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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歡迎重回歐盟園區電子報！ 

如同前期(意即第127期)電子報編按所述，因應電子報編輯成員減少，除

減少電子報發行刊數外，另將於每期暫停部分稿件；以本期為例，《歐盟學

術專欄》、《Do You Know…》便暫時停刊，待下期再與讀者們相見，亦歡

迎喜愛歐盟園區電子報的你/妳加入電子報編輯團隊，讓喜愛歐洲文化與新知

的我們能激盪出更豐富的火花! 

本期《新聞深度報導》以3月的荷蘭國會選舉為題，報導現任總理Mark 
Rutte帶領自由民主人民黨黨魁保住國會最大黨位置，雖然讓歐盟如釋重負，

但席次較以往減少的狀況仍反映出民眾對現況的不滿及疑慮。 

《歐洲主題專欄》探討歐洲遊民問題與現況，除了仰賴政府的協助外，

社會與個人又是如何主動伸出援手，提升遊民自我認同與生活品質；而無論

他們被稱為遊民、流浪漢、居無定所的人或無家可歸的人，根據研究報導指

出，在各國經濟發展受全球化影響之下，縱使擁有高學歷者仍有可能流落街

頭。 

《世界觀點》延續前期探討歐洲毒品議題，延伸報導南美毒品現況，探

討南美毒梟如何透過毒品販賣與走私賺取暴利，打造富可敵國的奢華王國，

甚至名列世界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 

本期內容另包含許博淞同學前往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的心得分享、 
《校外藝文報導》帶領大家一窺目前正於駁二展出的《消逝的存在》特展內

容、《歐洲影劇賞析》推薦關於「青春、愛情、搖滾」的作品《搖滾青春練

習曲(Sing Street) 》、《好書推薦》則介紹知名作品《哈利波特》所刻劃出的

魔法世界中所提到的著名童書《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The Tales of Beedle 
The Bard)》。 

謝謝正在看編按的讀者，你/妳們是我們持續努力下去的動力。 

It is during our darkest moments that we must focus to see the light. 
- Aristotle 



黃孟蘭教授：專才教育與全人教育
合一的外語人才培育理念 

[黃筱涵/報導] 

園區活動報導 

4月21日，期中考的週五下午，學生放假去、老師鬆口氣的週末時刻，

歐盟園區Q003教室卻陸續有教師前來，全為聆聽輔大黃孟蘭教授的《專

才教育與全人教育合一的外語人才培育理念》講座；足見黃教授的學術專

業與個人魅力。 

黃孟蘭教授為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教授，法國格勒諾勃第三大學語

言學教學法博士，曾任輔大外語學院院長，現任輔大全人教育課程中心主

任。黃教授擁有多年外語教學和校內行政管理經驗，自擔任全人教育課程

中心主任以來，陸續推動校內全人教育課程完備與整合工作。 

(圖1) 講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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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首先由歐亞語文學院張

守慧院長開場，介紹本次邀請黃

教授蒞臨本校的契機後，黃教授

便開始講述其結合外語教學與行

政專業的經驗，首先以「未來大

學將培育怎樣的人才」和「大學

教育的目標」破題，引導與會的

各位教師思考全球化時代下，教

育、特別是博雅教育的重要性。 



園區活動報導 

所培育出的人才最終仍須於畢業後進入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在強調培育

產業所需要的人才之餘，黃教授提出產業需要具基礎能力與觀念的多元化人

才，而此人才除了以往我們認為的專業能力外，態度、創新、抗壓、團隊精

神、國際觀、領導力、語文能力等更是職場評比畢業生的重要指標。 

針對二十一世紀外語能力培育，身為多年外語教師且曾任外語學院院長

的黃教授亦提出看法，認為「讀寫能力」為所有課程的基本核心，運用跨文

化素養、新型態媒體、資訊分析組織與理解等特殊形態的讀寫能力尤具高度

價值，而透過「課程統整合作模式」可適時回應全球化社會的需求。統整合

作的可行作法包含：(1) 同性質課程縱向合作，以及(2)不同課程橫向合作，

例如：文法、寫作、會話課程合作，可提升文法運用力。 

此外，黃教授建議課堂中選用的文本範例除了可以國際議題為主，藉此

提升學生國際觀外，亦可採用具人文關懷精神的文章，藉由演練加強學生對

生命教育及生活態度的重視。 

最後，黃教授總結現今高教強調掌握國際脈動的重要，而外語就是必要

條件之一；除卻專業知識之外，創新、敬業、解決問題能力等職場素養亦為

不可或缺之素養。而大學教師需居中扮演「經師」與「人師」的角色，兼顧

學生專業能力與道德情操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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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與會人員合照 

QA時間，與會教師發問踴

躍，與黃教授交流教育理念及育

才經驗，並留下合照紀念，結束

了知性的午後，開啟了與會人員

對於人才培育的新想像。 

黃孟蘭教授演講 



 法大選投票 左右之爭不再 主流淪配角
https://goo.gl/WTUsd3 (聯合新聞網 4月23日) 

 往中間靠或甘於邊緣？德極右另類黨年會激辯路線
https://goo.gl/2VVOve (聯合新聞網 4月23日) 

 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遭恐攻 伊斯蘭國：我們做的
https://goo.gl/detkCF (地球圖輯隊 4月21日) 

 英國提前大選：你需要知道的幾件事
https://goo.gl/ZXYRVF (BBC中文網 4月20日) 

 
 男人手牽手又怎樣 荷蘭男子挺同做給你看

https://goo.gl/Aa3HCD (地球圖輯隊 4月6日) 
 

 丹麥「性愛救護車」 讓性工作者安心辦事
https://goo.gl/f1byTj (地球圖輯隊 3月30日) 
 

 整治「智慧型喪屍」荷蘭小鎮推出低頭族紅綠燈
https://goo.gl/n0SCOs (地球圖輯隊 3月28日) 
 

 荷蘭大選結果出爐 右翼政黨席次不如預期
https://goo.gl/wuHuaN (地球圖輯隊 3月16日) 

[UT2A 廖敏惠/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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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UT2A廖敏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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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2017年歐洲最受矚目選舉包含：荷蘭國會大選、法國總統大選和德國

總理大選等。荷蘭率先於3月15日舉行國會大選，在歷經去年英國公投脫

歐，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後，此次選舉被視為歐洲民粹主義的風

向球，而且可能牽動日後法、德兩國的選情。 

參選政黨 

        今年共有28個政黨參加國會大選，主要黨派為：自由民主人民黨

(VVD，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自由黨(PVV，Partij 

voor de Vrijheid) 、基督教民主呼籲 (CDA， Christen-Democratisch 

Appèl)、民主66(D66，Democraten 66)、綠色左派(GL，GroenLinks)、

社會黨(SP，Socialistische Partij)和工黨(PvdA，Partij van de Arbeid)，

以及其餘小黨。 

國會運作 

        荷蘭國會為兩院制，分別為參議院和眾議院。此次國會大選為眾議院

議員改選，眾議院共有150個席次，過去沒有任一政黨獨自取得半席次(76

席)，皆由最大黨與其他政黨組織聯合政府。而荷蘭屬於內閣制，因此國家

總理會由眾議院最大黨的黨魁出任。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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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人選 

