡萄牙語、英語、

法語和西班牙語。他曾於1995年至2002年擔任葡萄牙總理，2005年至2015

出任聯合國難民署事務高級專員 (UNHCR，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長達10年。 

        各界期盼他出任聯合國秘書長後，可以憑藉自己對國際事務的廣泛知

識和活潑的思維，為全球難民危機以及敘利亞內戰找到解決方法，持續為

受迫害的人發聲，並喚起國際社會的良知。 

新任聯合國秘書長 

(圖4) 聯合國新任秘書長安
東尼奧‧古特雷斯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備註：秘書長一任5年，得連選連任，慣例上以2任為限。提名人選確定後，
候選人必須得到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至少9票支持，並且5個常任理事國沒有
任一國家反對，才能正式獲得安理會提名任命。(資料來源：轉角國際：
《透視：聯合國秘書長，怎麼推選？》，網址：https://goo.gl/JhlGUL) 

https://goo.gl/JhlG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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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19日舉行難民峰會，全球領袖齊聚紐約，展開史

上首次《難民移民大規模移動問題》峰會(The UN Summit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討論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一次「難民遷徙」議題，並

在會議上通過《關於難民與移民的紐約宣言》(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因敘利亞戰爭而引起的難民危機，導致目前全球有6,500多萬國際難民

和流離失所者。本次會議的主旨，在於讓人們體認到，如果不恢復和平與

穩定，敘利亞的人口外流就不會結束。並期望各國領導人簽署文件，共同

參與計畫，達成聯合國難民署設定的目標。 

        然而這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以及歐美國家因難民和移民造成內

部分化，將成為這份文件達成簽署的阻礙。 

 

聯合國首屆難民峰會登場 

(圖5) 敘利亞難民營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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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針對本次聯合國大會舉辦，另有一與台灣有關的插曲：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TAIUNA)於九月份寄雙掛號信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說

明台灣有高達84.8%的民意，希望能夠加入聯合國，而信件遭原封未拆退回。 

對此，TAIUNA理事長蔡明憲認為，聯合國的行為非常不尊重台灣民意

與聯合國普世人權原則，並表示永不放棄，會持續推入聯。  

對於部分團體積極爭取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訴願，美國在台協會前執行理

事施藍旗(Barbara Schrage)曾於今(2016)年6月舉辦的「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會議中表示，她認為台灣加入聯合國「機率是零」，並直指在不公開挑戰中

國的情況之下，台灣仍能維持現有的國際空間：但若希望能獲得擴大參與的

權利，困難度極高。 

台灣申請入聯信 遭原封不動退回  

(圖6)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UN宣達團 

資料來源： 
https://goo.gl/BUBlSp 
https://goo.gl/sCnaSE 
https://goo.gl/0LpMHX 
https://goo.gl/dIUoI3 
https://goo.gl/cUyVg 
https://goo.gl/1ZiUom 
https://goo.gl/rJNCPL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BUBlSp 
圖2：https://goo.gl/eDuQl 
圖3：https://goo.gl/VzpV0c 
圖4：https://goo.gl/0AmZgi 
圖5：https://goo.gl/Rf28t6 
圖6：https://goo.gl/sCnaSE 

第71屆聯合國大會於紐約揭開序幕 

https://goo.gl/BUBlSp
https://goo.gl/sCnaSE
https://goo.gl/0LpMHX
https://goo.gl/dIUoI3
https://goo.gl/cUyVg
https://goo.gl/1ZiUom
https://goo.gl/rJNCPL
https://goo.gl/BUBlSp
https://goo.gl/eDuQl
https://goo.gl/VzpV0c
https://goo.gl/0AmZgi
https://goo.gl/Rf28t6
https://goo.gl/sCnaSE


校外藝文報導 

[UJ3B黃仟惠/整理] 

 (圖1) 模型製作者的聚會，世界攝影新聞社通訊社，約1930年，明膠銀版相紙 

 看穿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法國開創攝影史研究第一人的攝影史學者米榭勒．

費佐以照片為證，打開攝影的黑盒子，娓娓道出攝

影之謎的「完美風暴」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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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暑假高雄市立美術館與巴黎歐洲攝影之家(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 Paris)和法國聶普斯博物館(Musée Nicéphore Niépce, 

