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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人 獻 曝 《 列 子 ‧ 楊 朱 》

比喻貢獻非珍貴之物，為平凡人所貢獻之平凡事物。

這陣子，常想到這句成語。

或許是因為總在遞送公文或開會的途中，方能曬到珍貴的太陽，途中看著
學生坐在紅磚道旁的平台上，三兩悠閒地聊著天，讓我羨慕著他們正經歷
這美好時光：是秋天，是青春。

想到宋國的野人，在歷經了寒冬後曬著暖暖的春陽，一心的滿足之餘，便
想到要去京城貢獻著天大的享受；而這樣的緩慢與自然，怎麼會是種平凡。

可以好好地曬一場春天(或秋天)的陽光，對我這位野人成了一種奢侈。

老 王 賣 瓜

自上週開完編輯小組會議之後，便非常期待此次歐盟園區電子報的出刊。
本學期規劃歐洲主題專欄為《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歐洲建築專題》，希
望跳脫以往談論歐洲建築時，總以經典或傳統建築作為引言、主體及結語
的鐵三角(或百慕達三角洲)，希望能為讀者多介紹些當代的新穎建築與其
特殊風格，帶領大家了解建築是如何和環境與使用者互動，近代歐洲建築
除了我們較為熟悉的教堂、古堡和宮殿之外，又蘊含著怎樣的改變進程及
新思維！

《世界觀點》則持續規劃跳脫「歐洲/歐盟」框架之外的世界脈動與社會
議題，本期編譯CNN的訪問－《What If Rich Countries Shut the Door on
Immigration?》，讓我們試著從另一種角度來思考移民對於社會的貢獻。

《歐洲藝文報導》則為大家報導目前正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展出之《兩
「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與袖珍藝術特展》，讓我們看看一張薄薄的鈔票
中隱藏著怎樣深厚歷史背景與典故！

週末，何不就去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走走呢？除了有藝文展覽之外，

同樣也能參觀這週末舉辦的「教學卓越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文藻外語
學院的老師和同學也會參與本次發表會活動，展出歷年來全校豐碩的執行
成果喔！[活動花絮： http://goo.gl/ephfl]
老王說完了，瓜，賣出去了嗎？



美國教育秋季展
時間：10/15 (一) 16:00-20:00
地點：漢來大飯店9F
官網：http://www.aief.org.tw/

英國名校聯展
時間：10/11 (四) 14:00-21:00
地點：國賓飯店20F 樓外樓
官網： http://www.uk-unitour.tw/index.php

澳洲教育展
時間：10/09 (二) 16:00-20:30
地點：漢來飯店9F
官網：http://www.sia2012.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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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歐洲統合德憲法法院不阻礙 (大紀元9月13日)
http://goo.gl/9TUfh

 民調：歐洲人七成受訪者挺奧巴馬連任(大紀元9月16日)
http://goo.gl/NyMdT

 歐洲多國民眾抗議財政緊縮政策(希望之聲10月1日)
http://goo.gl/VOemK

 九月的歐洲曾形勢大好如今又被打回原形(鉅亨網10月1日)
http://goo.gl/JuI30

 歐洲官員：西班牙已準備請求紓困 但德國阻撓(華視10月2日)
http://goo.gl/WuMei

 歐洲調查：英國上班族憂鬱指數最高(鉅亨網10月2日)
http://goo.gl/ZJpNT

 歐洲市場不振陸出口難有起色(中時電子報10月2日)
http://goo.gl/Rk7iJ

[UJ2B 張涵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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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市場不振陸出口難有起色

大陸外貿情況嚴峻，特別是外需市場疲軟導致出口急墜，不僅
出口商苦不堪言，也拖累大陸經濟成長持續放緩。分析指出，對歐
盟出口不斷衰退，是造成大陸外貿陷入困境的主因。換言之，只要
歐債危機持續延燒，大陸外貿就難有起色。

據大陸海關總署統計，今年前8月，大陸對歐盟出口累計衰退4.
9%，其中對義大利衰退高達26%，是衰退幅度最大的主要歐洲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對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出口，前8月也衰
退7.9%，各項數據皆顯示，大陸對歐盟出口情況相當糟糕，且幾乎
沒有樂觀訊息。

大陸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表示，歐債危機進一步升級並趨於惡
化，歐盟各國進口需求急劇下降，超出了很多專家的預判。歐盟是
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但今年以來大陸和歐盟的貿易額嚴重下降，
已成為大陸出口成長下滑的首要因素。

今年以來，大陸對歐盟出口除2月和5月略有成長外，其餘6個月
均下降，其中7月更大幅衰退16.2%。自3月起，美國已取代歐盟成
為大陸最大的出口市場。

除歐洲市場需求低迷，大陸還不斷面臨歐洲反傾銷和反補貼調
查。比如代表逾20家歐洲太陽能企業的民間組織「EU ProSun」日
前向歐盟控訴大陸非法補貼太陽能出口，要求進行調查。在此之前，
歐盟已應「EU ProSun」申請，對大陸太陽能產業展開反傾銷調查。

