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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本期內容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心的藝術心的藝術心的藝術心的藝術．．．．夢的巴黎夢的巴黎夢的巴黎夢的巴黎

－－－－－－－－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講座特別報導講座特別報導講座特別報導講座特別報導

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最幸福的童話王國最幸福的童話王國最幸福的童話王國最幸福的童話王國－－－－丹麥丹麥丹麥丹麥

走到哪走到哪走到哪走到哪，，，，學到哪學到哪學到哪學到哪－－－－英國任我行英國任我行英國任我行英國任我行

．．．．．．．．．．．．．．．．．．．．．．．．．．．．．．．．．．．．．．．．．．．．．．．．．．．．．．．．p. 03

．．．．．．．．．．．．．．．．．．．．．．．．．．．．．．．．．．．．．．．．．．．．．．．．．．．．．．．．．．．．．．．．．．．．．．．．．．．．．．．．．．．．p. 07

．．．．．．．．．．．．．．．．．．．．．．．．．．．．．．．．．．．．．．．．．．．．．．．．．．．．．．．．．．．．．．．．．．．．．．．．．．．．p. 08

．．．．．．．．．．．．．．．．．．．．．．．．．．．．．．．．．．．．．．．．．．．．．．．．．．．．．．．．．．．．p. 09

．．．．．．．．．．．．．．．．．．．．．．．．p. 14

．．．．．．．．．．．．．．．．．．．．．．．．．．．．．．．．．．．．．．．．p. 20



�展出日期：即日起至98/01/11
�展出地點：求真樓B1 歐盟園區藝廊

�有獎徵答
本次有獎徵答以現場搶答現場搶答現場搶答現場搶答方式進行，
獎品內容包括Beauty Shop香氛組合等，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1(五五五五)15:00 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

�有獎徵答題目已公佈於展覽現場，
同學可自行前往參觀、尋找答案。

（只要會答任何一題就有機會得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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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電影欣賞＆座談會－「香水」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5(二二二二)  10:00 – 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淡江大學蔡淑玲教授

（（（（文藻法文科文藻法文科文藻法文科文藻法文科12屆校友屆校友屆校友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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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奴乙是個嗅覺天才葛奴乙是個嗅覺天才葛奴乙是個嗅覺天才葛奴乙是個嗅覺天才，，，，他能製造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傑出香他能製造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傑出香他能製造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傑出香他能製造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傑出香

水水水水。。。。他所使用原料是處女的體香他所使用原料是處女的體香他所使用原料是處女的體香他所使用原料是處女的體香，，，，只要是葛奴乙挑選中的女只要是葛奴乙挑選中的女只要是葛奴乙挑選中的女只要是葛奴乙挑選中的女

子子子子，，，，他便不計一切代價將她殺害他便不計一切代價將她殺害他便不計一切代價將她殺害他便不計一切代價將她殺害，，，，將新鮮的屍體身上的香味將新鮮的屍體身上的香味將新鮮的屍體身上的香味將新鮮的屍體身上的香味

用來作成香水的材料用來作成香水的材料用來作成香水的材料用來作成香水的材料，，，，讓這個香味永遠只專屬他一個人讓這個香味永遠只專屬他一個人讓這個香味永遠只專屬他一個人讓這個香味永遠只專屬他一個人…。。。。



英國留學講座系列
英倫留學日誌：黃金學歷金鑰匙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7(四四四四)  15:00 – 1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

黃玲嘉小姐黃玲嘉小姐黃玲嘉小姐黃玲嘉小姐 Ms. Jas Huang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英國研究所介紹英國研究所介紹英國研究所介紹英國研究所介紹

英國擴充教育英國擴充教育英國擴充教育英國擴充教育．．．．大學先修課程大學先修課程大學先修課程大學先修課程

����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

12/11(四四四四)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

－－－－MBA／／／／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etc.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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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AIWAN

Economic and Education Cooperation 講座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7(四四四四)  13:00 – 15: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 Guy Ledoux 李篤李篤李篤李篤

■■■■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http://www.deltwn.ec.europa.eu/index.php?newlang=z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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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講者簡介：：：：
出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出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出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出生於法國斯特拉斯堡 (S t ra sbourg)，，，，於於於於Univers i ty o f

Montpellier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任職世界銀行以及任職世界銀行以及任職世界銀行以及任職世界銀行以及OECD（（（（經經經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濟合作發展組織濟合作發展組織濟合作發展組織））））的顧問的顧問的顧問的顧問。。。。在在在在1990年加入歐洲執委會年加入歐洲執委會年加入歐洲執委會年加入歐洲執委會。。。。
在歐洲執委會裡他負責數個有關貿易及外交關係領域的職務在歐洲執委會裡他負責數個有關貿易及外交關係領域的職務在歐洲執委會裡他負責數個有關貿易及外交關係領域的職務在歐洲執委會裡他負責數個有關貿易及外交關係領域的職務，，，，並且並且並且並且

一直在亞洲司一直在亞洲司一直在亞洲司一直在亞洲司、、、、中東司和歐洲睦鄰政策司工作中東司和歐洲睦鄰政策司工作中東司和歐洲睦鄰政策司工作中東司和歐洲睦鄰政策司工作。。。。他也曾被外派至歐他也曾被外派至歐他也曾被外派至歐他也曾被外派至歐
洲執委會駐突尼西亞及南韓的代表團擔任副代表洲執委會駐突尼西亞及南韓的代表團擔任副代表洲執委會駐突尼西亞及南韓的代表團擔任副代表洲執委會駐突尼西亞及南韓的代表團擔任副代表。。。。



留學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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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2009寒假澳洲及日本遊學團（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舉辦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英語遊學團淡江大學舉辦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英語遊學團淡江大學舉辦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英語遊學團淡江大學舉辦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英語遊學團

及日本東京及日本東京及日本東京及日本東京&札幌雙城文化語言滑雪團札幌雙城文化語言滑雪團札幌雙城文化語言滑雪團札幌雙城文化語言滑雪團，，，，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歡迎報名參加！！！！

日本東京&札幌雙城文化語言滑雪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9/01/21 – 2009/02/10 (共共共共21天天天天)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日文課日文課日文課日文課、、、、新年新年新年新年party、、、、和服及茶道體驗和服及茶道體驗和服及茶道體驗和服及茶道體驗、、、、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雪祭雪祭雪祭雪祭、、、、滑雪體驗滑雪體驗滑雪體驗滑雪體驗……等等等等

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英語遊學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09/01/21 – 2009/02/09 (共共共共20天天天天)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雪梨歌劇院雪梨歌劇院雪梨歌劇院雪梨歌劇院、、、、英語研習課程英語研習課程英語研習課程英語研習課程、、、、獵人谷獵人谷獵人谷獵人谷、、、、邦代海灘邦代海灘邦代海灘邦代海灘、、、、藍山國家公園藍山國家公園藍山國家公園藍山國家公園、、、、雪梨塔雪梨塔雪梨塔雪梨塔……等等等等

����詳見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網頁詳見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網頁詳見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網頁詳見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網頁(http://www.dce.tku.edu.tw)海外遊學團專區海外遊學團專區海外遊學團專區海外遊學團專區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40

歐盟一週大事 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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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人士消息人士消息人士消息人士：：：：處理伊朗核問題處理伊朗核問題處理伊朗核問題處理伊朗核問題 強權強權強權強權12日會商討論日會商討論日會商討論日會商討論

