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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2月4日，歐盟境內2會員國分別舉辦重要選舉：奧地利的總統選舉和義

大利的憲法公投。 

奧地利總統大選由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舉得勝利。競選

期間，范德貝倫展現出溫和、親歐和強調人道的形象，其競爭對手霍費爾

(Norbert Hofer)則代表國內的右派勢力，外界認為若霍費爾獲勝，對於移民

議題和是否續留歐盟皆將產生影響。故該選舉結果出爐後，歐盟無疑鬆了口

氣。 

另一方面，由義大利總理倫奇(Matteo Renzi)政黨所提出的憲法改革政策

於公投中遭受挫敗，倫奇如公投前所承諾般在獲知結果後宣布辭職。義大利

總統瑪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是否會慰留或接受其辭職，先委由民主黨新

領導人組成看守政府，並於倫奇原訂任期結束後(2018年)，方才進行國會選舉；

抑或如反對黨北方聯盟(Lega Nord)所要求的解散國會、重新改選，都是持續

關注的焦點。(新聞來源： https://goo.gl/9j3wXB) 

歐盟園區本期《新聞深度報導》即以義大利為何進行憲法改革公投為題，

進行深度的資訊整理與報導，並於後期(127期)電子報中針對公投結果、效應、

發展進行後續報導。 

2016年，全球各國進行的選舉、公投等民意調查，反應出該國人民在政

黨主張、社會關懷、國際外交、經濟發展等各層面的影響之下，對於國家未

來發展的期望與立場；無論結果懸殊或近似，政治局勢的走向總隱含著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的力道，更有種牽一髮動全身的微妙與相對。 

身處這個時代，最好或最壞並非視個人藍圖勾勒，但永遠選擇為人權與

和平勇敢發聲，便會是自己心中最驕傲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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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9j3wXB
https://goo.gl/9j3wXB
https://goo.gl/9j3wXB


 威尼斯人沒有家 11/12這天的地球24小時
https://goo.gl/HJLuBh(地球圖輯隊 11月14日) 

 法國球星獵大象 揭辛巴威保育危機 
https://goo.gl/Wwi9zn(地球圖輯隊 11月12日) 

 巴黎恐攻，低調沉默的一周年忌日 
https://goo.gl/unKqee (聯合新聞網 11月14日) 

 義大利總理倫齊…恐淪民粹祭品 
https://goo.gl/MoXdVx(聯合新聞網 11月14日) 

 記者來鴻：忍無可忍 法國華人憤怒了
https://goo.gl/OMohQ7 (BBC中文網 11月7日) 

 
 記者來鴻：英德對話 雞同鴨講？ 

https://goo.gl/PvPbSr(BBC中文網 11月3日) 

[XF4A 吳珮瑀/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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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XF4A 吳珮瑀/整理] 

(圖1) 義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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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繼美國大選後，備受全球矚目的莫過於是義大利將於12月4號的修憲

公投。於今年9月26日義大利國會定案後，由義大利總理馬泰爾‧倫齊

(Matteo Renzi)推動的憲法改革公投即將舉行。在公投前，總理曾一度誇

下公投失敗便辭職的海口。如今，初步資料統計，全義大利支持與反對的

比例分別為：39.6%：60.4%。可以這麼說，若是公投失敗，總理下台將提

早義大利新總理競選。而目前在義大利國內支持率較高的是疑歐主義的五

星運動民粹黨(Movimento Cinque Stelle)，這樣的時局不免讓人開始疑慮，

若是政黨五星運動取得執政權，到時義大利是否可能脫離歐盟，成為繼英

國後決定脫離歐盟的國家；義大利身為歐盟創立前身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六

大國之一，若真脫歐將大大改變歐盟歷史。 



義大利現任總理 

 

 

 

 

 

 

(圖2) 義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 

 

 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  

 1975年1月11日出生 

 2004年至2009年擔任佛羅倫斯省(Firenze)省長 

 2009年至2014年2月任職為佛羅倫斯市長 

 2013年12月獲選民主黨總書記 

 2014年2月起任命為義大利總理 

 2014年2月18日，倫齊得到組閣授權，當年39歲的他成為了國家歷史上

最年輕的政府領導人。 

 

新聞深度報導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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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公投憲法改革 

       此次義大利公投主要針對政治制度改革，並改革義大利龐大的官僚體

系和低落的行政效率。總理馬泰爾‧倫齊與他所屬的民主黨在2014年前的

4月就已經提出政治改革議案，但當時議案並未得到義大利法案規定的

2/3議會投票通過，因此根據憲法，執行議案需另舉行公投判定是否立法。 

       而義大利最高法院在今年的8月8日許可舉行總理發起的修憲公投案，

總理並於9月時正式將公投日期訂在今年12月4日。 

 

關於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新聞深度報導 

(圖3) 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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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運動為義大利的民粹主義政黨，

並為國內最大反對黨。由畢普‧格里洛

(Beppe Grillo)和吉安羅伯托‧卡塞雷吉奧

(Gian Roberto Caceregio)創立於2009年，

以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環境保

護主義 (Environmentalism) 及民粹主義

(populism)作為其基礎理念；該政黨對歐

盟態度趨於保守。此黨在2013年義大利國

會大選上取的勝利，遂成為國內第一大黨。

近年來，在國內支持率不斷攀升。 



義大利修憲法案 

       倫齊的憲法改革若是通過將剝奪參議院的立法權，進而讓權力得以分

散到基層。他深信唯有通過這樣的改革才能解決現況、振興經濟，並且穩

定政府，以下為義大利憲法修正案主要理念： 

 改變國家的政治架構 

 修改選舉法 

 刪減現有的315名議員參議院至100名 

 目前參議員由選舉產生，改革以後由中央政府在地方議會中挑選參議

員 

 改變國會成為一院制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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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義大利總理府 



義大利國內不安穩 

       目前義大利是歐盟第三大經濟體，然而實際國內經濟是一蹋糊塗。此

外，義大利央行公布今年4月的數據，由義大利銀行業造成的不良貸款額

高達3,600億歐元，龐大金額逼近義大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4；且今

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算，至今義大利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已高

達18%。低利率下的弱盈利能力和過於龐大的不良貸款已經開始讓義大利

銀行業吃不消，光是今年內市值估計可能蒸發超過40%。IMF也預計，最

糟的情況之下必須到了2025年，義大利國內經濟才能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

相同水平。 

除了經濟因素，義大利政治上也同樣面臨著各大難題，包含：尚待

解決的難民問題、政治上競爭相逼的右翼民粹主義以及「五星運動」、

「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等疑歐派政黨的挑戰。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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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義大利央行危機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s://goo.gl/fHA6hU 
https://goo.gl/CtWTRA 
https://goo.gl/77Vwdi 
https://goo.gl/C16mxw 

背景圖：https://goo.gl/A8fsdj  
圖1：https://goo.gl/LU0qGF  
圖2：https://goo.gl/Zl3F9K  
圖3：https://goo.gl/fHA6hU  
圖4：https://goo.gl/DkFm5A 
圖5：https://goo.gl/0zGiao 
圖6：https://goo.gl/0P8WJt  

