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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電子報《歐洲主題專欄－在巴黎遇見大師》將為大家介紹法國知名

女作家莒哈絲；《世界觀點》編譯《德國明鏡》德報導《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探討世界自然基金會保護較多的是

動物還是企業；《歐洲藝文報導》則介紹目前於高雄左營新光三越展出之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畢業季到了，又要目送一群可愛的學生離開，希望你們未來過得多采多姿；

而此刻，腦中突然響起台語老歌《初戀》中那段「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快

樂~我無怨嘆」歌詞的我，果然已經不再是當初年輕的文藻畢業生了。

還是來聽聽年輕人的歌吧！

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第四十二屆畢業歌《永遠不變的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T9gPMciT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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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園區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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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希臘重選國會歐元區危機罩頂(中央社5月17日)
http://goo.gl/OTkco

 德國法蘭克福集會 紀念六四大屠殺23週年(大紀元5月18日)
http://goo.gl/k6HmS

 德國北威州選舉：紅綠大勝呂特根辭職(大紀元5月19日)
http://goo.gl/oVJmj

 法德義3國領袖6月舉行高峰會(中央社5月19日)
http://goo.gl/kB5Ck

 義東北部強震6死重創古蹟(中時電子報 5月21日)
http://goo.gl/PQXVx 

 倫敦奧運聖火英格蘭第一棒蘭茲角開跑(中央社5月21日)
http://goo.gl/ulkwl

 G8：確保希臘留在歐元區(中時電子報 5月21日)
http://goo.gl/KSfET

[UJ3A 陳依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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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因應歐債失策 歐盟整合現危機

希臘爆發債務危機之初，歐洲聯盟消極因應，之後力主完善財
政紀律，卻導致反撙節聲浪高漲，使歐盟面臨整合失效的風險。

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Barroso)曾說，希臘若離開
歐元區，歐盟付出的代價會超過紓困。

歐盟指責會員國不守規矩，但未能早期遏止希臘的弊端在先，
歐盟主管機構本身也有責任。根據1992年歐盟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
(Masstricht Treaty)，以及1997年公布的歐盟穩定暨成長公約規定，
國家的預算赤字及政府債務，分別不得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3%與60%。

不過直到2011年歐盟統計局才發現，希臘美化帳面數字，呈現
國家財政符合歐盟標準的假象，實際上希臘的國家預算赤字及政府
債務占GDP的比例，分別高達15.7%與127%。

因此2009年當希臘自曝債台高築亟需外援之際，美國當時的財
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就極力主張，趕快找個能砸鉅資的重
砲鎮住金融市場，就能一招止住仍在萌芽狀態的歐債危機。

可惜歐盟以及歐元區的主要國家都缺乏釜底抽薪的決心。先是
德法兩國批評希臘不遵守歐盟成長與穩定公約規定而債台高築，並
主張歐元區不應買單。不作為拖延約半年至2010年3月底，歐盟才敲
定，在「必要情況下」援救希臘。

[UJ3A 陳依凡整理]



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瑪格麗特‧莒哈絲

瑪格麗特‧莒哈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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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這幾期的《在巴黎遇見大師》系列報導，有幸看了許多文學家與藝

術家的作品並瞭解了他們的生平。

文人聚集在巴黎發光發熱，可以說這個城市給了他們刺激與啟發，巴黎

成為他們可恣意揮灑的場域；但是到了本期的專題人物－－莒哈絲卻非如此

單純，或許就如同那句「旅程中最美的際遇往往不在計畫中」一樣(或是旅人

隨性出發卻不得其門而入的解套說詞??)吧。

莒哈絲成名之作《情人》中，追憶的是那位在越南遇到的中國情人，那
段莒哈絲於《中國北方來的情人》中如此回憶：「故事已經豋場，無可避免。
一段盲目的愛情，源源不絕，不會被遺忘」(聯經，2006:49 )著的那場愛戀。

過往的回憶在文人心中彷彿一塊沖不淡且沖不釋的糖，隨著時光流逝，
越是捏在手中、亙在心中，則越是增加了許多滋味，供著仍貪戀的靈魂舔舐，
一口一口地釀出《情人》；又在聽聞心中那如影隨形的情人的死訊之後，再
次蜜出另一種新配方，調配情人的另一張面貌，重新針對兩人的過往寫出了
《中國北方來的情人》。

