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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列茲敦士登，一個位於瑞士與奧地利中間的小國，領土不過160平方公

里，我們所居住的高雄市便有約2,951平方公里；市、國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幅

員差距，也存在著極高的收入所得差異。騎著車便能悠哉走完整個國家的愜

意，一不留意便抵達國界。這樣一個歐洲小國，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與經濟

發展，並能逐漸成為GDP人均收入極高的富裕國家?  

不簡單的小國，本期的歐洲主題專欄：列茲敦士登。 

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 
人們走來走去 

他們圍繞著自己 
像一匹匹馬 
圍繞著木樁 

 
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 
偶爾，也有蒲公英飛舞 

沒有誰告訴他們 
被太陽曬熱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遠去 
遠離即將來臨的黑夜 
死亡是位細心的收穫者 
不會丟下一穗大麥 

 
－顧城《在這寬大明亮的世界上》 



 土耳其道歉後 與俄聯手打造天然氣管線

https://goo.gl/sA9lZV(地球圖擊隊 10月11日) 

 

 巴黎首家吸毒室將對外開放 自備軟毒品可合法注射

https://goo.gl/FXUZBx(關鍵評論網 10月12日) 

 

 人生已圓滿 荷蘭打算進一步助人自殺

https://goo.gl/IpBggT(地球圖擊隊 10月13日) 

 

 紀念英雄還是兇手 美國哥倫布日留不留

https://goo.gl/uHz08F(地球圖擊隊 10月13日) 

 

 受英國脫歐結果影響 蘇格蘭擬再度舉行獨立公投

https://goo.gl/nl6wnL(關鍵評論網 10月14日) 

 

 歐洲人如何評議美國總統和美國大選

https://goo.gl/5zFj8l(大紀元 10月15日) 

 

 德意志銀行危機深重 可能裁員20%                   

https://goo.gl/y1N2yt(大紀元 10月16日) 

[UT2A 廖敏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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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https://goo.gl/sA9lZV
https://goo.gl/FXUZBx
https://goo.gl/IpBggT
https://goo.gl/uHz08F
https://goo.gl/nl6wnL
https://goo.gl/5zFj8l
https://goo.gl/y1N2yt


新聞深度報導 

「黑色星期一」獲勝 
波蘭國會否決全面禁止墮胎法案 

波蘭現行法令禁止墮胎，除了嚴重的胎兒畸形、母親健康及生命受

威脅，以及因刑事行為(如強姦或亂倫)成孕。而極右派執政黨－法律正

義黨(PiS)，於今年9月底推動具爭議性的法案，要求全面禁止墮胎，並

把墮胎醫師的最高刑責，從2年提高到5年。此項提案引起波蘭民眾大規

模反對。波蘭數萬女性上街抗議，反對政府擬立法全面禁止墮胎。波蘭

眾議院以352票反對、58票贊成、18票棄權的懸殊票數否決該項法案。 

[UT2A 廖敏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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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一」獲勝 
波蘭國會否決全面禁止墮胎法案 

(圖1) 波蘭數萬女性上街抗議 



新聞深度報導 

民眾穿黑衣 罷工表達怒火 

反墮胎提案引起波蘭社會的怒火，上萬名民眾舉行罷工，身穿黑衣聚

集在華沙的國會大樓前抗議，對這個幾乎禁止所有墮胎行為的禁令表達不

滿，波蘭其餘城市與歐洲各地也都有零星的抗議行動。 

此次抗議規模大到超乎所有人的想像，所有人高舉「拯救女性，不是

限制她們！」的標語，喊著「我們要醫生，不是傳教士！」、「自己的子

宮自己決定」、「女人只是想要基本權力」等口號。 

科學及高等教育部長兼副總理雅羅斯瓦夫‧高文(Jarosław Gowin)表

示︰「我希望能令擔憂波蘭會全面禁止墮胎的人釋慮，這法案不會通過。

當一名女性被強姦而懷孕，或生命受到威脅時，她不會被禁止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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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一」獲勝 
波蘭國會否決全面禁止墮胎法案 

(圖2) 民眾身穿黑衣罷工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s://goo.gl/qeC0l4 
https://goo.gl/pyM4xt 
https://goo.gl/1ccN5E 
https://goo.gl/2xEnhK 
https://goo.gl/YIxwwm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VCzumr 
圖2：https://goo.gl/I7Kj0k 
圖3：https://goo.gl/Fj0Fiy 

無視抗議聲浪，波蘭保守派欲強化墮胎法 
儘管國會否決全面禁墮胎的提案，法律正義黨領袖卡臣斯基

(Jaroslaw Kaczynski)表示：「我們將竭力確保即使懷孕遭遇艱難情況，

亦即孩子活不了或嚴重畸形，也能將嬰兒產下，以讓孩子受洗、埋葬、

有名字。我們將竭力確保波蘭墮胎數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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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一」獲勝 
波蘭國會否決全面禁止墮胎法案 

(圖3) 法律正義黨領袖卡臣斯基 

https://goo.gl/qeC0l4
https://goo.gl/pyM4xt
https://goo.gl/1ccN5E
https://goo.gl/2xEnhK
https://goo.gl/YIxwwm
https://goo.gl/VCzumr
https://goo.gl/I7Kj0k
https://goo.gl/Fj0Fiy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列茲敦士登(Fürstentum Liechtenstein)，德語意為：「發光的石

頭」 ，位於阿爾卑斯山腳下，因夾在奧地利與瑞士兩內陸國之間，人稱

雙重內陸國，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雙重內陸國之一(另一個為烏茲別克)，

16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只有台北市的2/3大，當你沿著河川騎著腳踏

車，不用花上兩小時就能完成全國南北大縱走，就算沿著國境邊緣開車

繞一圈，也只要半小時就能搞定，如此彈丸之地，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國

家，卻擁有極高的國民收入水準，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約達15萬

美元，僅次於摩納哥(Principauté de Monaco)的17萬美元，高居全球第

二，全都歸功於它的特殊產業結構。   

[XG4A 王新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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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列茲敦士登 Fürstentum Liechtenstein 

人口 3.7萬 

面積 160.4平方公里(約台灣1/250) 

首都 瓦都茲(Vaduz) 

官方語言 德語 

宗教 羅馬天主教 

貨幣 瑞士法郎(CHF) 

