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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6月份活動

2222

4/13-6/30 歐盟知識問答展

5/18-6/30 西班牙文化沙龍展

6/12 13:30-15:00歐洲文學講座:
「英國詩人與詩」講者王希成作家 歐盟園區Q002



�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4

☆狗仔收買司機 大逛英王宮禁區

☆英婦人創奇蹟 5分鐘內生下6胞胎

☆巴黎市長可能會晤達賴喇嘛 引起北京抗議

☆紅牛能量飲料含古柯鹼 德國遭禁

☆諾曼地登陸紀念不邀英女王 英王室火

☆梵諦岡電台要播廣告了

☆倫敦金融城市長：樂見兩岸簽署ECFA

☆俄羅斯籲安理會通過強硬決議案處置北韓核爆

☆匈牙利證實出現首起H1N1新流感確定病例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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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德湖布雷德湖布雷德湖布雷德湖 Lake Bled

斯洛維尼亞

斯洛維尼亞（Slovenia）於2004年正式加入歐洲聯盟，首
都為盧布爾雅那（Ljubljana）。位於歐洲中南部，巴爾
幹半島西北端，西接義大利，北鄰奧地利和匈牙利，東部
和南部與克羅埃西亞接壤，西南部為亞得里亞海，海岸線
長46.6公里。最著名的湖泊是布雷德湖（Lake Bled），
地中海氣候和山地氣候為其夏季和冬季旅遊提供了良好的
條件。斯洛維尼亞經濟雖未及西歐大國發達，古蹟亦未如
東歐各國豐富，但因未受戰火摧殘，又擁有優美的湖光山
色、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及悠閒的亞得里亞海濱海小鎮，有
「東歐小瑞士」之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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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布雷德湖是阿爾卑斯山間的著名湖泊，是由冰河期後期
Bohinj冰川後退所留下的空間形成的，而冰川融化的水注
入湖內，便造就了布雷德湖。海拔475公尺，長2.1公里，
寬1公里，面積1.45平方公里，最深處達31公尺。湖的三
面皆為平地，只有一面聳立著清翠的山峰。湖畔叢林茂
密，懸崖下明鏡般的湖面以及湖中的阿爾卑斯山峰雪白的
倒影，構成了夢幻般的冰玉奇境，故人們稱之為「山上的
眼睛」。二次大戰期間，布雷德湖東北部的溫泉是許多南
斯拉夫家庭最喜愛的地方，更是南斯拉夫皇室的夏日行
宮，外賓絡繹不絕，使這裡在夏季成為政治及外交的中
心，即使現今斯洛維尼亞獨立了，布雷德湖受歡迎的程度
依然不減。

「歐洲最美麗的湖泊」冰蝕湖－
布雷德湖 Lake 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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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歐洲最美麗的湖泊」冰蝕湖－

布雷德湖 Lake Bled
欣賞布雷德湖有許多種方式，其中一種是搭乘人工手搖的
船（Pletna），一方面可以體現當地重視環保的精神，一
方面可以享受前往湖中小島途中的風光。單趟來回一人約
12歐元，而因為島很小，所以船夫會在30分鐘後展開回
程。

←←←←人工手搖船人工手搖船人工手搖船人工手搖船
（（（（PletnaPletnaPletnaPle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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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歐洲最美麗的湖泊」冰蝕湖－

布雷德湖 Lake Bled
第二種方式是沿著湖邊的環湖步道漫步，邊走邊遠眺城堡
和四周的湖光山色，觀賞湖上泛舟及悠閒垂釣的人們。另
外還可沿著山路步行或乘車登上布雷德城堡（Bled 
Castle）或Osojnica觀景台，則布雷德湖的景色便一覽無
遺。

←←←←布雷德湖光山色布雷德湖光山色布雷德湖光山色布雷德湖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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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童話故事場景般的教堂島

Church of the Asslunption/Mary the Queen 
湖中高出水面約20公尺的小島上，有一座著名的巴洛克式
教堂聳立在林木之中。這裡過去是教徒祈禱聖地，現已闢
為教堂藝術博物館。漫步在湖濱，觀賞幽靜的湖光山色，
聆聽教堂古鐘傳來的陣陣鐘鳴，真是心曠神怡。