Chalon-sur-Saône)合辦一場來自法國的攝影專題展：《看穿  每張照片都

是一個謎》，是高美館本年度最重要的國際藝術展。此展由被譽為開創法

國攝影史研究第一人的攝影史學者米榭勒．費佐(Michel FRIZOT)以其長

年收藏的照片與研究成果為基礎，精心策劃而成，是從照片中的影像著眼，

進而探討攝影本質、美學與史觀之攝影專題研究展。         

(圖3) 位於夏萊墨東的空氣
動力學實驗風洞，紐約時報
攝影通訊社，約1935年，明

膠銀紙相紙 

(圖2) 最後盛放的土石「煙火」，
加州，約1930年，新聞照片，明膠

銀版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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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何以成謎？ 
        照片與繪畫相比，繪畫會因時間流逝而有掉色的可能性，繪畫可能因

此不再受人們吸引；但照片卻不然，照片各個時代所使用的底片及拍攝技

術影響，影像得以留存更久，到今日人們觀看不會因外物因素而影響照片

裡的影像。為何照片可以吸引住人們的眼睛呢？因為照片有著紀錄某個瞬

間的特色，可證實眼前所見的的確曾經存在過。 

看穿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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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佚名，約1910年， 
攝影明信片 

(圖4)佚名，約1910年， 
明膠銀版相紙 

        費佐所謂「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源於此曾在不等於此即是。攝影

影像令我們感到熟悉，在於它是屬於我們視覺空間的一部分，攝影過程中

被記錄的並非主體，而是底片曝光時間所偵測到的光之狀態，拍攝瞬間照

單全收捕捉到的細節，往往超乎人眼所見的真實，逸出拍攝者的目標－照

片中的「謎」，即在攝影過程中自然形成。 

成為攝影者的觀者 
       「如何知曉我們是否看穿了一張照片？」費佐在展覽開幕後的演說提

到，從某個時候開始，我們認為影像取代文字成為人們溝通的方式，確切

說來，是「觀看」取代了文字，現在是透過「觀看」溝通的時代，影像是

訊息的載體，凝視照片，是與影像承載著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目光進行觀

看的交流，所有的照片都是有意圖的，照片的意義不再是內容物，而是解

讀本身。 

看穿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校外藝文報導 

展出時間 

105.07.16- 105.10.30 

101-103展覽室 

週二至週日 9:30 a.m.-5:30 p.m.  

週一休館 

資料來源： 
https://goo.gl/MN7fOZ 
https://goo.gl/mLMg46 
https://goo.gl/BIUWV3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MN7fOZ 
圖2：https://goo.gl/O7A17j 
圖3：https://goo.gl/O7A17j 
圖4：https://goo.gl/O7A17j 
圖5： https://goo.gl/O7A17j 
圖6：https://goo.gl/MN7fOZ 32 

(圖6)《看見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
謎》海報 

觀展心得：  

        這是第一次逛高雄市立美術館，在前往

前先到官網上，看有什麼特別的展覽可以觀

看，神奇的是，我被《看見 每張照片都是一

個謎》此展所吸引住了，當天跟好友一同前

往，該怎麼說呢？這個攝影展真的有別於其

他展覽，一開始先從照片的相紙開始介紹，

到專業的照片拍攝地點、空間，到攝影者以

什麼角度去拍攝照片，是個很棒的攝影展，

值得興趣攝影的大家一同去觀展。 

        展場將照片分成三大區塊，分別是照片

畫面、拍攝形式與過程及影像中的感知世界。

我最喜歡最後的區塊，每個館展者對照片的

感知應該都會有所不同，就是展出者想要讓

觀展者體驗的目的吧！這就是為何每張照片

都是一個謎的原因。 

看穿  每張照片都是一個謎  

https://goo.gl/MN7fOZ
https://goo.gl/mLMg46
https://goo.gl/BIUWV3
https://goo.gl/MN7fOZ
https://goo.gl/O7A17j
https://goo.gl/O7A17j
https://goo.gl/O7A17j
https://goo.gl/O7A17j
https://goo.gl/MN7fOZ


緣起 

  在剛踏入文藻的第一年，我便為了爭取交

換生的機會，努力維持自己的在校成績。身為

一位外語學習者，我認為前往國外擔任交換學

生，除了可以拓展視野，更能精進自己的語文

能力。台灣普遍學習的是「美式英語」，因此

我選擇了英國的沃夫漢普頓大學，希望可以藉

此學習「英式英語」，給自己多一項優勢。雖

然家裡談不上貧困，但要父母拿出這麼一大筆

錢讓我出國念書，實屬不易，因此，我並不是

抱著「旅遊」的心態前往英國，而是以「學習」

為首要目標，以不負爸媽在我身上砸的重金，

並最大化投資報酬率。 
 
課業 
       出國前就已經在口說能力上打下基礎，因此這次出國，最想加強的就

是自己的寫作能力，因此除了開設給外籍生的英文課之外，我自己另外修

的First Year Seminars和Life-Writing，都是寫作課，且這兩門課被歸類在

「創意寫作」，這是台灣很少開設的課程。 

         First Year Seminars是創意寫作中第一學年的課程，意在給學生打下

創意寫作方面良好的基礎，因此這門課的目的在於賞析一固定體裁，而我

去交換的這學期上的剛好是「歌德(Gothic)」，也就是我們東方知道的

「吸血鬼故事」，是英國十八世紀盛行的故事體裁。既然是以賞析為主， 

  