政府 單一制議會制 
君主立憲國家 



歐洲主題專欄 

買來的國土 
        名字源自「列茲敦士登家族」，該家族原是12世紀奧地利的貴族。17

世紀時，「列茲敦士登家族」的成員，積極參與奧地利政務。後來，為了

在神聖羅馬帝國(Sacrum Romanum Imperium)的議會擁有一席，於是購

買了現今列茲敦士登的土地。 

        1719年1月23日，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正式宣布

這裡為獨立的公國(封建制度下公爵或女公爵的封地) ，並賜名「列茲敦士

登」，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國。但立國後，列茲敦士登大公就一直居

於鄰國，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前一年(1938年)，才正式搬回國。 

(圖2) 黃色區域為列茲敦士登 
右方是奧地利 、左方為瑞士 

(圖1) 右圖為列茲敦士登 
面積只有台北60%大小 

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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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 

          列茲敦士登國內產業主要分成：工業(製

造業)37%，服務業28%，金融業27%，其他

8%。原本以農業為經濟命脈，一次世界大戰

後奧匈帝國解體，與奧地利結盟的列茲敦士

登，一度因為貨幣嚴重貶值，曾成為貧窮國，

於是列國毅然決然轉頭瑞士懷抱，除了在關

稅與貨幣結盟，貨幣採用瑞士法郎外，甚至

直接解散軍隊，將國防外交事務，委託瑞士

全權負責，也因雙方組成中立聯盟，讓列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免於受到德國納粹的

侵略且大幅降低國內財政負擔。 

 

歐洲主題專欄 

        但因人口少市場小，欠缺自然資源，只能全力發展精密工業，像喜利

得手工電動工具(Hilti)，名聲享譽全球，其陶瓷假牙也是全球市佔率第一，

最大的假牙公司義獲嘉韋瓦登特(Ivoclar Vivadent)，每年賣出6千萬組假

牙，銷往全球120國，每天都能賣出10噸重的假牙。 

        除了機械、紡織、金屬、金密儀器、陶瓷等製造業外，列國國庫收入

還有一大部分來自銀行、旅遊、和郵票銷售，據統計，當地有四成的工作

職位都屬於金融服務業；其中，私人銀行暨資產管理公司(LGT)最為有名，

由列茲敦士登王室百分之百持有的全球最大私人銀行，總資產超過300億

美元，此集團過去是幫歐洲貴族管錢，如今服務對象換成了億萬富翁、政

商名流，正因列國稅賦低且私密性佳，自然而然地成為避稅天堂與高生活

水準而著稱的富裕小國。LGT的快速崛起，除了低稅率是一大誘因，與王

室之間的緊密關係，更讓其他銀行難以望其項背。   

(圖3) 列茲敦士登有郵票王國
之稱，歷代王室也成為圖像

之一 

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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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茲敦士登王朝 

        迄今延續900年，已經連續25代歷久不衰，成為歐洲最富有的王室家

族，旗下擁有金融集團，收入非常可觀，但列國王室名下的資產還包括奧

地利境內的土地、森林以及城堡，藝術收藏品更是多到數不清，但列國王

室不僅不花納稅人和政府的一毛錢，營收入所得同樣要上繳國庫。LGT集

團董事長，菲利浦親王(Prince Philipp)儘管年近70，每天依然工作12小時，

這或許是列國能不斷保有高度競爭力且王室能延續富有的最主要原因。 

 

          

歐洲主題專欄 

(圖4) 親民且受人愛戴的菲利浦親王 

(圖6) 列茲敦士登國徽 

(圖5) 列茲敦士登國旗 

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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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goo.gl/MI8qE8 
goo.gl/gq5Dto 
goo.gl/KeiwUS 
goo.gl/Vw5toR 
goo.gl/sySyHJ 
goo.gl/ukI5XU 
 
延伸閱讀： 
goo.gl/WHLBXp 
goo.gl/kPxQk7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bG5fMd  
圖2：goo.gl/W7yydx 
圖3：goo.gl/BN4O1w 
圖4：goo.gl/gcuyJV 
圖5：goo.gl/ZdluoB  
圖6：goo.gl/XTL6lb 
圖7：goo.gl/iwPAAm  

低稅率高薪財政 

        列國一向走精簡務實風格，全國部長級官員只有5人，國會議員25位，

人事成本降低，相對來說政府也降低了財政負擔，自然跟著採取低稅率政

策，因此，人才也被低稅高薪所吸引，列國採用17.1%的個人固定所得稅

率，不僅把台灣比下去，鄰近的德國、瑞士及奧地利也相形失色，列國有

51%的工作人口都是來是外地。即使工時長，人才競爭激烈，失業率僅有

2.3%，為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王室資產為2,380億台幣，零外債、零國債，

且不論從王室政府到企業，人人工作都樂在其中。 

 

     即使列茲敦士登是靠金融業躋身富國行列，但出色的假牙製造與建築

工業，卻也讓它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而台灣，同樣身為小國，我們發展

出的精密機械與醫療生技的卓越技術，相信一樣也能在國際間擁有自己的

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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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小國翻身富國 
列茲敦士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列支敦斯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列支敦斯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列支敦斯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cUc5qKeiMt=446.616943613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2347
http://m.niusnews.com/index.php/mobile/view/32710
http://blog.ylib.com/jimyang/Archives/2010/08/02/161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YqVXdwh0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yAc-5gLEM
https://goo.gl/bG5fMd
http://pic.pimg.tw/chihyuan7772/1322612750-3731516555_n.gif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2016/0526/08/25/20160526082511619.jpg
http://imgs.niusnews.com/upload/imgs/default/15MarN/0401KING/11.jpg
http://www.readworld.com/geguo_guoqi/liezhidunshideng_guoqi.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1/18/Staatswappen-Liechtensteins.svg/2000px-Staatswappen-Liechtensteins.svg.png
http://qcyn.sinaimg.cn/2011/0809/U5546P1032DT20110809095658.jpg


基因不只來自父母， 
全球首例「三親胎兒」 

歐盟學術專欄 

[XF4A吳珮瑀/整理] 

(圖2 )粒線體的示意圖： 
(1)內膜，(2)外膜，(3)皺褶，(4)受質 

  基因不再只來自雙親！自從去年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合法化「三親」

人工受精技術的國家。三親胎兒的議題持續備受關心。如今，一對約旦夫

婦因為基因缺陷問題，經歷多次胎兒流產或夭折，近來他們找上一名美國

華裔醫生，利用新的基因技術－粒線體註轉移療法(Mitochondrial transfer)