很榮幸能為大家介紹這位獲得法國龔古爾獎殊榮的直率作家。



異鄉中的異遇－瑪格麗特‧莒哈絲

莒哈絲為法國作家，多部作品曾被改

編成電影，同時她也寫電影劇本，如廣為

人 知 的 《 廣 島 之 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即為她與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合作的電影。

莒哈絲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和六○年

代的社會運動，所涉獵的領域十分廣泛。

她關注的重點多是無助兒童、行乞女人、

殘酷戰爭、不可能的愛情－都是沒有國界

的。

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1914-1996)

[UF2A王碧貞整理]

Marguerite Duras ，1985
Ph. © M. Pelletier / Gamma

《廣島之戀》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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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她是生於越南的貧窮法國人，即使回

到法國，都自覺是個「異鄉人」，這種無

從歸屬之感反而讓她敏銳地瞭解到人生的

憂慮與哀愁；同時她也在書寫、影像上 打

破各種拘束、挑戰一切界線，因此其小說

被稱為「極限文學」。

Very early in my life it was too late
- The Lover

歐洲主題專欄



莒哈絲出生於印度支那(L‘Indochine )嘉定市(今越南胡志明

市)。在印度支那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成了她創作靈感的源泉。

1932年，18歲的莒哈絲回到法國並在同年參加救世軍，八０、

九０年代持續接觸種族歧視呼救組織及國際大赦。

1943年，她把自己的姓Donnadieu改成了父親故鄉的一條小

河的名字－Duras 莒哈絲。

《情人》英文翻譯小說封面

花樣年華時期的莒哈絲

《印度之歌》電影，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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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誕生於異地的法國女孩

歐洲主題專欄



瑪格麗特‧莒哈絲在童年和少年

時代過得非常痛苦。母親較偏愛長子皮

耶(Pierre)，皮耶仗著母親的溺愛下不

時欺負小哥哥保羅(Paul)和小莒哈絲。

這也使她透過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The Sea Wall )和《情人》(The Lover)
小說中筆下投射她與母親的關係，以及

她對於兩位個性迥然不同的哥哥們之間

的關係。

莒哈絲的母親瑪麗‧道納迪厄(Marie Donnadieu)出身農家，

家中眾多的兄弟姊妹，生活不好過。於是瑪麗寄望於教育能夠改變

她的命運。也因此她成為1名見習教師，而後到印度支那(今稱中南

半島)遇到亨利‧道納迪厄(Henri Donnadieu)，也就是日後瑪格麗

特的父親。

當時瑪麗已經結婚，丈夫在瑪麗來到印度支那兩年之後死去，

而亨利的第一任妻子阿麗絲(Alice)從西貢發出病危通知。阿麗絲葬

禮結束不過五個月，瑪莉和亨利便舉行婚禮。這對當時在西貢保守

且和重視道德的白種人圈子裡被視為醜聞。這對年輕鰥夫寡婦組成

家庭後，經常受到不少議論和指責。

亨利身體孱弱，不時得回法國修養治療，最後於1921年在法國

與世長辭，當時莒哈絲年僅7歲。

莒哈絲常以母親的人生經歷作為骨架，並加添點自己的觀點在

她的創作小說中。

莒哈絲一家，攝於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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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母親的影響力

歐洲主題專欄



越南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磨滅的記憶，正如她曾說過：「我不覺得自己是法

國人。」

如《綠眼睛》(Les yeux verts，1980)一書中所示，越南那潮濕而

炎熱的氣候讓莒哈絲變得敏感而叛逆，甚至是極端。

30年代末的越南街道

富足的湄公河三角洲

莒哈絲一家雖是法國人，卻因為貧

窮，做著當地人的工作。她與兄弟們一起

在大自然中自由地生活，一起半裸著身體，

滿腳泥巴。

在那里，我們生活在不講禮貌、沒有規矩

和沒有作息時間表的環境之中。我講的是越南

語。我主要的遊戲是和兩個哥哥一起到森林裡

去玩。(《厚顏無恥的人》(Les impudents，
1943 )

但這卻使她的母親發瘋：原懷著文

明者的雄心壯誌來到這片土地，卻發現自

己的後代與這曖昧的炎熱、混濁的河海相

融合。她只能不停地告誡孩子們：「你們

是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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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家鄉，亦非家鄉