海外特派記者 

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UE4A 黃詩閔/報導] 

(圖1)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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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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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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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的期末作業就是找一項歌德式的作品，來分析、批判其中的元素，

我不是英國當地人，自然對這類的作品沒有太多的接觸與認知。不過所幸

我還知道「暮光之城」，且暮光之城和傳統歌德故事有顯著的不同好讓我

去發揮，例如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可以在白天行動，有別於傳統一曬到太

陽就化成灰的吸血鬼，以及暮光之城中的狼人可隨時變身，不一定要等到

月圓之時。為此，我這門課的期末作品，標題就命名為「Twilight -- the 

New Gothic(暮光之城—新式歌德)」，教授對我這亞洲學生能想到這主題

倒頗有青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Life-Writing，顧名思義就是要描寫自己的人生，期

末作業就是要交一篇個人傳記。「把自己變成一個有故事的人」，在第一

堂課，教授便向我們保證，我們會在課堂中，找到自己的價值，這也是在

我試聽之後，毅然決然地修這門課的原因。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課堂活動，

是教授要我們利用自己名字的每一個字母，作一首藏頭詩，但不論是用

Kelly或Shih-Min，我都作不出任何通順的藏頭詩，此時卻好死不死被教授

點到名，在我最沒靈感的時候，很慶幸地突然一個靈光乍現，想到之前爸

媽幫我刻的姓名印章，印章側面便印有以我中文名字「詩閔」為開頭的藏

頭詩： 

詩如湖海文方偉 

閔睿德賢氣自華 

         

        透過我的發表，我用英文向教授及全班同學，解釋這首詩的意義，並

和大家分享，在華人社會，父母替自己的孩子命名，都是具有意義的，例

如我的「詩」，就代表詩書、知識，而我的「閔」，則有敏銳、智慧之意。

透過那堂課的分享，除了讓英國人了解我們的文化以外，也讓我更了解我

名字的意義，還有自己的價值。 

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宿舍生活 

   既然要把父母投資在  我

身上的錢最大效益化，那麼學

習就不應該僅限於課業上。沃

夫漢普頓大學是一所網羅世界

各地超過2,000名的國際生，恰

巧地我的宿舍也是住了很多國

際生，因此我有很好的機會和

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交流。學

校的宿舍都是單人房，因此廚

房是主要的社交場所，大部分

的派對都會辦在廚房。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廚房是宿舍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交場所。 

不枉費我修的這幾門寫作課，我個人認為我這學期的交換，最大的進步在

於英文寫作。以前在文藻，大三作業最多也不超過750字；然而我這次出國，

三門課的期末作業加起來總共8,500字，隨便一項作業都要1,500字起跳，這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感謝自己撐過來，現在寫作再也不是我的罩門了，現在給我一個主題，

寫超過1,000字的作文，對我已不成難事。回國後填寫的教育部學海飛颺的

成果報告單，我選擇用英文寫出到教育部要求的2,000~3,000字。 

35 

        平時在廚房做菜時，除了可以和室友聊天外，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分

享各國食譜。我最自豪的事蹟，是教會我室友煮台式料理，也是我的拿手

菜－三杯雞。 

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有一次我正要準備我的午餐時，有四名室

友剛好在廚房，我便邀請他們嚐嚐我煮的

三杯雞，室友們都讚不絕口，其中一名室

友Lydia甚至請我教她如何做出這道菜，

說想做給即將來見她的男朋友，也可以回

國後做給家人吃。很開心最後聽到Lydia

跟我分享，說她男朋友來找她那天，她就

做三杯雞給他吃，結果她男朋友很喜歡這

道料理。 

海外特派記者 

(圖4) 初次踏上英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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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三杯雞，是我的拿手菜，也
是我拿來與室友分享食譜的台式

