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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為會宛如災難般的100學年度第2學期，竟然也在吵吵鬧鬧、
哭哭啼啼、蓬頭垢面卻任勞任怨之下結束；如今，坐在安靜無人的辦公
室裡，重複著每個學期末皆會進行的任務：

這學期的最後一次編按

感謝本學期的編輯團隊，不僅定時每雙週出席一次編輯小組會議，
更願意於會議當中給予彼此建議與指點。猶記得於篩選的面試階段，編
輯企劃擺起了晚娘臉問每位前來應徵的同學：「編輯小組會議中，將針
對每篇稿件進行審視與討論，你認為自己可以接受這樣的開會方式並接
受別人可能給予的評論嗎?」

而事實證明，每位文編們都是禁得起挑戰的tough girl，真的非常感
謝妳們，沒有妳們的努力與付出，便不會有這學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

也再次感謝各位訂閱者與同仁們，你們的建議、關注與鼓勵都是我
們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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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日駐華大使警告東京都購釣魚島計劃(BBC中文網– 2012年06月07日)
http://goo.gl/8G0Th

美軍證實擊斃巴基斯坦基地組織頭目(BBC中文網– 2012年06月05日)
http://goo.gl/rZRqY

敘利亞驅逐美英法土17國大使(BBC中文網– 2012年06月05日)
http://goo.gl/FfNck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開始訪問印度(BBC中文網– 2012年06月05日)
http://goo.gl/nlJEP

英國舉國上下歡慶女王登基60年(BBC中文網－2012年06月03日)
http://goo.gl/bbKzD

法國議會將設「倫敦議員」(BBC中文網－2012年06月03日)
http://goo.gl/CbC4U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獲刑終身監禁 (BBC中文網– 2012年06月02日)
http://goo.gl/yKEE4

戰略轉向美海軍部署亞洲為重 (中央社– 2012年06月02日)
http://goo.gl/1DHH8

[UT1A邱靖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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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美國將把海軍主力轉至亞太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tta)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

論壇」(Shangri-La Dialogue，SLD；註：「香格里拉論壇」是亞太

地區年度安全峰會，由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發起，在新加坡政

府支持下於2002年開始舉辦，因首次會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

行而得名)上表示，到2020年，美國將把海軍艦隊的主力轉至太平洋

地區。

美國海軍將重新分配在太平洋與大西洋部署的艦隻比例，把以

前的五比五，改為六比四；部署到太平洋的艦隻將包括六艘航空母

艦，以及大部分巡洋艦、驅逐艦、瀕海作戰艦和潛艇。儘管由於軍

費開支的壓力，美國海軍艦隻總數在未來幾年將有所下降，但美國

五角大樓官員說，美國海軍在太平洋部署的軍艦數量卻將出現增長。

帕內塔在稱為「香格里拉對話」的這項峰會中說，將多數軍艦

調派到太平洋地區的決定，連同將軍事合作網路擴大，都是「持續

且審慎」的行動之一，並闡述「亞太再平衡」新戰略，確保美軍繼

續作為一個全球以及必要的力量。帕內塔也多次強調加強與亞太各

國，尤其是日本、 韓國、 越南和菲律賓的關係，以加強這些國家的

自我防衛能力，還表示，美國應當「加強同中國的軍事合作關係」，

共同承擔安全責任，維護亞太地區及全球的和平。

美國將把海軍主力轉至亞太

[UT1A邱靖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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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但是今年，中國和越南兩國國防部長都缺席。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李明江表示中國防

長缺席，並不意味著中國對對話會的重視不足，他相信是這次是

基於中國國內的政治氣氛等因素例如薄熙來的事件、以及為即將

舉行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做準備而導致他無法抽身出席。

讓人吊詭的是，儘管「中國國內因素」急迫，梁光烈卻在幾

天前親自赴柬埔寨訪問四天，出席東盟防長會議，參加中國與東

盟國防部長會晤。他也在周一(5月28日)會見了菲律賓國防部長加

斯明，並要求菲律賓尊重中國主權，不要再採取使事態更趨複雜

化的舉動。此外，他還會見了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希望新加

坡在涉及中國重大利益問題上給予支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周四(5月31日)在記者會上呼籲美國

發揮建設性作用，並尊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他也提醒美國

言辭謹慎，避免失去中國的信任。

香格里拉對話會和東盟防長會議才相隔幾天，而中國卻因為

一些「工作需要」無法安排防長出席這項重大的場合，讓美國主

導話語權，令梁光烈的缺席蒙上了神秘色彩，不免讓人猜測中國

或許在試圖避開直接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局面，而選擇在沒有美國

出席的會議上，直接與區域國家接觸。

美國將把海軍主力轉至亞太

帕內塔(Leon Panetta)於香格里拉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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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另一方面，這次越南決定派遣小規模的代表團出席論壇，代表

團由國防部副部長阮忠勇少將率領。每年河內都利用論壇這個機會

宣言自己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張，特別是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立