成功讓他們產下嬰兒，更驚人的是這名嬰兒擁有父親、母親及捐贈者3人

的DNA，創下世界首例。 

(圖1) 三親胎兒基因 

基因不只來自父母，全球首例「三親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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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世代相傳的粒線體DNA其實變化不大，子女的粒線體
DNA只遺傳自母親，而不會來自父親。與大多數DNA不同的
是，粒線體DNA並不在染色體內，也不在細胞核中。粒線體
是存在於所有動、植物細胞質內的小型囊狀構造，負責產生細
胞活動所需的能量。每個粒線體都有自己的DNA，能夠自行
合成蛋白質。 (資料來源：科學人雜誌，網址：
https://goo.gl/BlRRCA) 

https://goo.gl/BlRRCA
https://goo.gl/BlRRCA


  所謂粒線體轉移療法(Mitochondrial transfer)在人工受精上也被稱

為「三親」，即是指嬰兒會接受到來自母父親雙方以及1名女性捐贈者

的DNA，可以說是胚胎是經過基因改造。 

  這項技術包括干預受精過程，移除作為細胞內小型能源電池的粒線

體。如果粒線體有缺陷，可能引發遺傳疾病，像是致命心臟問題、肝衰

竭、腦部疾病、失明與肌肉萎縮症。 

歐盟學術專欄 基因不只來自父母，全球首例「三親胎兒」 

(圖3) 「三親」DNA嬰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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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了改善這個問題，醫

生採用的粒線體轉移療法會取得

母親卵子中的細胞核DNA，將它

植入捐贈者移除DNA的卵子中。

這個過程不論在受精前還是受精

後進行皆可。因此，寶寶依舊擁

有雙親的細胞核DNA；而女性捐

贈者的部分則出現在粒線體DNA

上，但整體上，捐贈者的DNA並

不會佔超過小孩基因的1%。 



  此外，接受最新醫療技術的約旦女子沙班(Ibtisam Shaban)因患有

萊氏症候群(Leigh syndrome)註，其1/4的線粒體出現異變，讓她難以產

下健康的嬰兒，在經過數次懷孕產子失敗後，沙班決定求助最後向美國

紐約新希望生殖中心(New Hope Fertility Centre)的創始人張進(John 

Zhang)團隊求助。張進醫生採用了名為紡錘核移植(Spindle Nuclear 

Transfer)的技術，首先取出沙班的卵子核後，植入已被去除卵子核的捐

贈者卵子內，並進行授精製造了5個胚胎，然而只有1個成功，最後植入

沙班體內。沙班在9個月後順利產下男嬰哈桑(Abrahim Hassan)，小男

嬰是世界上首例擁有3個父母基因的嬰兒：擁有父母兩人的基因外，同

時還有捐贈者的線粒體DNA。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s://goo.gl/zAeoo0 
https://goo.gl/eZN9eP 
https://goo.gl/QBxXZg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tx8ws4  
圖2：https://goo.gl/zo5WGI   
圖3：https://goo.gl/P6xDlG   
圖4：https://goo.gl/d7b5rJ  
圖5：https://goo.gl/B7P1hM  

基因不只來自父母，全球首例「三親胎兒」 

(圖4) 美國華裔醫生張進 

註：萊氏症候群(Leigh Disease、Leigh Syndrome或
稱萊氏症) 是一種早期發病漸進式神經性退化的遺傳
疾病，好發於3個月到2歲的幼兒，此症是因為粒線體
基因體點突變或電子傳遞鏈中的酵素缺乏，導致患者
行動力退化，發病後的存活率亦不高。 
(資料來源： https://goo.gl/QBxX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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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經歷四年，由古巴共產黨政府主持，於古巴首都哈瓦那(Havana)的

商談後，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 

Calderón)及哥倫比亞革命軍(Las FARC)首領提莫千科(Timochenko)終在

今年9月26日，多國見證下，用子彈打造的鋼筆簽署最終和平協議，結束

持續了半個世紀、傷亡慘重的血腥內戰，這幾十年來，政府與反叛軍談判

過數次，希望能達成和平共識，如今雙方好不容易攜手共同簽訂契約，卻

因為爾後舉行的公投結果變卦，反對派居然以些微差距險勝，讓眾人萬分

訝異，究竟合約遭否決後的哥倫比亞未來會如何? 政府會再採取什麼樣的

策略來解決這糾結國家數載的棘手問題? 

－－－－－－－－－－－－－－－－－－－－－－－－－－－－－－－ 

背景資料：根據BBC、The Guardian、RPP Noticias等媒體針對Las FARC

與和平會談、人民公投的相關報導所提供的分析、說明，加以彙整編輯。 

[US4A 許靜嘉 /編譯] 

(圖1) 哥倫比亞總統(右)與反政府軍首領
(左)簽署最終協定的儀式現場－加勒比海

岸殖民城市卡他赫納(Cartagena)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圖2) 加勒比海岸殖民城市卡他赫納
(Cartagena)(箭頭所指)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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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3) 前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
(Álvaro Uribe Vélez)亦反對此次的和平協議 

為何談判遭公投否決？ 

        舉行公投前，最新的民調顯示在3,400萬具投票權的人口當中，有66%

的人贊成這項最終協議，代表約三分之一的人民持反對立場，可能曾是

Las FARC暴行下的受害者居多；但顯然大家還是相當看好10月3日公投揭

曉時，將會是哥倫比亞歷史性的一刻－和平協議生效，反政府軍解散。豈

料事與願違，結果跌破大家眼鏡，當日有1,300萬民眾前往投票，投下反

對票佔了50.2%，小贏49.8%的贊成民眾，換算成實際票數，反方僅以6萬

票之差粉碎桑托斯引領的支持派的停戰美夢。根據反方說法，他們認為

Las FARC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而協議內容非但忽視其惡劣行徑(只須

承認不必坐牢)，甚至讓他們在解除組織後，進軍國會，受害者們難消心

頭之恨；此外，前哥國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Álvaro Uribe 

Vélez)也表示Las FARC不應保有非法獲得的金錢，且萬一屬左翼派的前

游擊隊隊員從政後，哥倫比亞就會陷入左翼獨裁政治；他亦認為反叛軍需

承擔罪過，以彰顯正義及消彌人民的憤怒。 

(圖4) 公投結果分布圖(綠色區域為贊
成；紅色則是反對)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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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關於最終和平協議 
 Las FARC有180天的時間解除武力，並把近7,500位隊員移至聯合國設