[UJ2B 張涵恩/整理]



日不落帝國－當空間與藝術相遇

你心中的英國是甚麼樣貌？是

倫敦鐵橋？大笨鐘？倫敦眼？不！

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帝國絕不僅有倫

敦獨占鰲頭，也絕不是只有著名的

觀光建築藝術！讓我們以英國的四

大區域來介紹各地代表的現代建築

藝術吧！

[UA2A施珊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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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英格蘭(England) - Selfridges,Birmingham

Selfridges 位於英國倫敦

Birmingham Oxford Street的百

貨公司，於2003年開幕，千禧

年後公司決定進軍蕭條已久的

伯明罕市中心。但這個案子卻

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原因很明

顯，建築物實在長得太怪了。

England,
Birmingham

Scotland,
Glasgow

Wales,
Cardiff

Ireland,
Dublin

Selfridges 外觀(圖2)

英國地圖(圖1)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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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idges百貨公司的開幕逐漸地
讓整個Bullring購物帶甦醒過來，人
們可以從都市的其他地方用步行的方
式來到這邊，不像美國的大型購物中
心那樣，居民們得從居住的地區開車
經過高速公路才能抵達，這邊沒有大
型的停車場，也不需要大型的停車場，
購物行為的完整不一定得依賴車輛才
能完成。

在 外 觀 設 計 ， Future
Systems 讓 這 棟 沒 有 招 牌 的
Selfridges 百 貨 公 司 外 表 覆 滿
15,000片閃閃發光的鋁製圓盤，
每片圓盤都是一片一片在造船廠
內打造出來。當今最搶眼最流行
的就是這種令人充滿想像的軟形
數位風，形體自由線條柔曲，在
一片充斥僵硬直線的現代都市紋
理裡，是個大藝術。

不少人將英國Future Systems(倫敦的建築師事務所)所設計的
這間百貨公司視為「SPACESHIP」--一艘能夠吸引眾人目光、把
人潮吞入腹中閃著銀色光芒的太空船，Future Systems兩位老闆
Amanda Levete和Jan Kaplicky 對媒體描述他們對於這棟建築物的
期望時是希望她可以成為「都市重生的催化劑」 (a genuine
catalyst for urban regeneration)，事實上Birmingham 這個英國第
二大城，過去充滿媒煙、工廠、流浪漢的市中心因為「太空船」
的出現而開始改變。

通往Selfridges走道(圖3)

Selfridge外觀以鋁製圓盤設計(圖4)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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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idges 小故事

Selfridges 的前執行長Vittorio Radice，他慧眼識英雄地邀請了Future
Systems參與百貨公司的設計競圖案，根據英國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一篇報導指出，Vittorio Radice是坐在英國著名的雙層巴士車頂上見到

Future Systems設計的某個案子時驚為天人，就去找他們來參加公司邀請

的小型競圖，當時Future Systems因為沒有案源幾乎快要坐吃山空，接到

Vittorio Radice的邀請時他們要求將這個競圖案縮得越短越好，因為他們

連建築物的模型製作都負擔不起，雖然Future Systems事務所過去從未接

過這麼大的案子，到最後他們還是不負所託，讓這間Birmingham
Selfridges百貨公司與Birmingham 受到全英國的矚目。

蘇格蘭(Scotland) - The Riverside Museum,Glasgow

The Riverside Museum 是

知名建築師Zaha Hadid擊敗多

位強勁的對手所獲得的建案 。

由於博物館地處River Kelvin流
入 River Clyde 的 交 界 處 ，

Hadid因此希望能設計一個也

會流進河裡的建築。如同一波

波洶湧尖銳的波流，湧過River
Clyde和Riverside Museum，

整體的設計從外觀和建築所在

的樞要位置，充分顯現了格拉

斯哥市(Glasgo)城市與河流密不

可分的關係。

The Riverside Museum 以河流作為概念設計(圖5)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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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a Hadid：「我們可以通過建築，探討未來的可能性，同時也探索、定
義了城市的文化基礎。」這座建築，除了作為一個展示數百年來交通運輸工具
的場域，同時更代表了運輸工具在過去和未來的連結，從此方到達彼方的溝通。

生生不息的河流，為人們
提供定居、運輸的必要條件，
從古至今，蜿蜒流過大地的河
川，為土地孕育生命，為彼方
的人們連絡情感，Zaha Hadid
以獨特的手法，讓流域的文化
型態具體體現在博物館的建築
概念裡。恍若電腦繪圖般的景
觀，一個鋸齒狀或稱為波浪狀
的鋅材質鋪就的屋頂，綿延貫
徹成有機流動感十足的建築外
觀。起伏波折的曲面，在陽光
的映射下，帶著如夢似幻的不
存在感。

The Riverside Museum 全景(圖6)