義大利公投國內態度曖昧，官僚不支持 

       義大利最新民調指出，實際上不論支持與反對改革方案的人數都不

相上下，且目前仍有40％的民眾尚未表態。令人意外的是，在義大利政

壇上，大部分的在野或反對黨派都是持反對憲法改革意見；甚至連總理

所屬的義大利民主黨(PD)也有反對聲浪傳出。 

        不過，不論結果是通過或失敗，義大利都將面臨一波嚴厲的國內考

驗。若是不幸議案失敗、總理請辭，代表直至2018年新一屆的大選來臨

之前，都將由臨時政府領導義大利，不僅可能造成國內一輪激烈政治動

蕩，甚至有可能牽扯到整個歐盟，進而影響全球經濟。 

步上英國脫歐後塵？ 
義大利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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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義大利國會 

編按：義大利修憲公投於12月5日台灣時間早上6點結束，雖然正式結果
尚未出爐，但由總理提出的憲改方案已確定挫敗，總理馬泰奧‧倫齊宣
布辭職。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團隊將於後期(127期)電子報中進行詳細整
理。(新聞來源：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12-05/79738) 

https://goo.gl/fHA6hU
https://goo.gl/CtWTRA
https://goo.gl/77Vwdi
https://goo.gl/C16mxw
https://goo.gl/A8fsdj
https://goo.gl/LU0qGF
https://goo.gl/Zl3F9K
https://goo.gl/fHA6hU
https://goo.gl/DkFm5A
https://goo.gl/0zGiao
https://goo.gl/0P8WJt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12-05/7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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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4A 羅沛芸/整理] 

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蒙特內哥羅 Montenegro 

人口 約67萬人 

面積 13,812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 位於東南歐 

首都 波德里查(Podgorica) 

官方語言 蒙特內哥羅語 

貨幣 歐元 

宗教 東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 

  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塞爾維亞語：Црна Гора、Crna Gora)，

也譯作黑色的山，同時因景色的關係也被稱作「原生的美麗」，位於巴爾

幹半島西南部的小國，在西南邊為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領土面積為

台灣的1/3大小。對這個國家最具影響的無非是在2006年6月3日經過公民

投票成功後，國會正式宣布獨立；並於同年成為聯合國承認的第193個國

家。目前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 

(圖1) 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國旗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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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 
  蒙特內哥羅位於巴爾幹半島，西部緊鄰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

國家別名被稱為「黑山」係因是擁有大片的森林及高山，從遠處看像極

了黑色的山，故得此名。該國地勢高低落差大且起伏劇烈，擁有100多

座的高山，此外，因緊鄰地中海域亞得里亞海，海岸線達約290公里，

來到這個國家不僅能到山上滑雪、體驗海灘細沙地的觀光景色，還能探

訪人文景觀濃厚的世界遺產。在阿爾巴尼亞與蒙特內哥羅邊境上的「斯

庫臺湖」(Lake Skadar)是巴爾幹半島最大的湖泊。 

(圖2) 紅色區塊為蒙特內哥羅位置 

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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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六個國家 
(紅色區為還沒獨立的塞爾維亞) 

經濟發展 
  蒙特內哥羅主要經濟體系以服務業為主，在出口方面以鋼鐵業為主。

在2006年獨立後觀光業成長快速，因為峽灣及沿海景點，也讓遊艇業帶

動觀光整體表現。 

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歷史背景 
  蒙特內哥羅前身為1910年建立的蒙特內哥羅王國，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加入協約國，並幫助盟國塞爾維亞王國。蒙特內哥羅原屬於南斯拉

夫聯盟共和國(簡稱：南聯盟)六國之一，其中4個國家先後獨立後，只剩

下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為聯盟共和國裡僅存的成員，被聯盟合稱作塞

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雙方約定於2006年前皆不能提出獨立。 



歐洲主題專欄 

(圖4) 在公投成功後人民高舉國旗歡呼 

獨立公投 

  蒙特內哥羅於2006年5月舉行公民投票，獨立派以55.5%的得票率險勝。

同年6月3日，蒙特內哥羅國會正式宣佈獨立，後經聯合國承認，成為第

193個國家。並在符合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規定之獨立公投通過得

票率達55%成為獨立國家。 

  此次公投在歐盟的監督下順利地舉行，促成蒙特內哥羅獨立運動成功

之靈魂人物為現任總理－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他的政治

生涯在17歲開始展開，一開始加入蒙國(Montenegro)及南斯拉夫聯盟共和

國(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領導階級的優秀青年，1996年

後因為與塞爾維亞斷交後，向人民積極倡導宣布獨立的改革思想。 

  相較於過往南聯盟國家的獨立公投曾發生內戰、動盪的局勢，蒙特內

哥羅的獨立公投被許多大國公認相當和平，和平的投票主因除了在於政府

態度堅定，再者巴爾幹半島的內戰教訓，也讓人民趨向於和平相處。 

(圖5) 蒙特內哥羅現任總理 
 米洛‧久卡諾維奇 

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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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左)與蒙國總理米洛‧久卡諾維
奇(右)為達成加入北約握手示意 

加入北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

NATO)在2015年底邀請蒙特內哥羅加入，但因地理位置讓俄羅斯產生戒

心，多次收到俄羅斯的警告，因為以往巴爾幹半島是俄羅斯(蘇聯)的重要

軍事基地，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前後大致都加入了北約組織，僅剩蒙特內

哥羅及塞爾維亞尚未加入。 

在俄國極力反彈下，蒙特內哥羅仍持續進行加入北約的協商與作業，

2016年初在多次談判及合約儀式簽訂後，在2016年5月19日，北約堅持開

放門戶，同時北約秘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獲得28個

成員國議會的批准之下，宣布蒙特內哥羅成為第29個會員國。 

(圖7) 北約旗幟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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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圖8) 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貨幣 

不是歐盟會員國卻使用歐元？ 
在首頁介紹中曾提到蒙特內哥羅的官方貨幣為歐元，但蒙特內哥羅並

非歐盟會員國之一。事實上，蒙特內哥羅與前期電子報中所介紹的安道爾

一樣，並無該國專屬貨幣。1996年時，蒙國政府因與塞爾維亞斷絕關係後，

開始使用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當時為私人和銀行交易所用，直到

1999年才正式被認可為官方貨幣。 

2000年因為德國政府改成歐元，蒙國也跟著不使用馬克為貨幣，取而

代之的是官方貨幣改成歐元，也成為第一個非歐盟會員國採用歐盟為官方

貨幣；根據《BBC》報導表示，透過使用歐元作為官方貨幣，能幫助國家

加快改革，並讓經濟發展更為快速，增加投資者信心。 

(圖9) 歐元(Euro)貨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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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和平的獨立－蒙特內哥羅 



相關新聞報導： 
蒙特內哥羅：俄國人企圖政變殺害總理 
【中央通訊社】 https://goo.gl/47onPT  
 
Plotting to kill PM was backed by Russians 
【Global NEWS】 https://goo.gl/Pf3TRM  

歐洲主題專欄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SF2IBc  
圖2：https://goo.gl/DOPLxp  
圖3：https://goo.gl/tdHe0m  
圖4：https://goo.gl/kN0A3I  
圖5：https://goo.gl/GdrZBP  
圖6：https://goo.gl/s330FI  
圖7：https://goo.gl/GVx1OU  
圖8：https://goo.gl/gq6k9k  
圖9：https://goo.gl/9lSWUJ  
背景圖：https://goo.gl/YmIvkm   