歐洲主題專欄



莒哈絲卻完全不理會這些。事實上，貧窮使他們根本不能融入

法國人的上流社會。但同時，他們也能享受殖民者的特殊待遇。這

種尷尬的階級地位讓她透過宗主國華麗的外表，看到了這個殖民世

界殘酷的一面。

1929年，莒哈絲15歲，她被送到了西貢的一所學校就讀。

開往西貢的汽車擁擠不堪，到處是包裹、籃子、水果簍、食品

筐。140公里的路程，需要乘渡輪穿越湄公河的兩個支流。

西貢對於莒哈絲來說，極為陌生。她看見了很多高樓大廈，看

見了1880年那時建造的紅磚教堂，看到了省長官邸，看到了充斥著

鴉片氣味的作坊……陌生讓她興奮，讓她激情澎湃，讓她冥冥之中

等待著即將發生的一切。

《情人》，便是一本莒哈絲試著重現往日愛戀的半自傳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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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我從汽車上走下來。我走到渡船的舷墻前面。我看著這條長河。我的母親有時

對我說，我這一生還從來沒有見過像湄公河這樣美、這樣雄偉、這樣兇猛的大

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這里洶湧流過，注入海洋，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這

里流入海洋深陷之處消失不見。這幾條大河在一望無際的平地上流速極快，一

瀉如註，彷佛大地也傾斜了似的。(《情人》，子夜出版社)

來自中國的情人

歐洲主題專欄



這條古老的河流，源於泰語的「湄公河」(แมน้ําโขง )，意為

萬河之母，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任何地方都不能與湄公河的熱鬧相比：白種人和黃種人、富

人和乞丐、汽車和手推車……都被裝到了同一條渡船上。她

沒有想到這次旅行會對她的一生有著如此重要的意義。

繁忙的水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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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歐洲主題專欄



在那部利穆新汽車里，一個風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
他在看我。看我，這在我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了。在殖民地，人們總是盯著白

種女人看，甚至十二歲的白人小女孩也看。(《情人》)

他叫李雲泰，一個中國的富家子弟。這個人會給予莒哈絲所希

望的一切：金錢和做女人的體驗。

在西貢，所有的白人女孩都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每個家庭都

讓司機等在學校的門口。但莒哈絲是個例外，因為她的家並不富裕。

但自從這個男人出現後：

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車出門了。從此以後，我就算有了一部小

汽車……(《情人》)

他們在西貢的一個房間里，完全沈溺於肉體的歡娛。

「城里的喧鬧聲很重，記得那就像一部電影音響放得過大，震耳欲

聾……房間四周被城市那種持續不斷的噪聲包圍著，城市如同一列火車，這

個房間就像是在火車上。」 (《情人》)

這輛火車一開就是兩年。

電影《情人》部分剪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pdgsxdlZhw&feature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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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歐洲主題專欄



莒哈絲的中國情人於1972年去世，享年70歲。那時他的妻子兒

女都已定居海外，他死後再沒有家人要這棟房子，於是被當地政府收

下，作為警察局辦公處。

1991年法國導演Jean- Jacques Annaud來西貢拍攝電影《情人》，

尚無法進入拍攝，只能借用河對岸另外一棟宅第，拍攝情人回家見父

親的那場戲。

電影《情人》的拍攝找來了梁家輝和珍‧瑪琪(Jane March)單
任男、女主角；文字的、圖像的，全都試著建構出一個曾經存在的人

－那個在越南說法語的中國情人。

與梁家輝的劇照相形之下，莒哈絲的中國情人稱不上英俊；但

他有一份富家公子的閒適氣派。可是在小女孩的眼中和書寫中，這個

男人總是緊張的、柔弱的、羞怯的，甚至憂傷的。或許他那時還太年

輕。他們後來都長大了，變老了，卻為對方凝固了這一段湄公河上的

時光和記憶。

年輕時的李雲泰梁家輝和珍‧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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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歐洲主題專欄



夕陽西下的湄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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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哈絲離開她的情人並回到