置的解除武裝區域(disarmament zones)。 

 「政治罪行」可保證赦免，但不包含戰爭期間的屠殺、殘虐及強暴行

為。 

 目前Las FARC已允諾停止製造毒品；政府也承諾在不種植非法作物情

況下，幫助農民生計。 

 Las FARC轉型為政黨並在268席的國會上擁有10個席次。 

 一旦協議簽訂，歐盟制裁(EU sanctions)即終止，據歐盟官方所說，六

個月後Las FARC將永遠從歐盟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 

 政府和軍隊雙方承諾提供鄉村地區土地、貸款及基本服務。 

 總統桑托斯表示協約是公平的，犯下戰爭罪行的人會為其所作所為負

責。         

(圖5)哥倫比亞境內出現Las FARC的地
區(黃色圈圈) 

(圖6) 武裝衝突事件發生地區，顏色
越深代表越多起，綠色為最少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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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什麼是Las FARC？ 

         Las FARC或FARC-EP為Las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Ejército del Pueblo的簡稱，中譯：哥倫比亞革命軍－人民軍，

是哥倫比亞規模最大的反政府軍隊，成立於1964年，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

(Marxism–Leninism)，其創始者主要為務農人士，受1950年代古巴革命

影響而建立，以反抗當時哥倫比亞嚴重不平等社會現象(上層階級的人擁

有大部分土地)，而其成立前，國家已歷經長達10年因總統候選人豪爾赫·

埃利澤‧蓋坦 (Jorge Eliécer Gaitán)遭暗殺所引發的「暴力時期 (La 

Violencia)」也就是說，哥國其實早已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況。在冷戰

時期結束後，因共產黨不再予以援助，Las FARC遂從事毒品交易及綁架

獲取經費，變成大家眼中的恐怖組織。與政府敵對超過50年的戰爭中，軍

隊遍布哥倫比亞、祕魯、委內瑞拉、巴西、巴拿馬等中南美國家，共計約

600萬人流離失所、20萬人死亡、16萬人失蹤、3萬人遭綁架，使人民飽受

水生火熱之苦。數年前，透過美方經濟協助及軍事特訓下，政府開始大力

討伐，許多Las FARC首領相繼陣亡。1984年起，組織和政府展開和平約

談直至今日，即將達成的協議卻在最近的公投出爐後仍舊未果。 

(圖8) Las FARC現任領導人－提
莫千科(Timochenko) 

(圖7) Las FARC的旗幟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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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9) 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 Calderón) 

  

哥倫比亞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 

Calderón) 
 出生於1951年8月10日的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á)，現年65歲。 

 曾任外經貿部部長(1991-1994)；財政與公共信貸部長(2000-2002)；國

防部部長(2006-2009)；現為哥倫比亞第32任總統(2010就職)。 

 2005年以前為哥倫比亞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Colombiano; PLC)；

後創立民族團結黨(Partido Social de Unidad Nacional)。 

 爭議事件：2008年，任職國防部長期間，曾對位於厄瓜多(Ecuador)

的Las FARC陣營進行轟炸卻未告知厄瓜多政府，導致兩國間產生外

交危機。 

 從2012年開始，致力與反政府武裝組織(Las FARC)進行協談直到現今

於9月26日簽署協議，為哥倫比亞創下和平里程碑，10月7日挪威諾貝

爾委員會(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肯定其

努力，隨後桑托斯表示會把獎金，合計93萬美金(約3,000多萬台幣)捐

給飽受內戰所苦的民眾們。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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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r77AXQ 
https://goo.gl/BsOLkR 
https://goo.gl/57IJ9A 
https://goo.gl/aatPOe 
https://goo.gl/Eo2tfO 
https://goo.gl/IYi7bg 
https://goo.gl/aQkli1 
https://goo.gl/A9yKyi 
 

圖3：https://goo.gl/7zh9Yd 
圖4：https://goo.gl/TQ39y5 
圖5：https://goo.gl/kXUqf1 
圖6：https://goo.gl/kXUqf1 
圖7：https://goo.gl/aatPOe 
圖8：https://goo.gl/dJwkM9 
圖9：https://goo.gl/Jqs7Vy 
圖10：https://goo.gl/xDK12i 
 

世界觀點 

哥倫比亞政府的下一步 
        儘管投票結局出乎意料，桑托斯仍不放棄終結內戰的目標，說道：

「直到我任期的最後一秒，我依然堅持追求國家的和諧。」反叛軍首領

提莫千科則對協議復甦的可能性有信心，雖然他或許不會想重新協商部

分條約內容，例如政府答應給坦承罪行的人減刑等。10月13日，幾千名

哥倫比亞民眾在首都波哥大(Bogotá)的國會前展開遊行，其中包括學生、

農民與原住民領導人，要求通過此次協議，支持者贈送受難者家屬白茶

花，象徵和平。同日，桑托斯表示會延長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與Las FARC

對談，力圖保住雙方協約。許多新聞媒體將桑托斯處境與英國前首相大

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相比，因公投結果皆非其所願，但不同的是，

桑托斯並不走向辭職一路，而是表明會繼續為哥倫比亞的和平奮鬥。 

https://goo.gl/xDK12i 
https://goo.gl/qiduFn 
https://goo.gl/OKpKcu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onnNMJ 
圖2：https://goo.gl/RJ9r7I 
 

(圖10) 眾多遊行者手持白茶花象徵和平 

聚焦南美－哥倫比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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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4A 羅沛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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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韓岱三重奏》演出宣傳照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這次來台表演的曲目將帶來巴洛克時期大師的經

典音樂作品，如巴赫 (J.S.Bach)、拉摩 (J. Ph. 

Rameau)、勒克雷爾(J. M. Leclair)、馬蘭馬瑞(M. 

