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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ymborska

如
果
，
沒
有
熱
情
作
為
支
撐
；
如
果
，
沒
有
理
性
作
為
基
石
，
要
如
何
在
每
天
的
庸
庸
碌
碌
、
忙

忙
碌
碌
中
，
找
到
持
續
前
進
的
動
力
。

在
藝
術
作
品
呈
現
於
大
眾
之
前
，
所
曾
經
歷
的
自
我
辯
證
與
挑
戰
，
以
及
對
所
處
環
境
之
反
思
及

批
判
，
以
種
坦
承
且
毫
無
遮
掩
的
勇
敢
或
脆
弱
，
帶
領
觀
者
看
見
這
世
界
中
的
另
一
個
世
界
。

因
此
，
博
物
館
、
石
頭
、
沙
粒
、
天
空
、
家
族
相
簿
等
等
，
都
成
為
詩
人
筆
下
的
描
寫
主
體
。

「
再
沒
有
比
思
想
更
淫
蕩
的
事
物
了
。
此
類
放
浪
的
行
徑
囂
狂
如
隨
風
飄
送
的
野
草

蔓
生
於
雛

菊
鋪
造
的
園
地
。
」
詩
人
如
是
寫
道
。
也
再
沒
有
比
思
想
更
被
濫
用
的
辭
彙

(

雖
然
「
文
創
」
兩
字

近
年
來
有
後
來
居
上
之
趨
勢

)

。

敬
，
詩
的
輕
盈
與
沉
重
，
敬
，
詩
人
的
自
傲
與
自
謙
，
敬
，
辛
波
絲
卡
帶
給
我
們
的
另
一
個
世
界
。

There’s nothing more debauched than thinking.
This sort of wantonness runs wild like a wind-borne weed
on a plot laid out for dai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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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四月份留遊學講座

歐盟園區/留學資訊中心提供出國留遊學之相關服務，包含：留遊學講座、
留遊學諮詢預約；留學資訊中心則備有多國學校簡介、各國文化中心官
方手冊與留遊學相關紙本資料，另有26台電腦供同學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歡迎同學多多利用！

留學資訊中心位於求真樓B1，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的08:30-12:00
/13:30-17:00，電話(07)342-6031分機7502。

【留遊學講座】

04/17(三) 英國遊學趣(Q003；15:00-17:00)
講座內容：為何去遊學??、為何選擇到英國遊學??、熱門遊學地點、英
國語言學校簡介、語言課程簡介、住宿選擇、遊學花費預估

04/18(四) SOP 讀書計畫和 CV履歷讓你上名校?(Q003；17:00-18:00)
講座內容：美國留遊學申請與規劃、讀書計劃撰寫

報名網址：
http://ma.wtuc.edu.tw/files/303-1000-662,c9.php

【留遊學諮詢】

本學期提供法國、德國、西班牙、日本、美國、澳洲、紐西蘭等國之個
人留學諮詢預約服務，有興趣的同學趕快上網報名喔

預約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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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維也納公投逾7成反對申奧(中央社3月13日)
http://goo.gl/g5xgB

 「聖戰」份子頻現荷蘭提高恐怖威脅等級(大紀元3月18日)
http://goo.gl/s7xVv

 媒體監管體系英朝野達成協議 (自由時報電子報3月18日)
http://goo.gl/B76py

 人質錄音帶法外交部確認中(中央社3月18日)
http://goo.gl/42wvB

 駐波蘭代表處辦活動藝文會友(中央社3月19日)
http://goo.gl/vD4aT

 英媒體監管新體系 盼終結扒糞(大紀元3月19日)
http://goo.gl/qQBZG

 教宗就職全球聚焦梵蒂岡(中時電子報 3月19日)
http://goo.gl/ea06p

[UF3B陳又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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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媒體自由的末日?
2011年7月4日，英國《衛報》(The Guardian)頭條報導稱，梅鐸旗下