料理。 
旅遊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英國跟台灣

在文化上有顯著的差異，但沃夫漢普頓只是

伯明罕附近的一個小小工業城，若只待在那

個城市而不好好走出去，能開闊到的眼界非

常有限，因此在閒暇之餘及金錢允許的情況

下，我還是會去英國各處走走。離沃夫漢普

頓較近的大城市－伯明罕，只有40分鐘的車

程，因為是英國第二大城市，因此較為繁榮，

工作機會較多，進而可見更多來自世界各國

的人，來求得更好、更棒的工作機會，在路

上見到華人、或其他種族的人，可說是家常

便飯；除此之外，火車站一出來就是購物中

心，再過幾個街區就有中國城，想念中華料

理的我，就蠻常來伯明罕的中國城，而且是

拖著行李廂來掃購。 

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海外特派記者 

(圖5) 橫跨東西兩半求，我在格林威
治天文臺上的本初子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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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過畢斯特，一座擁有各式各樣

名牌outlet的村莊，我也去過南英有些

許不同的建築及人文風情的愛丁堡，

那裏座落著一座和城市同名的城堡，

但去過那麼多城市，倫敦是唯一我深

深愛上、流連忘返，且願意再度拜訪

的城市。既然貴為英國首都兼第一大

城，不難猜到倫敦有比伯明罕更大量

的工作機會，更能吸引世界各國的人

前往定居，在路上能看到的華人的比

例就更高了，所以來到倫敦會讓我感

受到一股親切感，也正因為各種族的

人多，因此他們幾乎沒有種族歧視。 

        相較於沃夫漢普頓，因為只是個小

小工業城，城內絕大多數都是英國當地

人，因此對外來人難免有不了解。另外，

倫敦有太多過去只有在課本上看過，但

至今很難相信自己就踏上的景點，像是

格林威治天文臺、倫敦鐵橋、大笨鐘、

巨石陣……等，最重要的是，哈利波特

迷 如我 ，更不能 沒去 「哈利波 特 

Warner Bros 電影工作室」朝聖啦！ 
(圖6) 哈利波特工作室，是身為哈利

波特影迷的我必須朝聖之地。 

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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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7) 在國際展上與大家分享台灣名產－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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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air 
    「國際展」是最值得一提的課外活動了。沃夫漢普頓大學有超過2,000

名國際生，特此每年的四月都會舉辦國際博覽會，讓每一個國家得以擺

設攤位，展現自己的國家特色。除了利用台北101、夜市、高雄85大

樓……等台灣著名景點，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來布置攤位外，我們更

製作了台灣享譽國際的飲料－「珍珠奶茶」來介紹及分享給來賓們品嘗。

看到來賓對珍珠奶茶千百種的反應真的很有趣，有人喝下第一口，就說

想搬來台灣天天喝「這種玩意兒」；有人很不習慣在飲料裡面加上固體，

因為他們擔心「要是一個不小心忘記咀嚼很容易被噎到」；也有人只喝

奶茶，有人只吃珍珠，有人說早在中國城就喝過，但我們做的比較好喝；

外國人對珍珠奶茶的反應，讓我們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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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8) 在國際展上的辛巴威攤嘗試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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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可以在一間小小的學校中，就可以瀏覽、體驗他們的文化，我

也把握這難能可貴的機會，趁著閒暇之餘，四處逛逛其他國家的攤位。

大部份的攤位皆以「食物」來強調自己國家的特色，  逛到辛巴威攤時，

發現他們呈現的食物竟然是「毛毛蟲」！在辛巴威朋友的鼓吹之下，以

及自己當下不知哪來的勇氣，我也勇敢的咬了一口但是……我發誓我這

輩子再也不要吃毛毛蟲了！雖然準備過程很麻煩，包括想如何場佈，以

及在活動前經常泡在廚房長達一個禮拜，不停的調配珍珠奶茶中珍珠、

糖、牛奶及水的黃金比例，但最後發現參加這活動，可以不用花大把鈔

票，就可以互相交流、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一切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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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9) 在國際展上，榮耀地披上台灣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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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沃夫漢普頓交換學生記 

結語 
    「英國好玩嗎？」「能出國耶，好羨慕。」「看妳臉書都在分享妳去

哪裡玩。」是我經常接收到他人對於我能出國交換的稱羨，然而交換生

這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只有交換生親自走過，才會知道。出國前，我

不停擔心自己是否已做好萬全的準備；出國後，到了一個自己完全不熟

悉國度，天寒地凍、陰雨綿綿、久久無法適應的食物、比台灣還要重上

許多的課業壓力，我曾經懷疑自己為何要花父母那麼多錢，又冒著學分

抵免不完延畢的風險來交換；直到回國後，回首審視自己這沒有留下任

何空白的半年，我方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不愧於精神及金錢上全

力支持我出國的爸媽，最重要的是不愧對於自己。 



Do You Know 

吃膩普通餐館了？帶你一窺歐洲新奇餐廳 
[US4A 許靜嘉/整理]  