假造學歷假造學歷假造學歷假造學歷 英大學開除英大學開除英大學開除英大學開除49陸生陸生陸生陸生1台生台生台生台生

生產負成長生產負成長生產負成長生產負成長 歐經濟邁入衰退歐經濟邁入衰退歐經濟邁入衰退歐經濟邁入衰退

塔利班威脅對巴黎發動恐怖攻擊塔利班威脅對巴黎發動恐怖攻擊塔利班威脅對巴黎發動恐怖攻擊塔利班威脅對巴黎發動恐怖攻擊

助兒童減肥助兒童減肥助兒童減肥助兒童減肥 歐盟擬推免費果蔬歐盟擬推免費果蔬歐盟擬推免費果蔬歐盟擬推免費果蔬

德智庫德智庫德智庫德智庫：：：：歐洲渴望與歐巴馬合作歐洲渴望與歐巴馬合作歐洲渴望與歐巴馬合作歐洲渴望與歐巴馬合作

國際貨幣基金要求歐洲央行再降息國際貨幣基金要求歐洲央行再降息國際貨幣基金要求歐洲央行再降息國際貨幣基金要求歐洲央行再降息



的藝術． 的巴黎心 夢
－－陳奇相先生「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講座花絮

背景圖片取材自 http://life.fotologue.eu/

■文／紀錄：四技部德文系 吳驊祐



的藝術． 的巴黎心 夢

「「「「創意很重要創意很重要創意很重要創意很重要，，，，今天不創作今天不創作今天不創作今天不創作，，，，

明天就沒有文化明天就沒有文化明天就沒有文化明天就沒有文化」，」，」，」，演講開始後不演講開始後不演講開始後不演講開始後不

久久久久，，，，主講人陳奇相先生對創作的重主講人陳奇相先生對創作的重主講人陳奇相先生對創作的重主講人陳奇相先生對創作的重

要性以及創意與文化間的交集給予要性以及創意與文化間的交集給予要性以及創意與文化間的交集給予要性以及創意與文化間的交集給予

相當程度上的肯定相當程度上的肯定相當程度上的肯定相當程度上的肯定。。。。

陳奇相先生來自屏東陳奇相先生來自屏東陳奇相先生來自屏東陳奇相先生來自屏東，，，，操著不甚操著不甚操著不甚操著不甚

標準的國語標準的國語標準的國語標準的國語，，，，引導著在場所有的聽引導著在場所有的聽引導著在場所有的聽引導著在場所有的聽

眾進入他心中的巴黎眾進入他心中的巴黎眾進入他心中的巴黎眾進入他心中的巴黎，，，，分享他旅法分享他旅法分享他旅法分享他旅法

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的經驗、、、、對藝術的見解對藝術的見解對藝術的見解對藝術的見解、、、、對生活對生活對生活對生活

的態度以及長期思考後的心得的態度以及長期思考後的心得的態度以及長期思考後的心得的態度以及長期思考後的心得。。。。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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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奇相先生「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講座花絮



的藝術． 的巴黎心 夢

時代的變遷與藝術息息相關時代的變遷與藝術息息相關時代的變遷與藝術息息相關時代的變遷與藝術息息相關，，，，聽聽聽聽

著陳奇相先生以經濟實力的角度分著陳奇相先生以經濟實力的角度分著陳奇相先生以經濟實力的角度分著陳奇相先生以經濟實力的角度分

析強勢藝術趨勢的影響力析強勢藝術趨勢的影響力析強勢藝術趨勢的影響力析強勢藝術趨勢的影響力，，，，你很難你很難你很難你很難

想像一位藝術家的演講聽起來反倒想像一位藝術家的演講聽起來反倒想像一位藝術家的演講聽起來反倒想像一位藝術家的演講聽起來反倒

像是經濟分析像是經濟分析像是經濟分析像是經濟分析。。。。他也提及李光耀先他也提及李光耀先他也提及李光耀先他也提及李光耀先

生曾說生曾說生曾說生曾說：「：「：「：「美國美國美國美國、、、、西方不再是藝術西方不再是藝術西方不再是藝術西方不再是藝術

的樣板的樣板的樣板的樣板。」。」。」。」

巴黎跟倫敦是當今的藝術之都巴黎跟倫敦是當今的藝術之都巴黎跟倫敦是當今的藝術之都巴黎跟倫敦是當今的藝術之都，，，，

但在未來但在未來但在未來但在未來，，，，亞洲也將會有能力與歐亞洲也將會有能力與歐亞洲也將會有能力與歐亞洲也將會有能力與歐

美分庭抗禮美分庭抗禮美分庭抗禮美分庭抗禮，，，，因為現今藝術是廣泛因為現今藝術是廣泛因為現今藝術是廣泛因為現今藝術是廣泛

且生活化的且生活化的且生活化的且生活化的。。。。除了對於藝術的見除了對於藝術的見除了對於藝術的見除了對於藝術的見

解解解解、、、、專業的分析外專業的分析外專業的分析外專業的分析外，，，，更重要的是如更重要的是如更重要的是如更重要的是如

何用敞開的心去了解藝術品何用敞開的心去了解藝術品何用敞開的心去了解藝術品何用敞開的心去了解藝術品。。。。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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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世代對於創意的見解不同每個世代對於創意的見解不同每個世代對於創意的見解不同每個世代對於創意的見解不同，，，，

對於藝術品的接受度也不同對於藝術品的接受度也不同對於藝術品的接受度也不同對於藝術品的接受度也不同，，，，這些這些這些這些

變遷與時代背景及思想開放有相當變遷與時代背景及思想開放有相當變遷與時代背景及思想開放有相當變遷與時代背景及思想開放有相當

程度的關連程度的關連程度的關連程度的關連。。。。



的藝術． 的巴黎心 夢

「「「「看不懂才要看看不懂才要看看不懂才要看看不懂才要看」，」，」，」，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陳奇相先生

對於欣賞藝術對於欣賞藝術對於欣賞藝術對於欣賞藝術，，，，做了簡潔有利的詮做了簡潔有利的詮做了簡潔有利的詮做了簡潔有利的詮

釋釋釋釋。。。。

對於專業人士來說對於專業人士來說對於專業人士來說對於專業人士來說，，，，由於在專業由於在專業由於在專業由於在專業

的範疇內的範疇內的範疇內的範疇內，，，，對於藝術有相當程度的對於藝術有相當程度的對於藝術有相當程度的對於藝術有相當程度的

敏感度敏感度敏感度敏感度，，，，於是能了解藝術品的背於是能了解藝術品的背於是能了解藝術品的背於是能了解藝術品的背

景景景景，，，，了解創作背後的心態和動機了解創作背後的心態和動機了解創作背後的心態和動機了解創作背後的心態和動機。。。。

但對於一般普羅大眾但對於一般普羅大眾但對於一般普羅大眾但對於一般普羅大眾，，，，我們能做到我們能做到我們能做到我們能做到

的就是用心去看這個藝術品的就是用心去看這個藝術品的就是用心去看這個藝術品的就是用心去看這個藝術品，，，，試著試著試著試著

用用用用「「「「心心心心」」」」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觀察去觀察去觀察去觀察、、、、去了解去了解去了解去了解，，，，

以不同的心態去欣賞以不同的心態去欣賞以不同的心態去欣賞以不同的心態去欣賞，，，，會得到不會得到不會得到不會得到不

同的收穫同的收穫同的收穫同的收穫。。。。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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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藝術． 的巴黎心 夢

這場演講中這場演講中這場演講中這場演講中，，，，由於設備出了點小問由於設備出了點小問由於設備出了點小問由於設備出了點小問

題題題題，，，，陳奇相先生原先預計為大家播放花陳奇相先生原先預計為大家播放花陳奇相先生原先預計為大家播放花陳奇相先生原先預計為大家播放花

都巴黎多采多姿的視覺呈現皆無法播都巴黎多采多姿的視覺呈現皆無法播都巴黎多采多姿的視覺呈現皆無法播都巴黎多采多姿的視覺呈現皆無法播

放放放放，，，，反倒是同學反倒是同學反倒是同學反倒是同學、、、、老師與主講人間的精老師與主講人間的精老師與主講人間的精老師與主講人間的精

采問答采問答采問答采問答，，，，使這場演講有了不同的效果使這場演講有了不同的效果使這場演講有了不同的效果使這場演講有了不同的效果。。。。

大部分提問的同學對於藝術的態度大部分提問的同學對於藝術的態度大部分提問的同學對於藝術的態度大部分提問的同學對於藝術的態度、、、、藝藝藝藝

術環境議題都十分關切術環境議題都十分關切術環境議題都十分關切術環境議題都十分關切，，，，由此可見同學由此可見同學由此可見同學由此可見同學

們對於藝術知識的攝取是十分積極的們對於藝術知識的攝取是十分積極的們對於藝術知識的攝取是十分積極的們對於藝術知識的攝取是十分積極的。。。。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13