新聞集團(News Corp)所屬媒體《世界新聞報》(News of world)在2002年

非法竊聽失蹤少女米莉‧道勒(Milly Dowler)及其家人的電話，干擾警方

破案。

而自7月4日以降，不斷有人爆料，近4,000位名人的電話被新聞集團旗

下的記者竊聽，其中包括查爾斯王子在內的皇室成員、英國前首相戈登布

朗(Gordon Brown)在內的政界人物、明星、名人，以及恐怖襲擊事件受害

者，和在戰場上犧牲士兵的家屬。2013年3月17日，因為神秘人物提供信息，

梅鐸新聞集團再次面臨600件新電話竊聽指控。

英國警方於3月14日在倫敦拘捕《星期日鏡報》(Sunday Mirror)4名前

任編輯，指他們涉嫌電話竊聽，是梅鐸新聞集團以外首批涉及竊聽醜聞而

被捕的新聞從業員。《星期日鏡報》4名40至49歲涉案職員，涉嫌於2003至

04年間，串謀截聽名人、政客，乃至罪案受害人的手機留言信箱，包括一

名遭謀害女童。

英國各媒體報導《世界新聞報》的關閉。(新紀元周刊)(圖1)

[UF3B陳又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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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為遏止這歪風，英國三大主要政黨18日達成協定，建立一個新的媒

體監管機構。根據這項被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稱作「英國

史上最嚴厲」的傳媒業協議，經2/3議員同意後，新監管機構有權責成報

紙修改頭版文章的錯誤，也可以向媒體開出百萬英鎊的罰單。

英國小報紛將這場監管爭議，描繪成是對新聞自由的攻擊。但英國

民意卻不這樣認為。YouGov最新民調便顯示，受訪者以81％對6％，全

面支持新法案。

此前卡梅倫(David Cameron)一直反對在法律基礎上設立一個新聞

監管機構，擔心這會終結長達300年的新聞自由。工黨和自由民主黨則支

援這樣做。在達成協定前，包括《太陽報》(The Sun)、《每日郵報》

(Daily Mail)和《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在內的英國三大報

業集體威脅，將抵制政府出臺的措施，並稱要建立自己的監管機		制，令

這一協議徒有虛名。不過英國《週刊》(The British Weekly)雜誌報道稱，

英國《快報》(Express)稱讚卡梅倫是在「為新聞自由而戰」，《衛報》、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和《鏡

報》(Daily Mirror)集團的代表都沒在英國報紙協會的抵制聲明上簽字。

這說明新聞界在回應媒體監管問題立場上已經不再團結。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報紙會持合作態度。英國幾家最大的報紙發表

的一份聯合聲明說，他們仍在消化這一新聞，不過他們也指出，這一協

議草案還存「有很大爭議的問題」。受害者團體認為，該協議要保護公

眾權利不再遭受媒體的侵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許多記者和言論自

由倡導者仍感到不自在。

英媒體自由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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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新的監管機構旨在彌補此前新聞投訴委員會(註1)的一些缺陷。報紙

主編將失去對監管機構成員任命的否決權，而外部團體也可以提出投訴。

議會下院18日通過了立法修正案，以確保拒絕加入新機制的報紙將對由

此帶來的損失負責。卡梅倫說，這一授權文件將在5月提請伊麗莎白二

世女王批准。

(註1)英國報業投訴委員會(Th ePressCom plaints Commission，另譯為英國報刊投訴

委員會，以下簡稱PCC)成立於1991年，是英國報業的全國性新聞仲裁機構，也是國

際上最具代表性的新聞自律組織之一。PCC的任務是處理公眾對英國報刊內容的投訴。

PCC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如果不成功，便會對投訴做出調查和裁決。PCC的裁決限

於道義上的自律，對當事雙方並不作經濟懲罰，但犯錯報刊需在顯著位置刊登裁決全

文。

參考資料：
http://goo.gl/DLSlK
http://goo.gl/M6skP
http://goo.gl/SsHdW
http://goo.gl/oKbPF
http://goo.gl/T6vEk
http://goo.gl/UjIVa

《世界新聞報》最後一期。(圖2)

英媒體自由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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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1923－2012)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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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詩人、翻譯家，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擁有「詩歌界的莫扎特」(Mozart of Poetry)之美
稱，曾說過：「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
的荒謬」 (I prefer the absurdity of writing
poems to the absurdity of not writing poems)



辛波絲卡1923年7月2日出生在位於波茲南附近的布寧(Obninsk)。

1931年隨家人一起遷往克拉科夫(Kraka)，並且長居於此。

1945年開始，她在克拉科夫的亞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

念波蘭語與波蘭文學，後來轉到社會學系。在亞捷隆大學的時候她開始

參加當地文壇活動，也認識了波蘭著名作家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1945年3月她發表第一首詩《我追尋文字》(Szukam slowa)。