資料來源： 
https://goo.gl/xKYtez  
https://goo.gl/mje9DW  
https://goo.gl/xu9WNV  
https://goo.gl/Az55XN  
https://goo.gl/6HqtqG  
https://goo.gl/wL6gSq  
https://goo.gl/MVEk5w  
https://goo.gl/tMXnrl  
https://goo.gl/kN0A3I  
https://goo.gl/jUAbZQ  
https://goo.gl/2Oh8Vw 
https://goo.gl/SjOL2J   
https://goo.gl/5jGyHC 
 
 
  
  

蒙特內哥羅重點整理 

蒙特內哥羅主要宗教為東正教。 

地勢高低落差大，有許多高山組成，海岸線長。 

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南方，西部緊鄰亞得里亞海。 

2006年6月3日，蒙特內哥羅公民投票，並宣布獨立。 

2016年5月19日受邀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於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正

式成為第29個北約會員國。 

2016年10月16日舉行總理大選，現任總理米洛‧久卡諾維奇以高票當選

連任蒙特內哥羅總理。 

延伸閱讀： 
文茜世界周報／蒙特內哥羅 
https://goo.gl/vUrc5z 
(2013.07.0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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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人員失業？ 
聯合國開發人工智慧翻譯軟體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簡稱WIPO)，開發一款人工智慧翻譯軟體WIPO Translate，為創新者提

供最高品質的「專利文件」(Patent document)翻譯服務。 

WIPO Translate利用尖端神經機器翻譯科技(Cutting-edg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technology)，將高科技專利文件翻譯成第二外語，

且文體和文法更貼近普遍用語，勝過目前市面上的其他翻譯工具。 

歐盟學術專欄 

[UT2A 廖敏惠/整理] 

  

(圖1) WIPO Translate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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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人員失業？ 
聯合國開發人工智慧翻譯軟體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WIPO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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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簡稱WIPO)，是隸屬於聯合國的專門機構，於1967年設立，總部位於瑞

士日內瓦，致力於「智慧財產」(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保護、政

策、資訊和合作，目前共有189個會員國。 

WIPO幫助政府、企業和社會認識智慧財產的益處，並提供5項主要

服務：國際智慧財產政策論壇、跨國智慧財產的保護、科技智慧財產的

連結、智慧財產權的全球參考資料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智慧財

產。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翻譯人員失業？ 
聯合國開發人工智慧翻譯軟體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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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Translate最初被訓練將中文、日文和韓文的專利文件翻譯成

英文。2014年，這三種語言的專利申請佔全球的55%，其中中國佔全球

的1/3。使用者已經可以在公用測試平臺試用中英翻譯的功能。 

WIPO的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Francis Gurry)表示：「因應全球

趨勢，以東亞語系提出的專利申請越來越多，尤其是中文。WIPO 

Translate確保這些語言最先進的知識，能夠更廣泛且快速地傳播。」 

除了中、日、韓三種語言外，目前公測版還提供法文、德文、西班

牙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的翻譯。 

率先開發中英翻譯系統 

(圖3) WIPO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Francis Gurry) 

翻譯人員失業？ 
聯合國開發人工智慧翻譯軟體 



參考資料： 
https://goo.gl/TcnfZP 
https://goo.gl/8kJXTf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gdw5YE 
圖2：https://goo.gl/fnvRoM 
圖3：https://goo.gl/PTPQPT 
圖4：https://goo.gl/h4syMy 

歐盟學術專欄 

(圖4) 比較以往技術與現今技術的翻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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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神經翻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是一種新興的技術，它建

立於龐大的神經網路模型，能夠從先前翻譯過的句子「學習」。與之前

以片語為基礎統計的方法(Phrase-based statistical methods)相比，能夠

翻譯出更自然的語序，在差異性較大的語言，例如日英或者中英的翻譯

中，有更顯著的進步。由於WIPO Translate受過訓練，而且專精於專利

文件的翻譯，相對於大量且迥然不同的文本，它提供更高品質的譯文。 

尖端神經翻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補充資料： 
WIPO Translate公測版 
https://goo.gl/eqGCAj 

翻譯人員失業？ 
聯合國開發人工智慧翻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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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2016年美國第58屆總統大選，由主流媒體普遍叫好的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柯林頓‧希拉蕊(Clinton Hillary)，本以為能輕鬆打敗原為地產大亨的政

治素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沒想到選前的一場郵件風暴造成民調

不斷下滑。而川普藉由新興媒體的力量，順利當選美國總統。然而川普過往

的激進言論和政治主張使得不只美國人民對未來感到惶恐，世界各國也擔心

與美國的外交和貿易受到影響。小編挑選《衛報》(The Guardian)於11月9

日美國選舉日當天所發布的新聞：”How America‘s new president will 

affect the global economy”，分析美國新任總統川普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將如

何影響世界各國局勢。 

[XE5A 洪庭蓮 /編譯]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將如何影響全球經濟？ 

(圖1) 川普的勝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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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南邊鄰國將會從這位共和黨的新美國總統手中失去很多東西。川普

對鐵鏽地帶(rust-belt)註1的藍領選民的言論中，表示美國製造業之所以遷往格

蘭河(Rio Grande)註2對岸是因為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90年代初簽訂北

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所造成的結果。川普表示若無法重新擬定NAFTA，

便會乾脆撤出協議；他更威脅要把部分墨西哥商品加上35%關稅，並承諾關掉

那些「和美國工人搶工作的墨西哥血汗工廠」。 

前言 

(圖2) 鐵鏽地帶，以紅色標記 

  從與中國打貿易戰至墨西哥的就業混亂，川普執政恐使這已搖搖欲墜的

世界經濟體系又添增新的危機。 

墨西哥 

註1：鐵鏽地帶意指美國東北部的地帶(可參照上方圖2)，以鋼鐵產業聞名。1970年後，此處工
廠開始大幅停工，僅見銹跡斑斑的工廠大門，故得其名。(引用自維基百科) 
註2：格蘭河位於北美洲南部的河流，為美墨邊境的河流。 

(圖3) 格蘭河，美墨之間的天然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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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他還揚言要圍捕在美國工作及居住的非法移民並將其遣送

回國；因美國非法移民中約有500萬人為墨西哥人，若全面實施該政策，將

嚴重影響墨西哥經濟體。預期美墨間的貿易就會趨緩，工廠將會倒閉，外

商直接投資的資金河流就會乾涸，數百萬遭遣返回國的工人將衝擊墨西哥

現有勞動力，而導致部分商品價格上揚。 

  然而，墨西哥並非唯一處於危機的中美洲國家。M&G新興市場債券基

金(M&G emerging market bond fund)基金經理克勞迪雅(Claudia Calich)

表示，美國非法勞工匯回家鄉的金額分別佔了瓜地馬拉GDP的5.6%；薩爾

瓦多的8%；以及宏都拉斯的13.2%。 

墨西哥 

註3：匯率操縱國是指美國財政部向國會提交的匯率政策報告書中，美國國會從其他
國政府央         行的交易行為中認定當中存有匯率的不當操作。(引用自維基百科) 

  雖然川普的部分經濟宣言相當含糊，但他對中國的態度卻非常明確。

川普將指示財政部長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currency manipulator)註3，並

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對北京政府的訴訟，且考慮課徵中國商品45%關

稅，以加強美國本土公司競爭力。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單一出口市場，約佔整體出口的20%；若美國未來真

採取激進的貿易政策，恐造成中國經濟成長趨緩並使製造業工作機會外流。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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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樣的危機，北京政府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較溫和的方式：承