        本次荷蘭國會大選的焦點，為VVD黨魁馬克‧呂特(Mark Rutte)，亦

為現任荷蘭總理，和被稱為「荷蘭川普」的PVV領導人海爾特‧威爾德斯

(Geert Wilders)之間的總理寶座爭奪戰。 

(圖1) Geert Wilders 

        來自極右派自由黨的威爾德斯之所以有「荷蘭川普」之稱，是因為他

主張關閉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禁讀可蘭經、拒絕收容伊斯蘭國家的難民

及新移民，並表示：「如果你不喜歡這主張，不要來荷蘭，我們是自由之

人，你可以決定要去或不去哪裡。我希望荷蘭有更少的伊斯蘭教徒。我認

為伊斯蘭教無法與自由共存。」(I say if you don‘t like the idea, don’t 

come to Holland here. We are free people, and you can decide where to 

go, and where not to go. I hope that we have less Islam in Holland. I 

think Islam and freedom are not compatible.)此外，他也宣稱如果當選，

將會舉行荷蘭脫歐公投。 

(圖2) Mark Rutte 

「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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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預測 

        荷蘭國會選前席次分布：VVD 40 席、PvdA 35 席、SP 15 席、CDA 

13 席、PVV 12 席、D66 12 席和GL 4 席。 

        根據荷蘭民調機構Peil.nl的調查，此次選舉的民意相當反覆。1月1日

公佈的民調顯示，PVV有機會獲得35席，超過VVD的23席，然而，3月13

日的統計結果為VVD可取得27席，有望成為國會最大黨，PVV則降為24席。

CDA位居第三，依次為GL和D66。 

        荷蘭民意綜合指標Peilingwijzer統計各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預估將

有14個黨可獲得席位，而當中的8個黨有機會取得10席以上，依序為PVV 

24-28席、VVD 23-27席、CDA 16-18席、D66 15-19席、GL 15-17席、

PvdA 11-15席、SP 11-13席以及50Plus 7-11席。 

(圖3) Peil.nl民調結果 

「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新聞深度報導 

(圖4) 選前席位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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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結果 

(圖5) 選後席次結果 

        荷蘭國會大選結果於3月21日公布，現任總理呂特帶領的VVD拿下150

席中的33席，保住國會最大黨的地位，而威爾德斯領導的PVV則取得22席，

成為國會第二大黨。 

        投票結果公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的幕僚

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在Twitter發文表示：「荷蘭，噢！荷蘭你成

功了！恭喜有這麼好的結果」(Netherlands oh Netherlands you are a 

champion.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terrific result.)。法國外長艾侯(Jean-

Marc Ayrault)也發表貼文：「恭喜荷蘭成功遏止極右思想崛起。一起為更

強大的歐洲努力。」(Congratulations to the Dutch for preventing the rise 

of the far right. Willing to work towards a stronger Europe.) 

        儘管此結果讓面臨民粹主義的歐洲各國如釋重負，VVD的席次較以往

減少7席，還是反映出民眾對現任政府的不滿。 

「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新聞深度報導 

10 

        由於沒有單一政黨取得半席次，VVD將會和其他政黨討論籌組聯合政

府的計畫，預計會耗時數個月。然而，PVV身為國會第二大黨，卻可能因

為極右派理念和政見，導致其他政黨不願意與之合作。為此威爾德斯表示，

不排斥入閣，如果沒有機會，將會扮演監督政府最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聯合政府 

創意投票所 

        為避免美國總統大選時，俄國遭指控駭入計票系統協助川普勝選的疑

慮發生，荷蘭選擇採取人工計票的方式。荷蘭政府為了鼓勵民眾投票，在

博物館、咖啡廳、教堂、海濱、風車甚至是私人住宅設立投票所，以及得

來速式投票站。此次選舉的登記選民將近1,300萬人，投票率約為82%，創

下近30年來新高。 

參考網站： 
https://goo.gl/hyfS5X 
https://goo.gl/XOq6Qb 
https://goo.gl/xqn26y 
https://goo.gl/uDFXtp 
https://goo.gl/ugZTLw 
https://goo.gl/BSP9yX 
https://goo.gl/KHjRkD 
https://goo.gl/k09aTx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HW5Fch 
圖2：https://goo.gl/ebTcZH 
圖3：https://goo.gl/EDl4Bs 
圖4：https://goo.gl/buOvvS 
圖5：https://goo.gl/tkFaEg 
圖6：https://goo.gl/G3TcTC 
圖7：https://goo.gl/eG91GO 

(圖6) 得來速式投票所 (圖7) 風車投票所 

「超級星期三」荷蘭國會大選 

https://goo.gl/hyfS5X
https://goo.gl/XOq6Qb
https://goo.gl/xqn26y
https://goo.gl/uDFXtp
https://goo.gl/ugZTLw
https://goo.gl/k09aTx
https://goo.gl/HW5Fch
https://goo.gl/ebTcZH
https://goo.gl/EDl4Bs
https://goo.gl/buOvvS
https://goo.gl/tkFaEg
https://goo.gl/G3TcTC
https://goo.gl/eG91GO


前言：   

  90年代，在歐洲各大城市的街頭，隨處可見遊民的蹤跡。他們使得當

地的人民自我心理衝突，也考驗著歐洲社會福利制度。如今，富裕的西歐

又會如何處理日益嚴重的的遊民現象呢？ 

        在西歐城市中，貧窮的陰影也日漸擴大。在全歐洲百萬富翁比例最高

的城市當中，可以看到滿手拿著購物袋、拿著公事包工作以及盛裝打扮前

往歌劇院的歐洲人，但偶爾會在途中目睹手拿著「沒有工作、沒有家、肚

子餓」紙板後蜷縮的身影。不管是快速通過，又或者是視而不見，還是直

覺性地到他們面前噓寒問暖，歐洲人開始擔心：「我們會不會是下個紐約？

還是洛杉磯？」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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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3B 黃婉婷、黃筱涵/整理]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圖1) 待業中的男人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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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化和邊緣化 
        徘徊在西歐社會邊緣的遊民們，在各國有著不同定義的名稱，如：無

