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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再次與各位讀者相見，代表著這學期的電子報編輯作業又將如火如荼地

展開，心中充滿著期待與興奮。 

本學期電子報做了些微調整，因應編輯成員縮減，本學期出刊期數減少

至4期並調整稿件篇幅；以本期為例，《歐洲藝文報導》便暫停一次，以減輕

編輯成員的負擔。此外，以往電子報中僅有《歐洲主題專欄》採具連貫性之

系列主題報導，本學期因應2017年內歐洲各國陸續舉辦重要大選，可能影響

歐洲一體化與歐盟未來發展，故《新聞深度報導》亦將以歐洲大選為主題，

接續報導：荷蘭、德國與法國境內重要選舉結果與分析，本期將先為讀者整

理2016年選舉結果與2017年歐洲指標性選舉，作為後續三期文章之前導。 

本學期《歐洲主題專欄》聚焦於歐洲境內社會問題，主題擬定為：毒品

問題、遊民照護、同志人權與海洋保育，報導歐洲於該四大面向之問題現況、

解決方案與未來展望，自人本關懷出發，延伸至人類對於自然生態的保育態

度。本期首以歐洲的毒品使用狀況為題，探討毒品於歐洲的流通和使用，以

及部分國家為解決境內毒品濫用問題所採取之措施及成效為何，或許我們亦

可思考是否有哪些政策值得台灣借鏡。 

針對人本關懷部分，本期《世界觀點》介紹盛行於非洲國家之女陰殘割

執行現況，以及聯合國自2003年起將2月6日訂為女陰殘割國際零容忍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Zero Tolerance for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後的積

極作為，以便廢除該儀式的實施率，以免更多女性受害。 

本期電子報除了關注歐洲政治走勢和重大人權議題，針對較軟性的文化

議題部分亦有：沈佳靜同學前往日本留學的經歷分享、探討可轉換尿液為飲

用水後製成酒的新科技、連腳趾都可以作為運動項目的腳趾摔角比賽、以英

國女性爭取投票權之歷史作為背景的電影《女權之聲：無懼年代(Suffragette) 
》之簡介，及以義大利美食角度探討《托斯卡尼艷陽下(Under the Tuscan 
Sun )》一書的心得分享。 

 If your daily life seems poor, do not blame it; blame yourself that you are 
not poet enough to call forth its riches; for the Creator, there is no poverty. 
- Rainer Maria Rilke 



 台灣下一個邦交國？ 馬爾他騎士團 

https://goo.gl/bqOl7o (地球圖擊隊 3月15日) 

 

 第一款「特細網目」洗衣袋，留住99％塑膠纖維救海洋 

https://goo.gl/FvjMWP (關鍵評論壇 3月13日) 

 

 英國─全球最大犬展 

      https://goo.gl/Q8Uc5J (地球突擊隊 3月12日) 

 

 「昨夜瑞典」風波——當人道主義遭遇假新聞 

      https://goo.gl/NasYsA (聯合新聞網 3月10日) 

 

 法國大選趣聞：民眾敲打鐵鍋反貪腐 

http://goo.gl/iFTXhq (大紀元 3月8日) 

 

 華人海外創業系列：在德國開家亞洲超市 

https://goo.gl/wm42LV (大紀元 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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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風雲湧起的歐洲：右派政黨逐步崛起 

近年來，隨著湧入歐洲的難民數量增加，恐怖襲擊事件接連發生。

民粹主義抬頭，英國脫歐成功、美國川普當選，使得右派政黨也隨之崛

起。保守且民粹的浪潮蔓延整個歐洲。 

從去年的12月，英國成功脫歐，跌破不少專家眼鏡，隨著英國脫歐

的潮流，歐陸正吹起一股民粹主義，放眼2017年將許多被視為指標性的

大選，歐盟園區電子報將聚焦於荷蘭、法國和德國，這三國在歐盟扮演

重要角色的會員國，其人口數加總占全歐盟56%，選舉成果不只影響整

個歐盟，也影響了全球，值得關注。 

      

[UJ3B 黃仟惠/整理] 

(圖1) 歐洲各國一連串的選舉，影響歐洲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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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荷蘭大選 

荷蘭於當地時間3月15號舉行外界視為是一場民粹主義是否席捲歐陸的選

舉前哨戰，主要涉及政黨包含：由荷蘭現任首相呂特(Mark Rutte)領導的自由

民主人民黨(VVD，簡稱自民黨)、反對移民/反伊斯蘭和反歐盟的自由黨

(PVV)、民主66(D66) ，以及各眾多小黨。 

移民議題是本次荷蘭大選的焦點。選票結果在荷蘭國會共150個議席中，

現今執政的自民黨贏得33席，守住國內最大黨地位。自由黨則贏得20席，基

督教民主呼籲和民主66黨則分別贏得了19席、14席，工黨僅贏得9席。極右翼

自由黨的席次未達選前預期，讓歐洲聯盟體制派得各國鬆了口氣。 

緊接著是法、德的選舉，率先舉行大選的荷蘭成為歐洲多國檢驗極右翼

黨派是否選上的關鍵指標。關於荷蘭大選的結果分析與未來政局發展預測，

將於下一期電子報(128期)為讀者進行詳細說明。 

(表1) 2017年歐洲各國重要選舉時間表 
5 

國家 政治事件 發生時間 

義大利 修憲公投 2016年12月4日 

奧地利 總統選舉 2016年12月4日 
德國 總統選舉 2017年2月 
荷蘭 大選 2017年3月15日 

英國 啟動第50條款 2017年3月 

法國 總統選舉 2017年4 – 5月 

匈牙利 總統選舉 2017年5 – 6月 

法國 議會選舉 2017年9月 

德國 聯邦議會選舉 最晚2017年10月 

西班牙 可能有加泰羅尼亞脫離公投 2017年9月 
捷克 大選 2017年10月 

風雲湧起的歐洲：右派政黨逐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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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https://goo.gl/JoF3t8 
https://goo.gl/yFYF8X 
https://goo.gl/o8V2Kc 
https://goo.gl/D9GSKp 
https://goo.gl/ZJ7GiJ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vF6aMS 
 