諾提高對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之資金，以支持川普重建美國經濟之企圖。 

  然而，中國亦可能採用較激進、民族主義的手段。中國近年來和美

國的貿易順差以及收購大量的美國國債，讓中國也握有制裁美國的經濟

武器。北京政府只要拋售美國資產就足以對付川普的威脅。在這場針鋒

相對的貿易戰，中國也不無可能選擇在美國商品加上關稅。 

亞洲其他地區 
  歐巴馬(Barack Obama)在任職期間轉移了美國的外交重心。在蘇聯垮

台和中國崛起的戰後時期中，美國華盛頓政府長期觀望太平洋東岸局勢。 

  美國勢力以三種方式呈現：軍事、外交、經濟。歐巴馬藉由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議(TPP)為亞洲國家如日本、汶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脫離

北京勢力範圍。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全都以出口為導向，而歐巴馬的計畫

就是創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涵蓋太平洋的所有重要經濟體，

以遠離中國勢力。 

中國 

(圖4) 環太平洋國家 
       以粉色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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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川普上任之後，計畫將有不同的方向。川普不會讓TPP協議過關，而

所有傾向簽署TPP協約的國家，如：南韓和台灣，則會遭到中國和墨西哥的

貿易保護主義阻撓，並可能導致亞洲的出口和投資量減少。而經濟蕭條了

25年又持續瀕臨通貨緊縮的日本，是川普當選後衝擊最大的國家；不過擔

心受川普影響的不只日本。以地緣政治來說，美國強勢的貿易態度，反而

讓中國有機會提升它對區域的影響力，加強經濟聯繫，減少環太平洋國家

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 

亞洲其他地區 

  對歐洲的短期風險主要是政治上的危機。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
註4帶領的偏左翼政府於12月得使勁才能贏得義大利的憲法改革公投。而德

國明年也要大選了，法國和荷蘭的右翼政黨則期待乘著這股能讓川普當選

的民粹趨勢而行。川普明顯的孤立主義註5可能使得俄國行事變得更大膽，

進而造成波羅的海國家(Baltic states)：拉脫維亞(Latvia)、愛沙尼亞(Estonia)

和立陶宛(Lithuania)的情勢緊張註6。 

歐洲(不含英國) 

(圖5) 波羅的海三國(由
上至下)：愛      

        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 

註4：馬泰奧‧倫齊現為義大利總理。 
註5：孤立主義是一種外交政策，主張各國管好自身，不干涉他國經濟或軍事
上的事務。 
註6：波羅的海三國因歷史和地緣因素，三百年來飽受俄國威脅。一戰後曾獨
立卻於1940年又 遭蘇俄併吞，1990後又再度脫離俄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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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歐洲的經濟和財政也會因此受到衝擊。如同亞洲，歐元區也重

度依賴出口以達到經濟成長，而造成影響的原因可能有兩種：被美國更嚴峻的

貿易體制影響；或是外匯上美元走軟、抬升歐元。 

  要完成跨大西洋自由貿易條約(TTIP)看來也是困難重重，因為川普原則上

反對此概念和其擁護者－柯林頓‧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儘管川普生性就是

一位自由貿易的商人，但他不想為了推行此條約而減損他的政治形象(political 

capital)註7，所以TTIP條約永遠不可能簽署成功。 

  而對看似緊張且不堪一擊的歐洲銀行的影響則相對平靜，川普的當選使金

融市場鬆一大口氣。近月以來，有關義大利銀行體系的「健康狀況」註8之傳言

不斷，德國領頭銀行之一的德意志銀行也難逃謠言。 

  歐洲央行近幾月提供的大量低利率資金和相較友善的投資條件，至少目前

能暫時隱藏檯面上的問題。 

歐洲(不含英國) 

(圖6) 歐洲央行大樓 

註7：政治形象或稱政治資產(Political capital)是政客在大眾面前建立的親切、信譽
和影響的 形象。 
註8：銀行健檢是歐洲央行針對歐洲境內銀行所申報的數據為基礎做的檢驗，以確
保銀行不會因資金缺口倒閉進而影響歐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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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也難從川普當選導致可能的全球經濟放緩中脫身。英國是世界上

第二大的服務出口國，而美國是英國最大的客戶。不過川普的貿易保護政

策是要攻擊廉價製品，而非英國所提供的高檔服務，所以目前似乎不用擔

心英國企業會遭遇新阻礙。 

  川普曾說過，英國將會是新貿易協定的優先合作國，這就代表美英將

協商雙方式的TTIP條約。這將有助於2106年7月甫上任的英國新首相德蕾

莎‧梅伊(Theresa May)實踐脫歐後希望展現的自理貿易條約能力。如果

她能證明她能與川普合作，便能提高英國與歐盟27國的談判地位，即便目

前停滯狀態的TTIP似乎達成共識比重啟協商更困難。 

  以短期而言，川普的當選有助減輕英鎊的壓力。自從脫歐公投後，英

鎊已被大舉拋售且轉買美元，部分起因是對英國脫歐後結果的不確定性。

然而川普的勝利也將帶給美國風險和不安。 

英國 

(圖7) 英國新首相 
德蕾莎‧梅伊 

原文網址：The Guardian《How America‘s new president 
will affect the global economy》，https://goo.gl/Fbn3Tz  
 
註解資料來源： 
註1：https://goo.gl/Oqo3g3    
註2：https://goo.gl/dvWiqJ   
註3：https://goo.gl/bwDNlx   
註4：https://goo.gl/rn4uRI   
註5：https://goo.gl/6uXHh9   
註6：https://goo.gl/Jrh3Pe   
註7：https://goo.gl/Jb31tW    
註8：https://goo.gl/hmOFWk    
註9：https://goo.gl/wkcSVE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eUAXtc   
圖2：https://goo.gl/T9NnO0   
圖3：https://goo.gl/tMRmDW   
圖4：https://goo.gl/nLNqwG   
圖5：https://goo.gl/XEc5Jn   
圖6：https://goo.gl/aPiIhf   
圖7：https://goo.gl/35MGHp   

https://goo.gl/Fbn3Tz
https://goo.gl/Fbn3Tz
https://goo.gl/Oqo3g3
https://goo.gl/dvWiqJ
https://goo.gl/bwDNlx
https://goo.gl/rn4uRI
https://goo.gl/6uXHh9
https://goo.gl/Jrh3Pe
https://goo.gl/Jb31tW
https://goo.gl/hmOFWk
https://goo.gl/wkcSVE
https://goo.gl/eUAXtc
https://goo.gl/T9NnO0
https://goo.gl/tMRmDW
https://goo.gl/nLNqwG
https://goo.gl/XEc5Jn
https://goo.gl/aPiIhf
https://goo.gl/35MGHp


校外藝文報導 

[UJ3B黃仟惠/整理] 

 (圖1) 指尖上的重量  宣傳海報 

        指尖的重量 
                  Through the f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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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的重量， 
取決了事物的姿態。 



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秋冬季節，在高雄市駁二藝文特區大義區倉庫，展出一個很棒的

展覽《指尖的重量》，這場展覽邀請到來自法國、西班牙、英國及台灣的

攝影藝術家、視覺藝術家、插畫家等。 

        一張照片，一個巧合的瞬間，照片中看似單調的空間，一個微妙的插

圖及黑紙卡的添加後，讓照片多了不同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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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展覽分別邀請到西班牙的Denis Cherim 、法國的Jean Jullien和Jean 