家可歸的人、無固定住所的人、沒屋頂的人･･････等。然而在他們背後所

要訴說的是無奈。因為失業、沒收入、繳不起房租，甚至妻離子散等等。

有的則是窮到極限，只能靠偷竊換取些微安定的生活，度過數月到數年的

鐵窗生活，但出獄後還是一無所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戶籍資料，因

而無法享有市民最基本的權利，不論是投票所、社會局都是如此，最後只

能用酒精和毒品，尋求對自己命運的無力感跟麻痺。 

  根據「歐洲遊民輔導組織」(FEANTSA) 估計，1994年歐盟12國已有

250萬名遊民，以英、法、德三國各超過60萬名最為嚴重，遊民當中多半

是破碎家庭、教育水準較低、健康狀態不好，也有20歲以下的年輕人，以

及未婚懷孕帶著孩童的單親媽媽。 

 

 

 

 

 

 

 

 

 

 

 

 

(圖2)「歐洲遊民輔導組織」 
           (FEANTSA)標誌 

(圖3)「歐洲遊民輔導組織」 
(FEANTSA)的標語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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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東歐移民遷入近況   

    以英國為例：2004年，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促成東歐人民移民西

歐，尤以人口數量最多與領土範圍最大的波蘭為主，約有60萬波蘭人移民

到英國，英國成了近代接收最大移民潮的國家。經濟衰退使失業率飆高，

原本移民到西歐的東歐人民紛紛被迫返家。卻有許多人淪為街頭遊民，形

成新的社會問題。當時波蘭人在經濟蓬勃時期，加上英國急需勞工，波蘭

人工資較低、認真工作的態度，獲得英國市場歡迎。然而，在英國經濟發

展趨緩之下，現今的英國失業人口已近200萬人，根據2015年8月底英國公

佈的移民數字顯示，自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英國的淨移民數量達到33

萬，已經超過原先的最高紀錄。在雙重壓力之下，英國工人紛紛罷工上街

抗議，要求政府驅逐外籍勞工。 

(圖4) 英國聘用外勞引罷工抗議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波蘭佔英國境內歐洲移民大宗 
    事實上，從2008年秋季，東歐人陸

續返鄉；部分因廣大工作機會來到西

歐的東歐人，在不符合政府社會福利

補助領取的條件之下淪落街頭，成為

西歐社會的新遊民。根據統計，哈姆

斯密司 (Hammersmith) 和西敏寺區

(City of Westminster)內的遊民，東歐

人就佔了20％，其中尤以波蘭人佔多

數。2014年，英國人口中有79萬是波

蘭出生的，比2012年增加了13.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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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對策與社會協助 

    巴卡基金會(Barka Foundation)是歐洲第一個協助海外移民到歐洲的新

住民組織，幫助流落在英國倫敦的東歐人返家，在取得東歐移民的信任之後，

基金會社工將了解到他們返鄉的需求，提供車票、旅費和食物，幫助他們返

回家鄉。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英國街友變身最在地導遊 
  為解決遊民問題，一群英國年輕人成立「The Sock Mob」團體，每個

禮拜，他們都會在網路上招募「Walker」和街友漫步倫敦的活動。一開始

臨時起意，只是分送襪子與食物給街友，這個活動持續了5年後，「The 

Sock Mob」團體了解到這樣的活動不能讓街友們回到安定的生活，某天，

他們突發奇想：「為何不把這些對倫敦大街小巷都通曉的街友們，將他們轉

變成英國的另類導遊呢？」在2010年，「The Sock Mob」團體因此獲得

UNLtd提供的補助資金，正式成立Unseen Tours。 

(圖5) 英國街友變身最在地導遊 

Unseen Tours將大部分的收入保留給參

與導覽的街友們，每位街友可獲得60%

到80%的收入，而剩餘的20%到40%是訓

練經費，用以培訓更多的街友。 

        Unseen Tours的目標是要讓街友能

以自己的勞力賺取生活所需，並希望能

訓練更多街友加入導覽行列。Unseen 

Tours創辦人Lidija則說這項計畫是街友

們的企業，他們不過是從旁協助其自立

發展的合夥人而已。目前已有無數街友

們透過這份導覽工作填飽肚子，更因此

重拾了生活的方向與尊嚴。 



歐洲主題專欄 

15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德國：遊民的柏林地理學 
如同前述英國街友化身另類導遊案例，德國非營利組織Querstadtein亦

有相似計畫，希望突顯德國柏林遊民議題、直視偏見，並為公共空間提供更

豐富的觀點；柏林的遊民可向政府登記取得特殊證件，即可獲得各項服務，

包括糧食、庇護所、諮商、郵寄地址等。 

遊民擔任嚮導的行程中，亦將介紹遊民如何看待與運用特定場所，依據

遊民所在地，即可判斷他們已在街頭生活多久時間，以及受到多少影響。每

位遊民在街頭生活的原因與故事也各有不同。 

(圖6) 德國遊民帶領民眾進行另類城市遊 

在推行街友擔任柏林人文導覽員獲得迴響後，Querstadtein更進一步推

出「難民眼中的柏林」導覽，試圖讓參與導覽的人民瞭解每位難民背後所代

表的個人故事，跳脫大眾媒體中所報導的難民危機偏見，引導民眾換個角度

思考融合問題，以及難民所帶來的力量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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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法國：居無定所 ≠ 無能力 
在法國，街友被稱為SDF(Sans Domicile Fixe)或是sans-abri、sans 

logis，泛指沒有固定居所的人；縱使可能擁有些微資產和經濟能力，但是

仍無法負擔買房、租房等，故SDF也可能是以車為家、住帳篷、住在廉價的

日租旅館或是住在收容所、救濟接待所等地方。 

2016年，由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l‘INSEE )所發表的一份報告顯

示：「根據調查，有10%的街友擁有高等教育文憑或是學歷」，顛覆了一般

大眾對於街友的想像同時，更表示著：街友不再單純由社會既定印象中的沒

有能力且懶散的人而組成，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街友，無關是否擁有高等教育

文憑。 

對於受訪者雖有能力卻淪為街友，調查報告的兩位作者Philippe 

Cordazzo和Nicolas Sembel認為原因可能在於：社會變動使人失去其地位

和身分的現象加劇(如金融海嘯或是戰亂等等)、學歷不再是就業保證、罹患

精神疾病或成癮問題亦可能加速成為街友，因為維持基本溫飽都有問題，而

稍微便宜的公共住宅更是大家搶破頭排隊等著申請，等不到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只能繼續當街友或是棲身在收容所。 

(圖7-9) 法國遊民照片，由法籍青年Maxime Franch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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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cUU6Ce 
https://goo.gl/4929Qm 
https://goo.gl/Itp1Oq 
https://goo.gl/XF2ktY 
https://goo.gl/Y49sOz 
https://goo.gl/qzKDL4   
http://querstadtein.org/en/  
https://goo.gl/Y9TWSc  
https://goo.gl/1VErFV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0E91Y3 
圖2：https://goo.gl/yVCpOQ 
圖3：https://goo.gl/kKA8qZ 
圖4：https://goo.gl/goYiww 
圖5：https://goo.gl/XF2ktY 
圖6：https://goo.gl/4YqIaD 
圖7-9：https://goo.gl/qFA1eu   
圖10：https://goo.gl/jn0bhP  
圖11：https://goo.gl/1VErFV  