場，因此越南沒有像以往那樣參與論壇招致許多疑問。一個原因可

能是，去年香格里拉對話舉行之前，越南中部海岸附近中國船隻被

指切斷越南油氣勘探船的線纜。那次事件招致政府允許的反對中國

的民眾抗議。

中國對南海爭端的立場一直是呼籲同爭端國進行雙邊協商，而

且北京無數次警告第三國，包括美國，不要參與南海糾紛；越南則

一直促進多方解決爭端的辦法，並且推動東盟國家在尋求解決爭端

的長期過程中形成一致立場。

而今年南海緊張局面主要是中國同菲律賓在黃岩島發生對峙。

或許這次越南覺得應該由菲律賓打頭陣，聯合對付中國。

帕內塔除了在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論壇」外，還將訪問越南

和印度，而在出發前往亞洲之前，他在美國海軍學院的一次畢業典

禮講話中強調了加強美國在亞洲海軍實力的重要性。他說，美國的

未來依靠在能否確保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安全上。

資料來源：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6/120601_indonesia2_byjiangy
ue.s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6/120601_vietnam_sha
ngri_la.s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6/120602_singapore_forum_us
_military.shtml

http://goo.gl/eWVBv

美國將把海軍主力轉至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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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

電影新浪潮教父 – 楚浮

法蘭索瓦‧楚浮為法國著名導演，法國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的代表之一(註)。

楚浮自幼沒有父親，由祖母撫養長大，直到10歲才見到生母。

因母親下嫁了願意認養孩子的男人而有了「楚浮」這一姓氏。然而，

在繼父的粗暴打罵下，他開始離家出走並遊走在犯罪邊緣，14歲便

失學到工廠工作。對他來說，唯一的幸福時刻就是同書本和電影在

一起的時候。最初，楚浮對電影懷著一股近乎瘋狂的饑渴，少年時

曾因舉辦小型電影放映活動導致欠債，16歲時被送進不良少年教養

所，同年被當時最傑出的影評家安德列‧巴贊(André Bazin)保釋。

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

法蘭索瓦‧楚浮

[XG3A蕭姿慧整理]

法蘭索瓦‧楚浮

註：法國新浪潮為法國新浪潮為影評人對於1950
年代末至1960年代的一些法國導演團體所給予的

稱呼，他們崇尚個人獨創性，表現出對傳統電影

的高度自覺，並用其作品體現「作者論」(Auteur
Theory)的風格主張，不論是題材還是技法都與傳

統電影大相逕庭。混合利用傳統電影類型與好萊

塢導演風格，來實驗剪接與結構上的新形式。由

於重視拍攝的自由度，往往只憑綱要性的腳本拍

攝，喜歡即興與自發的拍攝方式

I have always preferred the reflect of the life to lif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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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與巴贊的相遇意義非凡，巴贊很快開始照顧僅16歲的楚浮，

巴贊成為楚浮的精神導師，也深深影響他在電影方面的觀念，在

巴贊幫助下他進入了由巴贊於1951年與他人合作創辦的《電影手

冊》(Cahiers du cinéma)編輯部。編輯群幾乎都是剛滿20歲的年

輕人。初次登臺，他便向陳腐的電影發出著名的挑戰宣言《法國

電影的趨勢所在》(Une Certaine Tendance du Cinéma Français；
A Certain Trend of French Cinema)。

法蘭索瓦‧楚浮

野孩子

1957年，楚浮娶了一位富有的經銷商

的女兒，並創建了自己的製片公司，使得

他在藝術創作及經濟方面真正獨立起來。

隔年，楚浮決定為自己和大眾創作一個電

影系列，他構思了二十一部圍繞同一特殊

主題：熱情的影片。對於人生的熱情－安

端．達諾系列(Antoine Doinel)、書籍的

熱情(改編自文學作品系列)、孩子的熱情

－ 《野孩子》(L’Enfant sauvage，1970)
與《零用錢》(L’Argent de poche，1976)、
對電影的熱情－ 《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1973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

片)，以及對女性的熱情；幾乎所有的作品

都可以為此作證。

日以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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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二、作品風格

法蘭索瓦‧楚浮

楚浮的重要作品大致可分為三種路線：

一是有他個人的影子的安端．達諾系列，他的原型即為楚浮

《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中的讓‧皮埃爾‧利

奧德(Jean-Pierre Léaud)。這位出現在《安端與柯萊特》(Antoine
et Colette，1962)和《偷吻》(Baisers volés，1968)中的年輕男子，

