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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端午假期前的電子報，希望能以豐富的內容帶給讀者們一個充滿知性與

趣味的連假開端。 

《歐洲主題專欄》延續前兩期對於歐洲社會重要議題之探討，本期內容

主要關注歐洲境內多元性別法令落實狀況與對LGTB族群的保障權益；此議題

正與5月24日台灣大法官宣告現行《民法》親屬編第二章婚姻部分為違憲，兩

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修正制訂之時事相呼應。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感興趣的讀者

可參照本期專欄中的資訊整理，更瞭解歐洲的現況。 

《世界觀點》內容則拉回亞洲，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最新版《自

殺對策白皮書》報導，日本自殺人數連續7年持續下跌，已創下1994年以來新

低，但在全球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的自殺人數)中，日本自殺率仍屬已開發國

家第一名。文章中將整理各年齡層的主要自殺原因，以及日本政府針對國人

自殺率偏高的防治政策。 

本期內容另包含針對法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分析、鄭羽芯同學留學國外心

得分享、歐洲太空總署與NASA合作探測木星衛星二號(Europe)考量、高雄

市立美術館推理特展內容、歐洲特殊的盥洗「雙文化」，以及歐洲電影介紹

《為妳說的謊》(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祝各位讀者端午連假健康、愉快! 

I'm for truth, no matter who tells it.  
I'm for justice, no matter who it's for or against.  
- Malcolm X 



 威尼斯運河伸出巨手 5/13這天的地球24小時 

https://goo.gl/5PYXzW (地球圖擊隊 5月15日) 

 

 俄羅斯的「資訊戰」很成功，但不代表「軟實力」的提升 

https://goo.gl/Zm6qeF (關鍵評論壇 5月13日) 

 

 全球吹起健康飲食風，瑞士蓮、雀巢苦尋出路 

https://goo.gl/ud2Mx1 (關鍵評論壇 5月11日) 

 

 不要再圈養牠們！ 法國禁止人工飼養鯨豚 

https://goo.gl/YPTiYu (地球圖擊隊 5月11日) 

 

 馬克宏當選 不代表擺平了歐美群眾的怨氣 

https://goo.gl/JkVo4u (關鍵評論壇 5月10日) 

 

 英媒頭條：馬克龍大選獲勝成為法國最年輕總統 

https://goo.gl/A5g3tB (BBC 中文網5月8日) 

[UJ3B 黃仟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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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史上最年輕總統—馬克宏」法國總統大選 

繼荷蘭率先於3月15日舉行國會大選，接下來同樣是歐洲三大受矚目

選舉之一的法國總統大選，不少人都在注目，今年的歐洲大選極右派整黨

能否從中勝出呢？ 

[UJ3B 黃仟惠/整理] 

(圖1) 歐洲各國一連串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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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政體 

法國為半總統制，又稱為雙首長制、混合制，分別為總統制和議會共

和制。總統大選與國會選總理皆採兩輪制，總統大選須投票過半；國會選

總理也需政黨達半數。 

(圖1) 法國大選關鍵日程 



新聞深度報導 

參選候選人 

今年共有11名候選人，參加法國總統大選，從左派托洛斯基主義者

(Trotskyism)到極右派皆有推派候選人參選。分別為：極右派「民族政線

(National Front)」的勒龐(Marine Le Pen)、中間派政黨「前進黨(En 

Marche)」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保守共和黨的費雍(Francois 

Fillon)以及極左派「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的梅朗雄等，支持

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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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法國總統選舉預測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新聞深度報導 

總統人選 

 此次法國總統大選的焦點，為前經濟部長馬克宏及勒龐之間爭奪總

統的寶座。 

(圖3) 馬克宏&勒龐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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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法國兩年經濟部長的馬克宏，去年自創前進黨，號稱「非左非

右」，挑戰成為最年輕的法國總統。強調勞動規範，鼓勵企業們續聘員工，

使失業率從9.7%降到7%。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新聞深度報導 

(圖4) 法國總統選前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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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選前預測 

法國總統選前分布：馬克宏15.2%、勒龐24%、費雍27.8%、梅朗雄

12.8%、阿蒙(Benoît Hamon)4%。 根據法國Financial Time的調查，此次

選舉前的民調顯示：3月民調顯示：馬克宏25%、勒龐28%、費雍20%、梅

朗雄11%、阿蒙12%，可得知勒龐是大家支持率較高，馬克宏也緊追而上。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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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法國總統第二輪投票結果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選後結果 

4月23日，法國總統選舉首度投票，結果為：馬克宏24%、勒龐22%、

費雍20%、梅朗雄19%、阿蒙8%，第一輪投票候選人得票未過半。因此，

5月7日舉行第二輪投票，投票結果為：馬克宏62%、勒龐38%，馬克宏得

票率大幅領先勒龐，成為法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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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宏在本次法國總統大選嘗試以「新的選舉策略」，是相當新穎的

競選招數。一開始競選團隊先收集在法國最代表性的區域與社區，接著一

一敲了30萬扇門，和各地居民進行每次長達15分鐘的深度訪談，並透過數

據控管使競選團隊了解人民的需求。馬克宏藉由歐洲各地興起的政治運動，

以及法國難以撼動的對等政壇力量，在悲觀情緒的國情中讓選民感受到正

能量。正面樂觀的態度與觀點，對抗敵黨的勒龐發出的反移民、反歐盟和

反體制之負面訊息 ，成為了此次贏得總統大選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歐洲的影響 

馬克宏當選法國總統暫時停止了法國舉行脫歐公投的可能威脅，也令

英國脫歐聯盟派(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the European 

Union)人士焦急。根據中央社報導表示，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頭版頭條便下了「法國的新希望讓英國脫歐烏雲罩頂」的標

題。對於展開脫歐程序的英國而言，因為馬克宏對於英國脫歐持強硬反對

的態度，其當選對於英國脫歐談判必定成為強勢阻力；但英國部分學者卻

抱持著正面的回應，根據中央社引述，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經濟

與公眾政策教授波蒂斯(Jonathan Portes)便認為：「馬克宏當選，能讓歐

盟在英國脫歐一事更易達成明智的結論，馬克宏勝選對整個歐洲，包括英

國都是好消息」 。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s://goo.gl/UYPsdW  
https://goo.gl/cDkyWV   
https://goo.gl/wnLbBo   
https://goo.gl/9Dt60f 
https://goo.gl/M0hvxB 
https://goo.gl/mMlHHq 
https://goo.gl/C5AgJZ 
 