歐洲社會關懷：遊民 

歐洲：防堵 vs. 關懷  
為解決遊民露宿街頭所造成的市容問題，部分城市所採取的防賭措施包

含：在遊民常棲臥之處設置錐刺、減少開放空間坐臥位置，更甚者是直接以

圍籬和欄杆包圍遊民聚集處。雖然立即達到眼不見為淨之成效，卻也引發輿

論撻伐。 

相較於防堵遊民逗留，亦有設

計師體悟到露宿街頭的人有其困難

之處，在遊民問題無法立即獲得改

善之際，暫時提供聰明的遮風避雨

之處，例如：斯洛伐克建築Design 
Develop事務所利用廣告看板後的空

間設計簡易住家(圖11)。 

遊民問題不僅存在於居無定所

的「遊」，更在於缺乏與社會互動

的真實關係的「離」，如何與社會

體制產生連結，重建遊民的社交網

絡，並思考「住家」的定義是否可

單純簡化為可棲息的房宅，或許我

們方能更為貼近本議題，且更瞭解

遊民問題的複雜度。 

(圖10) 於遊民躺臥處設置尖錐 

(圖11) 廣告看板後的簡易住家 

https://goo.gl/cUU6Ce
https://goo.gl/4929Qm
https://goo.gl/Itp1Oq
https://goo.gl/XF2ktY
https://goo.gl/Y49sOz
https://goo.gl/qzKDL4
http://querstadtein.org/en/
https://goo.gl/Y9TWSc
https://goo.gl/1VErFV
https://goo.gl/0E91Y3
https://goo.gl/yVCpOQ
https://goo.gl/kKA8qZ
https://goo.gl/goYiww
https://goo.gl/XF2ktY
https://goo.gl/4YqIaD
https://goo.gl/qFA1eu
https://goo.gl/jn0bhP
https://goo.gl/1VEr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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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毒品氾濫、毒梟猖狂一直是拉丁美洲國家最嚴重且棘手的問題，本

報導將為上期歐洲毒品專欄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帶領讀者直擊世界毒品大

本營，究竟為何南美會淪落成毒梟聚集地? 富可敵國的他們生活豪奢程度

令人瞠目結舌，其龐大勢力又為這塊土地帶來了什麼樣的麻煩？現今政府

及全球又構思了怎麼樣的對策來打擊毒品犯罪? 

－－－－－－－－－－－－－－－－－－－－－－－－－－－－－－－ 

背景資料：根據Time, CNN, La Opinión, El País等媒體針對南美毒品相關

報導或提供的背景知識，加以彙整編輯。 

[US4A 許靜嘉 /編譯] 

(圖1) 古柯葉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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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2) 祕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為全球主要的古柯鹼產地，
大量出口至北美及歐洲一帶。 

以拉丁美洲出發的販毒誘因 
        根據聯合國國際麻醉藥管制委員會(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在2016年的報告中顯示，南美洲一直以來不但是全球古柯鹼

最主要且單一的製造地，目前產量更不減反增，情況日漸加劇。 

        此外，許多拉美的政治領導人認為，近30年來，若非美國國內有如此

多毒癮犯、吸食大量非法藥物的話，中南美洲就不會製造那麼多的毒品，

像是大麻、古柯鹼、海洛因等，如果沒有這龐大的市場需求及絕佳的地理

位置，現在的拉丁美洲也不會陷入販毒集團猖獗的窘境。中美洲為毒品走

私的樞紐，全世界有84%的古柯鹼經由此地運往北美，其中非法藥物最大

宗出產國為哥倫比亞與墨西哥，販毒集團每年光靠走私就賺了180~390億

美金不等，已是不容忽視的危機。尼加拉瓜駐美大使佛朗西斯柯‧坎培爾

(Francisco Campbell)表示：「這已非過去我們所憑空想像的威脅，這是

我們首次探討確實存在於南半球的要脅。」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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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3) 中南美洲以走私古柯鹼為大宗，輸送版圖橫跨歐、亞、非。 

各國毒品流通概況及衍生的社會問題 
        位於安地斯山脈區域國家－祕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為全球古柯鹼

主要產地，也由於輸出至北美及歐洲的關係，途經的中美地區毒梟流竄，

導致毒品暴力、犯罪四起，數據顯示，宏都拉斯是世界謀殺案件發生頻率

最高的國家，平均每100,000人裡有82.1人喪命。毒販、幫派間的互相殘殺，

往往牽連無辜人士，捍衛人權者、記者也難以倖免。2016年墨西哥莫雷洛

斯州(Morelos state)女市長上任未滿一天即被毒販暗殺，而先前已有多名

市長遇害，且手段兇殘，令人髮指。 

        另一方面，某些國家並非完全視其作物為禍害，2013年烏拉圭成為第

一個大麻合法化國家。同年，玻利維亞爭取到不必遵守1961年制訂的《麻

醉品單一公約》(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條款的國家，可

合法種植古柯葉，外界常把古柯與古柯鹼畫上等號，但對於玻利維亞國民

來說，實則不然，他們普遍認為古柯(Coca)益處多，嚼食古柯葉有助提神，

亦可製成粉末、茶和藥膏銷往國外市場。總統埃沃‧莫拉萊斯 (Evo 

Morales)於今年3月，將原先1988年合法化的12,000公頃，拓展至22,000公

頃來增加古柯作物的收益。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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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富可敵國、惡名昭彰的販毒集團 
        早期活躍於1970-1990年代的著名哥倫比亞販毒組織－麥德林集團

(Medellín Cartel)，首領巴勃羅‧埃斯科瓦爾(Pablo Escobar)是世界最具

影響力、名聲響亮的大毒梟，他的故事近年還被翻拍成熱門影劇《毒梟》

(Narcos)，訴說其崛起到後期窮途末路的一生。身為全球最大販毒集團幕

後領導者的巴勃羅，手段十分兇殘，凡是與他作對的人皆無好下場，不論

是對手或政府官員，照殺不誤，犯下無數罪行，集團營運的17年裡，共計

50,000人慘遭毒手，巴勃羅最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Plata o plomo’’(銀或