以流域文化特色體現建築美(圖7)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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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方面，屋頂結構大致以Z字型貫穿，以鈾面結束外牆的
端點，不需要任何次要的輔助條件即可支撐。外型彷彿經過擠壓成
型的彎曲急轉，屋頂的區段變換寬度和高度，為了適應這些變化現
在這些綿延起伏如山峰和山谷間的屋椽，佐以可彎曲的圓弧面，椽
的本身並無筆直的設計，然而通過切面的串連，改變了每個坡度的
方向。

Zaha Hadid小檔案

Zaha Hadid出生於伊拉克的巴格達，後定居英國，為知名的伊拉
克裔英國女建築師。2004年成為首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女建築師，
在國際建築界享負盛名。

使她引起世人的注目，一開始是1983年香港的「峰」俱樂部(The
Peak Club)，接著是1986年柏林的Kufurstendamm購物街，都是一等優
勝獎。還包括1989年杜賽道夫的藝術媒體中心和1994年的卡迪夫歌劇院
皆出於她手。

她的設計才華也不僅止於建築，還包括了室內設計與產品設計，曾
為倫敦Bitar品牌，設計過傢具與室內裝飾。

1990年開始她也承接了不少的大型展場設計，如Gronningen的視
覺藝術設計展館、1992年紐約古根漢博物館的展覽。近期還有20000人
座位的曼徹斯特水運中心， 此水運中心是為2012年的夏季奧運場地。也
曾經參與台中古根漢美術館設計，可惜未建成。

Zaha Hadid(圖8)
建築外型彷彿經過擠壓成型的彎曲(圖9)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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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Wales) – Wales Millennium Centre,Cardiff

威爾斯千禧中心 (Wales
Millennium Centre)由建築師

Jonathan Adams 設 計 ， 於

2004年開始建造．2009年完工。

位於卡地夫海灣(Cardiff Bay)
旁，已成了這個地區的主要地

標之一。許多盛大的音樂會、

歌劇、演唱會都會在這裡舉。

除了實體的地標，也是卡地夫

以及威爾斯的文化地標。

建築師Jonathan Adams在設計時就有一個想法，要設計出一
個具有威爾斯特色(Welshness)，讓人一眼就認出這裡是威爾斯的
建築。因此，整棟建材利用了許多當地的不同材料，包括歷史的
石板、金屬、木材與玻璃等，所有材料皆來自威爾斯。

Millennium Centre全觀，
已成Cardiff地標之一(圖10)

整棟建材皆來自威爾斯(Wales)(圖12)Millennium Centre全觀(圖11)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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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門拱頂前大膽以銅片作一巨蛋，上面刻著一句威爾斯詩人
Gwyneth Lewis的詩句：「Creu Gwir fel gwydr o ffwrnais awen」意
作「Creating truth like glass from the furnace of inspiration」(如製
造玻璃的靈感，創造真理。) 亦有一句英文的：「In these stones,
horizons sing」，玻璃做的文字，到晚上就會放光，非常漂亮與震撼。

建築兩旁的延伸以海洋

為主色的小石塊排出深淺有

致如崖般的橫紋，建築的背

面是天然木建成。雖然合襯，

卻又是截然不同之感，全座

建築強調環保概念，頂頭是

一片凹凸如波濤的屋頂，可

以儲水，也可以抽風、也可

以透光，它四角外飛，特別

與海灣附近的建築格外相襯。

宏偉的大門刻著威爾斯詩人的詩句(圖13)

全棟建築強調環保概念並與海灣相襯(圖14)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愛爾蘭(Ireland) – Grand Canal Theatre ,Dublin

Grand Canal Theatre是波蘭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的作品，
此中心提供舞蹈、歌劇、音樂等藝術表演的國際級場地，於2010年
3月落成後，由俄羅斯芭蕾舞團的天鵝湖開幕，開始正式營運。該
場地彌補River Liffey另一岸上大型場地The O2 Theatre對於特定藝
術演出硬體設備上的缺失，為都柏林接納更多國際級的表演團體。

Grand Canal Theatre是都柏林
碼頭區都市生新主要的一部分，可
容納座位2,100席位。它俯瞰新城市
廣場Grand Canal Square。劇院大
廳的多層次，從上方俯視廣場宛如
一齣城市的戲劇。

劇院入口設計成重疊的褶皺，
使遊客彷彿進入布幕，通過一個階
段的序幕。禮堂讓人回想起這個城
市的造船歷史，觀眾席喚起木材船
舶的船體。

Grand Canal Theatre 全觀(圖15)

以重疊的褶皺,使遊客彷彿進入布幕(圖16)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1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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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ibeskind 設 計 的
Grand Canal Theatre開幕，為陷入
經濟蕭條的都柏林帶來了希望 。是
都柏林一個重要的文化建設，一個
城市飽受經濟蕭條之後，迫切需要
歡呼雀躍重生。

Daniel Libeskind：「都柏林一直是我最喜歡探訪的城市之一，在設計這

棟建築時，我不僅想要創造一些能夠反映都柏林的能量與生活；我更想建立

一個在這個城市中強大的文化象徵。我相信這個設計將成為都柏林港灣的指

標性建築，一個購物、生活與娛樂的新地標。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將出現，

更象徵都柏林特色的喜悅與戲劇。」

另一角度的Grand Canal Theatre(圖17)