先是在《婚姻生活》(Domicile conjugal，1970)中結婚，然後在

《消逝的愛》(L’Amour en fuite，1979)中又離婚。這也是楚浮首創

一個20餘年始終貫穿其影片的角色。

楚浮曾說過：「愛情戲跟謀殺戲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希區考克

(Hitchcock)的電影裏，他們看起來竟然相當類似，我這才恍然大悟：

男歡女愛跟殺人根本就是同一回事！」。由此可看出，楚浮對於希

區考克的崇拜，且在許多電影中也使用了希區考克的特點，這便是

他的第二種路線：「仿美國類型電影－向希區考克致敬」的系列作

品，如《槍殺鋼琴師》(Tirez sur le Pianiste，1960)及日後的《黑衣

新娘》(La Mariee etait en Noir，1967)與《騙婚記》(La Sirene du
Mississippi，1969)等。

第三種路線則是以三角關係為主軸的愛情

片，代表作為《夏日之戀》(Jules et Jim，

1961 )，以及10年後同一原著作家亨利-皮耶．

侯歇 (Henri-Pierre Roche ， 1879-1959) 作品

《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Les Deux Anglaisies
et le Continent，1971) ，互為鏡像般的兩部作

品，還包括《軟玉溫香》 (La Peau Douce，
1964) 與《巫山雲》 (L’Histoire d’Adele H.，
1975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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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1. 《四百擊》

《四百擊》是導演楚浮最令人難忘的作品之一，也是法國新浪

潮揭竿起義之作，在電影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並在當時榮獲了坎

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且入圍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開啟他燦爛的

電影作者生涯。

預告片：http://goo.gl/qjjRn

法蘭索瓦‧楚浮

三、作品介紹

此片是楚浮的第一部長片，也是他個

人的半自傳電影，整部片子幾乎就是他

的往日追憶，敏感、羞怯、溫柔，在迷

惘中呈現情緒化的逆端，當中也包括不

和諧的家庭、對電影、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國19世紀著名

作家)的熱愛及其生活的點滴，從中我們

可感受到男童對藝術及生命的熱愛。楚

浮以看似隨意散漫地呈現男孩的生活片

段，在簡單平凡的調度下，卻是極細膩

讓男孩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與幻滅中的

心路歷程生動地呈現出來。

在形式上，片中善用了多種鏡

頭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特別

是實踐巴贊的「長鏡頭」理論，可

惜當時巴贊已經去世。某些場面的

處理確實令人難忘，其中當然是結

局那個對後世電影極具影響力的凝

鏡(freeze frames)，堪稱影史經典

(參照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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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 《槍殺鋼琴師》

向希區考克致敬的作品《槍殺鋼琴師》描述為斬斷不愉快婚姻

回憶而隱姓埋名的鋼琴師愛德華，以假名查理在巴黎一間默默無聞

的小酒館裡擔任伴奏鋼琴師，生活單調且單純。一日，多年未見的

弟弟因躲避黑道仇家的追殺而闖進了他的生活中…。

楚浮在本片中玩弄好萊塢電影的類型傳統，加入反諷、戲仿與

他對希區考克的理解，以及不同於傳統的攝影機運動、構圖，展露

他異於當時嚴肅重批判的法國社會，個人幽默詼諧的一面。楚浮也

刻意加入一些帶有超現實意味的對話以及回溯場景，將犯罪驚悚片

提升至與自身靈性對話的層次，並展現他對類型影片操縱的高度自

覺。

法蘭索瓦‧楚浮

《槍殺鋼琴師》另外在原本

的黑色素材上加入他對希區考克

的理解，像是扭曲並誤導觀眾的

期待或刻板印象，達到與觀眾對

話的效果，並誇張地放大笑鬧逗

趣的成份，此外他也以不小的篇

幅來著墨他對愛情的無望感（這

在他日後的作品一再出現），讓

整部片怪誕卻有其獨特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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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法蘭索瓦‧楚浮

3.《夏日之戀》

《夏日之戀》展現出楚浮改編文學時的自信與個人特質，他以
彷彿信手捻來的敘述，視覺張力十足的鏡頭，請觀眾進入這個一女
兩男長達二十年的愛情與友誼的故事中，每個角色的性格在一點一
點堆疊上去的情節塗抹下，愈見完整立體，而時間流逝的影子和生
命磨損的痕跡也漸漸地浮現出來，最後構成這部細緻又感傷的電影
全貌。