鉛)意味著「要嘛收錢，否則就準備吃子彈。」表現出他果決的個性與順

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行事風格。基於美國對古柯鹼的市場需求急速攀升，

當時麥德林集團每日走私15噸古柯鹼，收入高達7,000萬美金，巴勃羅也

因此迅速累積大量財富，甚至在1989年富比士富豪榜(Forbes)中名列全球

第七，他擁有私人飛機、別墅乃至整座動物園；而他也深知收買人心的重

要性，所以出錢為人民蓋了許多設施，不僅大眾願意包庇他，還將他當作

神一般尊敬，令哥國政府相當頭痛。 

(圖5) Hacienda Nápoles是巴勃羅在麥
德林蓋的一座私人樂園，裡面包含動
物園、雕塑公園及帶有西班牙殖民色
彩的房屋等價值不斐的建築物。 

(圖4) 麥德林集團首領巴勃羅‧
埃斯科瓦爾(Pablo Escobar)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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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巴勃羅與政府協議，自願被關進由他自己打造的專屬監獄「大

教堂(La Catedral)」，裡頭泳池、娛樂設施樣樣俱全，猶如豪宅般高級，

而實際上巴勃羅在服刑期間仍掌控集團事務，政府發現後便思忖將他移至

普通監獄，卻被他早一步得知，成功越獄，自此展開逃亡生涯。最後，巴

勃羅在一次通話過程中洩漏行蹤，於1993年12月3日遭警方擊斃，麥德林

集團便逐漸式微，由卡利集團(Cali Cartel)(1977-1998)取而代之並掌握全

球及歐洲90%的古柯鹼市場。 

        墨西哥的錫納羅亞販毒集團(Sinaloa Cartel)首領華金‧古茲曼‧洛埃

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人稱「矮子古茲曼」(“el Chapo” Guzmán)則

是現在普遍被認為世界上最大且最具影響力的毒梟，同時亦為造成墨西哥

毒品相關的暴力犯罪之罪魁禍首，他曾多次被捕卻也不斷收買獄卒越獄

(現已被捕)，2009年至2011年間富比士(Forbes)將其評選為世界最具影響

力的人之一；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則認

為古茲曼的勢力不亞於巴勃羅‧埃斯科瓦爾。 

(圖6) 大教堂(La Catedral)－巴勃羅‧埃斯
科瓦爾自己打造的豪華監獄，與私人別墅

無異 

(圖7) 華金‧古茲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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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花招多 
犯罪透視(InSight Crime)報導指出，拉丁美洲境內五大毒品走私方式為： 

1.  把古柯鹼偽裝成煤炭。哥國政府近期查獲加勒比海巴蘭幾亞

(Barranquilla)附近，走私販利用玻璃纖維來包覆306公斤的古柯鹼並將其

塗黑，意圖混淆檢查人員。在祕魯也有毒販使用過相似手段，只不過他們

是真的把炭拿來鑽洞，藉此藏匿約6噸古柯鹼。 

2. 無人機和微型飛機。因為這兩種運輸方式很難被雷達偵測到，安全性較

佳，其中又屬無人機的經濟效益較高，頗受歡迎。 

3. 以彈射器或空氣槍製成的大砲發射毒品，穿越美墨邊境，墨西哥政府已

數次沒收類似器具。 

4. 自製潛艇。此手法為南美犯罪集團廣泛運用，至今政府已充公過各式各

樣的潛艇，無論是半潛式或難以偵測、完全沒入水面的種類。 

5. 液態古柯鹼。指將古柯鹼粉與其他溶劑相溶，到達目的地後再進行分解。

液狀古柯鹼經常被毒販裝入膠囊吞入、潑灑在衣服上或佯裝成合法酒類。

這種販毒伎倆不易察覺，玻利維亞當局因無法偵測，只能從外表或行為判

斷有無異樣。 

(圖8) 發射大麻用的大砲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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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9) 墨西哥販毒集團主要勢力範圍分布圖 

正邪對立   卻傷及無辜的毒品戰爭 
        由於麥德林集團沒落，加上哥倫比亞及美國的極力掃毒行動，毒梟

開始往北發展。與美接壤、擁有良好地理位置的墨西哥，就淪為毒梟巢

穴，販毒集團每年因和美國進行毒品交易賺進190-290億美金，墨國當時

新上任的總統費利佩‧卡德隆(Felipe Calderón)正式向毒販宣戰，要準備

解決前任總統無力收拾－毒販間為了爭奪地盤所展開槍林彈雨的大屠殺，

起初也大獲鎮日飽受火拼之苦的居民們支持，然而糟糕的是，至今不透

明化的資金流動造成軍隊及政治腐敗，掃毒不成反包庇毒販，導致民不

聊生。2014年9月，43名實習教師失蹤，疑似受貪汙政客攻擊後轉交給販

毒集團便慘遭虐殺。截至目前為止，墨西哥的毒品戰爭約有200,000人死

於非命；28,000人下落不明。但這場仗也不全然只有負面成效，現任總統

恩里克‧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延續戰爭政策這段期間內，

有件值得一提的功績就是2014年政府活逮矮子古茲曼，並在後來將其引

渡到美國監獄的事。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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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1XulmL 
https://goo.gl/5nvTTz 
https://goo.gl/r2phuD 
https://goo.gl/ChI2li 
https://goo.gl/xTDN5D 
https://goo.gl/DcY80U  
https://goo.gl/6ojzyh  
https://goo.gl/SZ72UE 
 

圖3：https://goo.gl/ysqWpQ 
圖4：https://goo.gl/YZUhPz 
圖5：https://goo.gl/epxOT0 
圖6：https://goo.gl/Tgb6mD 
圖7：https://goo.gl/z3FzC5  
圖8：https://goo.gl/GtlRNZ  
圖9：https://goo.gl/XX3yW4  
圖10：https://goo.gl/fqc1wh 
 

世界觀點 

   

https://goo.gl/fqc1wh 
https://goo.gl/y2Lup3 
https://goo.gl/4WaVnv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4WaVnv 
圖2：https://goo.gl/ysqWpQ 

(圖10) 會議上，墨國總統表示
全球對於毒品議題採取的解決

方案依然不夠周全。 

聯合國特別議會大會   共思對策       
        其實早在40年前，1971年7月17日美國尼克森總統(Richard Milhous 

Nixon)向毒品宣戰，擬定8,400萬做為緊急用預算，並於次年簽署條約，

指稱毒品是眾人的頭號公敵。然而事實上，毒品走私、引發的暴力行徑

並未因此獲得顯著改善。 

         2016年，聯合國特別議會大會(UNGASS)由長期深受毒品危害的國

家：墨西哥、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共同策劃，以「人道方式解決」為出

發點處理問題，不打算強調制定法規或將毒品犯罪化來解決問題。距上

次1998年高峰會已睽違20年之久，當時各國領袖皆同意要在2008年邁向

「無毒世界」的目標。此次雖然國與國之間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意見小有

分歧，最終還是和平落幕，各國願意配合執行相關改革與相互合作的計

畫，但仍未允許非醫療及研究為目的的毒品使用。 

追蹤報導－毒品在南美 

https://goo.gl/1XulmL
https://goo.gl/5nvTTz
https://goo.gl/r2phuD
https://goo.gl/ChI2li
https://goo.gl/xTDN5D
https://goo.gl/DcY80U
https://goo.gl/6ojzyh
https://goo.gl/SZ72UE
https://goo.gl/ysqWpQ
https://goo.gl/YZUhPz
https://goo.gl/epxOT0
https://goo.gl/Tgb6mD
https://goo.gl/z3FzC5
https://goo.gl/GtlRNZ
https://goo.gl/XX3yW4
https://goo.gl/fqc1wh
https://goo.gl/fqc1wh
https://goo.gl/y2Lup3
https://goo.gl/y2Lup3
https://goo.gl/4WaVnv
https://goo.gl/4WaVnv
https://goo.gl/4WaVnv
https://goo.gl/4WaVnv
https://goo.gl/ysqWpQ
https://goo.gl/ysqWpQ