Grand Canal Theatre讓都柏林重生(圖18)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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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ibeskind 小檔案

Daniel Libeskind生於戰後的波蘭(1946)
，現為美國公民，他的創作不僅是建築，亦被

視為藝術，其展覽遍及歐洲、以色列、日本與

美國，轟動一時的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所展

示的「解構主義建築展」中，他是其中重要的

展覽者之一。現居於柏林， 並積極的參與國際

競圖。

Daniel Libeskind的幾個專題「Between Zero
and Infinity」「Chamberworks」
「Theatrum Mundi」等，都引起建築界極大的討論與省思，可以說是80年
代以後最重要的「思考形」的建築師，不論是其理論或是極少數的實際作

品,，都為建築界提供了相當強烈的爭議與深刻的省思。

在回應歷史的脈洛與都市的紋理上，軸線成為Daniel Libeskind重要的

建築手法之一，各項代表不同意義的軸線，彼此交織重疊在建築物上，不段

的介入並改變建築的空間結構與形式，使得建築物斷斷續續、若有似無的將

都市與歷史片段式的植入其中， 呈現建築的不確定性。

參考資料：

Selfridges：
http://www.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12509
The Riverside Museum：

http://goo.gl/bTMsn
Wales Millennium Cent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es_Millennium_Centre
Grand Canal Theatre：
http://www.archdaily.com/52814/grand-canal-theatre-daniel-libeskind/

圖片來源：

圖1、http://www.theradex.com/Offices/Europe.aspx

Daniel Libeskind(圖19)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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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http://goo.gl/b6tfx
圖3、http://goo.gl/iybdS
圖4、http://www.forgemind.net/phpbb/viewtopic.php?t=12509
圖5、http://archidialog.com/tag/riverside-museum/
圖6、http://goo.gl/mGDYs
圖7、http://goo.gl/u9LL3
圖8、http://goo.gl/cr98m
圖9、http://goo.gl/85Bij
圖10、http://goo.gl/uwTWE
圖11、http://www.skyscrapercity.com/showthread.php?t=419544
圖12、http://www.geograph.org.uk/photo/3112062
圖13、http://goo.gl/O2SvU
圖14、http://goo.gl/Z673T
圖15、http://www.dylan.ie/grand-canal-theatre
圖16、 http://goo.gl/M9YUI
圖17、http://goo.gl/enQN3
圖18、http://www.northstarhotel.ie/bord-gais-energy-theatre/
圖19、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iel_Libeskind

空間雕塑 / 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編譯自科學人9/12/2012原文文章
[XG2A陳心惠/翻譯及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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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變塑膠?聽起來很詭異，好像跟我們無關，但是，是真的嗎?
看完這篇後，你會完全改觀…

你有聽過牛奶變塑膠嗎？如果沒聽過，

你大概會對於從早期1900年到1945年，牛

奶被做成各種塑膠的裝飾品是很平常的事

感到驚訝。牛奶塑膠 (通稱酪素塑膠，

casein plastic)甚至用來做英國女皇的珠

寶！

酪素塑膠是在19世紀末期發明出來的，

材料是母牛中的蛋白質，利用凝乳酵素始

之沉澱。即使酪蛋白在適度的高溫和壓力

下是極度容易鑄型的，但是在泡福馬林並

變硬之前，是不穩定的。這造成許多變形，

所以幾乎只製作紙張、桿子、管子或別針。

製作之後，可以用砂紙或是用化學藥劑把

酪蛋白磨光。而易上色的特性，對於酪素

塑膠消耗極大的鈕扣業者極為重要。不只

鈕扣，在牛奶中的酪蛋白於古埃及時經常

用來固定壁畫顏色。它也曾被當膠水中的

原料，但直到19世紀末才開始被做為固體

的塑膠。

牛奶變塑膠
歐盟學術專欄



Krisch是德國漢諾威市(Hanover)
一間大影印商的老闆，為了取代石板，
研究如何用酪蛋白做一個可清洗的白板

(因為當時的紙很貴)。他和一位巴伐利
亞(Bavaria)的化學家，Adolf Spitteler共同研究，並在1899年7月15號
取得了「塑膠成分」(plastic composition)的專利。這個專利從一間德
國的商行 Vereinigten Gummivarenfabriken 和法國的 Pellerin and
Orosdi (Compagnie Francaise de la Galalithe)開始。這個產品當時的
商標為Galalith，並在1900年於Paris Universal Exhibition初登場。兩
間公司在 1904年合併，且於Harburg組成了 International Galalith
Gesellschaft Hoff，更建了一間新工廠。當時是用乾燥的酪蛋白細粒下
去製作，而這個方法實際上和現在沒多少差異。