《夏日之戀》描述三個人之間互

相深愛的故事。《夏日之戀》是楚

浮的第三部劇情長片，不同於第一

部《四百擊》的自我挖掘、第二部

《槍殺鋼琴師》對美國類型電影的

反芻，在這部影片中，楚浮選擇了

重返法式文藝電影的傳統，而不同

於他身為影評人時期所嚴加躂伐的

那類死板板又文謅謅的文學電影，

楚浮在影片中不畏瑣細地大量鋪陳，

流露出溫柔與殘酷、浪漫與現實的

感情，並自由大膽地運用各樣的電

影語言，讓這部文藝片非但絲毫不

見死氣沉沉，反而隨意自然地讓觀

眾感受到影中人的呼吸。

自信又大膽的女主角凱薩琳，像是女神與娼婦的綜合體，

暗藏著楚浮對母親多重且矛盾情結，而兩位男主角，日耳曼裔

的朱爾，有著楚浮作品中內斂、害羞又深情的主人翁性格，而

法國籍的吉姆，卻也呈現楚浮本身浪漫、自由、英雄主義但畏

於承諾的男性特質，像是他自我的一分為二。兩者在這個無望

戀情的故事中對照起來，格外複雜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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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wikipedia
http://app.atmovies.com.tw/movie/movie.cfm?action=filmdata&film_id=f1one0311134
http://jointmovie.pixnet.net/blog/category/1457182
http://lib.web.ym.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54
http://stu.kghs.kh.edu.tw/~movie/truffaut.htm
http://www.france-taipei.org/spip.php?article402
epaper.ctfa2.org.tw
http://www.bitfish8.com/btmovieseed/fanzui/201205231173.html
http://www.cinemagora.co.uk/movie-3341-la-nuit-americaine.html
http://arts.nthu.edu.tw/upload/programe/5818.jpg
ecole-cafe.blogspot.com
shalumovie.pixnet.net
http://www.wretch.cc/blog/anltw/27640078
http://goo.gl/tmktT、http://goo.gl/ED22t、http://goo.gl/RlZhK、
http://goo.gl/fWqod、http://goo.gl/1Ckbq、http://goo.gl/rlLge、
http://goo.gl/wWo7N

許多人總是可以記住電影的名字，可是導演的名字卻常常被人

遺忘，可是往往導演是最辛苦的一個，要怎麼運用各種技巧營造出

氣氛與關係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在楚浮的電影裡，我們不只看到

了楚浮對於電影的熱情以及高超的表達方式，也看到了他的人生哲

學。

法蘭索瓦‧楚浮



西班牙學者受到浪花的啟發
Quand les vagues inspirent les chercheurs espagnols 

報導發佈時間：2012/04/24

浪花破碎現象：數學方程式的挑戰

西班牙的海岸線長達 4800 公里，因此，當西班牙學者周末去海邊

休息時，很自然地也能在海邊獲取靈感，或者這一切只是巧合呢？遑

論真相為何，西班牙學者已經於 2012 年 1 月發表了兩篇有關海浪的學

術論文，其中一篇為數學學者提出的浪花破碎原理，另一篇則是能源

專家研究如何善加利用海浪來發電。

使用數學方程式來解釋流體運動的點子，早在300年前便由數學家

Euler提出，隨後有Navier與Stokes加以補充。然而今日，流體運動的

計算仍是數學界的一大挑戰，其困難之處在於必須將所有的變數(流體

的組成分子、連續性等等)計算在內，這得利用超級電腦才有辦法做到。

西班牙數學研究中心(ICMAT-CSIC)的研究員想要挑戰這個難題，

特別將注意力放在海浪的破碎現象，以確認流體機制方程式是否屬於

會讓算術解「爆炸」的狀況，這些狀況稱為奇異點(singularité)。現實

生活中，這些奇異點的出現，表示流體突然改變狀態。發現奇異點的

學者將這種破碎現象稱作「飛濺奇異點」(singularité Splah)。

研究人員必須研發新的數學計算工具，以解決這個千禧年數學難

題。這7個千禧年數學難題於2000年5月由克雷數學研究所(CMI)提出，

第6個難題是解出Navier-Stokes方程式。成功解題者不僅可以解釋海浪

的破碎現象，並可獲得 100 萬歐元的獎金。這真是一個到沙灘漫步時，

不忘攜帶紙筆的好理由！

歐盟學術專欄

[UB1A簡君伃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42000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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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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電子報於前期(第58
期中)刊載由團隊所編譯的第1部分報導；本次接續刊載第2部分《The Palm
Oil Business》與第3部分《The Myth of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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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The Palm Oil Business 棕櫚油產業]

辦公室裡老虎保育人士Sunarto拿著一份地圖，根據此地圖顯

示，世界第六大島嶼蘇門答臘的皆伐作業(clear-cutting；譯注：皆

伐作業法乃指就森林之作業範圍，全林一次伐完後造林之方法)，
擁有足夠容納88座足球場地的林地，以每小時的速度縮減當中──
其目的是為棕櫚油產業鋪路。

棕櫚油產業帶動了印尼的繁榮，光這座東南亞國家的產量就

佔了全球48%。棕櫚油的多功能油脂可用在生物柴油(biodiesel)、
食物產品－像是義大利廠牌的榛果巧克力 (Nutella chocolate-
hazelnut)、洗髮精，以及化妝水。但是，印尼農業大量地使用殺

蟲劑導致河川和地下水汙染。此刀耕火種的農業方式(slash-and-
burn agriculture；譯注：使用火去除掉森林來使獲得的空地變成

耕地進行農業生產的技術)，正使印尼成為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

國家。

《德國明鏡》
世界自然基金會－真正幫助的是動物或是企業? [Part 2-3]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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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打著永續的口號，許多公司還是持續砍伐森林。一位在