陳奇相先生「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講座花絮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想多了解巴黎及藝術的奧妙嗎想多了解巴黎及藝術的奧妙嗎想多了解巴黎及藝術的奧妙嗎想多了解巴黎及藝術的奧妙嗎？？？？請上陳奇相先生的個人網站請上陳奇相先生的個人網站請上陳奇相先生的個人網站請上陳奇相先生的個人網站。。。。
http://www.titien.net/
http://www.paris-my-city.com

����除講座照片外，本篇文章所採用之照片皆取材自 http://www.titi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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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丹丹麥麥麥麥，，，，北歐五國最南端的國北歐五國最南端的國北歐五國最南端的國北歐五國最南端的國

家家家家，，，，是童話之王安徒生的故鄉是童話之王安徒生的故鄉是童話之王安徒生的故鄉是童話之王安徒生的故鄉，，，，固固固固

有有有有「「「「童話王國童話王國童話王國童話王國」」」」的美稱的美稱的美稱的美稱。。。。在英國萊在英國萊在英國萊在英國萊

司特大學近年一份司特大學近年一份司特大學近年一份司特大學近年一份「「「「世界快樂地世界快樂地世界快樂地世界快樂地

圖圖圖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World Map of Happiness)(World Map of Happiness)(World Map of Happiness)報報報報

告中告中告中告中，，，，丹麥名列第一名丹麥名列第一名丹麥名列第一名丹麥名列第一名。。。。為什麼在為什麼在為什麼在為什麼在

寒冷的北歐會有一個充滿快樂的國寒冷的北歐會有一個充滿快樂的國寒冷的北歐會有一個充滿快樂的國寒冷的北歐會有一個充滿快樂的國

家呢家呢家呢家呢？？？？丹麥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丹麥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丹麥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丹麥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呢呢呢呢？？？？

����一分鐘看丹麥一分鐘看丹麥一分鐘看丹麥一分鐘看丹麥
首首首首 都都都都：：：：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Copenhagen) ����全球第一個禁止黑奴交易的國家全球第一個禁止黑奴交易的國家全球第一個禁止黑奴交易的國家全球第一個禁止黑奴交易的國家

人人人人 口口口口：：：：約約約約520萬萬萬萬，，，，密度居北歐之首密度居北歐之首密度居北歐之首密度居北歐之首 ����公部門教育支出占公部門教育支出占公部門教育支出占公部門教育支出占GDP6.8％，％，％，％，OECD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面面面面 積積積積：：：：約約約約43,000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相當相當相當相當1.2個台灣個台灣個台灣個台灣) ����對外援助占對外援助占對外援助占對外援助占GDP0.85％，％，％，％，全球富國排名第全球富國排名第全球富國排名第全球富國排名第2

是北歐面積最小的國家是北歐面積最小的國家是北歐面積最小的國家是北歐面積最小的國家 ����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WEF））））評比全球競爭力第評比全球競爭力第評比全球競爭力第評比全球競爭力第4

官方語言官方語言官方語言官方語言：：：：丹麥語丹麥語丹麥語丹麥語 ����風力發電占風力發電占風力發電占風力發電占21.7％，％，％，％，歐盟最高歐盟最高歐盟最高歐盟最高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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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政府為了鼓勵國政府為了鼓勵國政府為了鼓勵國政府為了鼓勵國

民騎腳踏車通勤民騎腳踏車通勤民騎腳踏車通勤民騎腳踏車通勤，，，，在在在在2004年已設置了年已設置了年已設置了年已設置了345公公公公

里的自行車專用道里的自行車專用道里的自行車專用道里的自行車專用道（（（（和一般車流分開和一般車流分開和一般車流分開和一般車流分開））））和和和和14

公里的單車分行道公里的單車分行道公里的單車分行道公里的單車分行道（（（（在車流旁邊在車流旁邊在車流旁邊在車流旁邊），），），），而未來而未來而未來而未來

也將繼續增設自行車道也將繼續增設自行車道也將繼續增設自行車道也將繼續增設自行車道，，，，現在約有高達現在約有高達現在約有高達現在約有高達34%

的人騎腳踏車去上班的人騎腳踏車去上班的人騎腳踏車去上班的人騎腳踏車去上班。。。。政府希望到政府希望到政府希望到政府希望到2012年年年年

時時時時，，，，能夠將單車通勤率提高到能夠將單車通勤率提高到能夠將單車通勤率提高到能夠將單車通勤率提高到50％，％，％，％，並且將並且將並且將並且將

單車傷害降低單車傷害降低單車傷害降低單車傷害降低50％。％。％。％。在丹麥在丹麥在丹麥在丹麥，，，，汽車及油價汽車及油價汽車及油價汽車及油價

皆非常的昂貴皆非常的昂貴皆非常的昂貴皆非常的昂貴，，，，稅率約為稅率約為稅率約為稅率約為200％。％。％。％。

丹麥政府對腳踏車騎士非常貼心丹麥政府對腳踏車騎士非常貼心丹麥政府對腳踏車騎士非常貼心丹麥政府對腳踏車騎士非常貼心，，，，自自自自

行車道大都設置介於人行道和路邊停車行車道大都設置介於人行道和路邊停車行車道大都設置介於人行道和路邊停車行車道大都設置介於人行道和路邊停車

格之間格之間格之間格之間，，，，保護騎士的安全保護騎士的安全保護騎士的安全保護騎士的安全，，，，免跟快速的免跟快速的免跟快速的免跟快速的

車流互相擠車道車流互相擠車道車流互相擠車道車流互相擠車道，，，，而發生意外而發生意外而發生意外而發生意外。。。。再則再則再則再則，，，，

重環保重環保重環保重環保
騎士也可以將自行車帶上火車或地鐵騎士也可以將自行車帶上火車或地鐵騎士也可以將自行車帶上火車或地鐵騎士也可以將自行車帶上火車或地鐵，，，，使通使通使通使通

勤更為方便勤更為方便勤更為方便勤更為方便，，，，或著也可以停在火車和地鐵附或著也可以停在火車和地鐵附或著也可以停在火車和地鐵附或著也可以停在火車和地鐵附

近的專用腳踏車停車場近的專用腳踏車停車場近的專用腳踏車停車場近的專用腳踏車停車場。。。。也因為哥本哈根腳也因為哥本哈根腳也因為哥本哈根腳也因為哥本哈根腳

踏車文化的盛行踏車文化的盛行踏車文化的盛行踏車文化的盛行，，，，腳踏車也為了購物和載小腳踏車也為了購物和載小腳踏車也為了購物和載小腳踏車也為了購物和載小

朋友的方便朋友的方便朋友的方便朋友的方便，，，，而改裝成一種類似像而改裝成一種類似像而改裝成一種類似像而改裝成一種類似像「「「「腳踏箱腳踏箱腳踏箱腳踏箱

型車型車型車型車」」」」的的的的Carrier Bike，，，，將可置物的大箱子將可置物的大箱子將可置物的大箱子將可置物的大箱子

裝置在腳踏車前半部或後半部裝置在腳踏車前半部或後半部裝置在腳踏車前半部或後半部裝置在腳踏車前半部或後半部。。。。

�Carrier Bike           �腳踏車專用號誌

圖片來源：http://www.busyboo.com/wp-content/uploads/2007/10/carrier-bike-zigo-leader-2.jpg

http://piscaweb.google.com/HsiehChang.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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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麥也可以跟荷蘭一樣也有在丹麥也可以跟荷蘭一樣也有在丹麥也可以跟荷蘭一樣也有在丹麥也可以跟荷蘭一樣也有「「「「公共自行公共自行公共自行公共自行