Marais)、歐特泰爾(Hotte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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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歐洲古樂界著名的名家三兄弟，「韓岱三重奏」(Trio 

Hantai)由大鍵琴演奏家皮耶 (Pierre)；古提琴演奏家傑若米

(Jérôme)以及吹奏古長笛的馬可(Marc)所帶來巴洛克名曲。三兄

弟的音樂氣息在歐洲獨領風騷，其父賽門‧韓岱(Simon Hantai)

為法國重要的畫家。 

(圖2) 韓岱兄弟受邀到世界知
名地演出 

  談到他們的音樂之路，從小受到父親影響極

為深刻。韓岱兄弟受邀到世界各地知名演奏，堪

稱歐洲音樂界的活動要角，曾參加許多音樂季演

出，比如荷蘭古樂音樂季、波斯頓古樂音樂季、

法國La Roque d‘Anthéron音樂季等。 

Trio 
HAN
TAI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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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傑若米(Jérôme)演奏古提琴 (圖4) 皮耶(Pierre)演奏大鍵琴 (圖3) 馬克(Marc)吹奏古長笛 

  「古樂」(Early Music)源自於中世紀時期，包含了巴洛克音樂，也就

是這次的表演的音樂曲風。在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式音樂延續了宮廷亦

或是富麗堂皇的教堂的音樂風格，也跟著歐洲歷史流傳至今。音樂是能讓

真實的感受存在你面前，而歐洲古樂演奏的氛圍，絕對能讓聽眾感受到內

心的澎派。即將在台舉行的音樂會，將帶來知名大師們的曲目，值得去聆

聽其價值！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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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音樂 

        巴洛克音樂(Baroque music)中的Barocco一詞於葡萄牙語中

有著「不夠完美的珍珠」之意，是西方藝術音樂，約興盛於西元

1600年到1750年，這個時代的音樂延續了西元1500年時文藝復興

時期的經典。這個時期的作曲家像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巴赫(J.S 

Bach)。 

  追朔到早期的巴洛克音樂)起初是在後期的文藝復興時期由

一群人文主義者、音樂家、詩人及知識分子引領的風潮。首先出

現於歌劇中，後因巴赫(J.S Bach)的作品，達到顛峰之境，提升

了音樂的地位，也持續了150年之久。 

(圖6) 巴洛克時期音樂劇院(西元1747年)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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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岱三重奏」三重奏另

曾參與電影配樂工作；1991年，

法國電影《日出時讓悲傷終結》

(Tous les matins du monde)，

由皮耶 (Pierre)與弟弟傑若米

(Jérôme)參與這一部電影的配樂

之一，演奏出巴洛克式舞曲的

旋律及故事。 

        這部電影曾獲得第42屆柏

林國際電影節官方評選；在

1993年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

提名。 

2 0 
1 6 

11/24  (四)19:30  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11/25  (五)19:30  高雄市音樂館演奏廳  

演 出 資 訊 

(圖7) Tous les matins du monde電影海報 

資料來源： 
https://goo.gl/6ewIsI 
https://goo.gl/9u7uYm 
https://goo.gl/yvbN2r 
https://goo.gl/eBtk1a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JBv0UW    圖6：https://goo.gl/p3u49C  
圖2：https://goo.gl/Fm2TLw   圖7：https://goo.gl/Nx4oPF 
圖3：https://goo.gl/WTjstt 
圖4：https://goo.gl/Pr7Eor 
圖5：https://goo.gl/sYbc8j 
 

韓岱三重奏 歐洲古樂饗宴 

https://goo.gl/6ewIsI
https://goo.gl/9u7uYm
https://goo.gl/yvbN2r
https://goo.gl/eBtk1a
https://goo.gl/JBv0UW
https://goo.gl/JBv0UW
https://goo.gl/p3u49C
https://goo.gl/Fm2TLw
https://goo.gl/Nx4oPF
https://goo.gl/WTjstt
https://goo.gl/Pr7Eor
https://goo.gl/Pr7Eor
https://goo.gl/Pr7Eor
https://goo.gl/sYbc8j
https://goo.gl/sYbc8j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US4A陳小營/撰] 

(圖1) 薩拉曼卡主廣場  

        我從大一剛入學就想參加交換生項目，可以體驗到歐洲的文化，

教育，這三年一直努力學習，每科成績都保持良好。我的爸爸媽媽也

很支持我，一致同意我報名交換生，他們也想讓我走出華人區開開眼

界，對西班牙有一個更深入的瞭解，並強化西語。因為我是大陸的學

生，中間的手續也會有很多和台灣學生不一樣的地方，辦手續的過程

也是鍛煉自己的一部份。 

26 

(圖2) 學校的書店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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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學校生活 
         我的課程是語法課、口語課、文化課程及口語技巧練習。班上的同

學大多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和巴西，還有少數同學來自瑞典和芬蘭。

課程都是由西班牙老師全西語教學，按照不同的等級分班上課。 

        第一個月因為不太適應，所以分到的班級比較基礎，老師講的語速

也很合適我們當時的水準。我第一次聽全西語的語法課和口語課，聽著

比較吃力，但是因為是小班制，要是聽不懂可以提問，老師會用另外一

種講法解釋，直到你真的聽懂為止。第一個月我在課堂，和寄宿家庭每

天的西語環境磨練下西語進步很大。 

(圖3) 班上同學集體合照  (圖4) 幫一位德國男生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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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生活   

        在西班牙讀書不外乎就是要享受他們不同文化，比如節日、街頭表演、

文化節、書展，還有他們的Bar文化。  

飲食部分 

        每天早上8:00吃早餐、中午14:00吃午餐、晚上21:00吃晚餐，剛開始因為

他們的午餐時間相對於在大陸和台灣比較晚，常常課上到一半餓肚子，也會

有些不習慣那裡的伙食，後來上課都會帶些水果或麵包課間吃，之後也適應

了住家的飯。 

海外特派記者 

(圖5) 住家的飯菜 
28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住家的早飯很簡單，一般都是牛奶、

果汁、烤土司和巧克力醬。午飯晚飯有湯、

牛排或雞排和魚，有時候是雞腿和義大利

面，最後還有甜點。有時候也能吃到當地

的特色，像海鮮飯Paella，蛋餅Tortilla還

有番茄湯Gazpacho。剛開始因為飲食結構

改變總是會覺得消化不良，晚飯不想吃，

或者因為太油上火，第一個月不光是語言

的難關，還有要適應他們本地人的生活方

式和飲食方式。 

(圖6) 番茄湯Gazpa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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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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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日常生活 