表格來源： 
表1：https://goo.gl/yUDFfv 

德、法大選緊接上場 

德、法兩國在歐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移民議題上，皆採

取包容的態度。然而，隨著恐怖攻擊頻傳，移民的社會事件，不斷影響

著人民對於政府的政策。 

歐洲人重視安全問題，從二戰後各國開始合作聯盟，以確保不再發

生戰爭。近年來，ISIS的崛起，加上移民數量增加，所滋生的問題考驗

著歐盟的團結性。 

這次的兩國大選，再次討論歐洲的核心價值。德國由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支持率不斷下跌，在地方選

舉中，更有兵敗極右派政黨之危機，顯示極右派意識上揚。法國總統歐

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宣布放棄競選連任，焦點立刻轉為總理瓦爾斯

左翼代表。但輿論認為，任何社會黨(傾左派)候選人，將在第一輪投票

中遭到淘汰，總統將在第二輪投票中，由中間偏右的共和黨菲永

(François Fillon)和極右翼國民政憲主席勒龐(Jean-Marie Le Pen)之間產

生。 

民粹主義真是歐洲人民所追求？還是政客們鼓吹之下的產物？將在

2017的大選年中，用選票來檢視這股浪潮是否將撼動整個歐洲政治，甚

至影響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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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4A 許靜嘉/整理] 

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對販毒集團來說，擁有七億多人口數的歐洲，在他們眼裡可是一塊美

味的大餅，充滿無限商機。根據歐洲毒品和毒癮檢測中心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and Drug Addiction, EMCDDA)報告中指出，

事實的確如此，歐洲為全球重要的毒品市場，無論生產或走私方面，境內

的毒品大多來自南美、西亞與北非地帶；歐洲本身也製作大麻及合成藥物，

前者主要供給本土需求；後者則出口至其他國家。檢測中心亦披露一驚人

數據：每年歐洲人的毒品開銷為240億歐元，相當於7,000多億台幣，使用

種類前三名分別為：大麻、海洛因、古柯鹼。歐洲刑警組織 (The 

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ropol) 羅布･溫賴特(Rob Wainwright)主管表示，

非法毒品生產與販賣依舊為歐洲最大且手法不斷翻新的市場，由於毒品貿

易經常跨國合作，因此國與國之間必須透過法律共同約束把關，以降低其

犯罪規模繼續擴大。 

(圖1) 歐盟毒品使用量統計數據列舉，左為大麻，右為古柯鹼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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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氾濫之國－英國         

        英國堪稱是全歐毒品與藥物濫用最嚴重的國家，坦承吸食安非他命的

英國人是歐洲他國的2倍。平均3個成年人裡就有1位曾吸過毒、其中1/5至

今仍有吸食行為；約5位青少年裡便有2位嘗過大麻。2008年，《觀察家報》

(The Observer)的調查報告顯示，27%的英國人吸食過非法藥物；如今比

例已升高至31%。2013年，英國更因藥物及酒精過度使用而被冠上「歐洲

癮君子之都」之名，國民平均每年花費360億英鎊購買這兩種物品，金額

相當龐大。 

        根據歐盟先前調查，介於15-64歲的英國人口中，每1,000人裡即有6.7

位為「有問題」的藥物使用者，換句話說，他們可能注射毒品或有長期吸

食古柯鹼、安非他命的習慣。此調查還指出，3.3%的英國青壯年人表示食

用過古柯鹼，高出許多其他歐盟成員國統計數據，例如法國的0.5%跟德國

的1.9%。 

(圖2) 根據《觀察家報》對曾吸食非法藥物的英國民眾所做的調查中，大
麻位居首位，其次是安非他命、古柯鹼及搖頭丸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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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美沙酮計畫(methadone program)註2)為葡萄牙除罪化搭配的方案之一，
紀錄每位就診人士的資料 

葡萄牙毒品除罪化 
         1974年康乃馨革命(Revolução dos Cravos)註1爆發，葡國從此陷入毒

品危機。因此2001年7月1日，葡萄牙將所有毒品除罪化，舉凡海洛因、大

麻、古柯鹼，這些耳熟能詳的危險藥物通通包括在內，但分送與走私仍屬

犯罪行為；要持有毒品必須經由特別法庭，透過合法專家、心理學家和社

工判斷等程序才可被允許。藥物成癮的人及用藥歸類到公共衛生服務的管

轄範圍，而非轉入或接受法律審判系統，所以藥物治療或更進一步的使用

皆在這樣的法規下運作。有些人原先以為葡萄牙如此除罪化舉動，只會讓

情況惡化，甚至變成毒品天堂；不過就在具有一定程度的管束下，可從以

下除罪化實施後的統計數據看出，其效果十分顯著。 

註1：又稱四二五革命，發生於葡萄牙里斯本，許多軍人以康乃馨代替槍枝，推翻長達
42年的獨裁政權，返回祖國的葡裔難民帶來大量大麻，高喊「毒品讓我們自由」，
葡萄牙自此便深受毒品之苦。(引自維基、自由時報) 

註2：替代療法，美沙酮是一種治療毒癮的人工嗎啡，用以取代海洛因、鴉片。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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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因藥物導致死亡長條圖中，葡萄牙死亡率之低僅次羅馬尼亞 

1. 與毒品相關的愛滋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案例自

2001年起，大幅降低90%以上。 

2. 葡萄牙因毒品導致死亡案例為歐盟成員國裡第2低，相較於歐盟平均1百

萬人中有17.3人因為用藥問題死亡，葡萄牙每100萬人裡僅3人因過度使

用毒品身亡。 

3. 葡國成年人吸毒人數自2001年後便持續穩定地逐漸下降。 

4. 相較其餘的歐盟成員國，葡國青少年使用合法興奮劑(legal high)註3如：

合成大麻等特危險藥物的比例為最低。 

5. 毒品相關的犯罪人數從1999年的44%下降至2012年的21%。 

6. 戒毒人數自1998年的23,600人到了2011年已達38,000人，整體比例上升

60%。 

註3：成分複雜，吸食後會出現幻覺、意識不清，類似大麻的效果，因冠上合法二
字遭到濫用，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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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5) Mellow Yellow創始於1967年，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咖啡店 