法國時，正值17歲。《情人》這

本書寫成、出版那年，她70歲。

同年她因這本書獲得法國最

高的文學獎：龔古爾獎 (le Prix
Goncourt )。在龔古爾獎加持之

前，《情人》出版6個星期就賣了

25萬本；2年裡，在法國的銷量就

有150萬冊。這本書在全世界有40
幾種文字的翻譯本－當然包括越

南文。

瑪格麗特‧莒哈絲

骨子裡渴望愛的女人

在寫出這本書之前她已經是法國赫赫有名的作家。他也聽說她

的名字了，知道她就是許多年以前在湄公河的渡輪上邂逅的小女孩。

有一回在巴黎，他查到了她的電話號碼，鼓起勇氣打電話給她，

說想聽聽她的聲音。他自己的聲音開始發抖。他告訴她：「他始終

是愛她的，他一生都無法停止愛她，他會永遠愛她直到他死去。」

聽到他的聲音和話語，已經走過長長人生的作家回到小女孩的歲月，

在電話的那頭哭泣，哭了很久很久。

他們再也沒有見面。

歐洲主題專欄



又過了許多年，就在《情人》改編成電影且將要開拍時，她聽

到他多年前的死訊。她放下手邊的編劇工作，提筆重寫《情人》，

那就是一年後完成的《中國北方來的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故事結尾跟《情人》一樣，她終於為這段愛情寫下了最

後一個句點。

她的越南情結是因情而生的。而那段情深埋在她心裡數十年後

才向世人吐露。

1939年，莒哈絲和羅貝爾‧昂泰爾姆(Robert Antelme)結婚。

但不久便和他離婚了，1942年和迪奧尼斯‧馬斯戈洛 (Dionys
Mascolo)同居，生下了馬斯科洛(Jean Mascolo)。她在法國政府殖

民部任秘書多年，後來參加反對德國納粹的抵抗運動，並加入法國

共產黨，1950年脫離法共。

這個多情浪漫的女人對一見鐘情的男人往往傾注太多的情感，

其中最具魅力的要屬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他們

於1943年相識，一直保持著聯繫與友情。

馬斯戈洛與莒哈絲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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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歐洲主題專欄



莒哈絲的一生，就是她不停創作的一部小說。這個故事充滿著酷

熱、暴風雨、酒精和煩躁不安，對話和失語、閃電般的愛情等等。

她曾寫到：「我是作家。其它的都盡可忘掉」。

她在作品中敘述了 「說」的需要、艱難和恐怖。「試著」寫作，

就像「試著」去愛一樣，心裡明知道永遠也不可能達到。不可能的愛

情和對愛情的追求，是她作品的重要主題。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92%E5%93%88%E7%B5%B2
http://qimailiyanfeng.blog.163.com/blog/static/1215443620061110663315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2%9B%E4%B9%8B%E6%81%8B
http://www.larousse.fr/encyclopedie/personnage/Duras/117462
http://mag.chinatimes.com/mag-cnt.aspx?artid=7695&page=1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281755921
《莒哈絲傳》聯經出版 ISBN 957-08-2960-5
圖片來源：

http://goo.gl/48ZIL、http://goo.gl/aMsKK、http://goo.gl/zhu6u
http://goo.gl/CT3Y8、http://goo.gl/9uD2K、http://goo.gl/3jJ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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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莒哈絲
歐洲主題專欄



英國新製程LED研究

報導發佈時間：2012/05/13
英國正開始製造價格低廉的 LED (Light-Emitting Diode,發光二極體)燈泡，研究人

員認為將有助於大幅減少碳排放。

這項新的製造程序是由劍橋大學研發，並交由位於英國普利茅斯(Plymouth)的
Plessey半導體製造公司進行應用。透過在矽晶片上生成氮化鎵晶體(gallium nitride
crystals)的技術，能夠減少辦公室及居家使用 LED 照明的成本，LED 是目前用於電器