校外藝文報導 

[UJ3B黃仟惠/整理] 

 (圖1) 消逝的存在  宣傳海報 

消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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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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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逝的存在》，這場展覽邀請到來自西班牙及日本的藝術家。 

27 

    此展覽分別邀請到西班牙的Pablo Mercado及日本的Yuka Otani。 

館內展有「NOW : 現在」、「Emergence顯現」、「Anicca輪迴／無

常」等。 

(圖3) 「輪迴／無常」 (圖2) 「NOW ：現在」 

(圖4)「NOW ： 現在」(自行拍攝) 

消逝的存在 Flu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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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 Emergence顯現」(自行拍攝) 

   「NOW : 現在」，把170秒長的影片，分別投影在170片壓克力板上，

如同170個瞬間的畫面。Pablo Mercado認為「時間並不分過去現在及未

來，時間是由每一格當下的『此刻』所組成」(引自網站譯文)。 

   「Emergence顯現」這個作品是由六幅畫組成，圖畫已從淡到深，藝

術家用透明糖水列出的影像，用火烤過後，產生碳化及氧化的化學反應。

加熱後印刷出來的顏色由淡轉濃的棕褐色，這樣的色調凸顯出高雄市的風

景，並加添了復古風的味道。 

消逝的存在 Flu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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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輪迴／無常」(自行拍攝) 

   「輪迴／無常」，以翻糖鑄造108尊高約20公分的佛像，利用糖會融

化的現象，象徵慾望的消逝及人生的無常。Yuka認為佛像是莊嚴的，而

糖象徵的是人們被消費文化及慾望包裹著。在日本傳統文化當中，108也

代表著慾望。日本每逢新年除夕，民眾都會到廟宇敲鐘，敲108響，代表

帶走今年的慾望。 

消逝的存在 Flu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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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 

2017.03.25- 2017.05.31 

大義區C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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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kBPB  
https://goo.gl/LPMYPi  
https://goo.gl/QG0gw5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QXkBPB 
圖2： https://goo.gl/F868eD 
圖3： https://goo.gl/F868eD 
圖4：自行拍攝 
圖5：自行拍攝 
圖6：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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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展心得： 

        在三月大港開唱的時候， 看完此展覽

後，很推薦大家前往駁二去一探究竟。 

        來看這個展覽的時候很開心，剛好也

遇到開展的第一天，駐村藝術家親自來導

覽分享。只要花149元除了可以讓你看到

其他四個展覽，若遇上開展的第一天，你

也能聽到駐村藝術家親自在現場為你解說

自己的作品。 

        兩個作家作品當中，我覺得最特別的

作品是「NOW：現在」，作品以五個投

影機，投影出同一部影片，影片投射到每

一張紙上，分別慢半秒鐘，作者希望我們

可以遊走在空間與時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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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展人展場導覽分享： 

2017.05.13  (六)  3pm 

2017.05.17  (六)  3pm 

消逝的存在 Flu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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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 
       為了減少國際學生的壓力，Buena Vista University提供一些課程讓

這些學生加強英文能力；例如：寫作，聽力與會話(依照程度分班)。我認

為在台灣和美國同樣的課程，必有不同的教學方式。BVU傾向小班教學，

我修的寫作跟聽力與會話課都少於10人，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能在最短的時

間進步很快。有別於文藻比較多都是課堂講授，BVU大部分都是小組討論。

教授都希望學生互相討論、交換意見、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促

進同儕間的合作，還能交換不同想法。 

        另外，交換生必須修美國文化這門課。透過這門課，我學到不只是課

本上的知識，還藉由每周的戶外教學了解一些課本外的文化。其中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County Fair跟Ice Hockey Game。County Fair就像台灣的園

遊會，不過除了吃喝玩樂之外，還結合農場與一些農業相關產業的活動。

我品嘗當地多樣小吃：火雞腿、超長熱狗、起司捲、盛開洋蔥絲等等。 

  

海外特派記者 

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HE48C  許博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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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緣起 
  去美國當交換生是我從進入文藻的夢想，我一直相信只要肯努力，一

定有希望。今年寒假，我開始積極準備交換生的相關資料；一直到撕榜選

到我的第一志願，簡直是做了一場夢。這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我做到

了！得知自己要去美國當交換生之後，我開始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不論

是聽說讀寫，因為我擔心到時候上課跟不上其他同學。「西班牙文」是讓

我選擇美國的另一個因素，近年來很多拉美裔美國人移民到美國，因此西

班牙文逐漸成為美國第二外語。同時，我也期許自己不只要增強語文能力，

還要深入了解美國文化。 



  

  

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陳 芸 立 

       愛荷華州(Iowa State)是以農業聞名的州，所以不只有很多蔬菜，還有

很多農場。有些小孩從小就被訓練養馬、養牛；他們除了餵食飼料，還得

幫他們洗澡、整理打扮。每年的County Fair就是他們競賽的時候，比的

不只是外表裝扮、速度還有與主人的默契。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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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圖3) 吃火雞腿 (圖1) 職業冰球比賽 (圖2) 製作餅乾 

         Ice Hockey Game(職業冰球比賽)是其次我最喜歡的戶外教學。這也

是我第一次在美國看職業競賽，很新鮮，也很有趣。這個比賽讓我體會美

國人的熱情，在過程中不斷地吶喊為自己的球隊加油，在中場休息時跳舞

帶動現場氣氛。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因為我感受到美國人的熱情，

也體驗了他們的文化。 

        最後，我們還到烘焙坊製作屬於自己的餅乾。雖然只是裝飾餅乾而已，

我卻學到如何擠奶油裝飾成一幅畫或是一個圖案。這看似簡單，其實動手

做之後覺得沒那麼容易。我認為做得好壞與否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體驗從

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宿舍生活 
   第一次住宿舍讓我覺

得很緊張又很不自在，因

為不管甚麼事都要自己來。

但我認為是一個學習獨立

的好機會。幸運的是，我

在這裡交到很多好朋友，

所以很多事情他們都會幫

助我。因為BVU附近交通

實在很不方便，所以不是

走路，就是要開車。 

  