1953 年起，辛波絲卡在文學評論雜誌「文學生活」 (Życie

Literackie)撰寫書評專欄「選讀札記」。1992年這些專欄被編成書出版。

除了個人的文學創作外，辛波絲卡還把許多法文巴洛克文學作家的

作品翻譯成波蘭語。辛波絲卡於2012年2月1日晚上的睡夢之中因肺癌逝

世，終年88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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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4)

(圖3)



(圖5)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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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波絲卡是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是第三位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也是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以幽

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

辛波絲卡詩作的重要特色。為什麼世人習以為常的事物，詩

人能以不同的眼光觀賞？辛波絲卡認為：「當代詩人對任何

事物皆是懷疑論者」，所以詩人常以不同的眼光觀賞這個世

界，她並且認為「真正的詩人，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

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而且，詩人認

為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的，每個事物都是「令人驚異」的，

她提及「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

正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

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But in the language of poetry, where every word is
weighed, nothing is usual or normal. Not a single
stone and not a single cloud above it. Not a single
day and not a single night after it. And above all,
not a single existence, not anyone’s existence in this
world.

Poets, if they're genuine, must also keep
repeating "I don't know." Each poem marks an
effort to answer this statement...



辛波絲卡曾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並且認

為：「然而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針對這個問題/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

案不只一個/但是我不懂，不懂又緊抓著它不放/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

辛波絲卡於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於發表感謝辭中曾提到：「世界

──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

被它對個體──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

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

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

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

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

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圖6)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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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ll it a grain of sand,
but it calls itself neither grain nor sand.

It does just fine, without a name,
whether general, particular,

permanent, passing,
incorrect, or apt.

Our glance, our touch means nothing to it.
It doesn't feel itself seen and touched.

And that it fell on the windowsill
is only our experience, not its.

For it, 
it is not different from falling on anything else

with no assurance that it has finished falling
or that it is falling still.

The window has a wonderful view of a lake,
but the view doesn't view itself.

It exists in this world
colorless, shapeless,

soundless, odorless, and painless.

歐洲主題專欄

我們稱它為一粒沙，

但它既不自稱為粒，也不自稱為沙。

沒有名字，它照樣過得很好，

不管是一般的，獨特的，

永久的，短暫的，

謬誤的，或貼切的名字。

它不需要我們的瞥視和觸摸。

它並不覺得自己被注視和觸摸。

它掉落在窗台上這個事實

只是我們的，而不是它的經驗。

對它而言，

這和落在其他地方並無兩樣，

不確定它已完成墜落

或者還在墜落中。

窗外是美麗的湖景，

但風景不會自我觀賞。

它存在這個世界，

無色，無形，

無聲，無臭，又無痛。

12

收錄於詩集《橋上的人們》(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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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ke's floor exists floorlessly,
and its shore exists shorelessly.

The water feels itself neither wet nor dry
and its waves to themselves 

are neither singular nor plural.
They splash deaf to their own noise
on pebbles neither large nor small.

And all this beneath a sky by nature skyless
in which the sun sets without setting at all

and hides without hiding behind 
an unminding cloud.

The wind ruffles it, its only reason being
that it blows.

A second passes.
A second second.

A third.
But they're three seconds only for us.

Time has passed like courier with urgent news.
But that's just our simile.

The character is inverted, 
his haste is make believe,

his news inhuman.

湖底其實無底，

湖岸其實無岸。

湖水既不覺自己濕，也不覺自己乾，

對浪花本身而言，

既無單數也無複數。

它們聽不見自己飛濺於

無所謂小或大的石頭上的聲音。

這一切都在本無天空的天空下，

落日根本未落下，

不躲不藏地

躲在一朵不由自主的雲後。

風吹縐雲朵，理由無他——
風在吹。

一秒鐘過去，

第二秒鐘過去，

第三秒。

但唯獨對我們它們才是三秒鐘。

時光飛逝如傳遞緊急訊息的信差。

然而那只不過是我們的明喻。

人物是捏造的，

急促是虛擬的，

訊息與人無涉。



辛波絲卡辭世後的留詩不到400首，在台灣也只出版過兩本詩

集。她用保存的力量書寫喜悅，用人類之手溫柔復仇。這一切，深

深影響了知名繪本作家幾米，其中幾米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向左

走，向右走》，感動一百萬人的愛情經典繪本，書中知名詩句摘譯

自辛波絲卡。除了繪本摘譯辛波絲卡的詩句，電影《向左走，向右

走》、舞台劇《向左走，向右走》中旁白亦摘譯自辛波絲卡。接下

來這首《一見鍾情》就是出現在《向左走，向右走》中的作品。

(圖7)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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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re both convinced 
that a sudden passion joined them. 