        每天放學用完午餐後就是讀書或睡午覺，逛街，或者去附近的游泳

館游泳，有時候會和朋友在廣場邊吃tapas邊看日落。週末我會出去走

走，有一次寄宿家庭的奶奶帶我去一個市集參觀，鄰居也帶我去過他們

在鄉下的家，體驗到了很多他們當地的文化。週末也會參加些學校的校

外活動，有去西班牙內地的，也有去葡萄牙里斯本的。學校課後也有很

多興趣班可以報名，比如說吉他課、烹飪課還有各種運動，這些活動我

們的學費有包含，所以是免費的，去辦公室登記就可以了。 

(圖7) 在義大利朋友家吃飯 (圖8) 鄰居Moisés鄉下的家 

(圖9) 在住家做中餐 (圖10) 班級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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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西班牙旅行 

交通 

        薩拉曼卡的主要交通有火車(Renfe)、公車(Avanza、Alsa……)或是

Blablacar。透過這些交通可以到達西班牙所有城市，火車也可以通往國

家。可以在網站上查詢班次時刻、訂票，也可以在車上買。 

旅館 

        旅館我一般在airbnb和booking上訂，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和你要的價

格範圍去選，我旅行很多都是住青旅，雖然條件比星級旅館簡陋，但是

覺得出去都是消費父母的錢，還是想把這些開支控制在最小範圍，而且

青旅的設施也滿足了你的需求，而且可以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可以用

到英語、西語聊天，用最節省的辦法做了很多有價值的事。 

(圖11) 聖周遊行 (圖12) 法雅節(F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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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法雅節(Falla) 

        我對三月的法雅節印象十分深刻，我和一起交換的台灣同學週五請

假和週末的時間去了瓦倫西亞(Valencia)，我們在去西班牙之前的寒假就

商量好法雅節一起去瓦倫西亞，所以我們寒假就在airbnb上訂了房間，

我和我的同伴訂了一間上下鋪的房間，合計一人兩晚40歐，住家的房東

很熱情，我們聊了很多，兩天的相處很融洽。我們來回交通是大巴

Avanza，因為兩地距離比較遠，所以週五和週日的時間大多都在路上，

主要是週六在參觀，我們參觀了法雅博物館，沿街參觀了很多雕塑，晚

上看到了他們的樂隊遊行和點燃雕塑神奇的一刻，這次旅行不光是領略

他們的節慶文化，也體會到了大家一起旅行互相陪伴的樂趣。也可以先

到馬德里之後坐高鐵到達瓦倫西亞，但是消費會比較高。 

(圖13) 法雅節當天的盛況與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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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西班牙北部 

        我覺得西班牙北部的城市像San Sebastián、Santander和Bilbao的景

色是全西班牙最美的。那邊雖然沒有太多景點，但是當你漫步在海灘上，

享受這北部的陽光，在山上眺望著和法國的分界線，你會覺得你是  世上

最幸福的人。 

(圖14) 西班牙北部的海景 



  

             

海外特派記者 

33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交換日記 

心得 
        通過這次交換生活動，我不光西語有所進步，也更加瞭解自己想要什

麽，對自己也有更清楚的認識，也懂得了感恩。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

這次留學他們很支援我，剛大學入學他們就和我說了學習語言要出國深造

的重要性，有想出去闖蕩的心也少不了家人在背後的支援；也要感謝照顧

我的寄宿家庭奶奶，我西語的提高有她很大功勞，也通過她瞭解了西班牙

人的日常生活和西班牙的家庭。 

    去西班牙前一直覺得自己的西語還算不錯，但是到西班牙才發現根本沒

有自己想的那麼簡單，每次和西班牙人說話都要想著這句話的語法怎麼說

才正確，他們說快了我也聽不太懂，到4月左右才慢慢適應。現在西語可

以不用怎麼想就能表達出來。如果沒有這一學期的磨練我肯定達不到這種

效果。所以我們就是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到一個不熟悉的環境去鍛煉自

己，知道自己還需要什麽，讓自己進步。 

(圖15) 西班牙北部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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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法國人都在看什麼書？ 
 

 

根據法國國家圖書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公佈的一項民

意調查：法國平均每人每年讀書約16本。 

事實上，法國人十分偏重文學，除了當代小說外，法國歷史上出現

的文學大師，其經典作品，時至今日，仍然一版再版，廣受歡迎。 熱愛

文學，同時又會法語有興趣的人絕對不能錯過這幾位法國名作家。 

 

[XF4A 吳珮瑀/整理]  

(圖1) 法國密特朗國家圖書館 

你知道法國人都在看什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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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曾根據書籍銷售量而列出的最受歡

迎的古典與近代文學家排行榜： 

 

1、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法國19世紀文學家，有「短篇小說之王」之稱，他的小說《項鏈》  

在許多閱讀課程裡時常被引用。 

 

2、莫里哀(Molière)： 

法國17世紀喜劇文學大師，為「法蘭西精神」代表。認為法語是

「莫裡哀的語言」。 

 

3、左拉(Émile  Zola)： 

法國19世紀重要文學家，同樣也代表自然主義文學。 

 

4、加繆(Albert  Camus)： 

法國20世紀小說家，同時也是哲學家、戲劇家和評論家，1957年

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異鄉人》和《鼠疫》。 

 

(圖2) 卡謬(Camus)  

你知道法國人都在看什麼書？ 



Do You Know 

  
 
 

5、雨果(Victor Hugo)： 

法國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

皆是出自其手。 

 

6、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英國20世紀偵探小說作家，其多部作品被翻拍成電影。 

 

7、茨威格(Stefan Zweig)： 

奧地利20世紀猶太裔作家，擅長人物的內心分析及描寫，著有多篇名

人傳記。 

 

8、安東尼‧德‧聖艾修伯裡(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法國20世紀作家，也是飛行員，其著名經典《小王子》直到現代依舊

風靡全球。 

 

 

(圖3) 安東尼(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和小王子被印在50元法郎上 

你知道法國人都在看什麼書？ 

36 



37 

Do You Know 

  
 
 

(圖4) 信鴿法國書店(Librairie Le Pigeonnier) 

資料來源： 
https://goo.gl/2Z4wYS 

  塞納河岸邊的舊書攤、拉丁區小巷或街道上的書店以及遍佈全法國

的書店(FNAC)，甚至是在公園、咖啡館、地鐵車廂還是飛機內，彷彿

哪裡都能捕捉到閱讀者的身影。 

想知道法國人都在閱讀什麼書嗎？和法國朋友想討論文學卻苦無

方向？下一回站在琳瑯滿目的書架前，還苦惱著不知道要從哪本書下手，

那麼不妨從這些經典中下手吧！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LDz5mk   
圖2： https://goo.gl/QIv86Q 
圖3： https://goo.gl/2o6fg3 
圖4：https://goo.gl/iG89oq 