印尼工作許久的前WWF員工揭露：「雖然WWF承諾透過永續棕櫚

油圓桌會議(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RSPO)認證永續

棕櫚油，但永續棕櫚油還是不存在。」

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除了可帶動產品的發展，同時也能安撫

消費者對環境的罪惡感。德國產品公司漢高(Henkel)宣傳自家的家

庭清潔產品Terra系列時，便標榜「棕櫚樹永續產品和棕櫚仁油，

皆受WWF認證」。

RSPO官方網站： http://www.rspo.org/

RSPO認證標誌

棕櫚果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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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Class Rainforest 次級雨林]

公司宣稱他們是在為「保護雨林做出貢獻」；然而，雨林又

是如何透過砍伐殆盡以獲得保護？

WWF認為有些地區是被稱為「紅壤區」 (degraded terrain)的
次級雨林和貧瘠之地，堅持人造林(plantation monocultures)的作

法並無違背環境保護之實。WWF稱此作法為「市場轉型」(market
transformation)，隱含他們認為合作較對峙更能達到目標的概念。

WWF於2004年，與多家公司共同啟用了永續棕櫚油圓桌會議，

其中包含一年製造130萬噸的棕櫚油、世界最大的棕櫚油製造商之

一的聯合利華(Unilever)，而全球最大棕櫚油製造商之一的豐益

(Wilmar)企業同樣涉入其中。WWF員工Fleckenstein表示，豐益企

業已完成了「轉型」。她指出該公司對於RSPO的認證有明確的報

表，也有將社會標準納入其中。

Wilmar官方網站 ：http://www.wilmar-international.com/

Unilever官方網站 ：http://www.unilever.com/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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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y Started Shooting' 攻擊村民]

當地的森美蘭族(Batin Semilan tribe)原住民並沒有看到過多有

關認證許可的證據。這些原住民住在豐益企業的亞洲Persada人造

林當中，該人造林位於佔碑市(Jambi)的南部，占地4萬公頃(9萬9千
英畝 ) ，約德國首都柏林面積的一半。德國驗證機構 (TÜV
Rheinland)也同樣將豐益企業列入RSPO的驗證清單內。然而，有

不滿人士在其中一座人造林的入口處塗寫上「剝削者」

(bloodsuckers)的字樣。

村莊裡的長老Roni和數十位村民站在棕櫚樹中，很多人都是赤

腳，其中有人手持用來獵捕野豬的長矛；在他身後的土地過去曾是

村莊的所在地，如今則雜亂堆疊著遭擠壓變形的百葉木板。

去年 (譯註： 2011年 )8月 10日，惡劣的印尼特種警察部隊

(Brimob police brigade)摧毀了他們的家園。在此事件之前，一位

村民試圖販賣棕櫚果，豐益企業卻宣稱那些棕櫚果不屬於他。

Roni揭發：「他們在早上逮捕了18人，有些人還被痛打。豐益

負責人和特種警察彼此有勾當，他們之後開始射殺村民，我們帶著

女人和小孩逃進森林。」村民視森林為他們所有。Roni說：「從我

們的祖先開始，我們就一直住在這裡。」

伐木工在70年代開始進駐，但那時還有足夠的林地可供Roni的
部落搬遷；如今，他的人民已被棕櫚樹包圍。豐益企業在當地違法

種植了2萬公頃棕櫚樹，Roni曾試圖為他的部落爭取權利，不過最

後仍徒勞無功，對豐企業益絲毫不構成影響。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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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ngful Activities' 非法行動]

村莊遭摧毀之後，熱帶雨林保育組織(Rettet den Regenwald)
和德國環保組織Robin Wood宣稱，身為豐益企業顧客的聯合利華，

其旗下品牌Rama的人造奶油都沾染了原住民的鮮血，他們甚至聚

集於聯合利華總部前紮營表示抗議。

聯合利華這個位居永續指數(sustainability indices)排名第一、

致力協助改善10億餘人之健康及生活品質的公司，自然無法接受這

樣的抗議行動。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Rama人造奶油包裝

Rettet den Regenwald製作之抗議圖樣

Rettet den Regenwald 聚集於聯

華位於德國漢堡總部外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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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益無法否認已毀壞的房屋與槍聲四起的村莊和他們無關。

但是，一封給顧客和朋友的信(包括WWF的夥伴兼棕櫚油投資者

──匯豐銀行)中，公司執行長對此議題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

以豐益企業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自己作為一間以社會為本

的公司，卻成為骯髒手段下的目標。但一封公司內部Email卻顯示，

聯合利華至少願意承認過去曾有「非法行動」(wrongful activities)，
並提及在這之間將有「調節過程」(mediation process)與當地居民

達成協議。但警察暴力行動，對聯合利華和豐益企業之間的生意關

係並不構成影響，因為棕櫚油巨頭已願意搭建臨時房屋並給付賠償

金。

許多當地家庭紛紛從特種警察的暴行下逃到鄰近當地最後半

完整(Semi-intact) 的林地PT Reki。但他們也不允許在那停留，因

該處係由德國Kfw開發銀行(Germany's KfW development bank)
和德國環保組織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聯盟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Union; NABU)投入資金並實施再造林