  

  

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海外特派記者 

         BVU的課程很多都是要課前預習，教授大部分都只引導學生學習，

可以說是 75%都是學生要自主學習。其中的兩門課「Writ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及「International Student Seminar」每週都要寫

一篇1-2頁的文章，寫作課甚至有一篇至少8頁的研究論文。雖然剛開始很

不習慣一個星期要寫那麼多作文、甚至覺得很累，但習慣之後我就覺得是

一塊蛋糕那麼輕鬆容易。「Listening & Speak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這門課我認為課程比較多元，舉例來說：我們有Survey、

Rehearsed Speech、Listen and Summarize、News Presentation等等。

我認為從這些課程活動讓我的英文進步很多，聽說讀寫都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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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圖4) 19歲生日 

        由於我的生日剛好是在學期間，因此我的朋友們特別辦了一場生

日派對並邀請我的朋友來參加，也讓我難以忘記19歲的生日。 



  

  大學生除了課業之外，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課外活動。這些活動不只

讓學生放鬆心情、紓解壓力之外，還能使他們交朋友、探索世界與美國。

BVU這學期兩大活動「Family Weekend」及「Home Coming Week」。

Family Weekend是學校邀請家庭一起到學校參加活動，不只供應餐點、還

有家庭遊戲與電影，讓所有家庭一起同歡享樂。而Home Coming Week就

是學校的校慶週，這個周末有些校友就會回到母校參觀並參與活動。學校

提供一系列的活動例如：Bingo、EuroBungy、Movie Night等等，而最重

要的是票選Homecoming King和Homecoming Queen。這兩個大活動是

我最印象深刻的活動！ 

課外活動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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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美國人九成以上都對運動很瘋狂， 

不論是籃球、棒球，還有美式足球，而學校也很積極培養球員、經營球隊。

學生也很支持學校球隊；每當在學校主場比賽時，都吸引很多學生到現場

看球賽。而我也到現場感受美國球賽的氣氛，從9月的足球、美式足球到

11月的籃球，幾乎每週都有至少一場比賽。我最喜歡的是籃球跟美式足球，

因為籃球是我一直以來最喜歡的運動，比賽速度很快也相當激烈。至於美

式足球是我來到美國才了解的運動，規則十分複雜，不過是全美國最瘋狂

的運動。不管老幼，大家都喜歡。 

(圖5) Family Weekend 

(圖6) Euro Bungy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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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另外我還自己利用課餘時間學吹玻璃＆織布，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我一

生中僅有的一次機會。吹玻璃必須在將近1000℃的高溫下進行，溫度非常

高，非常適合在天氣很冷的時候吹。其實過程沒有想像中複雜，但是需要

很多蠻力，因為要一直握著長棍並不斷旋轉。做出來的玻璃可以說是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沒有人可以做得跟我一樣！ 

(圖7) 美式足球比賽 (圖8) 籃球比賽 

(圖9) 吹玻璃 

        至於織布就是同樣一個步驟反覆多次，最後把多出來的邊裁剪之後就

完成了。織布需要很多耐心，若中間有一小部分出錯，要復原是很麻煩的。

而我認為最困難的部分是織成一條平行線，常常織到一半歪掉了，導致最

後整個圖案都歪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經驗！ 



  

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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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節慶 
        下半年的美國兩大節慶「Halloween」及「Christmas」，Halloween

大家都會想到Trick or Treat，為了要拿糖果；還有他們都會有很多派對。

大多數的派對學生都會打扮成不同的角色、或是卡通人物，各有創意。學

校還邀請社區民眾攜帶小孩到宿舍裡面進行Trick or Treat的活動，富有萬

聖節的氣氛。我也參加藝術社團舉辦的刻南瓜的活動，頗有趣的。愛荷華

州的南瓜都蠻大粒的，大約都有3-5公斤左右。         

        聖誕節是全美國最大的節日，也因為聖誕節全美國的秋季課程都必須

要在聖誕節前全部結束，這樣大家才能返家過節。每個家庭都會把聖誕樹

搬出來並幫它點綴得五彩繽紛，有些還把家外的庭院布置得頗有聖誕節的

氛圍。而我們學校的傳統是在每年的12月1日舉行聖誕節感恩餐會，這天

全校學生都會盛裝出席這場聚會與大家合度聖誕節。學校的教授及員工包

含校長為了表達對學校的感謝，會在這天服務學生。我認為BVU相當用心

幫學生策劃與準備那麼精緻的餐點及聚會！ 
 

(圖10) 聖誕節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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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時光飛逝，一個學期就這樣過去了，回想8月來到美國懵懵懂懂的，

什麼都不知道，現在的我卻是滿載而歸準備回台灣了。這趟旅程充滿了

歡笑與壓力，有很多做不完的功課與論文，卻有很多很新奇的事物與有

趣的活動。這5個月可能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了！ 

          

(圖12) 刻南瓜 

(圖11) 織布 

美國布納維斯塔交換學生記 



搖滾青春練習曲 
[UT2A 廖敏惠/整理] 

(圖1) 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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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Street 

Sing Street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導演約翰･卡尼(John Carney) 39 

電影簡介 

        睽違三年，《搖滾青春練習曲》(Sing Street)為愛爾蘭導演約翰‧卡

尼(John Carney)繼2013年《曼哈頓戀習曲》(Begin Again)後又一愛情力作。

導演沿用一直以來擅長的音樂題材，再加入「青春、愛情、搖滾」三大要

素，並結合自身經歷來完成這部電影。另外，有別於上一部作品的強大卡

司陣容，導演這次大膽採用素人演員，花費半年時間發掘一群耀眼的新星，

並以自然不造作的演技，獲得表現亮眼的好評。 

        電影的故事背景為1980年代的都柏林，愛爾蘭正經歷經濟低迷的階段。

而處於青少年時期的男主角康諾，同樣面對家庭失和以及校園霸凌的問題。

直到某天，他突然注意到女主角拉菲娜，便對她一見鍾情，並聲稱自己是

樂團的主唱，邀請她拍攝音樂錄影帶。拉菲娜爽快地答應後，康諾便慌張

地招募團員，於是，故事就這麼開始了。 

Sing Street 歐洲影劇賞析 



康諾‧洛特(Conor Lalor)： 

弗帝亞‧威許-皮洛(Ferdia Walsh-Peelo)飾演 

  康諾籌組樂團的目的，一開始只是為了打

動拉菲娜，而他創作的靈感和題材大多來自生

活周遭的人事物。逐漸在音樂當中找到自我認

同的康諾，最終能贏得女主角的心嗎･･･？ 

拉菲娜(Raphina)： 

露西‧波頓(Lucy Boynton)飾演 

  拉菲娜的父親死於一場車禍，而母親則患

有躁鬱症，因此，她的行為舉止和穿著打扮都

較同年齡青少年成熟。而一直希望能到倫敦工

作的她，最後會達成心願嗎･･･？ 

(圖3) 男主角康諾 

(圖4) 女主角拉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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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欣唱街(Sing Street)樂團成員 

布萊登(Brendan)： 

傑克‧雷諾(Jack Reynor)飾演 

  男主角的哥哥、音樂啟蒙者和人生導

師，「搖滾是一場冒險，你必須冒著被人

嘲笑的風險」他鼓勵康諾創作自己的音樂，

然而，他是否也有自己的夢想呢…? 