酪素塑膠被譽為「最美的塑膠」，而且用來製造許多東西，尤其是
假龜殼和角。最常用來做鈕扣、毛線棒、鋼筆、自動鉛筆、衣服上的飾
品、刀柄、項鍊、餐具裝飾、修甲用具、花俏的梳子和化
妝用的刷子，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東西。它也會出現
在電子用品中，低電壓的插頭、低電壓插座，在1920
年代到1930年代，更成為早期電話的零件。但是它的
不穩定性到現代仍然無法控制。即使不多，現在仍有
些國家大量製作酪素塑膠產品，比如說紐西蘭。但是
繼續用酪素塑膠的產品大概只剩鈕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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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科學人:
http://goo.gl/fBflF

圖片(按順序):
http://goo.gl/2wUKk
http://goo.gl/VEbau
http://pens.biolab123.com/?p=31

歐盟學術專欄

1921年派克Ivorines女用自動鉛筆，單以
顏色來評價，這款筆的顏色在當時可說
是鶴立雞群(圖3)

義大利Viscont的電木產品(圖4)



What If Rich Countries Shut the 
Door on Immigration?

編按：2012/09/20《時代》(TIME) 於其網站上刊登的一則訪談性全

球新聞《What If Rich Countries Shut the Door on Immigration?》
，以下為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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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中，與

TIME合作的Ian Goldin(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主任和牛津大學全球化

及發展的教授)表示：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已開發國家中慘澹的失業

率及日益高漲的仇外心理，都是促成反移民政策的可能性。Goldin也

警告，這樣的政策不僅會損害世界各地的社區，同時也會產生不良的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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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呼應標題(圖3)

What If Rich Countries Shut the Door on Immigration?
They would start to look like North Korea, says an Oxford professor

[XE3A張語軒/翻譯]

世界經濟論壇標誌 (圖1)

Ian Goldin(圖2)



Q1: Are we in the throes of a global backlash against 
immigration?我們深陷在全球反對移民的痛苦中嗎？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關注移民所造成的問題，例如：嚴重的經

濟危機、攀升的失業率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縱觀歷史，這些問題一

向歸咎於移民。而就政治方面而言，這是作為選戰中一種簡單的手

法，只是它因成效不彰而從未被列入戰略的考量。

Q2: And there are clear signs of this?有明確的跡象嗎？

今年在希臘發生一起因移民而引起的肢體攻擊便是當中最慘烈

的事件。其中，受害者只因外表的差異而遭毆打或刺傷。就政治層

面而言，社會上也有一些反移民政策的真實案例。在英國，政府已

提出了移民的上限，這樣的做法使其不再那麼輕易地便能招收到具

有純熟技術的工人，並且由於申請簽證極為不易，來自中國和南非

的人不再願意到當地參與學術會議；在西班牙，政府提供全額補助

將移民遣送回國；而最近在法國的大選中，極力反對移民的極右派

國民陣線(far-right National Front)幾乎贏得了五分之一的選票而勝

選；至於在美國，有趣的是，儘管拉丁美洲裔的選票能主導選舉結

果，「移民」仍是個選舉前的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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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What If Rich Countries Shut the 
Door on Immigration?

今年在希臘由反移民人士對移民展開的攻擊事件(圖4、5)



Q3: What would have to happen for a government to really
shut the door? 如果政府關上了移民的大門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富裕的國家真的要完全阻擋移民的途徑時，他們將需要停

止國際航班、封鎖港口、終止觀光業及作好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劇減的心理準備。相較於失業率的下

降，公司的失敗率卻會上漲，因為他們失去了主管及職員，而其需

求量也將下降。諷刺的是，我們卻將看到更多的非法移民。在美國

，每當政府針對移民法採取了更強硬的對策時，生活在當地的墨西

哥人的總數實際上卻節節上升。這樣的道理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你

知道你將不被允許再次回到現在所待的國家時，你寧可留下來，也

不願意在工作量枯竭時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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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著美國的非法移民如浪潮般巨大(圖6)

墨西哥人舉牌抗議自己並非非法移民(圖7)



Q4: Who would feel the impact the most?誰將感受到最大的衝

擊？

合法的移民源自於非法的移民前，進而拓展到所有的人。各行

各業─從農業到醫療保健，乃至工程技術及旅遊─皆仰賴著外來勞工

。各醫院將因失去清潔工和心臟外科醫生而倒閉；依賴著外籍保姆

的職業婦女將連帶遭受波及；而接受移民的國家更將受到極為有害

的影響：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其僑民的匯款數目經常驚為天人，而

金融方面的支持更遠遠超過外在的援助，如此一來，這樣重要的援

助將會枯竭。

Q5: What would the broader consequences be?更廣泛的後果

呢？

將移民拒之門外不僅會徹底削弱成熟經濟體的競爭力，同時也

會影響道德觀及損失文化的多樣性。移民是個自成一體的團體，他

們承擔著風險，也隨時準備好面對巨大的犧牲。要成為一個局外人

需要極大的勇氣，這帶給了移民們很大的能量來源。觀看美國矽谷

(Silicon Valley)，一半以上的創始公司都是由移民創建的，同樣地

，那些具代表性的公司如：蘋果 (Apple)、谷歌 (Google)、雅虎

(Yahoo)以及PayPal也是由移民起家的。移民所帶來的眾多諾貝爾

獎得主及奧斯卡電影導演的獎項和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所得的相比，

多達三倍以上，這說明了已開發國家是無法失去這些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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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從阿拉伯移民到美國的保姆照顧著美國幼(圖9)

PayPal公司標幟(圖8)



Q6: What would a society without immigration feel like?