Jullien、英國的Paperboyo，以及四位台灣藝術家，分別是小視野、房彥文、 

Raydot 瑞點設計和董小瑜。 

(圖3) 插畫的對比 
Jean Jullien (France) 

(圖2) 光線的巧合 
Denis Cherim (Spain) 

 

(圖5) 建築空間 
董小瑜 (Taiwan) 

(圖4) 黑紙卡的另類視角 
Paperboyo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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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房彥文 (Taiwan) (圖6) 小視野 (Taiwan) 

  因為是在駁二當代館，空間的侷限，展場的路線雖然只是單純的ㄇ字

型，作品不只是單掛在牆上，中間還有拉門式的將攝影作品懸掛在門上， 

展覽最後有一個區塊是照片交換計畫，邀請前來觀展的民眾，攜帶自己美

好的風景，前來交換上面的照片攜帶回家。 

(圖9) Thomas Lamadieu 
(France) 

(圖8) 相機筆記本 
Raydot 瑞點設計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展出時間 

105.11.05- 106.01.08 

大義區C6-7倉庫 

週一至週四 10:00 a.m.-6:00 p.m.  

週五至週日 10:00 a.m.-8:00 p.m. 

資料來源： 
https://goo.gl/Mm3jok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Mm3jok 
圖2：https://goo.gl/Mm3jok 
圖3：https://goo.gl/Mm3jok 
圖4：https://goo.gl/Mm3jok 
圖5：https://goo.gl/Mm3jok 
圖6：https://goo.gl/Mm3j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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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展心得： 

         看完此展覽後，很推薦大家前往駁二

去一探究竟，一張照片可以有黑紙卡的添

加、插圖的添加、以及光線的巧合影響，

讓照片有不一樣的生命力。 

        這個展覽是結合其他三個展場，四個

展場活動連接，只要花$149就可以讓你看

到四個展覽，真的很值得。觀完展後，除

了有照片交化計畫，還有一些名人的經典

話的印章，可以當作觀展者展後的紀念品。 

        展場裡，最特別的是Raydot瑞點設計 

的相機筆記本，將相機功能跟筆記本結合，

讓觀展者可以買回家，在出外遊玩時，除

了可以拍照還可以將當下的心情寫在筆記

本，是一個外出的好工具。 

策展人展場導覽分享： 

2016.11.05 (六) 3pm 

2016.12.03 (六) 3pm 

2017.01.07 (六) 3pm 

圖7：https://goo.gl/Mm3jok 
圖8：https://goo.gl/Mm3jok 
圖9：https://goo.gl/MN7fOZ 
 

駁二護照手環 

可參觀駁二當代館、駁二塔、

哈瑪星駁二線、舊事倉庫 

售價說明： 

單人手環 149元 / 一般參觀者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m3jok
https://goo.gl/MN7fOZ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渡假村 

[UE4B 郭哲伶/撰] 

(圖1) 在五星渡假村裡   

Sawadee, Thailand!  

        泰國並沒有大家刻板印象中的那樣落後，相反的位於泰國的首都曼谷

甚至比台北還要繁榮；另外，泰國現在已經開發成觀光型國家，如果你去

拜訪過泰國，你會發現在那裡真的會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人。其實在決定

到泰國實習之前真的很躊躇不決，猶豫的點有很多我個人的考量。我覺得，

英文系的學生什麼都好，英文好、也樂於參加許多活動，但相較於別系而

言最缺乏的是第二專長吧！那時候的我不確定自己的志向，於是，我決定

給自己一個機會，嘗試以自己已經具備的英文能力，來開發其他工作性向

的可能。飯店業，一個我從沒有機會接觸的行業，帶著既期待又害怕受傷

害的心情，拖著行李箱出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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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圖2) 飯店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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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圖3) 文藻與泰國知名連鎖集團Centara的
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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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eginning 
        第一週是很戲劇化的一週。我們先是

提前到曼谷參加Centara集團與文藻外語

大學正式簽約的儀式，簽約儀式非常盛大！

我們甚至還跟許多國的外交官一起坐在同

一張餐桌用餐。簽約儀式約莫進行了兩天

左右，我們實習生和老師就各自解散到自

己的飯店去做實習前得準備。 

(圖4) 九位實習生+一位美麗英文系系助。
簽約儀式結束後，大家就各自飛到自己

服務的飯店 

        第一天上班時，覺得不習慣的除了

有新的環境以外，最讓我感到不適的就

是泰國人的英文口音！即使我們都在說

的是英語，我還是很難以理解泰國人表

達真正的意思！雖然泰國人的英文口音

讓我感到非常挫折，我幾乎是有一半的

話都無法理解，而且畢竟也是第一次接

觸飯店業，情況變得有點複雜，但我還

是努力地一邊觀察一邊筆記……希望口

音的問題能夠早點適應。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Introduction of Position 

        我的身份是這裡的儲備幹部，管理階級的實習生有非常好的福利！除

了可以免費請飯店幫你送洗衣服以外，每個月還有9000塊的金額能到客人

的餐廳去享用餐點，另外，飯店除了提供你10000塊的薪水以外還提供了

7000塊的住宿津貼，福利真的相當的好！但工作也是一等一的累人！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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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上工前，我的訓練經理告訴我有關於我的職位是Management 

Trainee，和一般的實習生不同。我的名牌和所有管理階級的主管都一樣

是金色的，普通實習生或一般員工的則是銀色的名牌。他告訴我配戴上這

個名牌就代表我有更大的能力以及責任，因此，每天我都提前一個半小時

起床，將自己打理好、讓自己心態準備好，然後有自信地踩著不太習慣穿

的高跟鞋上班去！ 

(圖5) 每天的支撐我努力工作的
糧食們！ 

(圖6) 與我的訓練經理以及英文系前主任
Janet合影 

(圖7) 儲備幹部的金色名牌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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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Front Office 
         我所服務的部門是隸屬於front office的，其中由Front desk前台、

Bell desk行李與訂定交通工具櫃台、reservation department訂房部門、

call center接線中心以及club特別貴賓俱樂部所組成。少了任何一個部

門都不可能有經營這麼完善的飯店，這就是我佩服這樣組織的原因！從

客人打電話到接線中心轉接或上網訂房由訂房部門處理，訂單會傳到電

腦並且由前臺負責接收，客人抵達飯店時，行李櫃台會協助客人寄放行

李，引導客人到櫃台辦理入住，辦理完入住後前台員工會告知行李櫃檯

客人的房間號碼，再由行李員幫忙搬運行李到房間。若客人是VIP，則

可以到俱樂部去辦理入住，那裡的員工會請客人先享用飲品及點心，一

邊幫客人辦理入住。接線中心每天都有接不完的電話，處理客人的大小

事，很厲害的是他們總是聽得懂客人的各國口音並且準確地傳達他們的

意思！ 

(圖8) 泰國式的打招呼方式：
Sawadee Ka 

(圖9) 公司為了慰勞員工常常舉辦
一些特色小吃活動。圖為Som 

Tam青木瓜絲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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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Experience     
飯店除了以中國遊客為大宗，還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國不一樣國家的