(圖1) 便所主題餐廳曾獲
CNN刊登全球最奇特餐廳 

近年來餐飲業競爭激烈，經營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吸引顧客上門

，特色餐館如雨後春筍般地接連開張，台灣這邊有聞名海外的「便所餐

廳」，更曾被CNN評選為全球最奇特的餐廳之一，餐點名稱如同店名一

樣千奇百怪，對我們當地人來說，本土奇妙又有趣的店家或許已然見怪

不怪；而其他國家的餐廳也有他們層出不窮的花招，在歐洲這塊由眾多

國家與文化結合的陸地上，就有令你倍感驚豔的主題餐廳，像是以喪葬

概念為出發點的烏克蘭立維夫的棺材餐館、享用美食當下還可滿足視覺

饗宴的英國倫敦馬戲團餐廳、整間用冰打造的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冰酒吧

等，這些超另類創意將再次顛覆我們的想像世界！ 

(圖2) 餐廳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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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烏克蘭棺材餐廳 (Eternity Restaurant)： 
        烏克蘭人的幽默感是出了名的怪異，這回他們把腦筋動到人類向來忌

諱的「死亡」話題，打造一間以棺材當作賣點的「永生餐廳」，而且不令

人感到意外的是，這間位於烏克蘭立維夫(Lviv)的餐廳由一群送葬業者經

營，整棟建築裡裡外外皆充滿關乎死後世界的聯想，本身外觀就是一個20

公尺長、6公尺高的棺材，甚至被拱上世界最大棺材寶座；與外貌相呼應，

店裡氣氛莊嚴肅穆，漆黑的牆壁和花圈，伴隨一根蠟燭靜置桌子中央，彷

彿身處葬禮，也像呈現生命如風中殘燭般的淒涼，營造詭異又帶點感傷的

氛圍。顧客可以先瀏覽全套葬禮應備品項，再點菜單上依當地喪葬習俗命

名的「九日沙拉」、「四十日沙拉」或叫做「咱們天堂見」的菜餚。雖然

有關餐點評價與資訊極少，但不可否認的是棺材餐廳讓我們不再將死亡視

為絕對禁忌，自然地把它融入日常生活中。 

餐廳介紹影片連結：https://goo.gl/BjkLlS  

(圖3)整間餐廳榮登金氏世界紀錄的最
大棺材 

(圖4)餐廳內部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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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Circus餐廳的亞洲
餐點十分受歡迎 

英國馬戲團餐廳 (Circus)： 
        很多人都有過到餐廳享受美食、聆聽駐唱歌手現場演唱的經驗，但你

體驗過邊用餐邊觀賞馬戲團表演嗎？英國倫敦西區有一間提供客人欣賞馬

戲團表演的餐館，裡頭兼設酒吧與包廂，菜色以泛亞為主，包括壽司、天

婦羅、廣式點心、泰式青木瓜沙拉等。除此之外，店家還特地準備舞台桌

給用餐多達28位的客人們使用，如同其桌名，在周末夜晚時，此區域即為

表演焦點；但別擔心坐在其他桌會產生視野不佳的情形，整間餐廳佔地不

大，因此來店者都能一睹精彩的馬戲團秀。 

官方網站：http://circus-london.co.uk/  
 

(圖7) 店內的特技表演 

(圖5) Circus的內部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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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Icebarcelona的內部景象 

西班牙冰酒吧 (Icebarcelona)： 
        位於巴塞隆納(Barcelona)貢達爾市(Ciudad Condal)的Icebarcelona，