 
 

 
https://goo.gl/Y3pZx3  
https://goo.gl/xet3IP  
https://goo.gl/NJZFDP 
https://goo.gl/IFdw8U 
https://goo.gl/DvRdj8 
https://goo.gl/7vQMCa 
https://goo.gl/ulYLTb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M0hvxB 
圖2：https://goo.gl/oQZKlw  
圖3：https://goo.gl/M0hvxB 
圖4：https://goo.gl/wnLbBo  
圖5：https://goo.gl/wnLbBo  
圖6：https://goo.gl/UiMc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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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盟的立場來思考，法國這位新總統無疑使強硬處理英國脫歐的勢

力更加龐大。而就分析家的角度，脫歐談判成功與否將關係到英國往後的

經濟發展，因此如何盡量降低脫歐所需付出的代價與風險為英國首相梅伊

關注的焦點。為保持法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馬克宏看法是法國繼續

使用歐元，和歐盟整合，助法國解決經濟衰退與失業率上升的問題。 

(圖6) 法國總統馬克宏 

法國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https://goo.gl/UYPs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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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11 

[UT2A 廖敏惠/整理]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圖1) LGBT象徵的彩虹旗 

多元性別 

   過去，「同性戀」被用來概括所有「非異性戀」者。現今，對於性傾

向與性別認同的覺察與重視，逐漸衍生出「LGBT」一詞，並被廣泛認同

與採用，成為主流的用語。L：女同性戀者Lesbians，G：男同性戀者

Gays，B：雙性戀者Bisexuals，T：跨性別者Transgender。 

    除此之外，I代表雙性人Intersex，T代表變性人Transsexual，Q代表酷

兒Queer，還有疑性戀者Questionary。另外，A用來表示支持同性戀的異

性戀盟友Straight Allies，S則代表直同志Tonzhi-friendly Straight。 

   以上只是廣泛的定義，每種類別依照個人情況不同，皆能進一步細分。

儘管如此，並不是所有具備上述特質的人，都認同此分類與觀點，因此面

對不同個體，都務必理解與尊重。本篇報導族群以LGBT為主。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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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 (ICD，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除名。 

因此，每年的 5 月 17 日被訂為「國際不再恐同日」 (IDAHOT ，

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 

國際不再恐同日 

ILGA 

 國際LGBTI聯合會 (ILGA， 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成立於1978年，秘書處位於瑞士的日內

瓦，全球共有六大分會：泛非洲分會 (Pan Africa ILGA)、亞洲分會

(ILGA-Asia)、歐洲分會(ILGA-Europe)、拉美和加勒比分會(ILGA-LAC)、

北美州分會(ILGA-NA)和大洋洲分會(ILGA-Oceania)，由遍佈全球132個

國家的1,200多個機構組成。為第一個獲得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ECOSOC，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諮詢地位

(Consultative status)的性別權益組織。每年或每兩年會舉辦一次全球會

議。 

(圖2) ILGA海報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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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合法化 

    截至2017年3月，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在全球23個國家合法化，

其中13個國家位於歐洲，包括：荷蘭、比利時、西班牙、挪威、瑞典、冰

島、葡萄牙、丹麥、英國(英格蘭、威爾斯和蘇格蘭)、法國、盧森堡、愛

爾蘭和芬蘭。 

(圖3) 2017歐洲彩虹地圖 

上方ILGA-Europe2017彩虹地圖主要呈現各國在人權議題上的法令與政策

之成效，綠色表示最為完善，紅色表示缺乏。 

前三名：  

馬爾他(Malta)88%、挪威(Norway)78%、英國(UK)76% 

後三名： 

亞美尼亞(Armenia)7%、俄國(Russia)6%、亞塞拜然(Azerbaijan)5%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歐洲主題專欄 

荷蘭 

   提到致力推動人權的國家，2000年性工作合法化以及於2002年首開安

樂死合法化先例的荷蘭肯定為讀者腦中首先想到的國家。2001 年 4 月 1 日，

荷蘭在婚姻平權之路邁出歷史性的一步，成為全球首個合法化同性婚姻的

國家。然而，此項法案的通過與落實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過長期的努力

與推動，以下為荷蘭婚姻平權的簡史： 

1979年 荷蘭將「未登記同居者」(Unregistered Cohabitation)納入租屋

法，開創世界上賦予同性伴侶「有限度」公民權先例的國家。 

1990年 

 

三對同性伴侶提出結婚申請，卻遭荷蘭最高法院駁回後，向國

會議員建議立同性婚姻法。 

1998年 

 

荷蘭實施登記伴侶制度(civil partnerships)，申請人沒有任何限

制。 

2000年 荷蘭議院通過同性婚姻法，並由當時的荷蘭女王Queen Beatrix

宣讀變更荷蘭婚姻法。 

2001年 

 

4 月 1 日，荷蘭同性婚姻法正式生效，成為全球第一個同性婚

姻合法化的國家。 

2013年 荷蘭國會修法，在不知道捐精者的情況下，女同志伴侶被認定

為孩子的家長，假如生母知曉捐精者身分，則由生母決定由生

父或者其伴侶擔任家長。此法於2014年4月1日生效。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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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COC Nederland(Center for Culture and Leisure)在荷蘭成

立，為現存最早的LGBT組織。目前為擁有21個地方協會、7,000多名成員

的聯盟。也是少數在聯合國享有諮詢地位的機構，並促成2011年聯合國首

次針對LGBT人權的決議。 

荷蘭現存最早的LGBT組織 

荷蘭同性戀紀念碑 

    1987年9月5日，全球第一座同性戀紀念碑(Homomonument)在荷蘭阿

姆斯特丹Westerkerk廣場建立，用來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迫害的同

性戀者。紀念碑設計成粉紅三角形，三個角分別象徵同性戀者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同時，粉紅三角形是第二次大戰期間，納粹集中營用以辨識男

同性戀的臂章。現今此標誌被作為LGBT的象徵之一，提醒世人不要重蹈

覆轍。 

(圖4) 同性戀紀念碑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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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同志遊行 

    阿姆斯特丹同志遊行Pride Amsterdam為世界三大同志遊行之一，同

時號稱是歐洲第一大同志遊行，每年吸引超過35萬名參與者。2017年的遊

行為期9天(7/29-8/6)，包括同志遊行、街頭派對、露天電影院、論壇、免

費疫苗接踵等等，而每年的重頭戲就是最後一天的運河遊行，人權團體、

基金會、公司行號與政府機關等等都會布置與眾不同的彩虹船。 

(圖5) 粉紅同志海盜 (圖6) 獨特造型  

(圖7) 荷蘭國防部 (圖8) 荷蘭政黨D66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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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2003年，比利時成為繼荷蘭後，第二個合法同性婚姻的國家。並且於