←←←←布雷德湖中小島布雷德湖中小島布雷德湖中小島布雷德湖中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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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童話故事場景般的教堂島

Church of the Asslunption/Mary the Queen 
Lake Bled上的教堂流傳著一個悲傷的故事，據說Bled城
堡裡住著一位年輕寡婦，由於丈夫遭盜匪殺害，悲痛至
極，便將自己所有的金銀珠寶鎔鑄成一只大鐘，準備送與
島上的教堂。然而在運送途中船卻翻了，鐘也隨著沉入湖
底。傷心欲絕的婦人之後離開了此地，在義大利羅馬終老
一生。當時的教宗聽聞這個故事後，決定送一只鐘至這個
小島，並發願：凡敲此鐘者，皆能得到聖母瑪莉亞的祝
福，願望成真。只是想敲響大鐘並不容易，因為大鐘掛於
教堂頂端的鐘樓，只垂下一修粗麻繩，而敲響它靠的不是
力道，而是技巧，故經常可見不少遊客努力地搖動麻繩，
直至鐘響才肯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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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
童話故事場景般的教堂島

Church of the Asslunption/Mary the Queen 

←←←←據說敲響島上教堂據說敲響島上教堂據說敲響島上教堂據說敲響島上教堂
的大鐘便可心想事的大鐘便可心想事的大鐘便可心想事的大鐘便可心想事
成成成成，，，，吸引不少修女及吸引不少修女及吸引不少修女及吸引不少修女及
民眾前來彌撒民眾前來彌撒民眾前來彌撒民眾前來彌撒

神壇前的粗繩即為敲神壇前的粗繩即為敲神壇前的粗繩即為敲神壇前的粗繩即為敲
鐘用鐘用鐘用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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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

歐盟園區在歐盟園區在歐盟園區在歐盟園區在5555月月月月12121212號請到翻譯系黃翠玲教授號請到翻譯系黃翠玲教授號請到翻譯系黃翠玲教授號請到翻譯系黃翠玲教授，，，，為我們講解如為我們講解如為我們講解如為我們講解如
何將華語電影中的中華文化意象何將華語電影中的中華文化意象何將華語電影中的中華文化意象何將華語電影中的中華文化意象，，，，用西文去解釋甚至翻譯成用西文去解釋甚至翻譯成用西文去解釋甚至翻譯成用西文去解釋甚至翻譯成
電影字幕電影字幕電影字幕電影字幕，，，，讓不懂中華文化的觀眾藉由字幕去了解讓不懂中華文化的觀眾藉由字幕去了解讓不懂中華文化的觀眾藉由字幕去了解讓不懂中華文化的觀眾藉由字幕去了解。。。。一開始一開始一開始一開始
黃翠玲教授拿出了許多珍藏的華語電影的西文版黃翠玲教授拿出了許多珍藏的華語電影的西文版黃翠玲教授拿出了許多珍藏的華語電影的西文版黃翠玲教授拿出了許多珍藏的華語電影的西文版DVDDVDDVDDVD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和我們
一起分享一起分享一起分享一起分享，，，，有很多都是非常紅而且富含豐富中華文化意象的有很多都是非常紅而且富含豐富中華文化意象的有很多都是非常紅而且富含豐富中華文化意象的有很多都是非常紅而且富含豐富中華文化意象的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臥虎藏龍臥虎藏龍臥虎藏龍臥虎藏龍、、、、滿城盡帶黃金甲滿城盡帶黃金甲滿城盡帶黃金甲滿城盡帶黃金甲、、、、十面埋伏十面埋伏十面埋伏十面埋伏、、、、色色色色
戒戒戒戒．．．．．．．．．．．．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黃教授提到黃教授提到黃教授提到黃教授提到，，，，華語電影在歐洲逐年增加華語電影在歐洲逐年增加華語電影在歐洲逐年增加華語電影在歐洲逐年增加，，，，而而而而
且且且且”中國熱中國熱中國熱中國熱”延燒延燒延燒延燒，，，，對於華語電影來說對於華語電影來說對於華語電影來說對於華語電影來說，，，，字幕翻譯顯得越來越字幕翻譯顯得越來越字幕翻譯顯得越來越字幕翻譯顯得越來越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因為一部好的電影因為一部好的電影因為一部好的電影因為一部好的電影，，，，如果翻譯的不好如果翻譯的不好如果翻譯的不好如果翻譯的不好，，，，那將無法正確那將無法正確那將無法正確那將無法正確
的傳達出影片所想傳達的訊息的傳達出影片所想傳達的訊息的傳達出影片所想傳達的訊息的傳達出影片所想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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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