設備的小型具顏色的燈泡，例如腳踏車燈以及道路標示。目前鎢絲燈泡因為其能源使用

效率不佳及對碳排放的影響，已經被歐盟逐步淘汰。而許多科學家認為它是取代老舊的

鎢絲燈泡的理想替代品。

研究人員認為若全世界將所有照明燈都轉換成比鎢絲燈泡節省 4 倍能源的 LED，

那麼估計可以關閉 560 發電廠以及減少一整年全世界車輛的碳排放量，然而到目前為止，

生產 LED 仍然較為昂貴。主要原因在於製造 LED 的氮化鎵晶體只能在藍寶石基板

(sapphire)上產生。全世界研究人員目前多急於找出如何讓晶體能夠生成於矽晶片上，

這將使得 LED 的製造成本更加地便宜，使得 LED 燈的生產價格更低廉。

英國劍橋大學材料科學與冶金學系的 Sir Colin Humphreys 教授目前率領團隊研

究讓氮化鎵晶體能夠高效率生成於矽晶片上的有效方法。外來將由 Plessey Lighting 公

司進行量產試作，Humphreys 教授所發展的技術試圖解決氮化鎵生成於矽晶片上的問

題。特別是 1,000 度高溫生成環境下的熱膨脹問題。

該研究的潛在商業利益相當可觀。LED 燈的使用壽命約為 10 萬小時，螢光燈為 1
萬小時，鎢絲燈泡則是 1 千小時。英國平均每天使用照明約 4 小時，如果使用 LED 燈

的話每個人一生中僅需更換一次。

更顯著的效益是 LED 燈具較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如鎢絲燈泡損失許多能源於轉化

成熱，約僅有 5% 的能源實際轉成燈光。螢光燈約為 20%-25%，而 LED 燈為 30%，假

以時日並有可能提升至 60%。

研究人員評估若全英國都使用 LED 燈，將節省 15% 的電力以及同樣 15% 左右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430017

歐盟學術專欄

[UJ1B  何依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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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 5/29《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的報導，並分3部分探討

世界自然基金會對於保護野生動物的實質幫助。歐盟園區電子報於本期中將

先刊載第1部分的報導；接續的2部分《The Palm Oil Business》與《The
Myth of Sustainability》將於第69期中刊登。

--------------------------------------------------------------------------------------

世界自然基金會(Wolr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編按：

以下文章皆以WWF指稱)是世界上最具公信力的國際動物保護組織，

該組織活動遍佈全球，致力於保育老虎與搶救熱帶雨林等議題。但

更進一步觀察其活動，就會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此機構多數活動

對產業活動的幫助比對環境與瀕臨絕種的物種還要大。

想要保護雨林?只需要5歐元就可以；想要拯救大猩猩?付個3歐
元便可加入行列。想要為自然貢獻你的一份心力，甚至只需50分歐

元，只要將你想做的事委託WWF(或在美加仍保持原名的World
Wildlife Fund)就能達成。

《德國明鏡》
世界自然基金會－真正幫助的是動物或是企業? [Part 1]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WWF的象徵動物－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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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WWF與德國零售集團(Rewe)合作，販售了將近2百萬

本收藏冊；在僅僅6週之內，這項計畫就賺進875,088歐元(110萬美

元)，所募得的款項全額回贈給WWF。

WWF承諾會將所得款項用於保護熱帶雨林、搶救大猩猩、維

護水資源以及改善氣候上等；當然，也包括保護WWF徽章上的象

徵動物－貓熊。

政府也以信託方式資助WWF；數年來，WWF已獲得美國國

際開發署(USAID)共計1億2,000萬美金的補助。早期，德國政府各

部對WWF的大手筆甚至導致自90年代開始，WWF決定限制政府金

援額度，以避免被外界視為政府環境保育局的延伸機構。

[Illusion of Aid]

然而，WWF真能保護大自然免於人類威脅嗎?或者WWF那些

引人入勝的海報標語只提供了一種假象?此組織創立50年之後，外

界對此組織的獨立性和藉由與企業合作來保護自然的商業模式開始

產生懷疑。

WWF的國際總部設立於瑞士格蘭德(Gland)，被視為世界上

最具公信力的組織。WWF的行動遍及全世界100餘個國家，並與富

裕且強大的國家保持密切關係。達能(Danone)的優格杯與摩納哥王

妃身上的大衣上都可見WWF的貓熊徽章，為爭取使用此商標，企

業支付了7位數的價碼。光是WWF德國分部就僱有430,000名員工，

並收到有數百萬民眾的捐款。問題則在於：WWF如何運用這些資

金?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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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為了深入探討此一問題，《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前往