三年後通過相關法條，例如同志伴侶可經由法定程序領養小孩、女同性伴

侶能夠在婚姻關係中自動擁有合法親權等。 

 
90年代末期 比利時同運團體開始進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遊說。 

1999年 由 荷 語 自 由 黨 (VLD ， Open Flemish Liberals and 

Democrats)、法語社會黨PS， (Parti Socialiste)、綠黨

ECOLO，Écologistes Confédérés pour l‘organisation de 

luttes originales)組成的聯邦政府，進行同性婚姻合法化

草案的協商。 

2003年 比利時眾議院的表決會議上，同性婚姻法案以壓倒性票數

通過。 

2006年 比利時國會表決通過同性伴侶領養的法案。 

2015年 2015年，修改同性伴侶領養的法案，女同性伴侶組成家庭

的各項權益，已與異性伴侶無異。  

    同性婚姻合法前，比利時荷語區民眾贊成同性婚姻的比例只有大約

30%，法案實施4年之後，支持同性婚姻的民眾上升至65%。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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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是目前全球LGBT權益相關法規最完善、LGBT團體最活躍、對

LGBT個體接受度最高且對多元性別最包容的國家之一。根據2016年ILGA-

Europe發表的彩虹地圖，比利時平權運動的表現以83%位居歐洲第二名。

今年則下降至72%，名列歐洲第四名。 

   儘管比利時是以信仰天主教為主的社會，但不論是政治或宗教的領導

人都樂意為多元社會發聲。例如2011年就任比利時首相的埃利奧‧迪呂波

(Elio Di Rupo)，從不諱言自己的同志身分，是全球第二位出櫃的同性戀國

家領導人，也是首位男同志領袖；公開自己變性人身分的現任聯邦參議員

德薩特(Petra De Sutter)；以及公開呼籲天主教會認可同性關係的波尼主教

(Johan Bonny)。 

(圖9) Elio Di Rupo 

(圖10) Petra De Sutter 

(圖11) Johan Bonny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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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2013年4月23日，法國成為歐洲第9個通過同性婚姻法的國家，也是全

世界第14個。 

1999年 法國國會通過伴侶法(PACS，Le 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 ，內容為「兩個異性或同性的成年自

然人為了組織其共同生活所締結的合約」。 

2012年 法國社會黨(PS，Parti socialiste) 領袖法蘭索瓦·

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的競選承諾。 

2013年1月3日 30多萬人於巴黎街頭抗議示威，反對歐蘭德政府

將同志婚姻合法化。 

2013年1月26日 舉辦里昂同志遊行(Lyon Pride)，為法國第二大

的同志遊行。 

2013年2月 法國國會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其中一項法

案條文「人人皆享有婚姻權」。 

2013年4月21日 5萬多人走上街頭，堅決反對同性婚姻法通過，

反同及恐同言論創新高。 

2013年4月23日 法國國民議會二讀表通過同性婚姻法與領養法案。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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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2016年5月11日，義大利議會通過同性民事結合法案(same-sex civil unions)，

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伴侶相同的民法權利，然而卻未賦予同志伴侶領養權。同

性婚姻法的完整度與人權度較其他國家低落。 

2007年 進行「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的投票，幾乎所有人都投反

對票。 

2013年12月 訂立同居協議法規，無法保障同性伴侶的關係與權益。 

2014年 義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就任時，對民眾承

諾同性婚姻法為優先法案。 

2015年2月 因義大利憲法尚未允許同性婚姻，義大利最高法院駁回三

對男同志結婚的權利。 

2015年7月 歐洲人權法院 (ECtHR，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判決指出，義大利未提供足夠的法令保障同性婚姻，已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ECHR，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8條「尊重隱私與家庭生活的權利」(private and 

family life, his home and his correspondence)。 

2016年1月30日 50多萬人齊聚在羅馬圓形競技場舉行示威活動，表達對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不滿。 

2016年2月 義大利議會通過同性婚姻法的信任案，內容包含同性伴侶

允許姓氏共用、一般婚姻關係的養老金及遺產繼承。 

2016年5月11日 義大利議會正式通過同性婚姻法，然而，未賦予同志伴侶

領養權。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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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2017年3月1日，芬蘭同性婚姻法正式生效，成為最後一個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北歐國家。 

2002年 允許同性伴侶登記為「註冊伴侶關係」 (registered 

partnership)，享有部分與異性伴侶相同的權利，但無法

領養小孩及改為伴侶的姓氏。 

2009年 芬蘭國會通過同性伴侶領養另一半親生子女的法案。 

2012年 開放民間提出法案。芬蘭國會以1票之差否決同性婚姻法。 

2013年 民間團體Tahdon2013發起連署，重新向國會提案，並獲

得超過16萬人連署。 

2014年11月 委員會以1票之差，建議院會否決同性婚姻法。 

2014年12月 大委員會(Grand Committee) 把法案交由國會表決。荷

蘭國會隨後即通過法案。 

2015年 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正式簽署為法

律。 

2017年2月28日 反同婚組織「真實婚姻」(Aito avioliitto)發起10萬人連

署，要求否決同性婚姻法。請願案未通過表決。 

2017年3月1日 芬蘭同性婚姻法正式生效。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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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 

   馬爾他共和國(Repubblika ta‘ Malta)是位於地中海的島嶼，有「地中

海心臟」之稱。同性婚姻在馬爾他尚未合法化，然而，當地法律賦予同性

伴侶民事結合(civil union)的權利，以及目前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棒的多元性

別相關法規。 

   根據ILGA-Europe的2017彩虹地圖，馬爾他平權相關的表現位居歐洲

第一。2016年12月7日，馬爾他國會無異議通過「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

別展現主張法案」(Affirmation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Bill)，成為歐洲第一個禁止「同性戀矯正治療」

(gay cure therapy)的國家。並明文禁止「把任何性傾向、性別認同或性別

表現當成疾病治療解釋」 (no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or 

gender expression constitutes a disorder, disease or shortcoming of any 

sort)，任何「意圖改變、壓抑、消除某人性傾向、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

(trying tochange, repress or eliminate a person‘s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or gender expression)都將被視為犯罪。 

  另一項「性別認同、性別表現和性別特質條款」(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and Sex Characteristics Act)，把改變性別認同文件的

年齡門檻降至16歲，且不需要監護人同意。並允許外國人到當地進行變性

手術。 

(圖12) 馬爾他位置圖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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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相較於歐洲逐漸落實的立法進度，讓我們也關心一下台灣的現況。 

2015年7月，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聲請同性婚姻釋憲，於2017年5月24日，