車車車車」」」」(City Bike)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的措施，，，，在全市在全市在全市在全市125個不同個不同個不同個不同

的地點放置了的地點放置了的地點放置了的地點放置了1300台的腳踏車供免費使用台的腳踏車供免費使用台的腳踏車供免費使用台的腳踏車供免費使用，，，，

這些腳踏車全部都是由私人商家捐贈這些腳踏車全部都是由私人商家捐贈這些腳踏車全部都是由私人商家捐贈這些腳踏車全部都是由私人商家捐贈，，，，當然當然當然當然

這些商家也得以在腳踏車體上替自己打廣這些商家也得以在腳踏車體上替自己打廣這些商家也得以在腳踏車體上替自己打廣這些商家也得以在腳踏車體上替自己打廣

告告告告，，，，需要使用時需要使用時需要使用時需要使用時，，，，在在在在city bike的停車格付好的停車格付好的停車格付好的停車格付好

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保證金，，，，就可以上路了就可以上路了就可以上路了就可以上路了，，，，如果不想騎了如果不想騎了如果不想騎了如果不想騎了，，，，只只只只

要停放回任何一個要停放回任何一個要停放回任何一個要停放回任何一個City Bike的停車格的停車格的停車格的停車格，，，，為腳為腳為腳為腳

踏車上鎖後就可以取回保證金踏車上鎖後就可以取回保證金踏車上鎖後就可以取回保證金踏車上鎖後就可以取回保證金。。。。

這樣如此方便和安全的腳踏車文化這樣如此方便和安全的腳踏車文化這樣如此方便和安全的腳踏車文化這樣如此方便和安全的腳踏車文化，，，，使哥使哥使哥使哥

本哈根市民皆願意騎腳踏車通勤本哈根市民皆願意騎腳踏車通勤本哈根市民皆願意騎腳踏車通勤本哈根市民皆願意騎腳踏車通勤，，，，據估計據估計據估計據估計，，，，

目前哥本哈根大都會有超過一百萬台的腳踏目前哥本哈根大都會有超過一百萬台的腳踏目前哥本哈根大都會有超過一百萬台的腳踏目前哥本哈根大都會有超過一百萬台的腳踏

車車車車，，，，幾乎每一個人就擁有一台幾乎每一個人就擁有一台幾乎每一個人就擁有一台幾乎每一個人就擁有一台，，，，58％％％％的哥本的哥本的哥本的哥本

哈根市民每天也會固定使用腳踏車哈根市民每天也會固定使用腳踏車哈根市民每天也會固定使用腳踏車哈根市民每天也會固定使用腳踏車。。。。

�投幣式
腳踏車

圖片來源：http://www.yuhi.idv.tw

�樓梯旁有方便腳踏車上下的設計
圖片來源：http://whenwetogether.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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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人喜歡說丹麥人喜歡說丹麥人喜歡說丹麥人喜歡說「「「「從生到死從生到死從生到死從生到死，，，，政府都照顧好政府都照顧好政府都照顧好政府都照顧好

了了了了」。」。」。」。社會福利使人民從小就可以也感覺到社會福利使人民從小就可以也感覺到社會福利使人民從小就可以也感覺到社會福利使人民從小就可以也感覺到

了了了了，，，，小孩上的托兒所小孩上的托兒所小孩上的托兒所小孩上的托兒所，，，，家長只需付家長只需付家長只需付家長只需付33％，％，％，％，其其其其

餘由政府支付餘由政府支付餘由政府支付餘由政府支付，，，，七歲到十四歲的小孩上學前七歲到十四歲的小孩上學前七歲到十四歲的小孩上學前七歲到十四歲的小孩上學前

和放學後也可享有免費的課餘輔導和放學後也可享有免費的課餘輔導和放學後也可享有免費的課餘輔導和放學後也可享有免費的課餘輔導 (Free 

Time Home)，，，，這對於雙薪家庭的父母可以這對於雙薪家庭的父母可以這對於雙薪家庭的父母可以這對於雙薪家庭的父母可以

安心工作安心工作安心工作安心工作，，，，孩子也可以有人照顧孩子也可以有人照顧孩子也可以有人照顧孩子也可以有人照顧，，，，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丹丹丹丹

麥成年女性就業比率達麥成年女性就業比率達麥成年女性就業比率達麥成年女性就業比率達72％。％。％。％。丹麥的學生在丹麥的學生在丹麥的學生在丹麥的學生在

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公立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更好的

是是是是，，，，讀書還可以領錢讀書還可以領錢讀書還可以領錢讀書還可以領錢。。。。十八歲以上學生可領十八歲以上學生可領十八歲以上學生可領十八歲以上學生可領

生活津貼生活津貼生活津貼生活津貼，，，，金額多少視學生是否居住家裡金額多少視學生是否居住家裡金額多少視學生是否居住家裡金額多少視學生是否居住家裡

而定而定而定而定。。。。

高福利高福利高福利高福利
失業時失業時失業時失業時，，，，政府也提供失業救濟金政府也提供失業救濟金政府也提供失業救濟金政府也提供失業救濟金，，，，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最高可

領取原薪資八成領取原薪資八成領取原薪資八成領取原薪資八成，，，，並且如半年後找不到適合並且如半年後找不到適合並且如半年後找不到適合並且如半年後找不到適合

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的工作，，，，政府也免費提供職業訓練政府也免費提供職業訓練政府也免費提供職業訓練政府也免費提供職業訓練，，，，因此人因此人因此人因此人

民皆可以安心找到適合他的職位民皆可以安心找到適合他的職位民皆可以安心找到適合他的職位民皆可以安心找到適合他的職位。。。。

有一位台灣母親也因丹麥的高福利制度而有一位台灣母親也因丹麥的高福利制度而有一位台灣母親也因丹麥的高福利制度而有一位台灣母親也因丹麥的高福利制度而

移民到丹麥移民到丹麥移民到丹麥移民到丹麥，，，，那裡有整個國家的社會福利體那裡有整個國家的社會福利體那裡有整個國家的社會福利體那裡有整個國家的社會福利體

系支持她系支持她系支持她系支持她。。。。在丹麥在丹麥在丹麥在丹麥，，，，罹患腦性麻痺女兒的蘇罹患腦性麻痺女兒的蘇罹患腦性麻痺女兒的蘇罹患腦性麻痺女兒的蘇

珊娜能免費寄放在福利機構珊娜能免費寄放在福利機構珊娜能免費寄放在福利機構珊娜能免費寄放在福利機構，，，，上學時上學時上學時上學時，，，，可有可有可有可有

專人陪讀專人陪讀專人陪讀專人陪讀，，，，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不僅如此，，，，丹麥政府還出資六成丹麥政府還出資六成丹麥政府還出資六成丹麥政府還出資六成

供蘇珊娜買車供蘇珊娜買車供蘇珊娜買車供蘇珊娜買車，，，，付錢讓她學開車付錢讓她學開車付錢讓她學開車付錢讓她學開車、、、、拿駕照拿駕照拿駕照拿駕照，，，，

保養費保養費保養費保養費、、、、保險費也是政府負擔保險費也是政府負擔保險費也是政府負擔保險費也是政府負擔。。。。這樣如此完這樣如此完這樣如此完這樣如此完

善的社會制度使人人皆羨幕呀善的社會制度使人人皆羨幕呀善的社會制度使人人皆羨幕呀善的社會制度使人人皆羨幕呀！！！！

���� 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從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還可以領錢還可以領錢還可以領錢還可以領錢！！！！