南美洲與印尼蘇門達臘。在巴西，一名農產業主委表示，去年在公

關的大肆渲染之下，第一批載有符合WWF認可標準的永續經營大

豆的船貨抵達鹿特丹(Rotterdam)。但主委承認自己並不清楚那批

船貨究竟從何而來。在蘇門達臘，某一部族族人清楚地描述了，由

WWF關係夥伴－豐益集團(Wilmar)所聘用的部隊是如何摧毀他們

的家園，因為部落阻擋了棕櫚油的生產財路。

WWF宣傳海報



23

世界觀點

[Inconvenient for Some]

許多德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如：熱帶雨林保育組織(Rettet
den Regenwald)與羅賓伍德(Robin Wood)皆不再將援助機構視為

動物的守護者；反之，許多人認為WWF是企業的幫兇，並認為

WWF賦予企業以破壞自然的權利，以換取巨額捐款與少數特權。

WWF當然也有幾項重要成就：WWF荷蘭分部幫助綠色和平

組織購買彩虹戰士號(The Rainbow Warrior)船隻；為防止多瑙河

(Danube)和盧瓦河(Loire)的水壩建造計畫，抗議人士佔據大片建築

工地，有時抗爭甚至長達數年。在80年代，瑞士分部為反對核能進

行激烈抗爭行動，以致聯邦警察將組織領導人列為國家的敵人。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彩虹戰士號



世界觀點

[Of Tigers and People]

WWF的徽章上的動物是一隻可愛逗趣的熊貓，因其生育率過

低而面臨瀕臨絕種的威脅；然而大熊貓畢竟無法像猩猩或大型貓科

動物般激發人們的情感以促進捐款，2010年WWF遂參考中國曆法，

宣布該年為「虎年」(Year of the Tiger)。

WWF已誓言保育老虎多年。於70年代前期，在大量捐款的幫

助下，WWF說服了當時的首相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與其政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24

府團隊設置了大型貓科動物的

保護區範圍。根據印度官方的

估計，當時曾有超過4,000隻

的孟加拉虎，如今只剩下

1,700隻。縱使如此，WWF仍

認為印度的老虎保育計畫為成

功的案例。發言人表示，若沒

有這項計畫，孟加拉虎可能早

已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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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的是，保護區的設立往往伴隨著當地居民的遷徙。

於1993年至2005擔任WWF國際總部的瑞士籍總幹事Claude Martin
表示，村莊雖然遭重新安置，但並未違背村人意願，並深信WWF
能妥善處理。但外界仍有質疑。

Mark Dowie在《保護區難民》(Conservation Refugees)一書

中寫道：為建造野生動物保護區，約有300,000戶家庭必須搬遷。

根據Dowie表示，遷徙係由一種稱為「壁壘式保護」 (fortress
conservation)的概念所驅使，WWF宣稱此種概念為其保護政策之

一。Dowie另提到，在保護區之內沒有人類的生存空間。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WWF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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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Refugees]

在保育行動與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交錯影響之下，

更導致了塞倫蓋蒂(Serengeti)的馬拉喀什(Massai)游牧民族被迫流

離失所。

專家估計，自殖民時期起，因為建立保護區而導致當地居民

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數光在非洲便達1,400萬人。在這樣的模式下，

如果當地居民夠幸運的話，他們或許可擔任保護區管理員，以防止

其親友進入保護區。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德索尼洛國家公園(Tesso Nilo National Park)是WWF提倡的

保護區之典型範例之一。Martina Fleckenstein將這座保護區視為

「保護虎群與象群的成功計畫」。這塊區域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的

心臟地帶，並由WWF印尼北乾巴魯士(Pekanbaru)分部負責管理。

德索尼洛國家公園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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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於印尼北乾巴魯士辦事處內的老虎海報(由WWF德國分部

補助印刷)中寫到「拯救牠的棲息地」(Save His Habitat)；德國電

視台脫口秀主持人Sandra Maischberger並發起一項為僅存的500頭
蘇門答臘虎募款的活動，這500頭蘇門答臘虎據稱多數生活於德索

尼洛國家公園，距離WWF辦公室約數小時車程。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然而，在德索尼洛國家公園擔任老虎研究員已有很長一段時間