荷蘭－大麻咖啡店 
        在荷蘭，政府對毒品採取容忍政策，某些條件限制下，咖啡店可以賣

大麻，有趣的是他們卻不見得能夠賣酒精飲料。對於軟毒品，如大麻、仙

人球毒鹼(mescaline)這些被認為易代謝、較不會上癮的物質，檢察機關選

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且民眾若持有少量軟毒品也不會被抓，少量的定

義指的是低於5克大麻或其植栽。咖啡廳販售大麻須遵守容忍政策的規範

及達到政府標準方可進行：絕不得造成任何妨害行為、不允許銷售硬毒品

(海洛因、古柯鹼等)、不准替毒品打廣告、單筆交易量不許超過5克。 

        除此之外，為打擊與毒品相關的犯罪，荷蘭自2013年1月1日起，非本

國人者不得入內購買，且老闆需檢查顧客是否已滿18歲，合乎資格才能進

行買賣，此舉侷限了客源並影響銷售，因此曾造成咖啡店老闆們抗議。現

今，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市議會又開始掃黃掃毒行動，打算迫使紅燈

區及22間咖啡廳歇業，其中歷史最悠久的Mellow Yellow也受到波及，面

臨關門的命運。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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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第一間合法吸毒室 於去年正式啟用 
         去年10月法國巴黎市長安娜･達戈(Anne Hidalgo)與衛生部部長瑪麗

索爾･圖雷(Marisol Touraine)一同合作，於人來人往、毒品犯罪時有所聞

的巴黎北站(Gare du Nord)附近設置法國第一間吸毒室，內部共有12個隔

間，每年營運預算為120萬歐元。使用者吸食的硬毒品(海洛因、古柯鹼、

安非他命等易上癮物質)將替換成大麻或仙人球毒鹼等軟毒品，並提供他們

消毒過的注射器具，期盼在專業人員監督下，能有效降低用藥過量致死或

對硬毒品產生依賴的人數。 

        市長表示，現在是抑制毒品上癮情況加重的關鍵時刻。法國是第10個

設立吸毒室的國家，瑞士早於1986年便首創先例；接下來法國當局還計畫

再開設2間，分別位於東部的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西南部的波爾多

(Bordeaux)。推動此政策的另一主因是希望生活較為窮困、遭邊緣化的人

民及病患能夠受到醫療人員與社工的協助，且為保個人隱私，不需提供真

名。其他國家，如瑞士、荷蘭、德國、丹麥、西班牙、加拿大及澳洲等，

官方亦設置吸毒室給予居民使用。 

(圖6) 吸毒室內部的小隔間 (圖7) 每位來訪的民眾皆可獲得乾淨的
藥物及器具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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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7VNm2c  
圖2：https://goo.gl/YUT4KW  
圖3：https://goo.gl/B3nelv  
圖4：https://goo.gl/JbSf7O  
圖5：https://goo.gl/JYzXk0  
圖6：https://goo.gl/9UcDlK  
圖7：https://goo.gl/9UcDlK  
圖8：https://goo.gl/o2KQFn  

資料來源： 
https://goo.gl/7VNm2c  
https://goo.gl/9UcDlK  
https://goo.gl/Eiv4Kv  
https://goo.gl/5hMH1a  
https://goo.gl/BBxhET  
https://goo.gl/BVYXeY 
https://goo.gl/zPlM2w 
https://goo.gl/UIxAEs  
https://goo.gl/63zEQt 
https://goo.gl/f1HC9R 

歐洲機構聯合打擊非法毒品市場 
        歐洲議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資料亦顯示，毒品走私與製造為

犯罪組織在歐盟地區最有利可圖的賺錢管道，估計約價值120億歐元。其

中最受歡迎的大麻每年使用量高達2,000噸；其次為古柯鹼，2014年共查

封61噸。調查指出最少8,390萬個歐洲人一生中曾吸食過至少一次大麻；

超過1,700萬人用過古柯鹼、1,210萬人食用過安非他命。因此不僅各國本

身採取應對措施，歐洲毒品和毒癮檢測中心和歐洲刑警組織更攜手處理毒

品問題，檢測中心主委艾力斯･古斯迪歐(Alexis Goosdeel)表示過去15年

裡，雙方一直都密切合作，運用專業知識與見解，致力使歐洲成為一個更

安全宜居的地方。集結歐洲毒品和毒癮檢測中心的藥品把關體系和歐洲刑

警組織對犯罪組織的情報，合力發表《歐洲藥品市場報告》(EU Drug 

Markets Report)、實施政策及落實在歐盟和各國間；平時則監督是否有

任何影響心理的藥物流竄，避免民眾食用，危害健康。 

(圖8) 兩機構每年都會發表藥品
市場報告，讓大家知悉其現況 

歐洲社會關懷：一窺歐洲的毒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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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比利時的尿製啤酒 

歐盟學術專欄 

[US4A 許靜嘉/整理] 

  

(圖1) 用尿製成的啤酒成品。 

         你聽過用尿做成的啤酒嗎? 比利時的根特大學(University of Ghent)

運用一種機器將人類的尿液結合太陽能轉變為飲用水與肥料，進而以其

水製成啤酒。2016年7月，研究團隊以「為科學解放」(peeforscience)的

口號，於根特中部所舉行為期10天的音樂慶典上，蒐集民眾們所排放的

1,000公升的尿液，經由特殊處理後，一瓶瓶比利時特製的「尿」啤酒因

而誕生，如此回收再利用的程序，落實了生生不息的循環概念，也降低

了水資源浪費，可謂既節約又環保的科技運用。 

回收再利用：比利時的尿製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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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如何再生？ 
        據這項尿製啤酒研究計畫內容所示，在無水解膠原蛋白 (non-

hydrolyzed)的尿液裡，運用薄膜蒸餾技術(membrane distillation)註1，在

處理過程沒有失誤的情況下，至少能產生75%的可用水。首先，科學家將

尿液蒐集在一個大容器中，使用太陽能發電的鍋爐加熱，然後尿液再由膜

過濾，析出來的水就可拿來製酒，其他像是氮和磷則可當作肥料。其中一

位研究者Sebastiaan Derese表示：「我們只需透過簡單的程序與太陽能，

即可讓廢水轉變成肥料跟飲用水。」另外，研究團隊們打算在購物中心、

運動場、機場等人群聚集的地方設置更多像這樣的淨水器，期待能發揮最

大的效益，並將水供給偏遠地區及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以改善當地水資源

短缺的現象。轉換過程影片：https://goo.gl/j5jfr8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科學家們示範如何使用儀器進行尿液過濾 