一個沒有移民的社會會是怎麼樣的呢？

這就會像生活在北韓一樣。

Q7: What’s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a backlash against migration?
什麼是最好的應對辦法？

我並非對政治理念抱持著天真的態度。儘管開放邊界可能是個理

想的做法，我仍不建議這麼做，就如同我也不贊成已經實行了五十幾

年的自由貿易談判。現在我們首要認清的是，移民的管理制度仍不完

善。移民帶給他們短期且局部的利益，然而對於一個要發展出長遠利

益的社會來說，其信念是相左的。不管我們是不是在爭論義大利外海

第一個接收來自突尼西亞難民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或是有著

大量移民人口的英國斯勞(Slough)小鎮，對於當地居民來說，移民無

疑是個負擔。這是個需要以全國標準性正視的國家議題。再者，領導

者需要更加誠實。現階段令人沮喪的是並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移民搶

走了當地人的工作機會、侵占資源以及拖垮經濟。儘管事實說明著若

追溯到好幾個世紀以前，我們全都是移民者，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依

舊流傳著。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從小學德語長大，但後來不也是被視

為大不列顛(Britishness)的代表人物嗎？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流傳不

必要的謠言，卻從不針對事實就事論事。舉個例子來說吧，如果富裕

的國家承認來自窮國的移民擴張的勞動力只占3％，那麼根據估計，

每年會有$356億的美元，而這個世界也將變得更加富裕。在加拿大，

首都多倫多(Toronto)的人口中，移民就占了50%。我們最需要的不是

傳聞，而是更多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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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斯勞(Slough)小鎮的地理位置(圖11)

義大利外海蘭佩杜薩島(Lampedusa)的地理位置(圖10)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uo3Qo
圖片來源：

1.http://directory.ac/world-economic-forum.html
2.http://www.washingtonspeakers.com/speakers/speaker.cfm?SpeakerID=7144
3.http://goo.gl/bSpiH
4.http://goo.gl/paMtv
5.http://www.newsdaily.com/stories/bre87n103-us-greece-protest/
6.http://the-turning.blogspot.tw/2006/06/is-america-nation-of-immigrants.html
7.http://goo.gl/p5mFv
8.http://www.thevpnreviewer.com/buy-vpn-paypal/
9.http://goo.gl/nPUV8
10.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2816340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Slough
12.http://torontoist.com/2011/04/platform_primer_immigration/
13.http://www.bnp.org.uk/policies/immigration

Q8: Is this something that’s important to you personally?
這對你個人來說很重要嗎？

移民一直是個用來逃避飢荒、貧窮和迫害的方式。如果當初

沒有移民的話，我就不會在這裡：無論是身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的

南非人，或是就「移民」這兩個字而言，都具有著特定的意義。

如果我的家人一直沒能離開奧地利，他們就會被納粹黨(Nazis)給
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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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UG4A 謝育展/報導]

高雄工藝科學博物館從2012/
07/28至 2012/10/21展出臺灣與
世界各國共約1千多張的經典鈔票
以及袖珍博物館25件經典館藏袖
珍藝術作品。

本展分為兩個展區，一為台
北故事館所舉辦的「鈔票的故事」
展，另一則為袖珍博物館的「袖
珍藝術」展 ，藉由「小物」傳達
其背後的文化、藝術及科學技術。

購票資訊(圖2)

活動背景

參考資料：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2/minutiu/

宣傳海報(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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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在您我身上的「鈔票」是人類文
明史上偉大的發明，更是現代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但是您了
解嗎？您知道它的緣由嗎？

「袖珍藝術」總是帶給人們驚奇
的印象，它的製作過程繁瑣、
作品背後的故事卻鮮少人了解，
讓我們走訪高雄工藝科學博物館
一探究竟！



世界各國鈔票圖像設計大致類型：
人像－政治人物、傑出人物、藝術人
物；建築物－政治性建築、社會性建
築；動植物－國家特有、稀少、保育類動植物；地理觀－國家特有或
具代表性地理景觀；社會文物－國家代表性文物、作品：展望－象徵
對現在與未來社會的展望、人權－紀念人類歷史上愛好和平、追求；
人權 資源—國家資源或經濟作物 。

歐洲藝文報導

鈔票簡介

絲質鈔票(圖3)

參考資料：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2/minutiu/index.htm

袖珍展覽館內概況(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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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鈔票的材質

鈔票的材質種類很多，有皮質、
木質、絲質、塑膠等。 最重要的是
必須達到貨幣流通的目的。

袖珍藝術簡介

鈔票的設計

老早從埃及的金字塔就出現過
迷你的陪葬品，中國的故宮裡也有
不 少精緻得令人嘆為觀止的袖珍
藝術品， 日本人三月節句，俗稱
雛祭，展示的 是不折不扣的袖珍
世界。