在外國人印象中在外國人印象中在外國人印象中在外國人印象中，，，，中華文化有六種中華文化有六種中華文化有六種中華文化有六種：：：：麻將麻將麻將麻將、、、、辮子辮子辮子辮子、、、、裹小腳裹小腳裹小腳裹小腳、、、、
太監太監太監太監、、、、鴉片鴉片鴉片鴉片、、、、八股八股八股八股，，，，這些元素常可以在外國人製作的電影中這些元素常可以在外國人製作的電影中這些元素常可以在外國人製作的電影中這些元素常可以在外國人製作的電影中
看見看見看見看見，，，，而黃教授也說到而黃教授也說到而黃教授也說到而黃教授也說到，，，，譯者可以說是文化的操作者譯者可以說是文化的操作者譯者可以說是文化的操作者譯者可以說是文化的操作者，，，，譯者譯者譯者譯者
如果對雙方的文化不了解如果對雙方的文化不了解如果對雙方的文化不了解如果對雙方的文化不了解，，，，可能翻出來的字幕就會和原著有可能翻出來的字幕就會和原著有可能翻出來的字幕就會和原著有可能翻出來的字幕就會和原著有
差異差異差異差異，，，，而觀眾也就會看不懂或是不了解影片的內容而觀眾也就會看不懂或是不了解影片的內容而觀眾也就會看不懂或是不了解影片的內容而觀眾也就會看不懂或是不了解影片的內容。。。。如果翻如果翻如果翻如果翻
譯中遇到中華文化特有的字彙詞語譯中遇到中華文化特有的字彙詞語譯中遇到中華文化特有的字彙詞語譯中遇到中華文化特有的字彙詞語，，，，例如麻將中的例如麻將中的例如麻將中的例如麻將中的”吃吃吃吃”或或或或”

碰碰碰碰”，，，，大部分會用音譯加註的方式讓觀眾了解大部分會用音譯加註的方式讓觀眾了解大部分會用音譯加註的方式讓觀眾了解大部分會用音譯加註的方式讓觀眾了解，，，，這樣也比較這樣也比較這樣也比較這樣也比較
不會讓中華文化的特有字彙失真不會讓中華文化的特有字彙失真不會讓中華文化的特有字彙失真不會讓中華文化的特有字彙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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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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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講座後我覺得對於想往翻譯方向走的同學幫助非常的聽完講座後我覺得對於想往翻譯方向走的同學幫助非常的聽完講座後我覺得對於想往翻譯方向走的同學幫助非常的聽完講座後我覺得對於想往翻譯方向走的同學幫助非常的
多多多多，，，，還有了解到還有了解到還有了解到還有了解到：：：：喔喔喔喔～～～～原來電影字幕是這樣製作的呀原來電影字幕是這樣製作的呀原來電影字幕是這樣製作的呀原來電影字幕是這樣製作的呀！！！！也讓也讓也讓也讓
我更了解譯者對於文化傳達的重要性我更了解譯者對於文化傳達的重要性我更了解譯者對於文化傳達的重要性我更了解譯者對於文化傳達的重要性，，，，就像教授說的電影是就像教授說的電影是就像教授說的電影是就像教授說的電影是
要讓人了解要讓人了解要讓人了解要讓人了解，，，，而不是要求人思考而不是要求人思考而不是要求人思考而不是要求人思考！！！！譯者該如何用淺顯易懂的譯者該如何用淺顯易懂的譯者該如何用淺顯易懂的譯者該如何用淺顯易懂的
文字讓觀眾了解豐富的文化意象將是一大考驗文字讓觀眾了解豐富的文化意象將是一大考驗文字讓觀眾了解豐富的文化意象將是一大考驗文字讓觀眾了解豐富的文化意象將是一大考驗，，，，黃教授也勉黃教授也勉黃教授也勉黃教授也勉
勵想往翻譯方向的學生們大家一起努力勵想往翻譯方向的學生們大家一起努力勵想往翻譯方向的學生們大家一起努力勵想往翻譯方向的學生們大家一起努力，，，，藉由翻譯把自己寶藉由翻譯把自己寶藉由翻譯把自己寶藉由翻譯把自己寶
貴的文化推廣出去貴的文化推廣出去貴的文化推廣出去貴的文化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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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歐洲校際微電子中心(IMEC)