大法官公布同性婚姻平權案釋憲結果，宣告現行《民法》親屬編第二章婚

姻部分違憲，需於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修正制訂，至於何種形式達成婚姻

自由與保護，屬立法自由範圍。 

 目前開放同性伴侶註記縣市：高雄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新北

市、桃園市、嘉義市、彰化縣、新竹縣、宜蘭縣。提供同性伴侶以下權利： 

1. 作為醫療法上「關係人」之證明，簽署手術同意書、侵入性檢查與治

療同意書、享有醫療資訊知情權。 

2. 勞動部同意同性伴侶可以請「家庭照顧假」。 

3. 外交部同意同性伴侶可以幫對方代辦護照。 

4. 台北市府同意享有各種勞動權益與福利(如喪假)。 

    此外，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正在修訂「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修法通過後，於台北市註記的同性伴侶，也具備承租社會住宅的申請資格。 

歐洲社會關懷：擁抱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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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4 

         

今年，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或TAPCPR，The Taiwan 

Alliance to Promote Civil Partnership Rights)所成立的「愛最大」頻道，

邀請小S、張惠妹、蔡健雅、蕭亞軒、A-Lin、楊丞琳、林憶蓮和那英共

8位天后，首度攜手合作《We Are One》這首歌，一同為「國際不再恐

同日」發聲，並響應創造「正視不歧視，尊重分享愛」的平等環境。 

此外，5月11日起，伴侶盟在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舉辦為期8天的 

「See Through：正視—2017國際不再恐同日」特展，藉由台灣石牆、

平權筷、彩虹光譜、平權之路文物展、名人與藝術家創作等裝置與展覽，

邀大家一起看穿恐懼，正視多元生命。 

We Are One 

(圖14) 國際不再恐同日 

資料來源： 
https://goo.gl/glZko3 
https://goo.gl/aHlbmA 
https://goo.gl/u6SQyt 
https://goo.gl/SkQt4k 
https://goo.gl/pbyRmK 
https://goo.gl/cOJtz4 
https://goo.gl/cOJtz4 
https://goo.gl/SYhQtX 
https://goo.gl/U0EHbT  

圖7：https://goo.gl/qcF3bC 
圖8：https://goo.gl/qcF3bC 
圖9：https://goo.gl/f0GxOy 
圖10：https://goo.gl/tnR5fW 
圖11：https://goo.gl/SE304D 
圖12：https://goo.gl/SYhQtX 
圖13：https://goo.gl/y5rb8D  
圖14：https://goo.gl/Y1uif1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JUduzw 
圖2：https://goo.gl/0AG6tk 
圖3：https://goo.gl/LVW8PP 
圖4：https://goo.gl/tjAakO 
圖5：https://goo.gl/qcF3bC 
圖6：https://goo.gl/6kRv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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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空總署(NASA)與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於2017

年5月宣布，即將送新的登陸器，登上木衛二號。 

木星的二號衛星(Europa ，簡稱「木衛二」)是在太陽系當中，科學家一

致認為最有可能成為人類能居住的下個地方，美國太空總署和歐洲太空總署，

將一起送新登陸器上木衛二，來找尋是否有生物，另外，史東航太(Stone 

Aerospace)積極開發自動化潛艇，將它命名為「阿提密絲」(ARTEMIS)，測

試結果成功，希望能突破木衛二的表面冰層，看看木衛二內部是否有海洋。 

(圖1)木衛二上覆蓋布滿紅色脈絡的厚厚
冰層，但科學家認為，冰層下有大量水
存在，使它成為太陽系中最可能存在外
星生物的星球之一 

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太空總署與NASA合作 
探測木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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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衛二是環繞木星的67個衛星之一，在上面佈滿深棕色紋路的冰殼，依科

學家推測，木衛二的冰殼底下有大量的水，讓這顆衛星成為最有可能孕育出外

星生物的地方，讓這顆星球開發的可能性變更高了。 

(圖2) 從高解析度的木衛二號照
片來看，其表面相當平整，僅有
少許坑洞。 

資料來源： 
https://goo.gl/nohpsv  
https://goo.gl/VezbCa 
https://goo.gl/XsYT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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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太空總署與NASA合作 
探測木衛二 

在地球上，地球磁場會保護大氣層以及地表免遭太陽與太空飛馳而來的高

能帶電粒子。這些帶電粒子能夠電離大氣和水，並將水中的氫元素剝離掉。這

樣，一顆含水的星球就會漸漸地隻擁有碳元素、硫元素和氧元素，充斥著二氧

化碳、二氧化硫，就跟現在的金星一樣。木衛二雖然並沒有類似地球磁場的現

象，但是作為木星的衛星之一，籠罩在木星巨大的磁場內，加上距離太陽遙遠，

表面水資源被太陽高能帶電粒子流奪走的可能性更小，幾乎為零。 

可能具備有生命存活的環境是驅使科學家亟欲探究木衛二的主因之一。 

https://goo.gl/nohpsv
https://goo.gl/VezbCa
https://goo.gl/XsYT8s
https://goo.gl/VezbCa
https://goo.gl/rZatlC
https://goo.gl/OgI6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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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在日本，近幾年來關於自殺的報導已屢見不鮮。根據日本警察廳的

自殺統計，每年約有2萬人自殺。單純計算，每天平均有75個人因某種理

由而斷絕自己的生命。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出，在全球自殺死亡率(每10萬

人的自殺人數)中，日本是已開發國家當中最高的排名。雖然調查指出，

日本自殺人數連續7年持續下跌，已創下1994年以來新低，但仍讓日本政

府不敢輕忽。到底，導致日本自殺率偏高的原因在哪裡呢？是哪些原因讓

這些生命選擇結束一切？  

－－－－－－－－－－－－－－－－－－－－－－－－－－－－－－－ 

背景資料：根據警察廳的統計，2016年自殺總人數為21,897人，比上年減

少2,128人，是1994年後22年以來首次低於2.2萬人。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

的最新版《自殺對策白皮書》概要中，以每5歲劃分的各年齡段來看，15

到39歲的5個年齡段的第一大死因是「自殺」。日本警察廳表示「年輕人

的自殺情況十分嚴重」。 

[UJ3B 黃婉婷 /整理] 

(圖1) 白皮書指出自殺為日本年輕人第一大死因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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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專家認為報導數字遠不及實際的自殺率。根據統計，年輕男性的自

殺率上升最多。專家分析中壯年自殺者增加的主因為經濟蕭條導致經營不佳和失

業，勞動條件惡化，工作過於繁重，以及工作單位中複雜的人際關係等。自殺已

經成了日本20~44歲男性的主要死因。 

最後一根稻草   社會壓力 
        日本雖然曾經以終身制鐵飯碗的穩定職場發展著稱；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