註1：薄膜蒸餾是一種分離程序，其利用多微孔且具疏水性質的薄膜(micro-porous 
hydrophobic membrane)將兩側不同溫度的流體區隔開來。(引用自水利署電子報) 

回收再利用：比利時的尿製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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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妙用多   比利時非再利用首例 
 

丹麥的’’From Piss to Pilsner’’計畫 

        2015年，丹麥也曾於歐洲最大的音樂慶典－羅斯基勒音樂節

(Roskilde Festival)，舉行過類似的活動，由音樂節籌備方與丹麥農業與

食品理事會(Danish Agriculture & Food Council；DAFC)聯合策畫，希

望能在超過100,000位來賓的盛大場合內，集滿25,000公升尿液，做成425

桶啤酒。如此一來，到了2017年時，賓客們就可以盡情享受自己當時為

環保種下的「成果」。 

 

英國科學家研究以尿液充電 

        英科學家將尿液轉換為利用微生物燃料電池註2(microbial fuel cell)的

電力給手機充電。僅需半公升的尿加上六小時充電，手機就能使用3小時。

從尿液中分解其化學成分，再以燃料電池的儲存電力方式，把尿液釋放

的能量導入。這類的電池依靠尿液裡的微生物產生電力，也是生化科技

的運用，不但能進行有效的廢物利用，也無須再仰賴化石燃料，十分環

保。 

參考資料： 
https://goo.gl/CgzXq8  
https://goo.gl/GYxXei  
https://goo.gl/Ix3bFo  
https://goo.gl/vFmdDU  
https://goo.gl/RY84UZ  
https://goo.gl/j5jfr8  
https://goo.gl/UbuqfI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RY84UZ  
圖2：https://goo.gl/RY84UZ  

歐盟學術專欄 回收再利用：比利時的尿製啤酒 

註2：又稱生物燃料電池(biological fuel cell)，是一種生物電化學的電池系統，使用自然界
細菌及仿真細菌交互作用產生電流。(引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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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UT2A 廖敏惠/整理]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圖1) 女陰殘割國際零容忍日 

        女陰殘割 (FGM，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又稱為女性割禮

(Female circumcision)，或女性生殖器切割(FGC，Female genital cutting)。 

        於2003年，聯合國(UN，United Nations)將每年的2月6日訂為女陰殘

割國際零容忍日(International Day of Zero Tolerance for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目的是為了喚起大眾的重視，並倡導廢除此儀式。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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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199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和 聯 合 國 人 口 基 金 (UNFPA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將女陰殘割定義為「將女性外生殖器進行部分或完全切

除，或其餘以非醫療目的所作之傷害女性生殖器行為」。 

定義 

(圖2) 女陰殘割侵犯人權 

性別不平等 

        女陰殘割，被實行的國家視為重要的文化，主要目的為確保妻子對丈

夫的忠貞，反映出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嚴重侵犯女性權利。在某些國

家，它是女性成年的象徵，通過割禮才具備結婚的資格；在其他國家，只

有接受割禮的女性，才會被社會認同。大部分的情況下，拒絕進行割禮的

女性，會遭受譴責和汙辱，甚至是流放，為了被社會接納，許多父母別無

選擇。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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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種類 

    世界衛生組織將女陰殘割分為四種。第一種(B)為部分或完全切除陰蒂；

第二種(C)為部分或完全切除小陰唇，有時候也包括大陰唇；第三種(D)為

陰部封鎖，去除小陰唇後，將兩側傷口縫合；第四種則包含對女性生殖器

任何形態的傷害。 

(圖3) 女陰殘割種類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20 

世界觀點 

        現今仍有超過30個國家實施女陰殘割，大部分集中於非洲地區。至少

2億女性經歷割禮，其中97％為介於15至49歲的女性。據估計，每年約有

300萬女性面臨接受割禮的危機。 

        1970年代，聯合國曾公然斥責這項傳統儀式，時至今日雖已有15個國

家頒布相關防制條例，卻依舊成效不彰。例如幾內亞(Guinea)，早在1960

年代通過相關法令，明文禁止女陰殘割，然而該國普及率不降反升，位居

世界第二。索馬利亞(Somalia)則為目前普及率第一名的國家。 

普及率 

(圖4) 非洲國家割禮普及率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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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200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發起一項全球性

的計畫「Joint Programme on FGM/C」，旨在加速女陰殘割的廢除，提

供相關的醫療照顧，並公開聲援所有保護女性生殖器的政策和法律。 

        此項計畫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8-2014)：12個國家制定相關法規，禁止任何侵害女性生殖器

的行為；針對女陰殘割的預防和照料，訓練10萬名以上的醫護人員；1萬2

千7百個社區公開宣布廢除該儀式。 

第二階段(2014-2017)：2014年，該計畫拓展至17個國家。該階段目標為，

在至少5個國家，針對14歲以下女童，降低百分之40的女陰殘割普及率，

並使至少一個國家，完全根除此儀式。 

全球性計畫 

資料來源： 
https://goo.gl/dXx3BO 
https://goo.gl/ZqNvkq 
https://goo.gl/2cedcQ 
https://goo.gl/hBRhu 
https://goo.gl/bIc33q 
https://goo.gl/Rtexxv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bIc33q 
圖2：https://goo.gl/DlbXbF 
圖3：https://goo.gl/J217QV 
圖4：https://goo.gl/NKU4TJ 
圖5：https://goo.gl/GeY1sr 