會議主題：

IMEC技術論壇前身為IMEC的年度研究審查會議(ARRM)，這些
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業界交流活動。IMEC技術論壇
將於2009年6月3日和4日舉辦，為IMEC的25週年活動之一，
主要目的是結合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公司管理人員，共
同討論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方向，並提出今後的創新設想。

技術論壇將於六月於布魯塞爾舉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4/CF200904_01.htm 



歐盟學術專欄

18

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歐洲校際微電子中心(IMEC)

來自全球各地半導體業界的著名發言者，將共同提出未來的
研究方向方案，除了傳統追求元件尺寸減小的議題，更著眼
於經營方式的變化和新興市場，如太陽能光電小組和生醫電
子學，討論的題目包括生物醫藥、光電電子產品、10奈米元
件技術、半導體的可再生能源、無線和光通信，以及與研發
中心合作的機會。與會者更有機會訪問IMEC園區，實地

探訪第一流的生產及研究環境。

技術論壇將於六月於布魯塞爾舉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4/CF200904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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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投入更多經費於eHealth研究

歐盟執委會於今年二月發表一項聲明表示歐盟執委會將針對
未來兩年內的eHealth研究經費增加一倍。歐盟執委會資訊
社會總署提到，未來兩年內會提撥一億六千萬歐元的預算於
eHealth研究計畫。而此經費將會藉由第七期架構計畫之徵

求計畫來資助有潛力的執行計畫。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 04.htm 



歐盟學術專欄

20

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投入更多經費於eHealth研究

由於目前全球正面臨著前所未見的經濟危機，歐盟執委會此
舉不但沒有刪減eHealth研究經費，反而增額投資在eHealth
的研究計畫。僅調整計畫目標從長遠的獲利更改為兩年內的
特定重點項目推行。由於日前歐盟已經同意投資十億歐元建
構寬頻網路，以期歐洲整體網路涵蓋率提升。而這項整體的
寬頻網路建製計畫也有助於提昇eHealth服務的落實。尤其

是對於遠端醫療的推行，民眾將可以更方便的透過網
路瀏覽自己的病歷資料。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 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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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歐盟新計畫One-P 帶頭發展奈米有機電子元件

歐盟「有機奈米材料的電子和光子學：設計、合成、分析、
加工、製造和應用」One-P(Organic nano-materials for 
electronics and photonics: design, synthesis, 
characterisation, processing,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s‘）新計畫，將歐盟的電子科技研究帶至奈米
有機光電元件發展的最前沿，One-P計畫預算高達一千八
百萬歐元，由來自歐盟十個會員國28個合作夥伴

組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5/P200905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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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歐盟新計畫One-P 帶頭發展奈米有機電子元件

目前，大多數的電子產品是以矽半導體為主，即使矽原料非
常的昂貴，需要大量的能源來生產，並產生大量的廢料，矽
半導體工業仍是目前最成熟最廣泛使用的電子製程。One-P
計畫將著重於目前正在迅速成長的以碳化合物為主的有機半
導體。和矽半導體不同的是，有機半導體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較低，生產成本低，使用較少的能源，也生產較少的廢

物。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5/P200905_01.htm 



歐盟學術專欄

23

國科會歐盟資訊

國科會

「生物啟發之感測與控制技術」台美雙邊研討會

台美雙邊(NSF-NSC)研討會：「生物啟發之感測與控制技術-
應用於智慧型結構系統」已於98年4月15日至16日在台舉
辦，美方由加州Santa Barba大學楊祖佑校長與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計畫主持人劉師琦博士邀集25位美方學者及12位來