融危機後，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找不到穩定工作，只能轉向簽署短期合約，接受

沒有保障的工作。除了不穩定的收入來源，日本的「不抱怨文化」也讓年輕的一

代承受著許多壓力。東京天普大學心理醫師的西山亙表示：「日本相當重視秩序，

憤怒、焦慮的發洩管道其實不多。時下的年輕人難以表達真實情感，被教育成只

能把自己放進一個狹隘的盒子裡。 」 

(圖2) 自殺原因統計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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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各年齡層自殺人數統計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中老年族群自殺主因 
中老年年齡層的自殺中則牽涉到生理與心理上等問題因素。2015年，有一

位71歲的日本老人在新幹線廂電車車中引火自焚，再次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

關注。 

以日本救助熱線過去40年的經驗來看，部分出現經濟困境的年長者，將自

殺視為處理問題的方法。「自殺賠償的方面在日本的保險體系裡並無規劃地十

分完善，故有老年人覺得走投無路就用自殺了事，將保險公司的理賠金視為留

給家人的最後禮物。 

2015年，長期援助高齡者第一線工作的社會學家藤田孝典出版《下流老人：

一億総老後崩壊の衝撃》著作，探討日本近年來出現了大量過著中下階層生活

的老人，在年金制度即將崩壞、長期照護缺乏人力、高齡醫療缺乏品質、照護

條件日益提高、老人居住困難等嚴峻條件下，他警告若日本政府不提出有效政

策，未來便可能出現「1億人的老後崩壞」。 



30 

世界觀點 

(圖4) 日本校園霸凌已成一大社會問題。 

校園霸凌成青少年自殺主因 
除了中年與老年的自殺問題嚴重外，日本厚生勞動省彙總的2017年版《自殺

對策白皮書》指出，年輕人的自殺情況十分嚴重，其中15至39歲的青年死亡主因

是自殺，去年就多達320名18歲以下的少年選擇結束生命，其中多起案件就與校

園霸凌有關。根據日本當地媒體《日本時報》報導，在2015至2016年，光是一年

間就有超過22萬件的霸凌事件。 

霸凌或多或少都存在在各國的校園的角落，但日本的校園霸凌程度異常激烈，

多數的案例都是班上學生群體針對單一受害者進行持續的精神或身體上的虐待。

日本學校的組織方式是讓學生在同一空間內學習，老師們也會待在相同地方授課。

打掃、午餐等大部分活動時間，也都是以團體為單位來進行，這讓順從團體的壓

力更大。一位東京的中學校長更表示，「日本的文化現象之一，就是你不應該和

大家不一樣。」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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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霸凌發生時，往往能夠阻止悲劇發生的教師卻極少提供協助。

人權觀察組織(HRW)的土井香苗小姐表示，大多數教師的教學能力優秀，

但在觀察霸凌跡象的訓練顯然不足。她更指出，無法創造和諧氣氛的教師，

會被認定為表現不佳；在許多原因下，學生無法適時得到適當的協助，最

後選擇結束寶貴生命。 

 

擬定法律盼改善校園霸凌 
        為了有效杜絕校園霸凌，日政府在2013年6月頒布《防止校園霸凌對

策推進法》。該法條列了學校應該採取哪些行動防治校園霸凌，包括加強

道德教育、為了早日發現校園霸凌行為採取措施，要注意利用網絡的霸凌

行為等。 

(圖5) 群體排擠是校園霸凌常見的行為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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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al2Chq 
https://goo.gl/Xhp1y7 
https://goo.gl/6O8Gtf 
https://goo.gl/mu1Oai 
https://goo.gl/DHIzr6 
https://goo.gl/vt9C2h 
https://goo.gl/6plE6Z 
https://goo.gl/nWgyRw 

世界觀點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5hVI6O 
圖2：https://goo.gl/jjTns0 
圖3：https://goo.gl/jjTns0 
圖4：https://goo.gl/fim3gV 
圖5：https://goo.gl/8lyffO 
圖6：https://goo.gl/D3jHxh  

「生命電話」效果顯著 
       日本也設立了各種防範自殺的諮詢窗口。從1970年，日本自殺預防行政

懇談會成立開始，各種關懷生命的民間團體和政府組織陸續成立。1971年

10月，「生命電話」在東京開設，1977年「日本生命電話聯盟」成立。

1983年，「日本自殺預防學會」建立。日本的自殺對策的一個重要手段是

通過志工運營的24小時「生命電話」，從有煩惱到考慮要自殺的人，都可

以撥打這個電話。設有生命電話的地區的自殺率與未設置的地區比起明顯

下降。 

(圖6) 日本生命電話聯盟宣傳海報，每
月10日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日本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建設誰都不會被逼自殺的社會 
日本政府將在內閣會議敲定新的自殺

綜合對策大綱。2017年《自殺對策白皮書》

指出年輕人自殺情況十分嚴重，應該在大

綱中提出防止年輕人自殺的對策，包括利

用互聯網信息發佈及諮詢機制，並可能包

括孕產婦自殺對策，以及改善過長時間勞

動等過勞自殺對策。預計白皮書最快5月下

旬在內閣會議通過。 

https://goo.gl/al2Chq
https://goo.gl/Xhp1y7
https://goo.gl/6O8Gtf
https://goo.gl/mu1Oai
https://goo.gl/DHIzr6
https://goo.gl/vt9C2h
https://goo.gl/6plE6Z
https://goo.gl/nWgyRw
https://goo.gl/5hVI6O
https://goo.gl/5hVI6O
https://goo.gl/jjTns0
https://goo.gl/jjTns0
https://goo.gl/jjTns0
https://goo.gl/jjTns0
https://goo.gl/fim3gV
https://goo.gl/fim3gV
https://goo.gl/8lyffO
https://goo.gl/8lyffO
https://goo.gl/D3jHxh
https://goo.gl/D3jHxh
https://goo.gl/D3jHxh


[UCA 3A 邱石淼/整理] 

 (圖1) 宣傳海報 

一個都不放過： 
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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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故事的結局是什麼，就留待您自己來建構……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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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展 

本次展覽最開始發想是來自於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阿嘉莎(Agatha 

Christie) 的作品《一個都不放過》(And Now There Are All)  ，這本作

品被許多人推崇，而有「史上成就最高的推理小說之一」 的美稱，書裡

內容結合推理文學中所包含懸疑元素等等，一直到今日仍不斷為後人所

採用或改寫以及翻拍。 

展覽當中，透過一封來自小說中神秘人物的邀請信函，看展覽的人

猶如走進小說一樣，展覽利用翻轉展覽的方式，歡迎參展人士走入這個

以當代藝術風格設計的「懸疑大宅」。 

(圖2) 自行拍攝 (圖3) 自行拍攝 

展覽資訊： 
展覽日期：2017年2月25日至5月30日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203展覽室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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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阿嘉莎･克莉絲蒂 