袖珍藝術以娃娃屋的型態出現，
相傳是發源於十六世紀的德國，當
時只流傳在王室與貴族之間，而其
主要用途是教育兒童，特別是女孩
子，所以造型以廚房及起居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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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心得

初次在網頁上看到此展覽

時，被「鈔票」這個主題深深吸

引，世界上近兩百個國家，鈔票

種類數量可想而知。鈔票不僅是

藝術品，它亦隱藏著扣人心弦的

文化故事，內容肯定比電視上的

連續劇還要精采，這使得我不得

不親自走一趟高雄科工館。

展覽會場入口擺設(圖5)

一踏進展覽場，迎面而來的就是左上方那夢幻的擺設，而我第

一個得到的知識就是，鈔票由中國人所發明的，足足領先歐洲第一

張鈔票出現六百年的時間。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鈔票的發明(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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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會場入口擺設(圖7)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右方的「絲綢鈔票」是
德國在1921年前後發行，稱
為「路透券」， 當時第一
次世界大戰戰敗，使德國民
生物資匱乏，幾乎把所有資
源用在打仗上，沒有多餘的
資源來印製「紙鈔」， 因
此以「絲」作為 製鈔原料。

上方的圖片是以油畫作品－商人英霍夫(由德國畫家—杜

勒創作)為設計的紙鈔;至於下方則是出生於瑞士的法國畫家的

雕塑家及繪畫大師－亞伯特‧傑克梅第的雕塑品＜行走中的男

人＞，堪稱世界上最美的鈔票之一。由此兩例足可證實，歐洲

國家很重視藝術創作。

＜商人英霍夫＞杜勒(圖8)

＜行走中的男人＞亞伯特‧傑克梅第(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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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歐洲鈔票(圖10)

德國馬克(圖11)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目前世界五大洲各國使用的貨幣在此皆可一覽無遺，

亦包含歐元使用國的舊貨幣。

法國法郎(圖12)



30

歐洲藝文報導

上方奧地利的鈔票可推敲出該

國認為教育是不可忽視的國家大計。

圖十五瑞士少女峰，我本身曾造訪

過，該峰為歐洲第一高峰，乘坐擁

有 100 年 歷 史 的 高 山 列 車 －

Jungfrau Bahn登上少女峰時，沿

路的景致美不勝收，少女峰上的壯

觀景象亦令人嘆為觀止！

維也納約瑟夫農學院(圖13)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瑞
士
少
女
峰(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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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為國家－辛巴威因通

貨膨所造成的鈔票亂象，最大面

額為100兆元。擁有鈔票的國民

皆成了富豪，實際上很多鈔票大

部分該國國民都未曾見過，最後

結局是放棄本國貨幣，改用南非

貨幣。顯示該國家經濟窘境。

袖珍藝術品—夏日午後斜陽(圖16)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左方的圖片是來自美

國的袖珍藝術作品—夏日午

後斜陽。做工非常精細，屋

子裡的所有擺設裝潢，甚至

人物都栩栩如生、維妙維肖。

億萬富翁—通貨膨脹(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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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這次的展覽如同乘上時光機器，帶我回到過去，親身經歷我們
在書本上所讀到的世界各國歷史故事及事件，亦獲知鈔票之中所蘊
含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真的是增長見聞！ 想知道德國馬克、
法國法郎、西班牙比賽塔的鈔票是什麼樣面貌的讀者們請親自走一
趟「高雄工藝科學博物館」，以須買票入場的展覽而言，本編譯者
認為值回票價！

展
覽
內
部
的
觸
控
螢
幕

欲
知
展
覽
內
鈔
票
相
關
知
識
，
可
自
行
查
詢
，
將
有
詳
細
介
紹

。

(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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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2/minutiu/index.htm (圖1與圖3)
其餘圖片皆為筆者於現場拍攝

參考資料：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2/minutiu/index.htm

地點：高雄工藝科學博物館六樓
展期：2012/07/28至2012/10/21(週一-週五 11:00-22:00 /

假日 10:30-22:00)
官方網站：
http://www.nstm.gov.tw/exhibition2012/minutiu/index.htm
交通資訊：
http://goo.gl/zcY73

展場入口實況(圖18)

兩小物采－鈔票的故事＋袖珍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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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微波爐的故事

[XG2A陳心惠/整理]

1922年無線電之父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義大利人)提出，
可發射無線電波而憑反射波探測船隻。構想來自於蝙蝠與海豚使用
聲納的原理，只是將音波改為電磁波。

易於傳導電磁波的物體也易於反射電磁波，因此金屬和其他導
電物質都有絕佳的反射性，這使得雷達成為探測飛機船艦非常好用
的工具。為了取代易被阻擋的無線電波，藍道爾(John Randall)與
布特(H.A. Boot)在1939年發明了可產生微波的磁控管(magnetron)
裝置，成為日後微波爐最重要的元件。