計劃的區域。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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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s, Benefactors and Big Game Hunters 創始人、捐贈人

和獵人]

WWF總部就在日內瓦附近的一個小鎮格蘭德(Gland)，是個綠

意盎然相當體面的小鎮。有幾面銀制徽章用以紀念WWF所謂的

「1001的成員」(Members of The 1001)；這個由匿名金融家組成的

菁英團體創立於1971年，專門為WWF提供財政上的資助。

至今，WWF仍不願透露這些匿名捐贈者的姓名，或許是因為部

分人士的名字若出現在捐贈名單上也無助提升他們的形象，如：軍

火商 Adnan Khashoggi 和前扎伊爾共和國 (Zairian) 的獨裁者

Mobutu Sese Seko。WWF荷蘭分會總裁Prince Bernhard，有能力

招募國際石油公司殼牌(Shell)成為第一個主要贊助商；但在1967年，

法國海岸因發生油船事故導致上千隻鳥類死亡時，WWF卻嚴禁任

何評論，原因正如WWF在董事會會議(board meeting)裡所提到的，

他們擔心過多評論可能妨礙他們未來於工業界獲得捐款。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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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01 Club部分成員，從左至右分別為：
1. 銀行家暨毒品走私者Robert Vesco
2.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BCCI)創始者Agha Abedi
3. 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股東暨奧薩瑪‧賓拉登的兄弟Salem Bin Laden
4. Permindex創立者Mortimer Bloomfield
5. Mobutu Sese S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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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Kfw開發銀行甚至準備貢獻2,000萬歐元，提供WWF另一

個在卡沙國家公園(Kaza national park)建造疏散道的計畫。WWF
的Martina Fleckenstein估計：「WWF每提供1歐元，表示政府至

少挹注了5歐元。」WWF似乎有著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許多新公園已開始允許狩獵，像是西班牙國王Juan Carlos就
在波札那(Botswana)狩獵大象時摔斷了自己的髖關節。而令許多人

相當憤慨的是，Juan Carlos同時身兼WWF西班牙分會的榮譽理事

長。但光是在納米比亞(Namibia)，WWF便設立了38處狩獵區。

富裕的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行徑宛如殖民時代尚未結束。他們

准許射殺大象、水牛、豹、獅子、長頸鹿和斑馬，他們甚至依照傳

統習俗，將死去動物的血塗抹在臉上。一位WWF發言人為這番控

訴辯護，說配額已制定，「狩獵管理」(regulated hunting)的程序

可幫助環境保護。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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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文網址：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wwf-helps-industry-more-than-
environment-a-835712-2.html
圖片來源：

http://goo.gl/rRgIz (Rama奶油)
http://goo.gl/ZOdaw (Rettet den Regenwald製作之抗議圖樣)
http://goo.gl/zvrj7 (Rettet den Regenwald抗議照片)
http://goo.gl/wPZT (The 1001 Club)
http://goo.gl/99CtX (The Peace Parks Foundation)

[UT3A 陳有義 /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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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The Myth of Sustainability 環境永續性的迷思]

畢業於哈佛的Andrew Murphy因參加美國和平志工團隊(US
Peace Corps)而擁有非洲方面的經歷，現效力於WWF的「市場轉

型」團隊。他是天然資源保護論者的新世代代表，且視團隊內的成

員為能夠扭轉整個市場的「轉型代理人」(agents of change)。
Murphy有許多類似口號，他想要創造出一個最大的商品製造商，

就像大豆、牛奶、棕油、木材與肉類的製造商以穩定市場。最後有

達成目標嗎?他認為策略成功地吸引到公司的注意，讓企業想了解

這些日常用品是哪裡製造的。他表示目前已經建立起嚴密的監督系

統，也在監督大豆協會圓桌會議(Round Table on Responsible Soy
Association；RTRS)的訂立標準。

於2004年，WWF曾邀約企業的資方人員參與大豆協會圓桌會

議，批發商如Cargill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皆為參與者。這些公

司近幾年來已捐贈10萬美元給WWF，且在會議中有著舉足輕重的

地位。一位出席者認為生產這種號稱對環境友善的產品相當虛偽的，

表示：「不用多少時間，消費者便發現這一切不過就是試圖『漂綠』

(greenwashing；譯註：漂綠是由「綠色」和「漂白」(whitewash）
合成的新詞。用來說明以某些行為或行動宣示自身對環境保護的付

出但實際上卻是反其道而行的狀況)基因改造大豆的市場罷了。」

然而，當涉及嘉磷塞這類除草劑威脅的探討時，他們卻迅速沉默。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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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RS Logo；
官方網址：www.responsibleso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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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德國分部官方聲稱極力反對基因工程並歡迎相同理念者

響應，表明縱使是持反對意見者也能參與討論。參與圓桌會議的與

會者們卻對於WWF與瑞士的零售商早已訂立了嚴格的大豆標準規

定視而不見。

[Undermining Itself 降低標準]