人，尤其我是在櫃檯擔任接待的工作，也等同是飯店第一線接待客人的

人員！許多哩哩扣扣的疑難雜症全往櫃檯扔！除了有很盧的印度人之外，

還有總是用俄文和你溝通的俄羅斯人(重點是你根本聽不懂半句)，還有來

自歐洲、美國、澳洲的國家！每天和不一樣的人，適應著不同國家的口

音，雖然很艱辛，但卻讓我成長的比自己想像的還多！也交了不少外國

朋友。 

我服務的飯店是位於泰國芭堤雅區的五星級度假村，每天客人都是

多到塞爆的那種，辦理入住的人潮尖峰時刻至少要等一個半小時以上！

但也因為我擁有會說中文的能力，許多中國、港澳的旅客都很依賴我，

因此可以拿到多到數不完的小費，哈哈！ 

(圖10) 與我的香港客人
一同出遊 (圖11) 最可愛又最熱情

的泰國朋友們！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圖12) 幫忙從芬蘭來的
家庭照顧他們的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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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當時間來到最後一週時，我心裡真的有好多捨不得，我以為我不會

捨不得，因為這裡天氣好熱、食物好辣、工作好操……但我捨不得的是

這裡的人們，他們對我來說像是我泰國的哥哥姐姊一樣！她們說，從來

沒有實習生可以這麼能幹倒像是正式員工一樣，他們很衷心的謝謝我們

的幫忙以及支持，我也很謝謝他們的照顧以及教導。人就是這樣互相的

吧，有付出就有收穫，謝謝泰國教我的事。決定到泰國去實習，真的是

給了自己一個很棒很棒的學習機會。學著如何與不同國家的人共事，知

道了更多知曉國家的人的習性與個性，了解自己喜不喜歡和這類型(服務

業)有關的工作。重點是，這趟實習你所付出的(錢、半年的時間)和你所

得到的(經驗值、經歷、能力、飯店給你的福利、很順便的在泰國觀光、

學會更獨立生活、開發自我潛能)完完全全的成正比！ 

海外實習 × 泰國五星度假村 

(圖14) 家人的陪伴真的是最最重要的 
(圖13) 待在泰國的最後一晚，參加同事

們舉辦的Farewell Party 



Do You Know 

[UT2A 廖敏惠/整理] 

近年全台颳起「販賣機」風潮，除了飲料和零食之外，歐洲的販賣

機還販售什麼新奇的商品呢？今天將會介紹7個特別的販賣機。 

歐洲自動販賣機協會 

歐洲自動販賣機協會(The European Vending Association，簡稱

EVA)於1994年創辦，代表全歐洲的咖啡事業和自動販賣機工業，是與

歐盟相對應的非營利貿易機構，成員包括國家機構與公司，並受到比利

時法律的管制。根據EVA資料顯示，歐洲約有380萬台販賣機，其中236

萬提供熱飲或者咖啡，一年的總交易額達146億歐元。 

(圖1) EVA標誌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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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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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長棍麵包販賣機 

為了讓國民在麵包店放假

時也能吃到長棍麵包，法國麵

包師傅Jean-Louis Hecht發明這

台24小時營運的販賣機，每個

麵包售價1歐元，而且不必擔心

拿到冷掉的麵包，並提供免費

熱水，目前只在巴黎設置一台

。 
(圖2) 法國長棍麵包販賣機 

荷蘭-FEBO櫥窗式販賣機 

 FEBO是荷蘭阿姆斯特

丹特有的速食連鎖店，以自

動販賣機的方式販售食品，

包括漢堡、乳酪、可樂餅、

炸肉餅還有麵等等。 

(圖3) FEBO櫥窗式販賣機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Do You Know 

(圖4) 德國黃金販賣機 (圖5) 英國平底鞋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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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黃金販賣機 

德國黃金公司TG Gold Super Market推出黃金販賣機(Gold To Go)

，販售金條和金幣，且系統每10分鐘會更新黃金價格，並在美國、德國

以及西班牙等國家設立。 

英國-平底鞋販賣機 

Rollasole是英國一家芭蕾平底鞋的品牌，老闆Matt Horan在聽完女

朋友抱怨之後，產生平底鞋販賣機的靈感，販售一雙要價只要5英鎊而且

方便攜帶的平底鞋，給因為穿高跟鞋而腿部痠痛的女性。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Do You Know 

(圖8) Icebarcelona的內部景象 

(圖7) 義大利-披薩販賣機 (圖6) 法國短篇小說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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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短篇小說販賣機 

  由法國出版商Short Édition和格勒諾布爾市 (Grenoble)市長Éric 

Piolle共同策劃，希望能重拾民眾對閱讀的興趣，並藉此豐富人們的精神

生活。法國目前有8台短篇小說販賣機，設有1、2、3分鐘三個按鈕，可以

自行選擇閱讀長度。雖然是販賣機，但卻是免費提供短篇小說。 

義大利-披薩販賣機 

發明家Claudio Torghele原本在美國經營義式餐廳，後來回到義大利

研發披薩販賣機(Let’s Pizza)，從揉麵糰到擺放食材都是全自動化，只要3

分鐘就能吃到現烤披薩，總共有4種口味，售價約5塊美金。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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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寶特瓶回收販賣機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約有15萬隻流浪狗跟流浪貓，因此土耳其流浪動物

關懷組織Pugedon發明寶特瓶回收販賣機，不同於一般販賣機要投擲硬幣

，而是投入用不到的寶特瓶，然後機器下方的出口處會掉出飼料，免費讓

流浪動物享用。環保的同時，還能照顧動物，避免貓狗為了食物翻倒垃圾

桶所造成的環境髒亂，並提供貓狗健康的一餐。 

(圖8) 土耳其寶特瓶回收販賣機 

提到自動販賣機，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國家應該就是日本。日本自動

販賣機的收益，每年高達6兆7千億日圓，居全球第一。根據日本自動販賣

機協會(JVMA)統計，平均每一個日本人擁有23台販賣機，是販賣機密度

最高的國家。 

販賣機之於日本，就等於便利商店之於台灣。日本的販賣機五花八門

，商品琳琅滿目，而且不斷地推陳出新。接下來便同場加映日本無所不有

的販賣機。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Do You Know 

43 

關東煮罐頭販賣機 

(圖9) 關東煮罐頭與內容物 

雞蛋販賣機 神籤販賣機 

(圖10) 神籤販賣機 

(圖11) 雞蛋販賣機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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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漬飛魚販賣機 

(圖12) 醃漬飛魚販賣機 

生米販賣機 

(圖13) 生米販賣機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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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花束販賣機 

(圖14) 新鮮花束販賣機 

新鮮蔬果販賣機 

雨傘販賣機 

(圖15) 雨傘販賣機 

(圖16) 新鮮蔬果販賣機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s://goo.gl/0yrVZA 
https://goo.gl/QeLGD9 
https://goo.gl/YwNrAF 
https://goo.gl/bvwBWB 
https://goo.gl/zUplpT 
https://goo.gl/Th6kqF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B7Bpd7 
圖2：https://goo.gl/vF2oR9 
圖3：https://goo.gl/n5yfXz 
圖4：https://goo.gl/QeLGD9 
圖5：https://goo.gl/0fNgRs 
圖6：https://goo.gl/YNQEHx 
圖7：https://goo.gl/DehTVl 
圖8：https://goo.gl/FR1mAS 
圖9：https://goo.gl/4vnaN0 
圖10：https://goo.gl/0S62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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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小鹿捐款販賣機 