阿嘉莎‧克莉絲蒂(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是一位非

常有名的暢銷偵探小說作家，銷售紀錄可敵《聖經》與莎士比亞著作。

直至今日，其著作已翻譯成近103種語言，被視為偵探小說之后(Queen of 

Crime)，對英國偵探小說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力。 

阿嘉莎自幼深受家庭教育影響，使其對文學創作產生極大興趣，從

小透過姊姊的朗讀福爾摩斯故事耳濡目染之下，她對偵探小說慢慢產生

興趣，在她寫完她的第一本偵探小說作品《斯泰爾斯莊園疑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後，便持續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 本名： 

阿嘉莎‧瑪麗‧克萊麗莎‧克莉絲蒂 

(Dame 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 

● 1890年9月15日 

出生於英格蘭德文郡(Devon)托基(Torquay) 

● 代表作品： 

斯泰爾斯莊園疑案 

(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 

東方快車謀殺案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https://goo.gl/8ZRkvX)  

校外藝文報導 

作家介紹 

https://goo.gl/8ZRk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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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莎･克莉絲蒂在她的作品《三

幕悲劇》(Agatha Christie, Three Act 

Tragedy) 說過：「世上有三種思維，

第一個是具有戲劇性的思維，能善於

表演；第二個是觀察性的思維，能看

見一般人看不到的微小事情；最後一

個，也是最奇妙的，能看見的不是地

上的野花綠葉，而是戲劇背景後面的

黑色布幕。 」 

 

「懸疑」是一種在不知道未來、

的情況下產生出的不確定感覺，通常

是對於某些事件及行為產生焦慮；而

在深受人們喜愛的推理文學中， 「懸

疑」則像是通往一處陌生而玄奇的屋

子，展現出害怕及恐懼的感覺，像是

一棟奢華冷清的別墅豪宅，在家中突

然停電、或是因為害怕孤單而逃避，

或是發生殺人命案等，都會讓人有種

「懸疑感」。 

(圖5) 展覽之命案現場 

(圖6) 自行拍攝 

校外藝文報導 

展覽呈現 



資料來源： 
https://goo.gl/0wWhlF  
https://goo.gl/39LTUd  
https://goo.gl/8ZRkvX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39LTUd  
圖2：自行拍攝 
圖3：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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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https://goo.gl/8ZRkvX  
圖5：https://goo.gl/39LTUd 
圖7：自行拍攝 
圖8：自行拍攝 

對於這次展覽的主題，我看到的時

候就非常好奇，也很開心因為這次的展

覽能去到高雄市立美術館，這次去才發

現美術館不單單只有畫作，也有這種讓

人能夠有臨場感的展覽，特別喜愛展覽

的設計，讓觀眾能夠自行想像結局，在

過程中，也有互動遊戲，就是讓觀眾找

尋線索，找完還能拿獎品，也強調出一

個角落都不要放過的概念。 

 

在看展覽時，現場安靜而緊張的氛

圍，馬上就能感受得出來，我記得最印

象深刻就是有一個場景只是一張桌子，

但時不時就會突然有聲響，在看展覽當

中，都會被嚇到，但在那裡的管理人員

感覺已經習慣了，還跟我說：「小心，

不要被嚇到囉。」，讓我非常的驚訝，

完完全全能夠感受到懸疑感。 

(圖7) 自行拍攝 

(圖8) 自行拍攝 

校外藝文報導 

觀後心得 

https://goo.gl/0wWhlF
https://goo.gl/39LTUd
https://goo.gl/8ZRkvX
https://goo.gl/39LTUd
https://goo.gl/8ZRkvX
https://goo.gl/OgI6ox
https://goo.gl/39LTUd


緣起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出國交換，因為我是個超級想家的人，

另一方面，家裡的經濟也成了我猶豫參加甄選的原因之一，但我知道，

唯有到充滿那個語言的環境才能迫使自己說，才能真正學習道地的會話，

加上家人也都支持我，況且，這種機會很難得，所以最後我決定試試看，

也終於取得出國交換的機會。 

 

交換生甄選準備 
        首先依照甄選簡章準備書面資料，其中有一項個人E履歷資料比較複

雜，是用學校網站的W Portfolio來做的，如果不會使用W Portfolio，可

以去生涯發展中心的網站報名E履歷教學課程，兩小時的課程就能學會使

用W Portfolio了。 

        書審過了之後就是面試，面試是 

大約一組四個人，面試官有三位導師 

，其中一位是外籍老師，當時聽說面 

試會用中、英、西文，但我們這次只 

有中文和西文。其實被問到的問題都 

很基本，但是在準備面試時，一定要 

多多練習，才不會到時候詞窮不知道 

要講什麼。 

  

海外特派記者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US4A 鄭羽芯/報導] 

(圖1) 學校活動-La Mancha一日遊，這是唐
吉軻德的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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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出國前準備 
        確定自己取得交換生資格後就可以開始準備簽證資料了，辦理簽證的

相關資訊可以在「ANTOR外國駐台觀光代表聯合會」辦事處的網站查詢

及下載。雖然必須有國外學校寄來的入學許可才能申請簽證，但在這之前

就可以先準備其他資料了(若是系辦已經收到入學許可的電子檔也可以印

彩色的)。還要記得買旅平險。機票的話我推薦「123機票網」，是高雄一

家旅行社，而且有位員工是文藻的學姊，經過比價後，這家旅行社的票價

比較便宜喔！行李有30公斤！我回台灣時因為第一班飛機延誤導致我搭不

到下一班飛機必須在卡達過一夜時，這位學姐也很積極的幫我解決問題。

記得上台北辦簽證時一定要確認所有資料都準備齊全了，若父母沒有和你

一起去，記得有父母須簽名的地方要簽一樣(像是財力證明，若是由父母

擔保，需要父母簽名保證函)，否則只要有一項沒有過就要再跑一次台北

哦。 

        一般旅行社可能會送轉接頭，但自己也可以再準備一個，有兩個轉接

頭比較方便，推薦大家自己準備延長線是最方便的了，畢竟有些地方插座

沒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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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圖2) 聖週遊行，昆卡的聖週很有名哦！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海外特派記者 

研修學校簡介 
        聽之前的交換生說他們都是自己從機場去到學校的，而我和同學共5

人，我們問了系上負責交換生的外籍老師是否對方學校可以來接我們，

最後是對方學校派一位老師來接我們，然後帶我們搭客運到昆卡(從馬德

里到昆卡的客運叫avanza，車票約12.55歐，車程約2小時半)。 

        我們住的宿舍還不錯，一間寢室裡有三間房、客廳、廚房、小陽台，

旁邊就有超市和大賣場，離學校也很近。廚房用具不一定齊全哦。宿舍

只有兩個缺點，第一就是網路很差，尤其房間靠裡面的幾乎收不到網路，

常常都要到走廊或樓下管理室連網路，甚至有時候是整棟宿舍都沒網路，

是有收到WIFI卻完全跑不動那種。第二是在重要節日時宿舍會關閉，像

是聖誕節和聖周，這段時間你無法住在宿舍但依然要繳房租和電費。(宿

舍有暖氣但沒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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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全班合照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生活學習        
        其實在這裡要交到外國朋友的機會不多，因為身邊都是台灣人，只有