(圖5) 參與計畫的17個國家 

聯合國呼籲終結「女陰殘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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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UJ4D 沈佳靜/撰] 

(圖1) 黃金週假期時，去在滑雪場打工
的同事朋友家homestay時去看栃木內
看世界第二十名美景的足利紫藤花海。 

緣起 
        從大一開始其實就想著一定要盡快完成大學出國交換的夢想，所以很

早就開始蒐集國合處給的資料。到大二的時候就看到了除了學校釋放出的

姊妹校名額外，還有一些其他組織提供的交換機會。 因為大二的時候還

沒有考到能夠去交換的日檢門檻，所以抓緊了ACUCA跟UMAP等組職提

供能用英文能力就有機會到日本交換的這項條件，就開始準備了。最後成

功申請上了UMAP的交換計劃能夠到日本新潟大學交換一學年，也申請到

了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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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但是這只是一切的開始而已，

之後陸陸續續收到了對方學校所寄

來的資料，不清楚的地方也只能不

斷的發郵件詢問，或者是尋找國合

處的老師協助，要去醫院做日本政

府要求的一系列健康檢查，還要開

立足夠的財產證明、請私人翻譯社

翻譯相關文件郵寄到日本學校，才

收得到入學許可、再拿著入學許可

到在台辦事處辦理留學簽證，才稍

稍告一段落，之後日本學校方面也

會寄信來，告知當初寄資料過去的

日文課程和宿舍選上哪一間之類的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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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 
        選課是以看學校提供的開課書，填聽講票的方式進行，但是提供給

國際學生的日文課程就比較不一樣，如果你當初是選擇要上集中的日文

課的話在新生說明會後就會馬上進行分班考試，集中日文課分4個等級， 

幾乎每天都有兩節的日文課，但是如果上級中課程的人數比較少的話，

上課的節數也會比較少。如果是選擇上一般的日本語課程的話，就也是

以填聽講票的方式選課，可以選自己喜歡的課。但是日本政府有規定國

際學生一周至少需要多少上課時數，所以選課的部分就必須要多注意。     

        以集中日文課的上課情形來講，就比較

有像是一個班級的感覺，老師也會以每一節

課的教學重點做更換；一般日文的話比較像

是選修課，依照主題來開班，也都是跟其他

多國際學生一起上課；還有比較進階的G 

CODE課程，堂數比較少而且內容會比較深，

所以想選的人滿多的；如果你是上學期是上

集中日文的人比較有優勢，依老師的不同，

有些老師是會優先錄取的，當然如果想體驗

跟日本人一起上課的話，有一些課程也是可

以給國際學生選的，但是會比較少，而且會

有一點像通識課那種課程，比較不有趣。學

習成效的話，集中日文是會比較全面的加強，

但是如果你是本身能力就很強的學生，又沒

什麼抵學分的壓力的話，G CODE的日文課

可以讓能力更提升。 

(圖2) 與日文課的松田老師合照    

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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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生活 

       由於日本的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是從4月開始，所以一般來說社團博覽

會都是以4月的第一個學期比較大型。 

        我因為是下學期去的，所以那個時候沒有社團博覽會，但是聽說日本

的社團會依性質，社會費也不同。有一些社團會辦迎新還有用很多課餘時

間上社課，所以很多人的課餘活動都是去居酒屋聚餐或者是上社課。我的 

話，因為第二學期的時候有當學校的English Chat的老師所以認識滿多日

本朋友，加上住會館跟上日文課的時候認識了很多朋友，所以課餘時間通

常都會相約去市區玩，或者是自己去逛學校附近的超市買食材回家煮飯。 

海外特派記者 

(圖3) 與母語教室的夥伴回岩手加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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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參加新潟市觀光局辦給外國
人的兩天一夜新潟佐渡島的旅行，
是完全免費的活動！圖為與在活
動中認識的外國朋友一起體驗一
個叫たらい舟的傳統活動！據說
在以前某一個日本動畫中也有出

現哦 

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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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學校的國際課都會不定期的發郵件給外國學生，因為新潟的觀光局還

滿積極想要推展觀光的，所以會有一些新潟縣各地的一日遊或二日遊， 

不用付任何費用，人數又有限所以機會很難得，不定期也都有寄宿家庭的

活動可以體驗，新潟縣政府也都會提供外國學生用英文或日文，到縣內各

地的高中或國中做文化的介紹及課堂體驗，也有很多薪水不錯的打工機會

是要找國際學生的，所以英文或日文能力還不錯的人有很多優勢。 

(圖5) 在新潟的台灣人國慶日餐會 

(圖6) 第一次Home Stay體驗 

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交通和飲食 
        新潟因為比較屬鄉下，所以生活環境還蠻悠閒的，是適合好好讀書的

地方。交通的話一般電車就很方便了，也有新幹線可以直達東京， 公車比

較貴也坐比較久，但下車的地點離學校比較近，平常如果有腳踏車代步會

比較方便。飲食的話，學校附近就有滿多可以吃飯的地方， 但是我通常都

自己煮比較省，支出方面除了物價會比大都市便宜一點之外， 因為想要逛

街還要坐電車到市區，所以平常上課日都不太會花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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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感謝學校跟UMAP給了我機會讓我能夠到日本交換一年，還提供我獎

學金，讓我在那裡可以很有安全感地生活，雖然當初是以英文的能力才能

夠去日本，但這一年下來我的日文能力已經跟以往不同了。希望我儘管回

來了，還是能繼續保持。建議所有未來的交換生都能夠利用課餘時間或假

日多多旅遊，看看世界上不一樣的風景；在學校內好好上課，多多認識各

地的學生跳脫自己的小圈圈，會交到一生的朋友，有機會可以去打工，除

了賺一些旅行跟生活津貼外，也可以學到許多經驗！ 

(圖7) 與打工認識的朋友出遊  

(圖8) 春假到湯澤的滑雪場打工 

日本新潟大學留學日誌 

(圖9) 跟大陸朋友去看長岡花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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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腳」色－英國腳趾摔角比賽 