千年古都奈良，是日本著名的歷史名城，而奈良鹿更是當地觀光的人

氣霸主。大量湧進的遊客人數，雖然替奈良增加觀光收入，卻也造成奈良

鹿的生存危機，例如遭車輛撞擊和食用塑膠垃圾。因此奈良鹿愛護協會(

奈良の鹿愛護会)設置販賣機，進行募款行動，呼籲民眾一同守護奈良鹿

的生命。 

(圖17) 奈良小鹿捐款販賣機 

圖11：https://goo.gl/5w6LVQ 
圖12：https://goo.gl/Mtg2Iy  
圖13：https://goo.gl/b7CPgO 
圖14：https://goo.gl/RzeooA 
圖15：https://goo.gl/iKOxjV 
圖16：https://goo.gl/LdzwU2 
圖17：https://goo.gl/RYl5IF 

販賣機風潮，你跟上了嗎？ 

https://goo.gl/0yrVZA
https://goo.gl/QeLGD9
https://goo.gl/YwNrAF
https://goo.gl/bvwBWB
https://goo.gl/zUplpT
https://goo.gl/Th6kqF
https://goo.gl/B7Bpd7
https://goo.gl/vF2oR9
https://goo.gl/n5yfXz
https://goo.gl/QeLGD9
https://goo.gl/0fNgRs
https://goo.gl/YNQEHx
https://goo.gl/DehTVl
https://goo.gl/FR1mAS
https://goo.gl/4vnaN0
https://goo.gl/0S62AO
https://goo.gl/5w6LVQ
https://goo.gl/Mtg2Iy
https://goo.gl/b7CPgO
https://goo.gl/RzeooA
https://goo.gl/iKOxjV
https://goo.gl/LdzwU2
https://goo.gl/RYl5IF


親愛的德國醫生 

[XG4A 王新雅/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WAKOLDA 

(圖1) 電影親愛的德國醫生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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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OLDA 



親愛的德國醫生由真實事件改編成電影。故事背景設定為1960年發

生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故事，門格勒，一位風度翩翩且自

稱是德國獸醫醫生，在逃亡的路途中遇到了正準備前往湖畔旁開設小旅

館的莉莉父母伊娃與佐恩一家人。 

當擁有完美五官比例的莉莉與德國醫生第一次相遇時，門格勒重新

燃起對純正血統與追求完美優生學的渴望，停止逃亡並且繼續實驗人體

基因。 

門格勒一連串的優生學計畫，從莉莉母親下手開始，自從藉由藥物

調解身孕不適後，莉莉母親對來路不明的門格勒逐漸卸下心防，且正巧

因為身型較同年齡矮小的莉莉一再受到同學的嘲笑與排擠，莉莉母親不

顧父親反對，為了不再讓莉莉飽受欺壓，決定接受門格勒的實驗。但對

醫生真實身份不知曉的一家五口，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

是為變態殺人狂後，一切都來不及了。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莉莉獨一無二的洋娃娃wako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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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WAKOLDA 



約瑟夫‧門格勒(Joseph Mengele)： 

艾力克斯‧布倫德穆爾(Àlex Brendemühl)

飾演         

        二次世界大戰曾經擔任德國納粹的軍

醫，因迷戀種族的純正血統，一生追求創

造優秀品種人類「亞利安人」，在集中營

屠殺約40萬非正統品種的猶太人，且藉由

學習來的醫學專業知識，秘密進行人類基

因改造，試圖改變眼珠顏色、在不施予麻

醉的情況下截肢以及藥物控制刻意使母體

懷上金髮雙胞胎。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莉莉(Liith)： 

佛蘿倫西雅‧芭杜(Florencia Bado)

飾演  

  女主角，唯獨身高較同年齡同學

矮小外，卻擁有完美的五官比例，在

轉學後遭受同學欺壓下，義無反顧決

定接受醫生不合理的實驗。 

(圖4) Àlex Brendemühl 

(圖5) Florencia B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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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OLDA 



伊娃(Eva)： 

娜塔麗亞‧歐蕾蘿 (Natalia Oreiro) 

飾演         

        莉莉母親，旅館老闆娘，對曾經

熱情給予醫藥處方且在情急下順利接

生雙胞胎的德國醫生相當信任，設法

幫助莉莉長高，不再受到同儕霸凌。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佐恩(Enzo)： 

迪亞哥派‧瑞提 (Diego Peretti) 飾

演 莉莉父親，與伊娃合開一間小旅

館並從事洋娃娃製作與修理工作，

在財務經濟危及之下接受門格勒對

洋娃娃的投資，但對於來路不明的

陌生獸醫，一直保有高度警戒心。 

(圖6) Natalia Oreiro  

(圖7) Diego Per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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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整部電影雖然劇情設定為明亮的白天，但慢步調的拍攝手法以及微陰

森的音樂讓人不寒而慄，故事主題主要圍繞在德國軍醫追求純正血統的偏

執心態，也反應在醫學理論優生學上，萬物自從出生時就是獨一無二的個

體，沒有高低之分，更沒有地位的高尚或低賤的道理，值得我們反思，一

再追求整形使美貌出眾真的有那麼重要嗎？華麗的背後都有苦不堪言的皮

肉之苦，但是失去獨特性就跟機器人沒有不同之處。 

        我很佩服導演的拍攝手法，在劇中應用佐恩，也就是莉莉父親洋娃娃

的複製優秀品種相互應，其中有段台詞莉莉說道：「因為wakolda不像其

他洋娃娃一樣完美，所以莉莉才選擇她，因為看著洋娃娃就好像在看自

己」。 

        原片名「wakolda」其實就以洋娃娃的的寓意，投射在醫生的偏執變

態心理以及莉莉父親從手工製作獨一無二的洋娃娃，因為外貌與金錢影響，

轉變成工廠統一製造的金髮樣本，故事前後呼應，用簡單的玩偶概念為電

影畫龍點睛。 

圖片來源： 
圖1：goo.gl/ofvOkk 
圖2：goo.gl/Flleal 
圖3：goo.gl/thXQUJ 
圖4：goo.gl/CvSr3D 
圖5：goo.gl/TMMNjX 
圖6：goo.gl/Bxind8 
圖7：goo.gl/rEAwTO 
圖8：goo.gl/ha5Idp 
 

資料來源： 
goo.gl/ofvOkk 
goo.gl/uEvn6P 
goo.gl/HfN99y 
goo.gl/507T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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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後心得 

WAKOLDA 

(圖8) 親愛的德國醫生阿根廷廣告照片(背景) 

館藏資訊： 
文藻圖書館五樓媒體資源區  
片名：Wakolda  親愛的德國醫生  
索書號： DVD 791.43 P977  
條碼 : SDVD001180 
goo.gl/pqKQLX   
 

得獎紀錄： 
代表阿根廷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正式參展電影 
橫掃阿根廷奧斯卡最佳影片十項大獎 
2014金馬奇幻影展秒殺強片 

http://www.medlib.ncku.edu.tw/news/news_file/activity/2014_10/humanities/picture/201410017jpg.jpg
http://www.fluxmagazine.com/wp-content/uploads/2014/08/Wakolda-Web-2.jpg
http://www.elespectadorimaginario.com/assets/wakolda-3.jpg
http://pic.pimg.tw/swfilms/1395502212-1325239189.jpg
http://static.blog.sina.com.tw/myimages/254/164094/images/20140504223905519.jpg
http://pic.pimg.tw/swfilms/1395502367-2563234738.jpg
http://pic.pimg.tw/petermurphey/1399223385-687344636_n.jpg
http://2.bp.blogspot.com/-sR2PeV6Ucw4/U2J1jhsIqjI/AAAAAAAAQAo/Mbl-I1MquII/s1600/親愛的德國醫生_阿根廷版海報.jpg
http://www.medlib.ncku.edu.tw/news/news_file/activity/2014_10/humanities/picture/201410017jpg.jpg
http://blog.ttv.com.tw/blogv2/venlee/post/2014/04/14/post_436.aspx
http://petermurphey.pixnet.net/blog/post/177933954-「親愛的德國醫生」-----和善假面背後的巨大
http://www.ct.org.tw/1242000
http://libpac.wzu.edu.tw/search*cht~/a?searchtype=t&searcharg=親愛的德國醫生&btnG=查找資料