Such certainty is beautiful, 
but uncertainty is more beautiful still. 

Since they'd never met before, they're sure 
that there'd been nothing between them. 

But what's the word from the streets,
staircases, hallways –

perhaps they've passed by each other a million times? 

I want to ask them 
if they don't remember –

a moment face to face 
in some revolving door? 

perhaps a "sorry" muttered in a crowd? 
a curt "wrong number" caught in the receiver? 

but I know the answer.
No, they don't remember. 

They'd be amazed to hear 
that Chance has been toying with them 

now for years. 

Not quite ready yet 
to become their Destiny, 

it pushed them close, drove them apart, 
it barred their path, 

stifling a laugh, 
and then leaped aside. .

歐洲主題專欄

他們彼此都深信：

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

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

但變幻無常更為美麗。

既然從未謀面，所以他們確定

彼此並無瓜葛，

但是聽聽自街道、

樓梯、走廊傳出的話語——

他倆或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我想問他們：

是否不記得了——

在旋轉門

面對面的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說出的「對不起」?

或者在聽筒截獲的唐突的「打錯了」?

然而我早知他們的答案。

是的，他們記不得了。

他們會感到詫異，倘若得知

緣分已玩弄他們

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為他們命運的準備，

緣分將他們推近、驅離、

憋住笑聲

阻擋他們的去路，

然後閃到一邊。

15

收錄於詩集《結束與開始》(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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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signs and signals, 
even if they couldn't read them yet. 

Perhaps three years ago 
or just last Tuesday

a certain leaf fluttered 
from one shoulder to another? 

Something was dropped and then picked up. 
Who knows, maybe the ball that vanished 

into childhood's thicket? 

There were doorknobs and doorbells 
where one touch had covered another 

beforehand. 
Suitcases checked and standing side by side. 

One night, perhaps, the same dream, 
grown hazy by morning. 

Every beginning 
is only a sequel, after all, 

and the book of events 
is always open halfway through.

有一些跡象和信號存在，

即使他們尚無法解讀。

也許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個星期二

有某片葉子飄舞於

肩與肩之間?

有東西掉了又撿了起來?

天曉得，也許是那個

消失於童年灌木叢中的球?

還有事前已被觸摸

層層覆蓋的

門把和門鈴。

檢查完畢後並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許同樣的夢，

到了早晨變得模糊。

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書本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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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詩集《呼喚雪人》(1957)

Returning memories?
No, at the time of death

I’d like to see lost objects
return instead

Avalanches of gloves,
coats, suitcases, umbrellas -

come, and I’ll say at last:
What good’s all this?

Safety pins, two odd combs,
a paper rose, a knife,

some string-come, and I’ll say
at last: I haven’t missed you.

Please turn up, key, come out,
wherever you’ve been hiding,

in time for me to say:
You’ve gotten rusty, my friend!

Downpours of affidavits,
permits and questionnaires,

rain down and I will say:
I see the sun behind you.

臨死之前

我不喚回記憶，

我要召回

逝去的事物。

穿過門窗─雨傘，

手提箱，手套，外套，

這樣我可以說：

那些對我有何用處?

安全別針，這把梳子或那把梳子，

紙玫瑰，細繩，刀子，

這樣我可以說：

一切無憾矣。

不管你在那裡，鑰匙啊，

設法準時到達，

這樣我可以說：

全都生鏽了，親愛的朋友，生鏽了。

如雲的證明文件將降臨，

如雲的招待券和問卷，

這樣我可以說：

太陽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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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tch, dropped in a river,
bob up and let me seize you-

then, face to face, I’ll say:
Your so-called time is up.

And lastly, toy balloon
once kidnapped by the wind-

come home, and I will say:
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

Fly out the open window
and into the wide world;

let someone else shout “Look!”
and I will cry.