(圖5) 布萊登 

S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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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注意到《搖滾青春練習曲》是因為《曼哈頓戀習曲》這部電

影和《Go Now》這首歌的關係。就電影名稱而言，它帶給我音樂喜劇的

期待，不過，它並沒有大喜大悲或高潮迭起的劇情鋪成，取而代之的是溫

和且自然的表現手法，反而更能突顯青春的浪漫和憂愁。我原以為劇情會

著重在男女主角間的情感發展，結果康諾與哥哥間濃厚的手足情誼更令我

覺得深刻。 

我認為男主角的哥哥布萊登是這部電影的靈魂人物，又或者說，他的

故事與人格特質更能引起我的共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幾個片段是他對康

諾表達埋藏多年的憤恨不平，以及最後他為康諾邁向夢想和未來的歡呼。

布萊登為了弟妹披荊斬棘，被迫放棄自己的理想，心中的不平衡找不到出

口，只能藉由吸食毒品宣洩，導致最後一事無成，反觀康諾，則是無後顧

之憂地創作音樂。儘管如此，布萊登還是全心全意地祝福並幫助康諾，也

許是將自己未完成的心願寄託在康諾身上，也可能是不希望康諾重蹈自己

的覆轍。而布萊登「我當初應該這麼做」這句話當中的寓意深長，我相信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體會。分享片尾曲的一句歌詞「We‘re never gonna 

go if we don’t go now」，青春只有一次，而且一旦錯過就不再，所以現

在就出發吧。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zBnYm1 
圖2：https://goo.gl/8T1KGs 
圖3：https://goo.gl/tA2D0U 
圖4：https://goo.gl/26xlDS 
圖5：https://goo.gl/Pw6rQb 
圖6：https://goo.gl/4R14n5 

資料來源： 
https://goo.gl/mG0blU 
https://goo.gl/gyRsLe 
https://goo.gl/48dT1L 

S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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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3A 邱石淼/整理] 

 (圖1)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封面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The Tales of Beedle The Bard  

好書介紹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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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圖2) J.K羅琳 

J.K羅琳 

 

● 本名：喬安娜‧羅琳  

     (Joanne "Jo" Rowling) 

 

● 1965年7月31日出生於英國  

 

● 代表作品： 

〈1〉哈利波特系列 (1-7集)  

〈2〉怪獸與牠們的產地 

〈3〉穿越歷史的魁地奇 

〈4〉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https://goo.gl/i47AeE ) 

        想到J.K.羅琳的作品，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她所創造出的魔法

世界，也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小說，她描述自己還沒成名前，經歷

過貧窮、離婚以及母親過世的事件，其著作《哈利波特》的靈感非常特

別，是在她要去倫敦時，因為火車誤點，靈機一動就把《哈利波特》的

故事架構想了出來，並且開始寫作。 

        她因為《哈利波特》的出版，人生變得與以往截然不同，短短5年

內，從需要政府協助的單親媽媽，轉眼變成暢銷作家，她也是英國有史

以來作品最暢銷的作家，在哈利波特出版後，同名改編電影也在全球票

房裡，成為十分賣座的系列電影之一。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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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i47AeE


(圖3) 哈利波特電影出現 
《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的畫面 

(圖4) 哈利波特電影全系列海報 

        這部書是來自J.K羅琳所出版

的哈利波特系列當中，在第7集

《死神的聖物》中，所提集到的

一本書，之後J.K羅琳特別把它出

版，內容寫到說，這本書就是在

魔法世界中最著名的童話書，它

在哈利波特當中，有提及到在當

中的一個故事，也是影響哈利波

特的關鍵劇情之一，那就是《三

兄弟的故事》，講述著三個兄弟

與死神之間的交易。 

         除了《三兄弟的故事》外，裡頭

還有其他四個故事，分別是講述一位年

輕的魔法師，在父親死去後，因為不幫

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而發生一連串事件

的《巫師與跳跳鍋》；因為想要找到傳

說中能治療百病的泉水，於是有三位巫

師和一位騎士踏入了找尋泉水以及找尋

信心的《幸運泉》；因為不相信愛，最

後缺乏愛而死的《魔法師的毛茸茸心

臟》；以及一位騙子和一位想征服魔法

世界的國王，最後因為一位女巫的犧牲，

而讓魔法能自由地在魔法世界裡使用的

《巴比兔迪迪和咯咯笑樹樁》。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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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是我很久就買的書，但我一直沒有把哈利波特的電影看完 ，所

以一直沒有把這本書給讀完，但在前些日子，我把哈利波特全系列電影給

全部看完，在看到電影之後，看到《死神的聖物》 裡提到這本書裡頭《三

兄弟的故事》後，就很想把這本書給它讀完。 

        因為小時候在看《哈利波特》的時候，說真的，當時的我，根本不懂

《哈利波特》的迷人之處，但我在這一次把電影一口氣全部看完後，就已

經完全愛上這個系列的故事，也對J.K羅琳感到非常敬佩，因為她能夠把一

個虛幻而且奇妙的一個世界，寫的這麼得栩栩如生，讓每位讀她作品，或

是看電影的影迷們，看得很陶醉其中，在這個她所創造出的魔幻世界中，

感覺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帶給每位粉絲驚奇的感覺。 

資料來源： 
https://goo.gl/i47AeE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OgI6ox  
圖2： https://goo.gl/IJMqvo 
圖3： https://goo.gl/rbJTGw  

圖4： https://goo.gl/2nA96W 
圖5： https://goo.gl/ns2fGn 

讀後心得 

(圖5)《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 
原版封面 

        在每個故事當中， J.K羅琳還特別將哈利波特裡的靈魂人物－也就是

霍格華茲的校長阿不思‧鄧不利多，為每個故事寫下註解，為故事增添不

同觀點，也讓讀者能更有如同身處魔法世界般，來閱讀這本故事書。 

        接著說《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這本作品，看

每個故事就像是親眼看見每個故事最真實的樣子，

而每個故事當中，也有它所要講的寓意 ，每個寓

意也會讓人有很多的省思，無論是小朋友聽大人說

這些故事，或是大人自己閱讀這些故事，都是非常

適合的，這也是J.K羅琳寫這本故事厲害的地方。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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