���� 即使失業時也不用煩惱即使失業時也不用煩惱即使失業時也不用煩惱即使失業時也不用煩惱

���� 給身障者的福利給身障者的福利給身障者的福利給身障者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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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如此好的福利但有如此好的福利但有如此好的福利但有如此好的福利，，，，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很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很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很背後付出的代價是很

高的高的高的高的。。。。丹麥是典型的丹麥是典型的丹麥是典型的丹麥是典型的「「「「三高國家三高國家三高國家三高國家」」」」——高收高收高收高收

入入入入、、、、高福利高福利高福利高福利、、、、高稅收高稅收高稅收高稅收，，，，所得稅率高達所得稅率高達所得稅率高達所得稅率高達50％％％％到到到到

70％。％。％。％。但這些稅收大都應用在社會福利與教但這些稅收大都應用在社會福利與教但這些稅收大都應用在社會福利與教但這些稅收大都應用在社會福利與教

育上育上育上育上，，，，使人民繳得也願意使人民繳得也願意使人民繳得也願意使人民繳得也願意。。。。

���� 高福利的代價高福利的代價高福利的代價高福利的代價－－－－高稅收高稅收高稅收高稅收

．．．．．．．．．．．．下週待續下週待續下週待續下週待續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商業周刊商業周刊商業周刊商業周刊1001期期期期 (2007-01-29)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php?id=24218&p=1

http://www.tier.org.tw/energymonthly/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9412&Page=25

http://www.tier.org.tw/energymonthly/outdatecontent.asp?ReportIssue=9508&Page=21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6121909995

哥本哈根機場執行長尼爾斯曾說哥本哈根機場執行長尼爾斯曾說哥本哈根機場執行長尼爾斯曾說哥本哈根機場執行長尼爾斯曾說：「：「：「：「繳稅繳稅繳稅繳稅

是一種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責任。。。。我也算是一個很有錢的我也算是一個很有錢的我也算是一個很有錢的我也算是一個很有錢的

人人人人，，，，但我願意繳稅但我願意繳稅但我願意繳稅但我願意繳稅，，，，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因為我不想在路上看到

窮人窮人窮人窮人。」。」。」。」議員彥斯也曾說自己每賺一百元議員彥斯也曾說自己每賺一百元議員彥斯也曾說自己每賺一百元議員彥斯也曾說自己每賺一百元，，，，

有六十元要繳稅有六十元要繳稅有六十元要繳稅有六十元要繳稅，，，，但他說但他說但他說但他說：「：「：「：「這不是財富問這不是財富問這不是財富問這不是財富問

題題題題，，，，是立場問題是立場問題是立場問題是立場問題。。。。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就應該幫助就應該幫助就應該幫助就應該幫助

能力較差的人能力較差的人能力較差的人能力較差的人。」，。」，。」，。」，可見這個完善福利制度可見這個完善福利制度可見這個完善福利制度可見這個完善福利制度

背後也有完善的教育背後也有完善的教育背後也有完善的教育背後也有完善的教育，，，，使人民皆有心為此國使人民皆有心為此國使人民皆有心為此國使人民皆有心為此國

家服務與盡力家服務與盡力家服務與盡力家服務與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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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你已經厭倦了跟團的沾醬油旅行嗎？？？？
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已經不流行了下車尿尿已經不流行了下車尿尿已經不流行了下車尿尿已經不流行了，，，，
現在就跟著我們探訪充滿現在就跟著我們探訪充滿現在就跟著我們探訪充滿現在就跟著我們探訪充滿文藝氣息文藝氣息文藝氣息文藝氣息的英國吧的英國吧的英國吧的英國吧！！！！

■文．資料彙整：五專部英文系 張文伃伃伃伃
五專部英文系 蔡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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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英國說到英國說到英國說到英國，，，，怎麼能忘了首都倫敦呢怎麼能忘了首都倫敦呢怎麼能忘了首都倫敦呢怎麼能忘了首都倫敦呢？？？？倫敦倫敦倫敦倫敦

除了是個購物天堂外除了是個購物天堂外除了是個購物天堂外除了是個購物天堂外，，，，也處處充滿著文藝氣也處處充滿著文藝氣也處處充滿著文藝氣也處處充滿著文藝氣

息息息息，，，，倫敦市內的大英博物館可是世界上規模倫敦市內的大英博物館可是世界上規模倫敦市內的大英博物館可是世界上規模倫敦市內的大英博物館可是世界上規模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館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館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館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館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大英博大英博大英博大英博

物館建立於物館建立於物館建立於物館建立於1753年年年年，，，，博物館擁有超過博物館擁有超過博物館擁有超過博物館擁有超過1300

多萬件的珍藏多萬件的珍藏多萬件的珍藏多萬件的珍藏，，，，館裡可網羅了世界各地的珍館裡可網羅了世界各地的珍館裡可網羅了世界各地的珍館裡可網羅了世界各地的珍

奇貴寶奇貴寶奇貴寶奇貴寶，，，，不管是中國元代鱖魚圖案青不管是中國元代鱖魚圖案青不管是中國元代鱖魚圖案青不管是中國元代鱖魚圖案青

花瓷盤花瓷盤花瓷盤花瓷盤，，，，還是法老阿孟霍普特三世還是法老阿孟霍普特三世還是法老阿孟霍普特三世還是法老阿孟霍普特三世

(Amenhotep)頭像頭像頭像頭像，，，，一定讓你看到賺一定讓你看到賺一定讓你看到賺一定讓你看到賺

到到到到。。。。

���� 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地地地地 址址址址：：：：The British Museum,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C1B 3DG

����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10:00~17:30

����門門門門 票票票票：：：：成人成人成人成人8英磅英磅英磅英磅，，，，學生學生學生學生7英鎊英鎊英鎊英鎊，，，，16歲以下兒童免費歲以下兒童免費歲以下兒童免費歲以下兒童免費

���� 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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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
既然是趟文學之旅既然是趟文學之旅既然是趟文學之旅既然是趟文學之旅，，，，怎麼能忘記推理小說暢怎麼能忘記推理小說暢怎麼能忘記推理小說暢怎麼能忘記推理小說暢

銷第一名的福爾摩斯銷第一名的福爾摩斯銷第一名的福爾摩斯銷第一名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呢呢呢呢？？？？如果讀過柯南道爾如果讀過柯南道爾如果讀過柯南道爾如果讀過柯南道爾（（（（Conan Doyle））））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作作作作－－－－《《《《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的讀者們一定知道的讀者們一定知道的讀者們一定知道的讀者們一定知道，，，，福爾摩福爾摩福爾摩福爾摩

斯和華生博士兩個人的工作室就正巧在倫敦市斯和華生博士兩個人的工作室就正巧在倫敦市斯和華生博士兩個人的工作室就正巧在倫敦市斯和華生博士兩個人的工作室就正巧在倫敦市

內的貝克街內的貝克街內的貝克街內的貝克街（（（（Baker Street））））上上上上，，，，在一次倫敦在一次倫敦在一次倫敦在一次倫敦

博覽會的因緣際會下博覽會的因緣際會下博覽會的因緣際會下博覽會的因緣際會下，，，，便在貝克街上成立便在貝克街上成立便在貝克街上成立便在貝克街上成立

了福爾摩斯博物館了福爾摩斯博物館了福爾摩斯博物館了福爾摩斯博物館。。。。

���� 柯南柯南柯南柯南．．．．道爾位於倫敦的雕像道爾位於倫敦的雕像道爾位於倫敦的雕像道爾位於倫敦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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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地址地址地址：：：：221b Baker Street, London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020)7935-8866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9:30~18:00