噢手錶，游出河流

讓我握著你，

這樣我可以說：

別再假裝報時了。

因風鬆脫的玩具氣球

會再度出現，

這樣我可以說：

這兒沒有孩童。

從洞開的窗口飛離，

飛入寬廣的世界，

讓人驚呼：「啊!」
這樣我可以哭泣。



歐洲主題專欄

19

收錄於詩集《鹽》(1962)

我們彼此客套寒暄，

並說這是多年後難得的重逢。

我們的老虎啜飲牛奶。

我們的鷹隼行走於地面。

我們的鯊魚溺斃水中。

我們的野狼在開著的籠前打呵欠。

我們的毒蛇已褪盡閃電，

猴子─靈感，

孔雀─羽毛。

蝙蝠─距今已久─已飛離我們髮間。

在交談中途我們啞然以對，

無可奈何地微笑。

我們的人

無話可說。

We treat each other with exceeding courtesy;
we say it’s great to see you after all these years.

Our tigers drink milk.
Our hawks tread the ground.

Our sharks have all drowned.
Our wolves yawn beyond the open cage.

Our snakes have shed their lightening,
our apes their flights of fancy,

our peacocks have renounced their plumes.
The bats flew out of our hair long ago.

We fall silent in mid-sentence,
All similes, past help.

Our humans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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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詩集《一百個笑聲》(1967)

被書寫的母鹿

穿過被書寫的森林奔向何方？

是到複寫紙般複印她那溫馴小嘴的

被書寫的水邊飲水嗎？

她為何抬起頭來，聽到了什麼聲音嗎？

她用向真理借來的四隻脆弱的腿平衡著身子，

在我手指下方豎起耳朵。

寂靜--這個詞也沙沙作響行過紙張

並且分開

「森林」這個詞所萌生的枝椏。

埋伏在白紙上方伺機而躍的

是那些隨意組合的字母，

團團相圍的句子，

使之欲逃無路。

一滴墨水裡包藏著為數甚夥的

獵人，

瞇著眼睛，

準備撲向傾斜的筆，

包圍母鹿，瞄準好他們的槍。

Why does this written doe 
bound through these written woods?

For a drink of written water from a spring
whose surface will xerox her soft muzzle?

Why does she lift her head; does she hear something?
Perched on four slim legs borrowed from the truth,

she pricks up her ears beneath my fingertips.
Silence - this word also rustles across the page

and parts the boughs
that have sprouted from the word "woods."

Lying in wait, set to pounce on the blank page,
are letters up to no good,

clutches of clauses so subordinate
they'll never let her get away.

Each drop of ink contains a fair supply
of hunters, 

equipped with squinting eyes behind their sights,
prepared to swarm the sloping pen at any moment,

surround the doe, and slowly aim their g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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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忘了這並非真實人生。

另有法令，白紙黑字，統領此地。

一瞬間可以隨我所願盡情延續，

可以，如果我願意，切分成許多微小的永恆

佈滿暫停飛行的子彈。

除非我發號施令，這裡永不會有事情發生。

沒有葉子會違背我的旨意飄落，

沒有草葉敢在

蹄的句點下自行彎身。

那麼是否真有這麼一個

由我統治、唯我獨尊的世界？

真有讓我以符號的鎖鍊綑住的時間？

真有永遠聽命於我的存在？

寫作的喜悅。

保存的力量。

人類之手的復仇。?

They forget that what's here isn't life.
Other laws, black on white, obta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will take as long as I say,
and will, if I wish, divide into tiny eternities,

full of bullets stopped in mid-flight.
Not a thing will ever happen unless I say so.

Without my blessing, not a leaf will fall,
not a blade of grass will bend beneath 

that little hoof's full stop.

Is there then a world
where I rule absolutely on fate?

A time I bind with chains of signs?
An existence become endless at my bidding?

The joy of writing.
The power of preserving.

Revenge of a mortal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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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詩集《可能》(1972)

It could have happened.
It had to happen.

It happened earlier. Later.
Nearer. Farther off.

It happened, but not to you.

You were saved because you were the first.
You were saved because you were the last.

Alone. With others.
On the right. The left.

Because it was raining. Because of the shade.
Because the day was sunny.

You were in luck—there was a forest.
You were in luck—there were no trees.

You were in luck—
a rake, a hook, a beam, a brake,

A jamb, a turn, a quarter-inch, an instant.
You were in luck—

just then a straw went floating by. 