的生物學家Sunarto卻表示，自己從未在此看過老虎；Sunarto認為

因為經濟活動的發展，使得此地蘇門答臘虎聚集密度低。他也指出

保護區內仍有一些森林林地租地營業權。

為了追蹤觀察老虎，WWF提供科學家高科技測量設備，最近

一次拍攝行動長達數星期，卻只拍攝到5頭老虎。

WWF德國製作的老虎
保育宣傳海報之一，海
報上寫著「滅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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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mits for Locals]

WWF認為蘇門答臘的行動是重要的成就，並認為德索尼洛國

家公園的雨林能成功的受到保護，是因為消防隊的進駐。事實上，

保護區面積雖然增加，雨林腹地卻反而縮小。Sunarto表示，有些

公司－如亞太資源國際控股(Asia Pacif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先前就與WWF達成開發原始林的協議，導致林地面積大幅下降。

此外，因為沒人知道保護地的邊界在哪，過去居民曾種植橡

膠樹的區域突然間亦成為禁區，環保人士Feri因此稱這樣的保育方

式為「種族歧視和新殖民主義」。

現今，在多國企業與天然資源保護論者(conservationist)攜手

合作之下，支持印尼環保組織Walhi的Feri表示WWF試圖將其原本

生活的環境轉變為人造林、單一物農地和國家公園。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報導原文網址：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wwf-helps-industry-more-than-
environment-a-835712.html

圖片來源：

http://goo.gl/JU5TW
http://goo.gl/03zV1
http://en.wikipedia.org/wiki/Tesso_Nilo_National_Park
http://goo.gl/bMbkf
http://goo.gl/n2XP7

翻譯團隊：UE2B 楊杼嫻；UE2B 吳雯瑄；UT3A陳有義；UT3A 陳翰維



高雄左營新光三越，從2012/05/03至
2012/06/10展出約140件有關三星堆遺址、
金沙遺址的古文物。

歐洲藝文報導

[UI1A 吳明純/報導]

媲美巴比倫遺址、馬雅遺址、古埃及遺址等古文明出土文物
 1929年出土，三星堆遺址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蹟」
金沙遺址博物館為21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
三星堆與金沙遺址兩大博物館首次來台聯合展出

為何叫神秘北緯30度線?因為在地球的北緯30度附近存在著許多
神秘現象與古文明遺跡，例如：馬雅遺址、古蜀文明、古埃及文明、
約旦死海、百慕達三角洲…等。

圖二：銅立人像

活動背景

參考資料：http://www.skm.com.tw/event/201112civilization/

圖一：宣傳文宣

29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歐洲藝文報導

地理位置

圖三：中國文明地裡位置

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
址皆在中國四川省，兩者
文化出土物的造型、技法
精細獨特，皆是古蜀文化
的典型代表。

參考資料：
http://www.skm.com.tw/event/201112civilization/secret_2.
html (圖四)

圖四：古蜀文明的地理位置

30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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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觀後心得

大家對於馬雅、古埃等遺址很熟悉，但對於古蜀文明似乎沒這

麼了解；我被海報上特別的圖片所吸引，有如外星人般，明顯突出眼

球、誇張的雙耳，這是此文明的青銅像特徵，凸出的眼球在三星堆王

國裡代表太陽和光明， 眼睛是古蜀人特別崇拜的對象；展場外的展

覽板上寫著古蜀文明V.S.阿凡達(Avatar)的標題，令我更想看看這些

青銅像長怎樣?

圖五：感應式的互動面板

展中特別的是，除了一般的古文明物的展出，還有感應式的互

動面板，手或腳在上方晃動或踩過圖示，會顯示出此圖示的內容介

紹；展中最大也最吸引人的是一座高達262公分的銅立人像；奇妙的

青銅神樹，上面共有九隻神鳥，說明古蜀人不僅崇尚太陽也崇尚鳥，

據展場的解說人員說，古蜀人認為向上延伸的樹是可以通往天上的

管道，這讓我想起阿凡達電影裡的巨大生命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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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呈方型的面具，比一般古物的面具大

上好幾倍、雙眼眼球呈柱狀外凸10公分、雙耳向兩側展開、大

嘴、鼻樑上方鑲嵌有像卷雲紋的裝飾物，顯得無比怪誕詭異的

青銅人面像，不像是一般認為戴在臉上的面具，比較像是為了

祭祀而打造出來的特殊面具。

圖六：青銅戴冠縱目面具

圖七：青銅神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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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我覺得古蜀文明的古文物長得都
很有趣，假日不妨也來開開眼界，此
展中還有許多長的很有趣的銅像、金
製古物、玉器等，古蜀人用當時的技
術製作出精緻細膩的銅製裝飾品和玉
飾，很特別很厲害！