自世界各地學者共同參與。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cd6bb10121209461a6028a&ctunit=31&ctnode=42&mp=1 

成果說明，敬請參考並歡迎研提合作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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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國科會

「生物啟發之感測與控制技術」台美雙邊研討會

主題包括：「新一代土木結構與機械系統」、「生醫儀器」與
「公共建設災害防治」，並分為「A.奈米與微米尺度之生物啟發
之感測與啟動技術」、「B.生物啟發材料」、「C、生物啟發之地
震監測與預警系統」、「D、生物啟發與奈米感測醫療器材」等四
組進行。二、為促進學界對於此一世界性未來研發趨勢之瞭
解，台美(NSC-NSF)雙邊共同將本次會議之成果向學界公告，
鼓勵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交流，共同提出合作研究。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cd6bb10121209461a6028a&ctunit=31&ctnode=42&mp=1 

成果說明，敬請參考並歡迎研提合作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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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NCP-Taiwan

最新研討會

ICT Results 提供企業、政府、投資人

ICT Results提供企業、研究機構、公家單位、資訊提供單
位、媒體及投資者等ICT領域之相關資訊，服務包括ICT產品
新構思及研究結果分享、追蹤可改善公眾服務之方法、新科
技及市場應用、成功案例、RSS訂閱、尋找ICT合作對象、歐

盟ICT領域研究補助消息、發佈ICT活動消息等功能。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ncp-tw.ntust.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eminars_20090512&Rcg=15

及研究人員ICT領域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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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rinaSabrinaSabrinaSabrina

本期專訪人物是來自法國的本期專訪人物是來自法國的本期專訪人物是來自法國的本期專訪人物是來自法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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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法國的
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法國的
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法國的
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法國的Sabrina Sabrina Sabrina Sabrina BarrBarrBarrBarré，，，，於格勒諾布爾大學於格勒諾布爾大學於格勒諾布爾大學於格勒諾布爾大學

（（（（University of Grenoble
University of Grenoble
University of Grenoble
University of Grenoble））））取得法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取得法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取得法國文學的碩士學位
取得法國文學的碩士學位。。。。SabrinaSabrinaSabrinaSabrina熱愛旅熱愛旅熱愛旅熱愛旅

遊遊遊遊，，，，曾到義大利曾到義大利曾到義大利曾到義大利、、、、德國德國德國德國、、、、英國英國英國英國、、、、西班牙進行過短暫的旅行
西班牙進行過短暫的旅行
西班牙進行過短暫的旅行
西班牙進行過短暫的旅行。。。。由於對法由於對法由於對法由於對法

國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失望
國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失望
國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失望
國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失望，，，，便於去年七月離開法國

便於去年七月離開法國
便於去年七月離開法國
便於去年七月離開法國，，，，來到台灣來到台灣來到台灣來到台灣，，，，一一一一

邊學習中文邊學習中文邊學習中文邊學習中文，，，，一邊在文藻及法國學會教導法文
一邊在文藻及法國學會教導法文
一邊在文藻及法國學會教導法文
一邊在文藻及法國學會教導法文。。。。

介紹人物介紹人物

Sabrina與台灣
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台灣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台灣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台灣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台灣？？？？

Sabrina在法國結識了不少求學的台灣人，認為他們非常友
善，且可以理解她對台灣事物的好奇及她的想法。雖然中文
對於法國人來說完全像是外星語言，難以理解，她對於中國文
學卻相當感興趣，五年前便學習過中文。選擇台灣而非中國的
原因，除了因為先前來台旅遊的經驗和友人的介紹，對台灣的
環境較能掌握外，Sabrina說法國認可中國，所以皆以簡體字
教習中文，而她認為學習繁體字，才能夠真正了解文字的起源
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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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
對於台灣的想法與感覺對於台灣的想法與感覺對於台灣的想法與感覺對於台灣的想法與感覺？？？？

Sabrina認為台灣人雖然親切，但這樣的態度一體兩面，有時
也會讓她覺得頗不禮貌，例如常常有人認為她不懂中文，便在
她面前討論起她的膚色、髮型等，讓她不太舒服。