����門票門票門票門票：：：：成人成人成人成人5英鎊英鎊英鎊英鎊，，，，16歲以下兒童歲以下兒童歲以下兒童歲以下兒童4英鎊英鎊英鎊英鎊。。。。

����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福爾摩斯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有很濃郁的維多這間博物館有很濃郁的維多這間博物館有很濃郁的維多這間博物館有很濃郁的維多

利亞時代風格利亞時代風格利亞時代風格利亞時代風格，，，，館內的佈置及擺館內的佈置及擺館內的佈置及擺館內的佈置及擺

設皆比照小說中的描述設皆比照小說中的描述設皆比照小說中的描述設皆比照小說中的描述，，，，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

很多福爾摩斯的用品很多福爾摩斯的用品很多福爾摩斯的用品很多福爾摩斯的用品，，，，像是煙像是煙像是煙像是煙

斗斗斗斗，，，，獵鹿帽獵鹿帽獵鹿帽獵鹿帽，，，，和帶黑斑的書桌等和帶黑斑的書桌等和帶黑斑的書桌等和帶黑斑的書桌等

等等等等，，，，這也為這博物館更增添了分這也為這博物館更增添了分這也為這博物館更增添了分這也為這博物館更增添了分

真實性真實性真實性真實性。。。。小說裡福爾摩斯的房東小說裡福爾摩斯的房東小說裡福爾摩斯的房東小說裡福爾摩斯的房東

是韓德森太太是韓德森太太是韓德森太太是韓德森太太(Mrs. Hudson)，，，，

因此在博物館購票的收據就是一因此在博物館購票的收據就是一因此在博物館購票的收據就是一因此在博物館購票的收據就是一

張由韓德森太太出具的住宿證張由韓德森太太出具的住宿證張由韓德森太太出具的住宿證張由韓德森太太出具的住宿證

明明明明，，，，是很多福爾摩斯迷相當喜愛是很多福爾摩斯迷相當喜愛是很多福爾摩斯迷相當喜愛是很多福爾摩斯迷相當喜愛

的收藏之一的收藏之一的收藏之一的收藏之一，，，，而博物館對面也有而博物館對面也有而博物館對面也有而博物館對面也有

一家福爾摩斯紀念品商店一家福爾摩斯紀念品商店一家福爾摩斯紀念品商店一家福爾摩斯紀念品商店，，，，可供可供可供可供

讀者選購讀者選購讀者選購讀者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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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
不愛看推理小說不愛看推理小說不愛看推理小說不愛看推理小說，，，，總有聽過孤雛淚總有聽過孤雛淚總有聽過孤雛淚總有聽過孤雛淚（（（（Oliver 

Twist））））和雙城記和雙城記和雙城記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吧吧吧吧！！！！大文豪狄更斯的故居也在倫敦市內大文豪狄更斯的故居也在倫敦市內大文豪狄更斯的故居也在倫敦市內大文豪狄更斯的故居也在倫敦市內，，，，他在他在他在他在

這住了三年這住了三年這住了三年這住了三年，，，，裡面還保留了很多他以前用過的裡面還保留了很多他以前用過的裡面還保留了很多他以前用過的裡面還保留了很多他以前用過的

東西東西東西東西，，，，甚至還有他受封時穿的衣服呢甚至還有他受封時穿的衣服呢甚至還有他受封時穿的衣服呢甚至還有他受封時穿的衣服呢！！！！狄更斯狄更斯狄更斯狄更斯

的故居加上地下室共有四層樓的故居加上地下室共有四層樓的故居加上地下室共有四層樓的故居加上地下室共有四層樓，，，，一樓是起居室一樓是起居室一樓是起居室一樓是起居室

和餐廳和餐廳和餐廳和餐廳，，，，二樓有書房和客廳二樓有書房和客廳二樓有書房和客廳二樓有書房和客廳，，，，三樓則是更衣三樓則是更衣三樓則是更衣三樓則是更衣

室和臥房室和臥房室和臥房室和臥房，，，，而參觀的重點可放在一樓和而參觀的重點可放在一樓和而參觀的重點可放在一樓和而參觀的重點可放在一樓和

二樓二樓二樓二樓，，，，再一樓的起居是有狄更斯的家庭再一樓的起居是有狄更斯的家庭再一樓的起居是有狄更斯的家庭再一樓的起居是有狄更斯的家庭

背景和童年時期的介紹背景和童年時期的介紹背景和童年時期的介紹背景和童年時期的介紹，，，，在二樓的書房裡在二樓的書房裡在二樓的書房裡在二樓的書房裡，，，，狄狄狄狄

更斯分別完成了他的幾部鉅作更斯分別完成了他的幾部鉅作更斯分別完成了他的幾部鉅作更斯分別完成了他的幾部鉅作「「「「孤雛淚孤雛淚孤雛淚孤雛淚」、」、」、」、

「「「「匹克威克外傳匹克威克外傳匹克威克外傳匹克威克外傳」」」」等等等等。。。。

����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狄更斯故居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48 Doughty Street, London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週一週一週一週一～～～～六六六六10:00~17:00，，，，週日週日週日週日11:00~17:00。。。。
����門票門票門票門票：：：：成人成人成人成人5英鎊英鎊英鎊英鎊，，，，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老人老人老人老人4英鎊英鎊英鎊英鎊，，，，兒童兒童兒童兒童3英鎊英鎊英鎊英鎊，，，，家庭家庭家庭家庭14英鎊英鎊英鎊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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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鴿舍鴿舍鴿舍鴿舍Dove CottageDove CottageDove CottageDove Cottage────湖畔詩人的故居湖畔詩人的故居湖畔詩人的故居湖畔詩人的故居

格拉斯米爾格拉斯米爾格拉斯米爾格拉斯米爾(Lake Grassmere)湖位於英國最湖位於英國最湖位於英國最湖位於英國最

大湖泊溫德米爾大湖泊溫德米爾大湖泊溫德米爾大湖泊溫德米爾(Lake Windmere)湖邊湖邊湖邊湖邊，，，，相較相較相較相較

之下格爾拉斯米爾湖尺寸迷你但風景一樣怡之下格爾拉斯米爾湖尺寸迷你但風景一樣怡之下格爾拉斯米爾湖尺寸迷你但風景一樣怡之下格爾拉斯米爾湖尺寸迷你但風景一樣怡

人人人人。。。。除了受保護的自然美景除了受保護的自然美景除了受保護的自然美景除了受保護的自然美景，，，，湖區也因英國桂湖區也因英國桂湖區也因英國桂湖區也因英國桂

冠詩人威廉冠詩人威廉冠詩人威廉冠詩人威廉‧‧‧‧華茲華斯舊居華茲華斯舊居華茲華斯舊居華茲華斯舊居 “鴿舍鴿舍鴿舍鴿舍 ” ( D o ve 

Cottage)和他散布的步道聞名和他散布的步道聞名和他散布的步道聞名和他散布的步道聞名。。。。華茲華斯一生華茲華斯一生華茲華斯一生華茲華斯一生

幾乎都和妹妹幾乎都和妹妹幾乎都和妹妹幾乎都和妹妹Dorothy定居於此定居於此定居於此定居於此，，，，稱此處稱此處稱此處稱此處

是是是是”痛苦世界裡安寧的中心痛苦世界裡安寧的中心痛苦世界裡安寧的中心痛苦世界裡安寧的中心”，，，，也因而獲也因而獲也因而獲也因而獲

得湖畔詩人的美名得湖畔詩人的美名得湖畔詩人的美名得湖畔詩人的美名。。。。華茲華斯提倡生態保華茲華斯提倡生態保華茲華斯提倡生態保華茲華斯提倡生態保

護護護護，，，，著作中表明反對鐵路興建及文明開發著作中表明反對鐵路興建及文明開發著作中表明反對鐵路興建及文明開發著作中表明反對鐵路興建及文明開發，，，，

始米格爾湖的天然原貌得以保存始米格爾湖的天然原貌得以保存始米格爾湖的天然原貌得以保存始米格爾湖的天然原貌得以保存。。。。
����華茲華斯故居華茲華斯故居華茲華斯故居華茲華斯故居－－－－鴿舍鴿舍鴿舍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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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舍內部的復古陳設鴿舍內部的復古陳設鴿舍內部的復古陳設鴿舍內部的復古陳設