降低標準似乎是WWF的特色。事實上，WWF正是因為自己

的規定如此具有修改彈性而賺進了數百萬的捐款。以大豆的案例來

看，WWF屢次在圓桌會議中協調，不只降低了部份標準，更做出

讓步；最後，在去年6月有8萬5千噸的RTRS大豆送到鹿特丹

(Rotterdam；譯註：荷蘭第二大城市)。生物學家Fleckenstein表示

WWF對這批大豆的檢查相當仔細，並認為此批非基因改造的大豆

是項令人滿意的創舉，而這些大豆來自巴西Maggi家族的兩個巨大

農場。

巴西Maggi家族的企業集團被視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商，擁

有許多大型農場，面積涵蓋大部分巴西中西部的馬特格羅梭州

(Mato Grosso；譯注：馬特格羅梭州為巴西第二大省)。在1980年
代，Maggi帶著員工自巴西南部搬到這裡，在砍伐了大面積的雨林

後用以種植大豆。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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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é Maggi Group官方網站：
http://www.grupomaggi.com.br/en/index.jsp



世界觀點

爾後，當選馬特格羅梭州州長的Blairo Maggi，於2005年獲得

了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的金鋸獎 (The Golden
Chainsaw Award；譯注：金鋸獎由綠色和平組織成立，頒發對象

為破壞雨林的個人或組織)。Maggi家族的大豆王國中的原始樹林

砍伐程度居全巴西之冠，涵蓋範圍中的雨林為了RTRS大豆種植使

用皆遭砍除。根據RTRS的說明表示，這兩塊農地只用來供應6月送

往鹿特丹的那8萬5千噸大豆。

唯一的問題是：Maggi家族農地種植的全是基因改良作物。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25Blairo Maggi

巴西電視節目藝人們頒發金鋸獎予Blairo Ma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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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ying European Demand 滿足歐洲的需求]

矗立在Fazenda Tucunaré農場倉庫陰影處的白色貯槽有10公
尺高，容量達數千公升，外頭漆著「Glifosato」，葡萄牙文意指除

草劑嘉磷塞；貯槽距離員工宿舍僅有幾百公尺遠；柵欄後面有條臭

氣沖天的溝渠，水面閃著綠光。緊鄰著溝渠是座漆滿骷顱頭標誌的

倉庫，標示著：「有毒，請勿靠近。」

嘉磷塞常用來當作基因改造大豆的除草劑，因為基改大豆具

有抗藥性。儘管資料顯示，嘉磷塞會影響動物的繁殖能力，但

RTRS仍允許繼續使用這種除草劑。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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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使用除草劑
Glifosato的宣傳圖示

Maggi家族企業的永續發展經理

(sustainability manager) João Shimada
表示：「RTRS並未規定不能使用任何除

草劑，他們只要求需『謹慎使用』」；

至於，那8萬5千噸大豆的生產過程與來

源他則較難交代，Shimada表示：「事

實上，我們提供大豆以滿足歐洲的需

求」。自此之後，部分公司如聯合利華

（Unilever）皆會吹噓自家採用永續發

展的大豆。然而，從Maggi家族那兩座

農場種出的大豆不超過8,000噸。

Shimada坦承：「我也不知道其他

77,000噸的大豆是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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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ng with the Chinese 與中國合作]

此種魔法般的增值工業上稱為「book and claim」(譯註：生

產者若可證明其產品係以永續發展的方式生產，即可於

Book&Claim網站貿易認證系統上登記產品產量，並可在平台上交

易；據Book&Claim網站上所述，此種方法得以解決全球供應鏈的

複雜性，並能鼓勵生產者加入永續生產行列)，是種因WWF專家

Murphy所讚揚的「嚴密的監督系統」所衍生出的結果。市面上已

有30萬噸所謂的「永續商品」以此方式生產出來。

陽光灑落在日內瓦湖，Murphy正趕著前往中國保護自然；雖

然WWF目前在中國仍無分部，但官方間的合作協議無疑對環境保

護有益。

WWF Helps Industry More tha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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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文網址：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wwf-helps-industry-more-than-
environment-a-835712-3.html
參考資料：

http://ecotextile.blogspot.tw/2008/08/green-washing.html (greenwashing解釋)
http://www.bookandclaim.co.uk/ (Book&Claim網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Blairo_Maggi (Blairo Maggi照片)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en/news/features/soya-king-wins-chainsaw/
http://argentina.indymedia.org/news/2010/09/750390.php (Glifosato)

[UT3A 成家維 /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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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木乃伊傳奇─埃及古文明特展