你知道法國人都在看什麼書？ 

https://goo.gl/2Z4wYS
https://goo.gl/LDz5mk
https://goo.gl/uXZpLc
https://goo.gl/QIv86Q
https://goo.gl/2o6fg3
https://goo.gl/iG89oq


柏靈頓：熊愛趴趴走 

[HE2C 尤睛晶/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Paddington 

(圖1) 電影《柏靈頓：熊愛趴趴走》(Paddington )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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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Paul King                                         產地：英國及法國 
劇本：Paul King, Hamish McColl           原著：《柏靈頓熊》 
 
 
 
  
 

P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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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祕魯旅行時，探險家克萊德發現了會直立行走和說話的熊Pastuzo和

Lucy，他與它們快樂的生活了一段時間，送了一頂帽子給他們，邀請他

們未來到自己居住的大城市－倫敦去拜訪。數年後，小熊柏靈頓出生了，

她從阿姨和叔叔的口中得知倫敦的種種。一次大地震過後，熊叔叔遇難

了，於是熊阿姨只好讓小熊隻身去倫敦找到一個屬於牠的家。 

 

 

 

       

 

 

 

                               

 

 

                                                                           

                                                                      (圖2) 在車站等待有人回應的小熊 

 

         在火車站，小熊認識了布朗一家，布朗家的成員對牠的態度非常兩

極化。布朗先生不願意帶小熊回家，布朗夫人卻堅持要讓小熊在他們家

過夜。儘柏靈頓管在布朗家裡惹了麻煩，它卻幫助警方抓獲了一名錢包

慣竊，成為倫敦報紙上的英雄，並得到布朗先生子女的熱愛。 

故事簡介 
 

P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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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朗一家不斷尋找那位探險家克萊德的住處，但有一次布朗先生由於柏靈頓惹禍，

而與夫人發生爭吵後，柏靈頓決定離開布朗家，卻落入到了米莉森女士的手中，米莉

森要把柏靈頓製作成一幅熊標本。 

   

  最後在布朗一家的救助下，柏靈頓得救，米莉森被法院判處在寵物動物園裡從事

社區服務，柏靈頓成為布朗一家的新成員後，它寫信告訴露西阿姨說它已在倫敦找到

了一個幸福之家。 

(圖3) 布朗一家人對抗米莉森博士 

Padd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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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柏靈頓 Paddington 

原本居住在南美洲的小熊，由於一場大地震失去了親愛的叔

叔。於是姑姑把給了牠很多罐的橘子果醬，把牠送到了倫敦

讓牠在那裡找一個家。牠在火車站認識了布朗一家，開始了

一連串的冒險。 

對家裡的子女過度保護，使得其和家庭的關係不和睦。一開

始因為安全顧慮全然反對柏靈頓的入住，後來卻逐漸的改變

了自己的態度，且幫忙柏靈頓打敗邪惡的博士。也因此改變

了她和家中子女的關係 

角色介紹 
 

Paddington  

(圖5) 布朗先生 (Mr.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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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富有愛心的藝術家，在火車站的時候義不容辭的

收留了柏靈頓。在整個故事中，她不停帶著伯靈頓一起去

尋找那位曾經到過祕魯的自然學家。 

探險家克萊德的女兒，克萊德由於拒絕為自然學會取得熊標

本而被學會開除，導致克萊德一家生活窘迫，米莉森決定要

把柏靈頓製作成熊標本。 

Paddington  

(圖7) 米莉森(Millicent Clyde) 

(圖6) 布朗太太(Ms.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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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想 
 

         這整齣戲用一種比較活潑，幽默的方法呈現了不同人生百態，還有人情冷暖。一

開始柏靈頓在大城市倫敦火車站的行人們唾棄，大家都帶著有色的眼光評斷這隻來自

祕魯的小熊。直到晚上牠就快要放棄希望時，布朗家族看見了牠，善良的布朗太太和

她的兒子立刻邀請小熊與他們同住。雖然布朗先生極力反對，卻還是幫忙照顧小熊。 

故事進行到一半時，有位邪惡的女博士想要抓走柏靈頓去當標本，布朗一家努力的保

護牠。 

Paddington  

為了找到當初去祕魯的那位探險家，布朗先生甚至男扮女裝陪柏靈頓進去探險協

會找資料，這裡有個情節讓我印象很深刻，布朗先生假扮的那位女清潔沒有左手，而

布朗先生四肢健全，所以引起了保全的懷疑。後來為了消除保全的懷疑，布朗先生聲

稱自己裝了義肢。保全人員用胸針刺布朗先生的左手以驗證他的說法，布朗先生不僅

沒有出賣柏靈頓，還趕緊把他拉到身後保護。 

(圖8) 小熊和布朗先生在自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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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整齣戲的情節很緊湊，且小熊初入人類社會時鬧出的笑話切中了我

的笑點。牙刷被牠用來掏耳朵，浴室被弄到淹水，浴缸順著旋轉樓梯滑下

來，每一個場景的鋪排還有音效都讓這齣動畫變得更加生動。 

Paddington  

(圖9) 小熊乘著浴缸沿樓梯滑下來 (圖10) 浴室被小熊弄到淹水 

對於人性的刻畫，作者以輕鬆的方式帶入，布朗太太是一個願意傾聽

故事，有同理心及創意的藝術家；布朗先生曾是一個大膽勇敢的男人，卻

因為子女的誕生變得小心翼翼，過度保護導致他和小孩們的疏離。這個故

事讓人不禁反思家庭成員間的相處方式，藉由和小熊的相處，布朗先生也

在管教與自由之間取得了一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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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5oS0hK  
https://goo.gl/t6LTW9 

圖6：https://goo.gl/vttr5v 
圖7：https://goo.gl/X7E4Ch  
圖8：https://goo.gl/BRVLVK  
圖9：https://goo.gl/nTACVX  
圖10：https://goo.gl/ettSKp  
圖11：https://goo.gl/U8z6s3  

         這部戲當中，導演還帶入了各種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歷史介紹。例

如：英國人有100多種可以形容下雨的說法；或是以前曾有一段時間，因

為戰亂而流浪的孩子會被掛上名牌，在火車站等著新的家庭接納他們，

新的家庭會視他們如己出等。 

(圖11) 柏靈頓：熊愛趴趴走廣告海報 

Paddington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gnNw9g  
圖2：https://goo.gl/WnK4qd  
圖3：https://goo.gl/haP0e2  
圖4：https://goo.gl/HHvCju  
圖5：https://goo.gl/RWLvA7  