此外，Sabrina說法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便告訴他們必須注意
他人感受，使她無法忍受走在街上或搭乘捷運手扶梯時，自己
前面的台灣人那種不理會他人的閒晃方式，讓她每次都要借過
老半天才得以突破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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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事物的想法呢對於台灣事物的想法呢對於台灣事物的想法呢對於台灣事物的想法呢？？？？

身為相當關心政治及歷史的法國人，Sabrina難以置信台灣年輕
人對這兩方面的漠不關心。她可以說明法國各種不同種族在
該國的原因及歷史，但台灣年輕人卻無法回答客家人為何會在
台灣生活。此外，人們也易受媒體及政治人物左右思想，例如
對中國的看法便常受藍綠兩黨影響。

關於台灣的節日，Sabrina最喜歡的就是過年了，不僅年假特別
長，還可以享受許多豐盛美食，而今年她也從朋友那裡拿到紅
包，她覺得過年是段相當快樂的時光。反之對於端午節的由
來，她認為愛國的屈原投江自殺的行為很無用，身為政治活躍
份子的Sabrina覺得，若真的愛國，則應該更盡心盡力地為國家
付出，而不是採取自殺這樣自私的行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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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
曾去過台灣哪些地方曾去過台灣哪些地方曾去過台灣哪些地方曾去過台灣哪些地方？？？？

熱愛旅遊的Sabrina，來台至今已去過台中、台南、鹿港、美濃
及大樹等地，並將所聞所見的台灣事物紀錄在自己的部落格。
Sabrina至鹿港旅遊的兩週，讓她更加了解鹿港的歷史，也參觀
了當地的廟宇及日治時代所留下的歐式建築。其中Sabrina最中
意的地方即是美濃，目前她已騎單車去過美濃三次，她認為那
裡不同於高雄市，環境相當幽靜，翠綠的農田裡還可以看到白
鷺鷥，而且辛苦耕作的農夫還會向她們一行人熱情地打招呼；
此外，她對於美濃特產粄條也相當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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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
有特別喜愛的食物嗎有特別喜愛的食物嗎有特別喜愛的食物嗎有特別喜愛的食物嗎？？？？

儘管法國擁有數百座遍布全球的小島，使法國人可以享受熱帶
水果，但Sabrina仍然相當喜歡台灣的水果，尤其是鳳梨和芒
果，之前還特地去了一趟盛產鳳梨的高雄縣大樹鄉。在台灣，
她也發現了法國沒有的水果，即蓮霧和龍眼。另外，她非常喜
歡麻糬，她笑說自己去花蓮時還買了一大堆不同口味的麻糬；
有別於法國的罐頭竹筍，她對於台灣新鮮的竹筍感到相當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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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自己的故鄉介紹自己的故鄉介紹自己的故鄉介紹自己的故鄉

雖然Sabrina不滿意目前法國的政治，但對於法國的娛樂活動卻
是大力讚揚，尤其是巴黎四周各個方位的鄉村、建築、服裝及
食物等皆各異其趣，常舉辦門票低廉或甚至免費的歌舞表演或
展覽，當中也有許多年輕人加入創意的元素。Sabrina特別提到
了每年6月21日的“Music Day”，這天他們會拿著樂器到街上演
奏、跳舞，從早上到晚上九點都非常熱鬧。這樣的景象不僅出
現在大城市中，在小村莊也頗為常見，且許多小村莊也會錄製
屬於自己的電影，甚至擁有三間戲院。Sabrina尤其推崇
Ardeche（阿爾岱雪），是位於法國東南部的一個行政區域，這
裡如同花蓮、淡水及阿里山的綜合體合體合體合體，，，，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一覽無遺，還
有地穴可供探險，食衣住行育樂皆可在阿爾岱雪皆可在阿爾岱雪皆可在阿爾岱雪皆可在阿爾岱雪滿足。此外，
阿爾岱雪還盛產一種台灣沒有的水果水果水果水果－－－－nèfles，是種棕色的冬
季果實，口味相當獨特。

←←←←nèfle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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