少數的外國人，像我們這次有烏茲別克的學生但非常少數，在宿舍的話除

非你的室友是外國人，否則真的身邊都是台灣人，所以一定要自己把握機

會，主動跟外國人聊天。出門在外時也可以跟陌生人聊天像是飯店老闆或

酒吧老闆或是一般民眾，昆卡的人都很親切，都會跟你聊天。 

        昆卡的物價也很低，因為我們有廚房，所以三餐幾乎都自己煮，像是

土司一大條才台幣約40，雞蛋一盒10顆可能也不到台幣40。學校旁就有公

車站，搭到市區很快就到了，在昆卡搭公車可以買公車卡，10次5.8歐比較

划算。手機網路我們都是去一家叫ORANGE的電信辦預付卡，一個月15歐

有2G的網路，宿舍旁的賣場裡有店但建議大家別去那家，因為很多人被騙

錢過。宿舍房租雙人房一人180歐，單人房一人200歐，還有電費也要算！ 

海外特派記者 

(圖4) 會話課上到西班牙的酒吧文化，老師也帶我們來體驗 41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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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期間，除了聖週被迫離開宿舍的這個禮拜我有去其他城市玩之外，

我都待在昆卡沒有去其他地方玩，主要是想節省交通費，決定課程結束後

再一次玩完，但缺點是一直拖著行李跑很累。在西班牙，去別的城市時，

除了火車高鐵客運可以搭乘外，可以下載一個APP叫「BlaBlaCar」，車

主是一般民眾，乘客也不只你一人，費用會比客運便宜一點，其實蠻安全

的，而且你也可以跟車主聊天練西文哦！ 

        以下是我的開支，只是大概而已，實際一定更多，提供大家參考。

(PS.因為我當時還沒有考檢定所以是自費生，須繳文藻及西班牙學校的學

費。) 

出國前 

國際學生證 ﹩350 
機票 ﹩25,521 
保險 ﹩5,538 
簽證(包括去台北的交通費) ﹩2,040 + ﹩926 
UCLM學費 €2,000 (﹩72,080) 
其他 ﹩950 

總共 ﹩107,405 

留學期間 
 

1/27~5/19 

宿舍 €768.75 
聖週出去玩 €307.18+€373.67 
手機儲值 €60 
DELE B1檢定+ BULATS檢
定 

€160+€44.77 

其他 €764.35 
 總共€2,478.72(約﹩94191) 

  課程結束後環歐 

住宿 ﹩46,637 
交通 ﹩40,595 
手機儲值 ₤20 

總共﹩88,232 
總合約﹩289,828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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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與建議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能出國讀書，當初也是抱著試試的想法參加甄

選，很慶幸自己能取得資格，這學期在國外讀書讓我學到了很多，不只是

語言方面，還有文化方面，雖然在台灣就聽老師說過一些西班牙的文化習

俗，但是到了當地自己親身體驗後真的是不同的感覺，最大的收穫是現在

我真的勇於開口說西文了，在台灣，除了西文會話課會跟外籍老師說西文

外，從來沒實際利用西文，所以即使我的成績還不錯，但其實我的會話能

力很差，就連很簡單的話我都說不出口，但在國外，因為環境迫使你一定

要開口說，所以這真的是一大突破。還有其實在台灣我沒有自己煮過飯，

但在國外為了吃到台灣食物，不得不自己煮，所以就算原本不會煮也迫使

自己學會了。 

        還有最重要的是整個歐洲扒手很多，不只是西班牙，法國也很恐怖，

聽說在法國就算警察在旁邊也會光天化日下用搶的，而且就算你聽過各種

他們偷東西的方法，當下你也沒想到你正在被偷，所以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準備腰包，包包要放身前不離身，我自己就差點被偷，我同學也在回國那

天去機場的路上被偷了。 

卡斯提亞拉曼查學校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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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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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是無奇不有，洗手台是我們在浴室裡第一個而且

最常看到的東西，但在台灣我們常看到的水龍頭是冷熱在一起的，稱為混

合式水龍頭，冷和熱水混和後才會出水，所以可調整用水溫度，但英國卻

有點不一樣，在英國，洗手台或是浴缸的水龍頭通常是冷、熱兩種分開，

水龍頭有兩個，一個超冰，一個超燙，洗手時兩邊快速轉換才是英國人洗

手台的生存之道。 

那為什麼英國會將水龍頭分成兩邊呢？本則報導就帶你來了解背後的

故事。 

(圖1) 英國盥洗台的雙水龍頭 

Do You Know 歐洲的「雙」文化 

英國的雙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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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19和20世紀，在英國房屋

建立時，在一些屋齡比較大的房子，

它當初設計只以一個簡易的系統輸出

內部管道，只將冷水從輸出管道直接

送入廚房，在之後才加入了熱水，所

以英國有兩個水龍頭是這麼來的。 

1. 歷史原因 

在英國政府的法律中，有一條

法規，是冷熱水不允許先在熱水器

融合後輸出，但事實上，英國人習

慣直接飲用水，所以英國沒有集中

供熱水的習慣，是怕儲水槽會生鏽，

因為每個房子只有一個儲水槽，儲

水槽生鏽後，就無法直接飲用了，

所以將水龍頭分開以及制定這個法

律，就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將飲用的

冷水與儲水槽的未經消毒殺菌的熱

水混合，免得水不能直接從水龍頭

飲用。 

2. 遵守法律 

(圖3) 英國自嘲雙水龍頭不便之插圖 

(圖2) 冷、熱水混合示意圖 

Do You Know 歐洲的「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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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水龍頭的設計也讓水資

源不會有所浪費，當你使用了兩

個單獨的水龍頭時，將你想要的

溫度做適當的調整，以適當的水

量做混合後，這樣你只會使用到

你所需要的水量，以此達到節能

的原則。 
(圖4) 簡易自製混水器 

3. 經濟考慮 

歐洲地區有兩個馬桶？ 

當你到歐洲的國家旅遊時，

你會發現他們的馬桶跟我們有

些許的不同，有什麼樣的不同

呢？就是他們馬桶竟然有兩個

馬桶！而且，另一個馬桶沒有

坐墊，也沒有沖水的水箱，但

它多了個水龍頭，這到底是為

什麼呢？ 
(圖5) 歐洲洗水間內的雙馬桶 

Do You Know 歐洲的「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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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它是用來清洗屁股的，名