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US4A 許靜嘉/編譯] 

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好書介紹 

(圖1)《發條橘子》出版五十周年紀念版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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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ony 

Burg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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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圖2) 翻拍成電影中的主角亞歷克斯
(Alex)(中)與好友們 

        小說內容分為三部，背景設定在英國近代的未來，一個反烏托邦

(Dystopia，指社會陷入令人絕望且恐懼的狀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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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第一部：亞力克斯的世界 

描述年僅15歲的主角亞歷克斯(Alex)的生活。他和另外三個朋友：迪

姆(Dim)、彼特(Pete)與喬治(Georgie)，平時作惡多端，搶劫、霸凌、

強暴等無所不為。某日，他們在搶劫一位有錢的老太太時，意外打死

了她，而亞歷克斯的夥伴們卻棄之不顧，任由他被警方逮捕。 

第二部：監獄裡的人格改造計畫 

鏡頭移到主角在監獄裡的日子，亞歷克斯遭判14年有期徒刑，後來參

與了監獄的治療計畫(The Ludovico Technique)，以換取減刑；經改

造後，亞歷克斯對性及暴力十分反感，換回自由之身的他，卻只能選

擇為善或為惡，就像一顆上了發條的橘子。 

第三部：出獄後的新生活 

述說出獄後，亞歷克斯發現周遭人事已

非而開始省思人生，以及諷刺政府如何

為自身利益所做出之掩飾錯誤的行為。 

內容介紹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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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原名

約 翰 ‧ 安 東 尼 ‧ 伯 吉 斯 ‧ 威 爾 森 (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1917-1993)，英國已

故小說家，為二十世紀後期最著名的英文文學

指標性人物，《發條橘子》是他家喻戶曉的經

典名作；此外，伯吉斯也身兼評論家、譯者、

教育家、劇作家及作曲家等多重身分，他曾創

作超過250項音樂作品，因此他認為與其稱他

為小說家，倒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名作曲家。 

         根據安東尼‧伯吉斯本人表示，《發條橘子》書名源自他無意間聽到

的考克尼方言(Cockney)，即倫敦方言裡的「像發條橘子一樣怪異」(as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一語，亦隱含人生就像橘子滋味般香甜多汁，

但上了發條後，便失去情感與思考能力，失去道德選擇權，與人類的自由

意志相悖逆，所以感到格格不入。此外，由於伯吉斯本身也是位語言家，

他運用大量的納查奇語(Nadsat，一種受俄語影響的英語)像是droog代表

朋友、gulliver (“golova”) 指腦袋、 malchick意思為男孩等單字來凸顯主

角的年輕，因為Nadsat一詞在俄文裡具有青春期之意。 

(圖3) 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 

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 

(圖4) 電影《發條橘子》海報 

         1962年出版的《發條橘子》，雖歷經幾十年的歲月，仍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2005年時，它被時代雜誌(Time)評為自1923年起，最佳百大英文小說之

一；美國現代圖書館與讀者們也曾將其列入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內；2015

年《發條橘子》在英國廣播公司(BBC)集合眾多報章雜誌評論家的意見，從

228本英國小說票選出的前100名裡，位居第68名，由此可見本書對英語文學

界的重要性。1971年，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將其搬上大

螢幕，並獲得AFI百年百大電影第46名的殊榮，《帝國雜誌》(Empire)於

2008年把《發條橘子》納入史上最偉大的500部電影當中，除此之外，亦獲

頒許多電影獎項及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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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的第21章 
        伯吉斯將《發條橘子》分成三部，每章包

含七章，共21章(這個設計代表21歲是人類心智

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但1986年以前，美國發行

的版本並沒有出現最後一章，當時出版社告訴

伯吉斯，讀者不會去看第21章，因而擅自刪去，

但伯吉斯認為最終章是本書精髓所在，敘述主

角經過一連串事件後的心境轉變，所以他無法

認同出版社的決定，且曾憤言若是少了關鍵的

第21章，他甚至可以斷絕與這本書的關聯，不

過所幸現今讀者們都能品讀完整版，品嘗到原

汁原味的《發條橘子》。 

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榮譽及影響 



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s://goo.gl/8pjygh  
https://goo.gl/RWFpIr  
https://goo.gl/Pi1m2b  
https://goo.gl/laEJq5  
https://goo.gl/24i8lA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K2YnSh  
圖2：https://goo.gl/4eLXDp  
圖3：https://goo.gl/OJIO77  
圖4：https://goo.gl/NvYP6O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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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於一般我們先認識小說，被故事吸引後再欣賞由原著改編的電影，

這樣的節奏，我是偶然在網路上看到《發條橘子》電影介紹，覺得有趣，

進而看完整部影片，隔了幾個月後，湊巧在圖書館找書時，看到書脊上斗

大的書名，才勾起我對它的回憶。很顯然《發條橘子》將背景設定在一個

人心惶惶、懼怕青少年為非作歹的時代，因此研發了人格改造計畫以剷除

主人翁亞歷克斯的劣根性，違背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選擇權，這不禁讓我

聯想到《大逃殺》，作者同樣把社會描述成動盪不安、成年人擔憂叛逆的

青年危害自己，而實施冷血殘酷的「BR法」，命令國中生們相互砍殺昔

日同窗好友。兩本書存在異曲同工之妙，人性的自私自利及猜忌懷疑可謂

發揮得淋漓盡致。 

        小說跟電影都相當值得一看，只是中文版譯書的用字遣詞較不常見，

或許是為了搭配伯吉斯所使用的納查奇語所採用的譯法，就端看讀者如何

去體會箇中滋味了。至於電影部分，我不得不佩服史丹利‧庫柏力克的前

瞻眼光，場景布置得十分前衛，劇情幾乎也是忠實呈現原著風格，只有最

後因為當初第21章被刪減的緣故，才和小說有所出入，但大致來說原著與

翻拍作品並無優劣之分。總而言之，《發條橘子》並非勸人向善的勵志叢

書，到底它仍舊是探討善惡抉擇，標榜著自主權及自我意識的必要性，畢

竟若失去這兩項能力，我們就猶如傀儡般，受人擺布地過活，那絕對是人

生一大悲哀！ 

文藻圖書館館藏資訊： 
https://goo.gl/GVFT8i   

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電影預告片：
https://goo.gl/DEEukB   

https://goo.gl/8pjygh
https://goo.gl/RWFpIr
https://goo.gl/Pi1m2b
https://goo.gl/laEJq5
https://goo.gl/24i8lA
https://goo.gl/K2YnSh
https://goo.gl/4eLXDp
https://goo.gl/OJIO77
https://goo.gl/NvYP6O
https://goo.gl/GVFT8i
https://goo.gl/DEEu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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