起源於2007年，世界首間完全用冰塊裝潢的海灘酒吧 (共計25噸遠從比利

時運送，相當於超過200個100x50x20公分的冰塊)，靈感來自荷蘭阿姆斯

特丹的Xtracold Icebar Amsterdam酒吧，身為店主的荷蘭企業家把這個

概念帶到地中海附近，室內外溫度差異甚大(高達攝氏40度)的巴塞隆納海

邊。至今Icebarcelona已變成居民平時慣去的休閒場所，亦是遊客們的朝

聖地，店內溫度維持在攝氏零下2-10度，會根據來店人數做變動。其格局

由跨國知名藝術家團隊所設計，大廳風格、燈光效果及陳設的雕像每年至

少會改變一次，不斷替訪客製造新鮮感，今年主題為星際大戰(Star Wars)。 

酒吧網站：http://www.icebarcelona.com/es/  

(圖9) 來店體驗的客人們無不穿著厚外套禦寒 

(圖10) 今年店內的主題：星際大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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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R6Frw9 
https://goo.gl/yt1iy3 
https://goo.gl/J36vEj 
https://goo.gl/aAo2TX 
https://goo.gl/BSEotL 
https://goo.gl/skdIyU 
https://goo.gl/JX3upa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0MS1v4 
圖2：https://goo.gl/0MS1v4 
圖3：https://goo.gl/WpLpCy 
圖4：https://goo.gl/WpLpCy 
圖5：https://goo.gl/wvBER8 
圖6：https://goo.gl/n8JmM 
圖7：https://goo.gl/Yxc95O 
 

覺得意猶未盡？那就再多看個兩間其他地方的怪餐廳吧！ 

哈比屋(Hobbit House)：位於菲律

賓馬尼拉，也曾獲選CNNGo(旅遊

網)世界奇特餐廳之一，放眼望去，

老闆雇用的員工個個皆是侏儒，其

餐廳樣貌也模仿《魔戒》小說裡哈

比人的屋子，有著圓型迷你的大門。 

泰國曼谷保險套餐廳 (Cabbages & 

Condoms)：旨在提倡及教育民眾計畫

生育及其知識，店裡頭隨處可見跟性相

關的擺飾，甚至掛有教導安全性行為的

示意圖，另兼銷售紀念品。創辦人為國

家前公共衛生部長，建立泰國人口與社

區發展聯合會(PDA)，因有感安全性行

為之重要，進而萌生創意，現把餐廳營

收拿來資助PDA計畫。 

餐廳網站：https://goo.gl/wgdR2  

(圖11) 餐廳圓門及員工 

(圖12) 用保險套裝飾而成的人偶 

圖8：https://goo.gl/N7g05H 
圖9：https://goo.gl/BSEotL 
圖10：https://goo.gl/BSEotL 
圖11：https://goo.gl/DGJwYd 
圖12：https://goo.gl/vUyB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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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特樂回來了 

[XF4A 吳珮瑀/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Er ist wieder da 

(圖1) 電影《吸特樂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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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3/3f/%E9%96%83%E4%BA%AE%E7%9A%84%E6%AD%8C%E8%81%B2.jpg


  這部電影改編自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2002年出版的小說，描

述1945年希特勒沒死，在一覺醒來後突然現身二十一世紀的德國。小說一

出版即暢銷全球，令人驚訝的是，電影在德國狂賣7億票房。一向在德國

視為敏感話題的希特勒這一回造成了全球轟動，導演大衛‧溫德(David 

Wnendt)接下小說翻拍電影的重任，並成功詮釋小說的歡樂幽默喜劇感。        

        根據大衛‧溫德本人受訪時，他這麼說：「我覺得拿捏分寸很重要，

你不能拿希特勒的作為和納粹的受害者來開玩笑，但取笑他這個人沒什麼

不對。如果我們總是把希特勒視作冷血怪物或邪惡的化身，把他塑造成我

們無力抵抗的惡魔，我們反而會被過度的仇恨和恐懼蒙蔽，無法正視大屠

殺的罪行和歷史責任，畢竟希特勒的權力是人民一票票賦與他的。但透過

電影幽默的口吻，我們也許可以換個角度把希特勒看作一個凡人，用不同

的觀點去理解納粹歷史。」 

歐洲影劇賞析 

(圖2演員奧立佛麥蘇希(Oliver Masucci) 

(圖3) 導演大衛‧溫德(David Wn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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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Adolf Hitler)： 

奧立佛麥蘇希(Oliver Masucci)飾 

  2011年的夏天，理應跟著納粹德國一起消

失的希特勒睜開眼後發現自己穿越來到了二十

一世紀。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法比安(Fabian Sawatzki)： 

費比安‧巴什(Fabian Busch)飾 

  電視台工作人員，一天進行電視節目拍

攝結束後意外遇到穿越至現代的希特勒。起

初誤會希特勒為狂熱納粹分子。 

貝麗妮(Katja Bellini)： 

Katja Riemann(Karine Viard)飾 

  電視台新上任總理，對節目製作有個人

獨特見解。認為希特勒再現將成為一股風潮，

全力支持推出以希特勒為主題的節目。 

(圖4) Adolf Hitler 

(圖5) FabianSawatzki 

(圖6) Katja Bel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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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拉(Vera Krömeier)： 