稱為「bidet」，在中文裡的意思，

叫做坐浴桶、淨身盆、下身盆等等，

主要是清洗下半身的意思。Bidet的

法文原意為「騎馬」，已經簡潔地

說明它的用法了。使用至今，因為

bidet低矮的高度很實用，已經不只

是清洗盆而已，同時也是個多功能

大水槽。 

(圖6) 歐洲的雙馬桶圖 

據說bidet首次出現於17世紀的法

國，直至今日於南歐和中南美洲還是

非常多人在使用，不只是歐洲，在其

他地區也有類似的狀況，例如，信奉

伊斯蘭教的國家，他們信徒覺得上完

廁所，只用衛生紙沒辦法完全乾淨，

因此才會在馬桶側邊加上蓮蓬頭，以

便穆斯林時常保持乾淨清爽的感覺。 

資料來源： 
https://goo.gl/eFMzCD  
https://goo.gl/4h1C3J 
https://goo.gl/yNwPxR 
https://goo.gl/aCsPT9  
https://goo.gl/aCsPT9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zUrqmx  
圖2： https://goo.gl/eFMzCD  
圖3： https://goo.gl/yJV1in  
圖4： https://goo.gl/zUrqmx  
 圖5：https://goo.gl/MlIsL4  
圖6：https://goo.gl/aCsPT9  
圖7：https://goo.gl/thdBO7  

(圖7) 示意圖 

Do You Know 歐洲的「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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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zUrq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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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OgI6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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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2A 廖敏惠/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圖1) 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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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為妳說的謊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導演戴瑞克‧席安佛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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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為妳說的謊》(The Light Between Oceans)改編自M.L.史黛曼(M. L. 

Stedman)的同名小說，為美國導演戴瑞克‧席安佛蘭斯(Derek Cianfrance)

繼2013年《末路車神》(The Place Beyond the Pines)後又一力作。此部電

影的卡司陣容實力堅強，女主角為瑞典女演員艾莉西亞‧薇坎德(Alicia 

Vikander)，她在2016年以《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贏得第88屆奧斯

卡金像獎的最佳女配角獎；男主角則由德裔愛爾蘭男演員麥可‧法斯賓達

(Michael Fassbender)飾演，他參與的作品曾多次入圍並贏得奧斯卡、威

尼斯影展、金球獎等殊榮。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歐洲影劇賞析 

(圖3) 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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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電影的故事背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澳洲，湯姆退伍後擔任燈塔看

守員，與妻子伊莎貝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傑努岩島。六年期間，伊莎貝多次

流產，原本開朗的個性逐漸變得陰沉。某天，他們在一艘漂流的船上，發

現一具男屍與一名嬰兒，兩人決定將女嬰帶回家撫養，命名為露西並視為

已出。然而，在湯姆發現寡婦漢娜可能是露西的親生母親時，劇情隨著主

角的心境，由美好轉為掙扎，當初為了愛所撒的美麗謊言，如今卻改變所

有人的人生。 



湯姆‧薛柏(Tom Sherbourne)： 

麥可‧法斯賓達(Michael Fassbender)飾演 

   湯姆是一名退伍軍人，為了逃避戰爭所

帶來的傷痛，他來到傑努岩島擔任燈塔看守

員，並遇見女主角伊莎貝，兩人過著幾乎與

世隔絕的生活。 

歐洲影劇賞析 

   
伊莎貝I‧薛柏(Isabel Sherbourne)： 

艾莉西亞‧薇坎德(Alicia Vikander)飾演 

  伊莎貝的開朗與樂觀，融化湯姆因戰

爭而封閉的心。然而，求子心切的她歷經

多次流產，導致性格越來越陰鬱。露西的

出現，為她的生命帶來愛與希望。儘管如

此，離別的那天終究還是到來。 

(圖4) 女主角伊莎貝 

(圖5) 男主角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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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角色介紹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劇照全家福 

漢娜‧倫費爾特(Hannah Roennfeldt)： 

瑞秋‧懷茲(Rachel Hannah Weisz)飾演  

  丈夫與女兒在海上遇難，丈夫身亡，女兒

則被伊莎貝與湯姆發現並撫養長大。而當她發

現自己的女兒還活著的時候，極力想把她奪回

身邊，彌補之前分離的那些年。 

(圖6) 漢娜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角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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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妳過得好，希望妳會原諒我將妳佔為己有。也原諒我放手

讓妳走，我們永遠愛妳。」這句話是電影裡女主角伊莎貝的獨白，道出

對孩子無盡的愛與思念。這部電影談論愛、命運與道德兩難，故事背景

的設定，從內心封閉的湯姆、流產而憂鬱的伊莎貝、喪夫喪子的漢娜到

與世隔絕的傑努岩島，都給我一股悠悠且川流不息的孤獨感。然而，在

悲傷和心碎侵蝕之時，正是愛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關於道德的議題，究竟是養育之恩大過天？還是血濃於水？又是誰

應該決定孩子的去與留？該何時且如何告訴孩子實情？或許這些問題永

遠沒有標準答案，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趁還能愛的時候，用力地愛

吧！即便最後會失去，也不要留下遺憾。 

歐洲影劇賞析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soHek5  
圖2： https://goo.gl/fYSR5K 
圖3：https://goo.gl/76z02O  
圖4：https://goo.gl/76z02O 
圖5：https://goo.gl/76z02O  
圖6：https://goo.gl/eKwZI8  
圖7：https://goo.gl/YoVX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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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地：圖書館6F第二中文書庫 
索書號：887.157 5026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觀後心得 

53 

https://goo.gl/soHek5
https://goo.gl/fYSR5K
https://goo.gl/76z02O
https://goo.gl/76z02O
https://goo.gl/76z02O
https://goo.gl/eKwZI8
https://goo.gl/YoVX6o
https://goo.gl/mG0blU
https://goo.gl/mG0blU
https://goo.gl/gyRsLe
https://goo.gl/gyRsLe
https://goo.gl/48dT1L
https://goo.gl/48dT1L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129 
編輯團隊 
 
2017年5月26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 張守慧 主任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許靜嘉 
文編COPY EDITOR 廖敏惠、黃仟惠、黃婉婷、邱石淼、鄭羽芯 

54 
電子報訂閱：https://goo.gl/forms/lpO7UNzly4tzQy8H3    

https://goo.gl/forms/lpO7UNzly4tzQy8H3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投影片編號 37
	投影片編號 38
	投影片編號 39
	投影片編號 40
	投影片編號 41
	投影片編號 42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投影片編號 47
	投影片編號 48
	投影片編號 49
	投影片編號 50
	投影片編號 51
	投影片編號 52
	投影片編號 53
	投影片編號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