磁控管的構造是，在超過4000伏特的高壓下讓電子從加熱的陰
極射出，但沒有直飛向陽極，而是在巧妙安排的磁場中不停旋轉，
旋轉時再通過精密安排的金屬片，金屬片便會以特定的頻率與之共
振。這樣的電磁共振再傳送到小型天線上，就可發出高功率的微波。

微波爐右上方的磁控管通電後會產生微波，透過金屬導波管傳
至迴轉扇，迴轉扇將微波均勻發散到爐內金屬內壁上，並不斷反射，
食物內水分子吸收微波而旋轉摩擦生熱，食物也得以加熱。

原
理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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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國工程師史賓塞(Percy L. Spencer)在測試磁控管時，發
現口袋裡的巧克力融化了，但當時天氣並不炎熱，好奇的想到是
否也可用同樣方式做出爆米
花？於是用磁控管的微波將一袋玉米粒爆開。他再試了帶殼的生
雞蛋，結果雞蛋被煮熟且爆裂開。

1947年第一台在市面上販售的微波爐稱為「雷達電爐」，這台
怪機器巨大且沉重(300公斤)，又必須以水冷卻，價格高達數千美
元，但烹調容積卻很小，當然賣不好。1960年代，家用微波爐迅
速發展，1962年和1967年，日本和美國分別推出小型家用微波爐。

Q：微波爐的注意與迷思

首先要知道，放進微波爐的東西到底能不能安然地讓微波作用。

當微波傳遞抵達物質時，物質對微波的反應分為穿透、反射、吸收

三種。微波可穿透玻璃、陶瓷、塑膠，含水或脂肪的食物就會吸收

微波能量並發熱。

含有金屬的物體，都不可放進微波爐裡，除了因為金屬會反射

大部份的微波、使食物無法加熱，更嚴重的是金屬導電性佳，當接

受微波照射，金屬的邊緣或金屬與金屬相接近處(如餐具交疊、鋁

箔紙對折、凹凸處、或金屬太靠近爐壁等)，會累積過多電荷而產

生很高的電場，使周圍空氣游離裂解而導電，甚至會爆炸！同時微

波加熱會使水變成蒸汽，急速膨脹的氣體讓內部壓力急遽升高，如

整顆帶殼雞蛋、帶皮水果、食品外覆包裝袋、加蓋閉合或密封式的

餐盒等，都不適合放入微波爐加熱，有爆炸之虞。



微波本身並不會「殘留」在食物中。陶瓷和純玻璃的容器較適

合微波，如使用其他材質，應注意是否能耐熱120℃以上。有些器皿

含有各種添加物，例如塑膠餐具或保鮮膜，在高溫下可能會釋放出

有毒物質。此外，高溫易使食物營養素流失與變質，而微波的快速

加熱，容易讓使用者疏忽加熱時間過長，導致食物過度加熱。

至於微波是否可能從爐中逸出而危害人體？其實只要讓身體與

微波爐距離50公分以上，並且不要直視微波爐內，避免眼球水晶體

受熱振盪，就不容易造成危害。現在市售的微波爐爐體均有平滑金

屬壁，門上也有金屬網窗，因此能有效將微波限制在爐內而不外洩，

使用者毋須擔心。

微波爐的方便人人皆知，有些人對於微波爐的安全性尚有許多

疑慮，其實只要按照指示與建議正確使用，注意機器不老舊壞損、

定期檢修，就能安全享受微波帶來的便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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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easylearn&id=1853
圖片來源 : 
原理示意圖:http://www.freewebs.com/natuurkundewaves/microwaves.htm
將CD放進微波爐的結果: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ainbowCD.jpg

加熱液體時，不要放太滿，否則滾時會四

濺亂噴；同時也要注意「過熱」(super heat)。
例如熱咖啡從微波爐拿出時，溫度可能已高過

水的沸點，這時如果加上糖或奶精，會造成水

再次沸騰而朝四周爆開。解決之道是避免加熱

時間過長，或者，可在煮水前先行攪拌或稍微

搖晃容器，以在溶液內增加氣泡，讓超過沸點

的水可先藉氣泡沸騰而煮開，或是在容器內放

置木製攪拌棒或木製湯匙以助熱能釋放，都可

避免突沸的發生。

將CD放進微波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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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台灣設計展

TAIWAN DESIGN EXPO

今年設計展有來自全球12個國家、超過1,000件的設計品，
絕對是你不能錯過的精彩展覽。

展覽時間：2012.09.29至2012.10.14
開放時間：週一至周四 10:00-18:00
五、六、日及國定假日開放至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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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2012秋季演出《九歌》
CLOUD GATE 【Nine Songs】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10/12-13(五-六) 19:30

10/14 (日) 14:30

票價: 
300,600,900,1200,1500,1800

2300年前，屈原將楚國祭祀神
靈的樂曲加工潤色後寫成傳
唱千古的「九歌」。當代，
林懷民借來楚民的祭典儀式，
在21世紀的舞台上重現諸神降
臨的神采，開啟跨越古今的
當代啟示錄，也為屈原的
「九歌」寫下新的歷史扉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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