 

 

   

[US4A 許靜嘉/編譯]  

(圖1) 腳趾摔角界常勝冠軍阿蘭･納什
(Alan’’Nasty’’ Nash)  

世界上的事無奇不有，相信你一定聽過許多運動比賽像是網球、羽毛

球、足球、棒球或體操及舞蹈等諸如此類常見的形式，但你曾想過一直被

我們用襪子和鞋子層層包覆住的腳趾，也可能發揮潛力替你贏得殊榮嗎？

英國德貝郡的芬妮賓特利(Fenny Bentley)小鎮每年舉行世界腳趾摔角大賽

(the World Toe Wrestling Championship)，著名的男子組選手有蟬聯12次

冠軍阿蘭‧納什(Alan’’Nasty’’ Nash) 再度奪冠；女子組則屬翠西(Tracy 

Tippy Toe)較為人所知。 

(圖2) 位於德貝郡的芬妮賓
特利(Fenny Bentley)小鎮

(紅色區塊) 

狠「腳」色－英國腳趾摔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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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4) 如同其他比賽，開始前，
裁判會壓住雙方腳掌以確保公

平性 

比賽規則： 
        跟其他比賽相同，腳趾摔角也有它的競賽規則。分男子組和女子組，

參賽者必須脫掉鞋子與襪子，赤腳並用同腳比賽，甚至幫對手脫去鞋襪都

是基本的禮儀。比賽開始前，會有專業護士做詳細的腳趾檢查，確保雙方

是在公平且符合資格的情況下參賽，過程中兩人的腳趾一定要交結，就像

扳手腕握住對方手掌一樣，而且腳底板也得相互碰觸，比賽中雙方腳趾交

纏，試圖拴住對手三秒，如果當中的一方碰到放在兩旁的隔板，另一位即

獲勝。腳趾摔角比賽為三戰兩勝，首局以右腳開戰，再來是左腳，若比到

第三局，則又變回右腳。 

(圖3) 腳趾比賽詳細規則一覽表 

狠「腳」色－英國腳趾摔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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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腳趾比賽實況 

比賽起源： 
         這項趣味橫生的比賽起源於1974年，4個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威頓的

皇家橡樹酒吧 (Royal Oak Inn) 飲酒的酒客：彼特‧奇塔姆 (Pete 

Cheetham)、艾迪‧史坦斯菲爾德(Eddie Stansfield)、彼特‧狄恩(Pete 

Dean)和米克‧道森(Mick Dawson)因為慨歎當時沒有任何一項屬於英國

的世界冠軍頭銜，所以開始思考發明能使英國人坐擁全球冠軍地位的比賽，

並為此感到驕傲。他們嘗試過耳朵摔角(ear wrestling)和用鷹架材料當作

比賽工具的推河(push of war)後，才想出腳趾摔角。而第一個比賽隔板由

約克郡晚郵報(Yorkshire Evening Post)的一位標誌作家製作，同時小型獎

盃也隨之誕生。而現今，贏得12屆冠軍的阿蘭‧納什曾分享他的獲勝秘訣：

「我的訣竅就是狠狠打擊想跟我搶第一的人，擊敗他的同時也嚇唬其他人，

讓大家知道我的厲害。」如此想贏得比賽的堅決意志，或許恰恰實現了當

初英國人發明這項比賽的所做的美夢吧！ 

狠「腳」色－英國腳趾摔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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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比賽隔板，以腳掌形狀當
做底板 

資料來源：  
http://goo.gl/KrI8Fe 
http://goo.gl/BLeA6J 
https://goo.gl/gtWsAJ 
https://goo.gl/Xt995h 
http://goo.gl/KrkbZe 
http://goo.gl/h3VGD2 
http://goo.gl/ZAIs9Y 
https://goo.gl/qjyLhi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AIs9 
圖2：https://goo.gl/zRXvqW  
圖3：https://goo.gl/SOZLDk  
圖4：http://goo.gl/UKPxrU 
圖5：https://goo.gl/WpszQP 
圖6：http://goo.gl/1EfQvF 
圖7：https://goo.gl/cMfSLJ 
背景圖：https://goo.gl/s314Ij  

雖說腳趾摔角比賽原意是要讓英國人可以有個引以為傲的全球第一稱

號，卻在其中一位創辦人米克‧道森(Mick Dawson)拿下第一、二屆冠軍

後，1976年時，被一位加拿大旅客抱走獎盃，還因此停賽了好一段時間。

不過近年來腳趾摔角比賽知名度已逐漸提升，即使1997年遭國際奧委會

(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拒絕成為正式比賽項目，每年

仍然在芬妮賓特利(Fenny Bentley)的賓利布魯克賓館(Bentley Brook Inn) 

熱鬧舉行，而競賽裡表現亮眼的選手除先前提及的阿蘭‧納什與翠西外，

還 有 湯 姆 ‧ 馬 丁 (Tom”  100m” Martin) 、 保 羅 ‧ 畢 啟 (Paul 

“Tomatominator” Beech)、貝卡･畢啟(Becca Beech)這些「腳腳」者們。 

(圖7) 2012、2013女子組冠軍貝卡‧畢
啟(Becca Beech) 

狠「腳」色－英國腳趾摔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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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3A 邱石淼/整理] 

 (圖1)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宣傳海報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 
 Suffragette 

行動勝於語言 

Suffrag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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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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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艾米莉意外照 