這整部電影裡有著濃濃模型童書插畫風的在多雨倫敦街頭街景，動

作戲也都很到位，緊張刺激又扣人心弦。 雖然牠是一部動畫片，但卻適

合各個年齡層的人觀看。也許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柏靈頓，希望被接

納、被認可，有個可以依靠的家和溫馨的生活吧！ 

https://goo.gl/5oS0hK
https://goo.gl/t6LTW9
https://goo.gl/vttr5v
https://goo.gl/vttr5v
https://goo.gl/vttr5v
https://goo.gl/X7E4Ch
https://goo.gl/X7E4Ch
https://goo.gl/BRVLVK
https://goo.gl/BRVLVK
https://goo.gl/nTACVX
https://goo.gl/nTACVX
https://goo.gl/ettSKp
https://goo.gl/ettSKp
https://goo.gl/U8z6s3
https://goo.gl/U8z6s3
https://goo.gl/U8z6s3
https://goo.gl/gnNw9g
https://goo.gl/gnNw9g
https://goo.gl/gnNw9g
https://goo.gl/WnK4qd
https://goo.gl/WnK4qd
https://goo.gl/haP0e2
https://goo.gl/haP0e2
https://goo.gl/HHvCju
https://goo.gl/HHvCju
https://goo.gl/RWLvA7
https://goo.gl/RWLvA7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 

[UC3B 黃紀禎/整理] 

好書介紹 

Vom Verstummen der Welt:  
Wie uns der Verlust der Artenvielfalt kulturell verarmen lässt 

大自然是一切的起源， 
但會不會哪一天，我們不再能從自然中尋找答案…. 

(圖1) 書本－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中文版封面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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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好書介紹 

如果物種、思維和想像變得越來越單一，
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是否曾經想過世界上是否有和你
長得一模一樣的人，而你卻從來不認識
他或是你們是來自部同父母的小孩？ 

自從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動物棲
息地縮減、遭破壞，許多動物面臨生存
危機，有些動物卻發揮超高適應力對抗
艱困的環境。如果這些生物消失或是世
上只剩下一種生物又會怎樣？ 

作 者 馬 歇 爾 · 羅 比 森 (Marcel 
Robischon)描述他人生經驗中看到的種
種，自然界與人類共處的美好時光，同
時也看到有些動物發揮高能適應力，在
世界各地存活，但隨著科技進步，基因
工程技術突破，牠們無法單獨地存活。 

在羅比森擔任森林保育員時，看見
自然與人類的拉鋸戰，科技與自然競爭，
勝出的究竟是人類還是自然界？大自然
是人類的好朋友，是一切的源頭，如果
大自然消失，我們就不能尋求根本。 

(圖2) 書本中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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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很久以前，南方大海的一座小島住著一群烏龜。 

  烏龜從來沒有見過活潑、羽色斑斕的鷓鴣，牠們覺得鷓鴣十分漂亮，

一定是鳥中之王，因此對牠非常友善。鷓鴣每天翱翔、啄食榖粒，晚上回

去烏龜身邊。 

  漸漸地，鷓鴣與烏龜變得十分要好，對於每天必須短暫離開烏龜而感

到傷心。於是烏龜們提議：『如果翅膀讓你不得安寧，那就拋下它，用鳥

喙拔掉你前翼的羽毛。』鷓鴣毫不猶豫地聽從建議，把羽毛全部拔掉，成

為不會飛翔的鳥。 

  一天，鷓鴣在海邊遇見一隻貂，牠立即往鷓鴣的方向撲過去，失去飛

翔能力的鷓鴣早已失去逃生能力，最後牠被貂吃了。烏龜知道後十分傷心：

我們應該要明白，上帝賜予每種動物不同的才能，無論羽毛或龜殼，都不

應輕易放棄。 

— 節錄 章之四：烏龜之島 
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 

48 (圖3) 台灣鷓鴣鳥圖 

(圖4) 貂－肉食性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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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馬歇爾‧羅比森(Marcel Robischon) 
   

  來自德國弗萊堡(Freiburg im Breisgau)，旅行足跡遍布全球，曾於弗

萊堡(University of Freiburg)及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就讀森林

學，並於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取得生物學博士學位。 

 

  曾任職於弗勞恩佛荷大氣環境研究協會及德國國會科技評估辦公室，

並於美國加州聯邦森林管理局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且於弗萊堡大學森林

及環境科學院擔任學術顧問。目前於弗萊堡教育大學自然科學中心擔任教

授。 

 

現著：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導致文化貧乏一書。 

作者介紹 

譯者簡介：林欣怡 
 

  德國慕尼黑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輔仁大學德文系學士，專長領域為

文學分析與中德文互譯。目前定居於德國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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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s://goo.gl/0loywC 
https://goo.gl/Frosj9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K31cLO 
圖2：https://goo.gl/d6w9nC 
圖3：https://goo.gl/SJCf6Y 

  當科技進步到每個橘子的甜度是一模一樣

的，沒有比較酸或是比較難吃。而人類的味覺

停留在甜而失去酸苦辣，你會不會對這樣的未

來感到恐懼，亦或是自得其樂？ 

  我不禁聯想到，1996年第一隻複製羊桃莉

誕生在世界上，生命的發展可以受到科技影響，

未來人類是否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創造另一

個自己？ 

  書中提到：「水泥塊和一個陌生軀殼強行

入侵。『集合住宅』取代山谷原有的有機體住

宅，以水泥搭建而成，傾立在山坡上，保護著

裡面的人和牲畜。」   

  人類破壞生態，改變環境，如果物種、思

維和想像變得越來越單一，自然界多樣性的降

低，顏色、香氣和聲音的消失，現代化開發、

濫墾濫伐以及人類單方面肆意妄為的剝奪生物

生存權，面對未來物種單一化的世界，人類是

否還能稱霸一切？ 

 

讀後感想 

(圖5) 第一隻複製羊－桃莉 
(D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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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本書成功吸引

到我，文中也舉出很多例

子佐證物種單一化的缺點，

不過整體來看，實際上作

者在內容沒有表現出物種

單一化的世界會變成如何，

這部分並未呼應我對於本

書的期待。 

圖4：https://goo.gl/VZz4fK 
圖5：https://goo.gl/9Ej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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