鴿舍在華茲華斯去世後鴿舍在華茲華斯去世後鴿舍在華茲華斯去世後鴿舍在華茲華斯去世後，，，，經歷過多次轉賣經歷過多次轉賣經歷過多次轉賣經歷過多次轉賣，，，，

最後由華茲華斯信託收購最後由華茲華斯信託收購最後由華茲華斯信託收購最後由華茲華斯信託收購，，，，加以翻修和維護後加以翻修和維護後加以翻修和維護後加以翻修和維護後

狀況保持良好狀況保持良好狀況保持良好狀況保持良好，，，，家具裝潢都是參照華斯華斯居家具裝潢都是參照華斯華斯居家具裝潢都是參照華斯華斯居家具裝潢都是參照華斯華斯居

所的原貌所的原貌所的原貌所的原貌，，，，牆上展示著詩人的手稿與信件牆上展示著詩人的手稿與信件牆上展示著詩人的手稿與信件牆上展示著詩人的手稿與信件，，，，開開開開

放供遊客參觀放供遊客參觀放供遊客參觀放供遊客參觀，，，，並且提供導覽說明並且提供導覽說明並且提供導覽說明並且提供導覽說明。。。。

����門門門門 票票票票：：：：與與與與華茲華斯博物館連票的票價華茲華斯博物館連票的票價華茲華斯博物館連票的票價華茲華斯博物館連票的票價
是成人是成人是成人是成人7.5英鎊英鎊英鎊英鎊、、、、兒童兒童兒童兒童4.5英鎊英鎊英鎊英鎊。。。。

����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為每天早上為每天早上為每天早上為每天早上9:3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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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兔的作者畢翠絲彼得兔的作者畢翠絲彼得兔的作者畢翠絲彼得兔的作者畢翠絲‧‧‧‧波特於波特於波特於波特於1866年生於年生於年生於年生於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生長在保守的家庭生長在保守的家庭生長在保守的家庭生長在保守的家庭，，，，畢翠斯未曾畢翠斯未曾畢翠斯未曾畢翠斯未曾

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不過在家庭教師的鼓不過在家庭教師的鼓不過在家庭教師的鼓不過在家庭教師的鼓

勵下卻激發了她對自然和繪畫的興趣勵下卻激發了她對自然和繪畫的興趣勵下卻激發了她對自然和繪畫的興趣勵下卻激發了她對自然和繪畫的興趣。。。。27歲歲歲歲

時她為了父親朋友生病的小孩畫了九頁的繪時她為了父親朋友生病的小孩畫了九頁的繪時她為了父親朋友生病的小孩畫了九頁的繪時她為了父親朋友生病的小孩畫了九頁的繪

本本本本，，，，故事裡的主角小兔子故事裡的主角小兔子故事裡的主角小兔子故事裡的主角小兔子，，，，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為大家所熟悉的彼得兔為大家所熟悉的彼得兔為大家所熟悉的彼得兔為大家所熟悉的彼得兔。。。。

畢翠斯曾與替她出版繪本的出版社編輯相畢翠斯曾與替她出版繪本的出版社編輯相畢翠斯曾與替她出版繪本的出版社編輯相畢翠斯曾與替她出版繪本的出版社編輯相

愛並論及婚嫁愛並論及婚嫁愛並論及婚嫁愛並論及婚嫁，，，，不幸的是未婚夫在結婚之前不幸的是未婚夫在結婚之前不幸的是未婚夫在結婚之前不幸的是未婚夫在結婚之前

病歿病歿病歿病歿。。。。傷心的她毅然拋下都市塵華傷心的她毅然拋下都市塵華傷心的她毅然拋下都市塵華傷心的她毅然拋下都市塵華，，，，

���� 彼得兔的家彼得兔的家彼得兔的家彼得兔的家────畢翠絲畢翠絲畢翠絲畢翠絲‧‧‧‧波特的世界館波特的世界館波特的世界館波特的世界館

The World of Beatrix Potter

回到鄉下隱居回到鄉下隱居回到鄉下隱居回到鄉下隱居，，，，1905年她回到格拉斯米爾湖年她回到格拉斯米爾湖年她回到格拉斯米爾湖年她回到格拉斯米爾湖

區區區區，，，，之後買下農場之後買下農場之後買下農場之後買下農場，，，，一邊經營農場一邊經營農場一邊經營農場一邊經營農場，，，，一邊接一邊接一邊接一邊接

連創作出以彼得兔為主角的十本繪本連創作出以彼得兔為主角的十本繪本連創作出以彼得兔為主角的十本繪本連創作出以彼得兔為主角的十本繪本。。。。

���� 畢翠斯於位於畢翠斯於位於畢翠斯於位於畢翠斯於位於
丘頂的農莊前丘頂的農莊前丘頂的農莊前丘頂的農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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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年年年，，，，畢翠斯在友人的幫助畢翠斯在友人的幫助畢翠斯在友人的幫助畢翠斯在友人的幫助

下下下下，，，，成立國際信託基金成立國際信託基金成立國際信託基金成立國際信託基金 (National 

Trust)，，，，開始集資收購湖區的土地開始集資收購湖區的土地開始集資收購湖區的土地開始集資收購湖區的土地，，，，

抑止人為的開發抑止人為的開發抑止人為的開發抑止人為的開發。。。。直到直到直到直到1946年畢翠年畢翠年畢翠年畢翠

絲逝世三年之後絲逝世三年之後絲逝世三年之後絲逝世三年之後，，，，名下約四千畝保持名下約四千畝保持名下約四千畝保持名下約四千畝保持

自然原貌的土地才開放自然原貌的土地才開放自然原貌的土地才開放自然原貌的土地才開放，，，，供來訪者緬供來訪者緬供來訪者緬供來訪者緬

懷這位廣受世界各地書迷喜愛的插畫懷這位廣受世界各地書迷喜愛的插畫懷這位廣受世界各地書迷喜愛的插畫懷這位廣受世界各地書迷喜愛的插畫

家家家家。。。。彼得兔博物館即是由國際信託基彼得兔博物館即是由國際信託基彼得兔博物館即是由國際信託基彼得兔博物館即是由國際信託基

金創立金創立金創立金創立，，，，管內佈置成繪本裡面的故事管內佈置成繪本裡面的故事管內佈置成繪本裡面的故事管內佈置成繪本裡面的故事

場景場景場景場景，，，，佈置十分精巧用心佈置十分精巧用心佈置十分精巧用心佈置十分精巧用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適合闔家參觀適合闔家參觀適合闔家參觀適合闔家參觀。。。。

����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夏季夏季夏季夏季－－－－10:00-17:30，，，，冬季冬季冬季冬季－－－－10:00-16:30。。。。

����票票票票 價價價價：：：：成人六英鎊成人六英鎊成人六英鎊成人六英鎊，，，， 兒童三英鎊兒童三英鎊兒童三英鎊兒童三英鎊，，，，團體票另有折扣團體票另有折扣團體票另有折扣團體票另有折扣。。。。