弗郎西斯卡‧沃芙(Franziska Wulf)飾 

  帶點龐克風格女孩，任職於電視台，受

總理貝麗娜之託教導希特勒新世代科技事務

以及世代主流走向。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Vera Krömeier 

森森布林克Christoph Sensenbrink： 

克里斯托弗‧瑪利亞‧赫斯特 (Christoph 

Maria Herbst)飾 

  電視台副總理，夢想成為總理，最後趕

走貝麗娜，如願成為總理後，因為錯誤形式

方針導致電視台最終走向危機。 (圖8) G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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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拉奶奶Großmutter Krömeier： 

戈珍特爾(Gudrun Ritter)飾 

  經歷過希特勒統治倖存下來的猶太老女

人，一眼便認出希特勒，並將其驅離。 

(圖9) Großmutter Krömeier 



1945年自殺的納粹元首希特勒在長眠了70年後，一覺醒來後，發現

自己身在德國柏林，然而，他發現眼前所見的德國與他的認知有很強烈

的衝突：戰爭結束了，他一手建立的獨裁國帝已不復存在！他懵然地走

街在頭，卻因未被眾人指點長得太像「希特勒」，竟被電視台人員找上

登上電視節目，因此，搖身一變成為知名度響亮的新世代紅人。現在最

發達的高科技－網路媒體，成為他發號司令、宣傳理念的工具，二十一

世紀的希特勒，依舊持續貫徹他的理念。 

「所以你也必須要譴責那些把票投給了這個怪物的人。」片中希特

勒最後做出總結。希特勒在穿越到現代後親自體驗一遭，影片以新穎的

方式詮釋歷史定價十惡不赦的罪人希特勒。民主制度的好壞，獨裁政治

的壟斷，我們評價歷史總是越理越不清，究竟希特勒在面對現代群眾後

如何評斷自己的作為，影片中自能一探究竟。 

歐洲影劇賞析 

(圖9) 希特勒在現代書店看報紙確認
日期。 

(圖10)  希特勒上節目與主持人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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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小說原著作者叫帖木兒‧魏穆斯，這本

書是他處女作，自出版之後持續刷高銷售紀

錄，甚至擊敗了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

持續銷售榜首位的紀錄，至今小說已有了150

萬冊的銷售量，同時，也被翻譯成30多種語

言版本。 

        在德國，希特勒與納粹一直都是歷史避

免談之的禁忌。然而這本小說不僅以希特勒

為主角，還試圖顛覆他一般給人的印象，而

是以鮮明活潑戲劇化的角色親近讀者。書籍

上市後，讀者和書評家都對這樣新穎人性化

希特勒的感興趣。根據魏穆斯接受《經濟學

人》受訪時，本人這樣回答：「人們把希特

勒當成一個怪物，這很容易解釋為何我們談

論他時並不感到罪惡感， 」魏穆斯說：「他

越強大我們越無法抵擋，這就是為何我們一

直願意把他看作一頭怪物。」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oGCNt2 
圖2：https://goo.gl/Jv8Q05 
圖3：https://goo.gl/3Ogwo 
圖4：https://goo.gl/eoMBja 
圖5：https://goo.gl/Nf7WI 
圖6：https://goo.gl/HVh297 
 

資料來源： 
https://goo.gl/4A80Vj 
https://goo.gl/xARjTX 
https://goo.gl/RRBViJ 
https://goo.gl/YpSfeK 
 
 
 
 

(圖11) 帖木兒‧魏穆斯  
     (Timur Vermes)  

圖7 ： https://goo.gl/MPWQ3o 
圖8 ： https://goo.gl/c5jmxc 
圖9 ：https://goo.gl/bmwU2J 
圖10：https://goo.gl/lziDzm 
圖11：https://goo.gl/d4lH06 
圖12：https://goo.gl/YpSf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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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XE5A 洪庭蓮/整理] 

一九八四 好書介紹 

Nineteen Eighty-Four 

「硬幣上、郵票上、旗幟上、海報上、書籍封面上、香菸盒上，老大

哥的肖像無所不在。眼睛監視著，聲音包圍著，無論睡覺或清醒、工

作或吃飯、室內或戶外、浴室或床上，全都無所遁形。老大哥是黨的

化身，他永垂不朽。」 

(圖1)《一九八四》 封面 
(圖2)「老大哥在看著你」海報標語 

在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裡，用思

想警察、電幕以及謊話連篇的新

聞，監控人民的言行，箝制人民

的思想，而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

學會雙重思想，在撒謊的同時又

真心信仰這些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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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9年出版《一九八四》。