(圖2) 莫德 

        當莫德與其他女性要爭取投票權

時，被視為奇怪的激進份子，並遭警

方多次逮捕，裡頭包含艾米莉･戴維

森(Emily Davison)等人，他們在某

次參加完女權運動領導人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的演講後，又

再一次被捕入獄；結束服刑之後，莫

德發現桑尼已將兒子送人收養，讓莫

德沒辦法接受。 

         婦女參政論者認為必須要發動

更加劇烈的行動，要讓人們注意她們

的目的，婦女們決定參加英王喬治五

世亦將出席的騎馬大賽，當她們被擋

在國王所在區域的外面時，艾米莉奮

不顧身地衝入賽道，最終被馬蹄踩死，

這一幕被莫德親眼目睹。  

        本片講述英國婦女爲了爭取選舉權而不懈鬥爭，靈感來自於1912年的

英國，一個婦女聲音完全被漠視的時代，講述主角莫德‧瓦斯(Maud 

Watts)，受到同事維奧萊特‧穆勒(Violet Miller)的邀約，在一次的國會會

議上，替當時婦女參政論者的人發聲，但因為老公桑尼(Sonny Watts)的反

對，讓莫德連見小孩的權利都失去，因為當時女生連爭取小孩的權益都沒

有。 

Suffragette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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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圖4) 凱莉･墨里根(Carey Mulligan)  
飾演 穆德･瓦斯(Maud Watts) 

(圖5) 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  
飾演 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 

(圖6) 班･維蕭(Ben Whishaw) 
飾演 桑尼･瓦斯(Sonny Watts) 

(圖7) 海倫娜･卡特(Helena Carter) 
飾演 伊迪絲･艾琳(Edith Ellyn) 

Suffragette 歐洲影劇賞析 



資料來源： 
https://goo.gl/y4TIMA 
https://goo.gl/M8cJoj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XNPECf  
圖2： https://goo.gl/3ddlDG  
圖3： https://goo.gl/dLqBaV  
圖4： https://goo.gl/49daEW  34 

圖5： https://goo.gl/49daEW  
圖6： https://goo.gl/49daEW  
圖7： https://goo.gl/49daEW  
 

觀後感想 

相關知識 

Suffragette 

         suffrage意指投票權，本部電影片名suffragette特別指涉英國於19世

紀末到20世紀初，主張婦女普遍投票權(普選權)的(女)人們。1912年   英國

婦女為了爭取投票權展開了街頭抗爭，用石頭砸窗、引爆郵筒、並在國家

的政治樞紐地集會抗議，她們被逮捕、粗暴對待、忍受他人的辱罵與嘲笑，

甚至被迫與孩子分離，她們終於在1918年取得投票權，並在1923年取得

「平等」投票權。(引用自開眼電影網)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剛好是三月八號婦女節，以前對於婦女節不知道

她的用意，剛好看到一篇報導在講述這個節日的意義，在那個男女不平等

的年代，有很多的人在當中受到逼迫、受到傷害的狀況，是我們現在無法

想像的，如今我們能這麼自由，都是有很多的人，慢慢建立起來的，看完

這部電影後，對於性別平等以及人權這些議題，有許多的反思以及關注，

現在還有許多的民族和國家，在人權上還沒完全平等的，我們應該持續關

注，以及給予幫助，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更應該時時關心我們週遭的人，

用平等的心，與每個人接觸。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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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尼艷陽下 

[黃筱涵/撰] 

托斯卡尼艷陽下 好書介紹 

Under the Tuscan Sun 

猶記《托斯卡尼艷陽下》這本書購於2002年左右，至今陪伴在我身邊

已有10餘年的歷史，書頁散佈著黃褐的斑點，成為見證書籍歷史的痕跡

(抑或是持有者粗心不善保存的最佳證據)。 

原先擔任本期《好書介紹》文編時，手邊正有甫購入之《你是最溫和

的規則：里爾克情詩選》，作為介紹文本想必是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絕妙，

內心暗暗高興著好久沒有看詩的同時，又可一舉數得完成工作。 

在某個週末抱著書努力看完，翻過一頁頁詩篇卻越顯惶恐。若說書評

是具有爬梳、分析、統整的秩序，讀後心得則是恣意又主觀的流動，文字

理應具有溫度般從指尖傳來，然而在現實的狀況卻是船過水無痕，比青春

的尾巴更為狡詐地逃離我的記憶。「不行啊，我要完成這篇稿件!!」內心

吶喊著，開始爬上爬下翻遍書櫃如溺水之人找尋浮木之際，就在書櫃上找

到托斯卡尼的太陽。 

(圖1) 本書作者Frances Mayes與其伴侶Ed在巴摩蘇蘿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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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尼艷陽下 好書介紹 

作者Frances Mayes任教於舊金山州立大學，《托斯卡尼艷陽下》為

其於義大利托斯卡尼置產的點滴記錄，內容包含：購買名為義大利房子巴

摩蘇蘿(Bramasole，意即思慕太陽)的波折、裝修與整頓的辛勞與趣事、

善用義大利豐富食材的食譜分享等。透過Frances Mayes的生動描述與優

美文字，讓讀者忍不住一頁頁閱讀下去，巴不得也立刻搭上飛機前往實地

遊歷一遭。 

這就是本書的魔力。 

面對眼前煩悶現實生活，我們往往會心生逃離之意，幻想著有個遙遠

的國度，充滿和煦的陽光、自在的微風、微笑的人兒、豐饒的美食，還有

大把大把的時間可以揮霍著。 

Frances Mayes不僅是滿足於想像便可過日，更是身體力行的行動家，

毅然決然買下了一棟位於托斯卡尼的年久失修老宅，慢慢實踐其心中的想

像藍圖。或許是天生樂觀個性使然，或是任何疲勞或沮喪在托斯卡尼的陽

光 

(圖2) 美國版封面 

光、義大利的美酒與佳餚之雙重撫慰之下，所有的

負面情緒都可一筆勾銷吧，在她書中的義大利與托

斯卡尼是如此親人、可愛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身為大

學教授的她在放暑假之際，有甚麼好強說愁的苦惱)。 

本書共分為十八章，前五章主要介紹房子購買

過程與整修波折，其他各章節穿插著：生活雜記、

食譜介紹、周邊城市遊歷。勾勒出作者於托斯卡尼

烹飪、交友、過節等生活瑣事；對她而言，於義大

利日日有趣聞，天天有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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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貪吃的讀者，我最喜愛的章節自然是作者對於食材、烹飪技巧、