圖說：來自法尤姆的「黃金面具」，屬於女性木乃
伊的面具，面具的皮膚經過鍍金，以模仿神祇不朽
的金色皮膚，表達死者希望能成功進入來世的希望。

「木乃伊傳奇－埃及古文明特展」已在

高雄科工館展出結束，展出期間為3月3日起

至5月27日止，跨越六埃及的古文物，以高

達269件珍貴埃及古文物，完整呈現古埃及

豐富文化樣貌，此展也是全台巡迴最終站。

提到埃及，大家想到的不外乎「木乃

伊」、「金字塔」、「神廟」、「人面獅身

像」等著名文物，而這次埃及展的重頭戲便

是「木乃伊」，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具木乃伊

是「小女孩木乃伊」、「王子木乃伊」。

對於許多古文明而言，死亡與來生或重

生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像中國的皇帝會在

活著便開始修建陵墓，埃及的法老也會。而

且

[UCA4A潘怡心報導]

埃及人不單是重是陵墓(金字塔)的修建，人死後製作成木乃伊的程序、

使用棺木、棺木上的繪圖都能看得出埃及人有多麼渴望獲得重生。

展覽的介紹中提：據說埃及人會在死者的心臟處擺上一雙聖甲蟲，

其底部會刻上「啊...心臟啊...你來自我的母親，請不要在審判的時候

背離我」的祈禱詞，以幫助面臨審判的死者在神的面前說謊時，不至

於被拆穿。感覺挺諷刺的。



歐洲藝文報導

除了人形木乃伊外，這次也展了不少動物

木乃伊，例如鱷魚木乃伊、鳥類的木乃伊、貓

木乃伊。

據說貓在埃及有一定的地位，因為對埃及

人而言，貓是女神貝斯塔(BASTET)的使者，因

此對於埃及人而言，貓是神聖的動物，但是在

聽導覽時，卻聽到有一個時期埃及人大量宰殺

貓，並將其製作成木乃伊、給神的貢獻品。但

後來波斯人入侵埃及時，以大量的貓咪為前鋒

時，埃及人怕傷害女神的使者，而不敢反抗，

因此輸給波斯人。

這次的埃及特展，真的是非常難得，筆者

去的時候，剛好是展期的最後一天，科工館一

樓擠的水洩不通，展場裡更是擠滿了人，規模

滿大的，如果真要認真看，至少得花2個小時的

時間。據說很多展出的古文物在其他國家的展

出是沒有的，所以真的非常值回票價!

木乃伊傳奇─埃及古文明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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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www.facebook.com/mummy.tw
http://www.nstm.gov.tw/NewsDetailC140.aspx?Cond=3e0b671a-40d0-4b96-85fc-
6de4f1b07ccc
圖片來源：
http://farm8.staticflickr.com/7236/7047721535_531b4ae8d9_m.jpg
http://goo.gl/9CSyM
http://www.cdns.com.tw/20120304/news/dfzh/860080002012030318354985.htm

木乃伊傳奇─埃及古文明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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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英國女王有分身嗎?

A：

今年適逢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登基一甲子，女王向

來出席任何活動場合，幾乎都沒有失禮或出糗過；原來是她的背後

有一位分身，在女王每次參與活動之前，這位「影武者」都會幫她

進行走位彩排。

低調的史萊克(Ella Slack)曾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經理，過去20幾
年來，只要在王室活動的彩排上，幾乎都可以看到她扮成女王的替

身；現年69歲的她認為，能確保女王活動程序是一種榮幸及樂趣，

所以她過去這些年來，從來沒有收過王室半毛錢。

雖然史萊克外貌與英女王不同，但她們兩位體型卻有些相似。這位

女王的「替身」表示，全世界有多少人可以坐在王室四輪馬車裡，

又有多少人可以走上溫莎城堡的台階，更何況是搶先女王一步。

24年前，史萊克還任職於BBC時，有一位製作人問她能否於戰亡將

士 紀 念 碑 (Cenotaph) 前 ， 擔 任 女 王 的 替 身 ， 彩 排 國 殤 日

(Remembrance Day)活動；自此，她便展開了女王「影武者」的事

業，不論是在英國國會開幕上，還是歐戰勝利紀念日等，皆能看到

她的身影。

參考資料：

http://www.nownews.com/2012/05/27/91-2818057.htm

[UB1A簡君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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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放映地點：高雄電影館
展映日期：2012-06-17 ~ 2012-07-08
影片介紹：
http://kfa.kcg.gov.tw/n/reflect/movie.php?catid=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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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世界最頂尖 ─
柏林愛樂12把大提琴成軍四十年訪台音樂會

當今古典樂界最夢幻的室內樂團─『柏林愛樂十二把大提琴』，成
員來自擁有全世界最崇高地位的柏林愛樂交響樂團 (Berliner
Philharmoniker)。大師們繼兩年前的演出後，再次欽點高雄，7月4
日再度與大家相見。

曲目完美交錯古典與現代，跨越時空的永恆感動，曲曲扣人心弦，
是高雄少有的超世界級演出，樂迷們千萬不要錯過！

活動網址：
http://www.khcc.gov.tw/media01.aspx?ID=53&IDK=1

演出時間：101/07/04 (三) 19:30~22:00
演出地點：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入場方式：售票
票價：500、800、1200、1500、2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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