故事背景設定在西元1984年，世界

呈現大洋國、歐亞國以及東亞國三

國鼎立的局面。 

       大洋國發展出高科技產品─電幕

(telescreen)用以監視黨員及人民的

一舉一動，書寫一律以聽寫器紀錄。 

        主角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大洋國政府的「真理部」

工作，掌管全國的新聞、教育和娛

樂，且每天根據黨的需要，印行謊

話連篇的報紙。而其他部門所負責

的都與其部名大相逕庭。「和平部」

負責戰爭，「富裕部」使人窮困，

「仁愛部」酷刑思想「有誤」的叛

徒。 

(圖3)大洋國黨號：「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內容簡介 

    他們奉老大哥為上帝，老大哥是不容質疑的真理，是全知全能的象徵。但

溫斯頓卻開始對黨產生懷疑，似乎有股壓抑已久的情緒正在竄出，他居然想

打倒老大哥……。 

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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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作者介紹 

        在服役期間，歐威爾目睹殖民地統治者的專權與暴虐，深切感受獨裁制

度的可怕，對於自己參與壓迫殖民地人民的行徑感到十分自責，之後便辭去

了職務。 

        歐威爾的求學過程不但使個性內向的他徒增童年以來的自卑心態和孤獨

感，更使他益發厭惡階級制度。這也影響了歐威爾創作的主題，主要是貧困

和政治，著有《巴黎倫敦落難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與《動物農莊》(Animal Farm)等。歐威爾在

複雜詭譎的政治生態中，蘊積了他的政治敏感度。1936年，他為報導西班牙

內戰時況進入巴塞隆納，並參加統一工黨市民軍行列。帶給歐威爾極大的衝

擊，他切身感受共產主義極盡扭曲事實之能力的本質，並決心揭穿其真面目。

對共產黨的反感正是歐威爾後來撰寫《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的動機。 

        歐威爾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和豐富的想像力，洞察人性，勾勒出人類陰

暗的未來，對獨裁政治和恐怖的極權主義作了深刻大膽的剖析。在歐威爾眼

裡，語言是掩蓋真相的布幕、粉飾現實的工具。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

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特性以抵抗暴力並伸張正義。 

(圖4) 喬治‧歐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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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03年出生於

當時隸屬印度的孟加拉，父親是當地英國殖民政府

裡的基層官員。歐威爾幼年回到英國，8歲進入一

所寄宿學校，飽嚐了校內富家子弟和勢利校長的白

眼。14歲憑著獎學金進入貴族化的伊頓公學，開始

接觸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思想。畢業後因經濟考量

而擔任英國皇家警察，前往緬甸服役。 



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王憶琳編譯。
崇文館出版社，二○○六。 
文藻圖書館索書號：7樓英文書庫 823.91 O79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BF77xd 
圖2： https://goo.gl/PsBtjt  
圖3： https://goo.gl/TdkLJB 
圖4： https://goo.gl/tpdkOU 
圖5： https://goo.gl/OWrWzm 

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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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一九八四》讓人不禁思考，小說是為了呈現張力而過度誇飾，

還是現今的世界趨勢真如歐威爾所預言？細想一下，和我們生活密不可分

的電子產品，是否如同使人無所遁形的電幕(Telescreen)？只是和小說裡

的不同，現代電子產品加了便利性作障眼法，像溫水煮蛙，察覺不到危機；

媒體產業就像大洋國的「真理部」，背後的意識形態操控輿論；政府和財

團聯手欺瞞人民，使人民活在假象的小確幸裡。 

        當你開始留意周遭，把《一九八四》的情節對照現今，許多問題便一

一浮出檯面：社會言論是否遭人控制風向？人類未來的藍圖是否早已被人

預設好了？是什麼主因導致貧富差距極端化？這些是否如歐威爾所預言呢？ 

        答案就藏在細節裡，只是我們被表象的世界唬弄。即便你內心深處有

千萬個疑惑，仍難抵抗主流趨勢的龐大水流，它會在你發現問題前就把你

沖往下個話題。 

                 《一九八四》可能讓你覺得

危言聳聽，但誰又能保證這世界

是以人類的幸福平等為終極目標

邁進？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應該留意每件事背後的緣由，

而不是毫無疑問的接受訊息。 (圖5) 電影版《一九八四》片段，被網友拿
來惡搞暗諷臉書像老大哥一樣監視人民 

https://goo.gl/BF77xd
https://goo.gl/PsBtjt
https://goo.gl/TdkLJB
https://goo.gl/tpdkOU
https://goo.gl/OWrW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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