圖八：帶金面罩青銅人像

圖十：銅人形器

圖九：金面具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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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圖片來源：
http://giiil.fgh/ thr (圖五)
http://www.shlemiatre.com/?page_id=dfrt (圖七)
http://shlemi.hj/dgre (圖十一)
其餘圖片皆為筆者於現場拍攝

參考資料：
http://m.tw/ttre/inde
http://dadong_cente/inf

交通資訊
http://www.skm.com.tw/350/info_tf.asp#trans

官方網站
http://www.skm.com.tw/event/201112civilization/

高雄左營新光三越10樓
展期： 2012/05/03至2012/06/10
(週一-週五 11:00-22:00 / 假日 10:30-22:00)

圖十一：展場入口意象

神秘的北緯30度線—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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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萬聖節」和「萬靈節」各是什麼節日

萬聖節是定於11月1日的固定節日，也稱為諸聖徒的節日。英

語稱為「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地區，商店等營業場所一律

休息。萬靈節則是在隔天的11月2日，雖然不是休假日，卻是全家

一塊兒掃墓的日子，英語稱為「All Souls’ Day」。

塞爾特人(Celts；註：公元前2000年活動在中歐的一些有著共

同的文化和語言特質的有親緣關係的民族的統稱的年曆中，11月1
日是新年，他們相信從年底到年初這些日子裡，祖先的靈魂會回

家。往後即使塞爾特人)被征服，基督教勢力遠播，這種迎祖掃墓

的習慣仍然根深蒂固，不可動搖。西元835年，教皇格列高里四世

(Gregory IV)想要將這種自古以來的習慣導入基督教，於是將11月
1日訂為「追憶所有聖人，緬懷聖人遺風遺德之日」這就是萬聖節

的起源。而隔天的11月2日被訂為「追思故人之日」，則是萬靈節

的起源。

因為這是羅馬教皇訂定的節日，所以在希臘正教中並沒有萬聖

節。而新教徒對於聖人的定義又有所不同，因此也無法接受以原

本形態保留下來的萬聖節；但在新教地區仍保留著於11月1日、2
日全家掃墓的習慣。

[UJ1B  何依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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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萬聖節」和「萬靈節」各是什麼節日

掃墓時都會在墳墓上插上菊花，並加上常綠樹的樹枝，有些人

則供上故人親愛的葡萄酒、啤酒或糕點。如果碰巧在這段時間到

歐洲旅遊，不妨前往墓園走一趟。在遼闊的墓園所及菊花遍地，

香氣飄送，十分壯觀。因此在歐洲人的觀念裡，菊花與掃墓幾乎

是畫上等號的，送花給歐洲人時，避開菊花總是錯不了的！雖然

說如此，不在乎這種聯想，在家插上菊花裝飾的歐洲人也越來越

多；但是在不清楚對方的看法時，最好避免送菊花。

資料來源 :
歐洲深度之旅Q&A 紅山雪夫/著 魏裕梅/譯

圖片來源 : 
http://ppt.cc/p9yi、http://ppt.cc/xgdF

All Souls’ Day
All Saint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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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活動型態：雕塑

展覽地點：至真堂三館

開始日期：101/04/06
截止日期：101/07/01

「高雄‧美術」－合體，不設限！
2012高雄當代雕塑展

「高雄‧美術」系列展第

三檔，由黃志偉、陳俊雄

和王振安組成策展小組，

以「合體」不設限為本雕

塑展的主軸概念，從背

景—材質切入，自戀物—
異化帶出，試圖將傳統、

現/後現代與當代之樣貌

並存且呈現對話，不設限

的讓各種可能交疊產生，

勾勒出高雄當代雕塑藝術

輪廓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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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專欄預告

François Truffaut

巴黎

時尚之都，浪漫之城，觀光勝地

你愛巴黎嗎?

他們也愛巴黎!

跟著我們一起探索藝術與文學大師們在巴黎的生活

看見城市與居民間相互啟發的靈感交流

將為您介紹本次主題專欄的最後一位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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