���� The World of Beatrix Potter
彼得兔博物館外觀與內部陳設彼得兔博物館外觀與內部陳設彼得兔博物館外觀與內部陳設彼得兔博物館外觀與內部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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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英國文學絕不能遺漏大名如雷貫耳的提到英國文學絕不能遺漏大名如雷貫耳的提到英國文學絕不能遺漏大名如雷貫耳的提到英國文學絕不能遺漏大名如雷貫耳的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莎士比亞，，，，雖莎翁至今身份未明雖莎翁至今身份未明雖莎翁至今身份未明雖莎翁至今身份未明，，，，傳說為莎傳說為莎傳說為莎傳說為莎

翁故居的翁故居的翁故居的翁故居的Stradford-upon-Avon。。。。位於雅芳位於雅芳位於雅芳位於雅芳

河畔河畔河畔河畔、、、、倫敦市郊倫敦市郊倫敦市郊倫敦市郊，，，，恬靜的斯特拉福因為莎士恬靜的斯特拉福因為莎士恬靜的斯特拉福因為莎士恬靜的斯特拉福因為莎士

比亞而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比亞而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比亞而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比亞而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莎士比亞生於莎士比亞生於莎士比亞生於莎士比亞生於

此長於此此長於此此長於此此長於此。。。。他曾到倫敦謀生他曾到倫敦謀生他曾到倫敦謀生他曾到倫敦謀生，，，，但最後仍返回但最後仍返回但最後仍返回但最後仍返回

故鄉的新坊居住故鄉的新坊居住故鄉的新坊居住故鄉的新坊居住，，，，直到直到直到直到1616年在家鄉長年在家鄉長年在家鄉長年在家鄉長

眠眠眠眠。。。。 雅芳河畔設有旅遊服務中心雅芳河畔設有旅遊服務中心雅芳河畔設有旅遊服務中心雅芳河畔設有旅遊服務中心，，，，提提提提

供觀光指南供觀光指南供觀光指南供觀光指南。。。。步行便可至大文豪的出步行便可至大文豪的出步行便可至大文豪的出步行便可至大文豪的出

生地生地生地生地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 莎翁故居莎翁故居莎翁故居莎翁故居────斯特拉福斯特拉福斯特拉福斯特拉福Stratford

���� 莎士比亞像莎士比亞像莎士比亞像莎士比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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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紀念館和莎士比亞出生地莎士比亞紀念館和莎士比亞出生地莎士比亞紀念館和莎士比亞出生地莎士比亞紀念館和莎士比亞出生地，，，，皆位皆位皆位皆位

在漢利街在漢利街在漢利街在漢利街，，，，是一座兩層樓的木頭建築是一座兩層樓的木頭建築是一座兩層樓的木頭建築是一座兩層樓的木頭建築，，，，已有已有已有已有

400多年歷史多年歷史多年歷史多年歷史，，，，仍妥善保存著莎士比亞的遺仍妥善保存著莎士比亞的遺仍妥善保存著莎士比亞的遺仍妥善保存著莎士比亞的遺

物物物物，，，，以及與他有關的人物所用的物件以及與他有關的人物所用的物件以及與他有關的人物所用的物件以及與他有關的人物所用的物件。。。。一樓一樓一樓一樓

是莎士比亞姐姐的臥室是莎士比亞姐姐的臥室是莎士比亞姐姐的臥室是莎士比亞姐姐的臥室，，，，二是莎士比亞的臥二是莎士比亞的臥二是莎士比亞的臥二是莎士比亞的臥

室室室室，，，，床邊一張小書桌床邊一張小書桌床邊一張小書桌床邊一張小書桌，，，，靠牆的幾張長桌擺放靠牆的幾張長桌擺放靠牆的幾張長桌擺放靠牆的幾張長桌擺放

著莎士比亞寫作時的各種參考書和資料著莎士比亞寫作時的各種參考書和資料著莎士比亞寫作時的各種參考書和資料著莎士比亞寫作時的各種參考書和資料，，，，樓樓樓樓

上和樓下各有展室一間上和樓下各有展室一間上和樓下各有展室一間上和樓下各有展室一間，，，，陳列著有關的文物陳列著有關的文物陳列著有關的文物陳列著有關的文物

和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和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和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和有關莎士比亞的書籍、、、、早年肖像早年肖像早年肖像早年肖像。。。。1891年年年年

英國議會通過法案英國議會通過法案英國議會通過法案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將莎翁故居交由莎士將莎翁故居交由莎士將莎翁故居交由莎士將莎翁故居交由莎士

比亞故居託管和保護委員會負責維比亞故居託管和保護委員會負責維比亞故居託管和保護委員會負責維比亞故居託管和保護委員會負責維

修修修修、、、、管理和保護管理和保護管理和保護管理和保護。。。。

����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開放時間：：：：夏季夏季夏季夏季－－－－09:00-17:00，，，，冬季冬季冬季冬季－－－－10:00-14:00。。。。

����票票票票 價價價價：：：：成人九英鎊成人九英鎊成人九英鎊成人九英鎊，，，，兒童四點五英鎊兒童四點五英鎊兒童四點五英鎊兒童四點五英鎊。。。。

���� 莎翁故居外觀莎翁故居外觀莎翁故居外觀莎翁故居外觀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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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圖片來源資料及圖片來源資料及圖片來源資料及圖片來源：：：：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092007704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32303716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0220322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6081607592

http://travel.mook.com.tw/news/news_5248.htm

http://www.flickr.com/photos/bevege/2816285055/

http://www.flickr.com/photos/hsinlei/132898107/

http://www.flickr.com/photos/fictiondreamer/1862156399/

http://www.tripadvisor.com/Tourism-g52970-Lancaster_Pennsylvania-Vacations.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Wordsworth

http://www.wordsworthlakes.co.uk/dove-cottage/

http://www.wordsworth.org.uk/information/index.asp?pageid=151

http://www.peterrabbit.co.uk/

http://blog.nownews.com/melinda/textview.php?file=81230

http://tw.myblog.yahoo.com/jw!9TYwsiqREQM4IeNT3B.l2mNI/article?mid=1154&prev=1155&next=750&l=f&fid=22

http://www.stratford.co.uk/prop1.asp

http://houses.shakespeare.org.uk/shakespeares-birthplace.html

http://www.stratfordshakespeare.com/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5/95/20011107/599854.html

http://travel.zaobao.com/others/pages/europe181000.html

http://tw.myblog.yahoo.com/jw!5pWirwaGFROVVUOmCSXFTLA-/article?mid=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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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丹麥丹麥丹麥丹麥，，，，人人皆是平等的人人皆是平等的人人皆是平等的人人皆是平等的。。。。沒有人擁有太多沒有人擁有太多沒有人擁有太多沒有人擁有太多，，，，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也沒有

人擁有太少人擁有太少人擁有太少人擁有太少。。。。丹麥的皇室相當親民丹麥的皇室相當親民丹麥的皇室相當親民丹麥的皇室相當親民，，，，甚至連帳目都甚至連帳目都甚至連帳目都甚至連帳目都
是公開的是公開的是公開的是公開的…

波波波波蘭籍的賴尉文老師蘭籍的賴尉文老師蘭籍的賴尉文老師蘭籍的賴尉文老師（（（（文藻英文系文藻英文系文藻英文系文藻英文系））））來台將近三年來台將近三年來台將近三年來台將近三年，，，，他他他他

印象最深的台灣食物竟是印象最深的台灣食物竟是印象最深的台灣食物竟是印象最深的台灣食物竟是「「「「流水席流水席流水席流水席」！」！」！」！
他說他說他說他說，「，「，「，「每個人都吃得很快每個人都吃得很快每個人都吃得很快每個人都吃得很快，，，，只有我慢慢來只有我慢慢來只有我慢慢來只有我慢慢來。。。。才吃不才吃不才吃不才吃不
到一半到一半到一半到一半，，，，我就看到很多人拿著塑膠袋等剩菜我就看到很多人拿著塑膠袋等剩菜我就看到很多人拿著塑膠袋等剩菜我就看到很多人拿著塑膠袋等剩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