葡萄酒、起司等詳細的介紹。這是本引誘人開吃、開喝、開玩的書籍，讓

你在無意識之間已經手持一杯涼飲或紅酒、旁邊擺著零食或美食，津津有

味地享受書中的文字和嘴中的糧食。 

書中介紹的義大利飲食特色包含：自然食材、大量蔬菜、橄欖油、葡

萄酒，亦隨著季節變換調整烹飪方式：夏日的涼拌、冬季的燉煮，彷彿將

大自然裝盛於餐盤中，品嘗四季的鮮美滑過喉嚨。 

以作者提供的炸夏南瓜花食譜註為例：  

挑一紮新鮮的夏南瓜花，約十二朵。即使它們有一點點垂頭喪氣，也不必介意。

不要清洗花瓣，如果花瓣上面有水分，就用紙巾把它輕輕拭乾。 

在每朵夏南瓜花中填入一薄片的乳花乾酪，然後浸入麵糊中。 

麵糊的製法是：把兩顆蛋和四分之一茶匙的鹽加入一杯水和一又四分之一杯麵

粉中，充分攪拌，用叉子把任何團塊弄散。 

油要加熱到夠滾燙（三百五十度）而不冒煙，把麵糊炸至金黃鬆脆。撈起後迅

速用紙巾吸乾多餘的油分，立刻上桌。（頁153） 

(圖3) 夏南瓜花 

註：本篇文章中所引用之文字皆來自：梁永安（譯）（民 87）。
托斯卡尼艷陽下（原作者：Frances Mayes）。臺北市：臺
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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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作者的形容：「做得好的話，這道菜會非常、非常美味，(…) 炸

夏南瓜花的油必須是滾燙的。最適合用來炸夏南瓜花的油是花生油或葵花

油」(頁153) 。無論如何我是對其美味程度與作者的建議完全信服，蛋和

麵粉的結合揭開了美味的序幕，乾酪搭配夏南瓜花的組合是不敗的偶像團

體，而油炸的過程則是氣勢磅礡的樂團，三者合而為一即是天王巨星的演

出，更是廚房科學的最佳驗證。 

抑或是作者於第十四章的《冬廚札記》中的茴香里脊食譜： 

 用蜂蜜輕輕塗抹兩塊里脊肉。用一個臼或食物加工器搗碎一茶匙的茴香籽。把

一茶匙剁得細碎的迷迭香、鹽、胡椒粉和兩瓣大蒜徹底混合，然後把搗茴香籽

碎末加入其中。將以上的物料塗抹在里脊肉上面。把里脊肉放在一個抹了油的

淺鍋中，放入烤箱，用四百度的溫度加以烘烤，至里脊肉中央呈現淡淡的粉紅

色後取出（約需三十分鐘）。 

在烤里脊的同時，把兩顆茴香的球莖切成半英寸大小的細片。蒸大約十分鐘。

然後把茴香片輾壓成泥狀，加入四分之一杯白酒、半杯帕爾馬乾酪和半杯馬斯

卡普尼乾酪（或酸奶油）。 

把烤過的里脊肉放到一張抹過牛油的碟子上，把茴香醬汁澆在它上面；再撒上

一些牛油麵包碎屑。然後放入烤箱，用三百五十度烤約十分鐘。上桌時在里脊

四周鋪些茴香葉或新鮮迷迭香的細枝。可供四人食用。（頁268-269） 

(圖4) 茴香球莖 (圖5) 茴香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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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最嫩最瘦的部位就是里脊肉，一整塊的里脊肉可以餵飽兩個飢腸

轆轆的人。(…) 我喜歡茴香那羽毛狀的緣葉，也喜歡它與神話的關聯。據

說，當初普羅米修斯把天火盜給人類的時候，用的引火物就是厚而中空的

茴香莖炳」(頁268) 。一整塊里脊肉若出現在手持本書且飢腸轆轆的我的

面前，肯定可以同時讓我的身、心、靈獲得極大滿足；我不禁好奇普羅米

修斯決定盜天火時，如果身邊現有的引火物為甘蔗，再將作者食譜的里脊

肉換成三層肉，整個轉換為台灣嫁娶習俗的畫面，也或許不失為偷天換日

的跨文化食譜交流? 

(圖6) 茴香球莖、葉 

食物是體驗文化最直接且快速的方式之一，作者認為：「法式料理是

從一個資產階級傳統演化出來的產物，而托斯卡尼料理則是一個從農民階

級傳統演化出來的產物。(…) 現在式樣繁富的托斯卡尼料理，其源頭其實

是 la cucina povera [窮人家的廚房]。」(頁239)，並以環狀餡餃肉湯

(Tortellone in Brodo)為例，認為「乍看是千錘百鍊的菜式，但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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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甚麼比把一些隔夜的環狀餡餃，放入多出來的肉湯中更節儉的吃法

呢?」(頁239) 

(圖7) 環狀餡餃肉湯 

此種運用當下現有食材變幻出新吃法(或是一舉數得趕快把剩菜混一

起吞下肚的婆媽吃法)並不是托斯卡尼的專利，台灣亦有許多充滿fusion感

的傳統菜餚，例如筆者最愛的雜菜湯的最初源頭就是在傳統拜桌結束之後，

將剩餘的湯湯水水羹餚混在一起後再加入青菜加熱的節省吃法。當然，雜

菜湯這種名字可能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如果從善如流將改為芫荽什菜煲，

或是熱熱鬧鬧取個八寶海鮮鬥石斑這種湯名(哪來的石斑?!)，或許可以再

次引領風潮也不一定。 

除了吃貨喜愛的美食烹飪描述篇章外，本書更包含有義大利生活、歷

史文化、跨文化交流等各個不同面向，等待著讀者於不同心境與情緒之下

發現更多躍昇於文字之上的動人美麗。《托斯卡尼艷陽下》，我心中名符

其實的心靈雞湯，推薦給喜歡美食、熱愛生活、渴望旅行、追求悠閒的讀

者。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AWO9E7  
圖2： https://goo.gl/WPyVEe  
圖3： https://goo.gl/rhoxa5  
圖4：https://goo.gl/bdPJeG 
圖5：https://goo.gl/xZmJeL 
圖6：https://goo.gl/b5D2Kt 
圖7： https://goo.gl/eUJr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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