As a result, because, although, despite.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a hand, a foot,

within an inch, a hairsbreadth from
an unfortunate coincidence.

So you’re here? Still dizzy from another dodge, 
close shave, reprieve?

One hole in the net and you slipped through?
I couldn’t be more shocked or speechless.

Listen,
how your heart pounds inside me.

事情本來會發生。

事情一定會發生。

事情發生得早了些。晚了些。

近了些。遠了些。

事情沒有發生在你身上。

你倖存，因為你是第一個。

你倖存，因為你是最後一個。

因為你獨自一個人，因為有很多人。

因為你左轉。因為你右轉。

因為下雨。因為陰影籠罩。

因為陽光普照。

幸好有座樹林。

幸好沒有樹。

幸好

有條鐵道，有個掛鉤，有根橫樑，有座矮樹叢，

有個框架，有個彎道，有一毫米，有一秒鐘。

幸好

有根稻草漂浮水面。

多虧，因為，然而，儘管。

會發生甚麼事情，若非一隻手，一隻腳，

一步之隔，一髮之差，

湊巧剛好。

所以你在這兒?千鈞一髮後

餘悸猶存?
網子上有個小孔，你自中間穿過?
我驚異不已，說不出話來。

你聽，

你的心在我體內跳得多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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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詩集《巨大的數目》(1976)

我虧欠那些

我不愛的人甚多。

另外有人更愛他們

讓我寬心。

很高興我不是

他們羊群裡的狼。

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寧靜，

我感到自由，

那是愛無法給予

和取走的。

我不會守著門窗

等候他們。

我的耐心

幾可媲美日晷儀，

我了解

愛無法理解的事物，

我原諒

愛無法原諒的事物。

I owe so much
to those I don’t love.

The relief as I agree
that someone else needs them more.

The happiness that I’m not
the wolf to their sheep.

The peace I feel with them,
the freedom –

love can neither give
nor take that.

I don’t wait for them,
as in window-to-door-and-back.

Almost as patient
as a sundial,
I understand

what love can’t.
and forgive

as love never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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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見面到通信

不是永恆，

只不過幾天或幾個星期。

和他們同遊總是一切順心，

聽音樂會，

逛大教堂，

飽覽風景。

當七座山七條河

阻隔我們，

這些山河在地圖上

一目了然。

感謝他們

讓我生活在三度空間裡，

在一個地平線因變動而真實，

既不抒情也不矯飾的空間。

他們並不知道

自己空著的手裡盛放了好多東西。

「我不虧欠他們什麼，」

對此未決的問題

愛會如是說。

From a rendezvous to a letter
is just a few days or weeks,

not an eternity.
Trips with them always go smoothly,

concerts are heard,
cathedrals visited,

scenery is seen.

And when seven hills and rivers
come between us,

the hills and rivers
can be found on any map.

They deserve the credit
if I live in three dimensions,

in nonlyrical and nonrhetorical space
with a genuine, shifting horizon.

They themselves don’t realize
how much they hold in their empty hands.

“I don’t owe them a thing,”
would be love’s answer

to this open question.



歐洲主題專欄

25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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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科學家找到睡夢中呼吸肌肉麻痺的機制

發佈時間：2013/02/26
作者：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文章來源：加拿大健康研究院 時間：2013/1/10

在一項新研究中發現，大腦會調控抑制呼吸肌肉的行為，並與睡眠中

眼球快速移動(rapid eye movement，REM)有關。該項研究可為治療與睡

眠有關的呼吸問題，帶來了新的可能。此一發現已刊載於美國胸腔學會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的美國呼吸暨加護治療醫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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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此發現已刊載於美國胸腔學會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期刊

多倫多大學醫學暨生理學教授洪納爾(Richard Horner)
博士表示：「肌肉深度抑制，會引發眼球快速移動的睡眠。

這種『肌肉麻痺』影響呼吸肌肉，也是打鼾及其他與睡眠

有關呼吸問題的原因，特別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種很普通且嚴重的病症，它會增加心

臟病，高血壓，中風，糖尿病，及日間困倦症等風險。

根據洪納爾博士：「在眼球快速轉動的睡眠中，調節關鍵性抑制

呼吸肌肉的大腦機制先前並不被知曉，但在我們的研究中首次發現一

種新的且強有力的抑制呼吸肌肉機制。」在研究中，博士生葛麗絲

(Kevin Grace)使用在清醒及睡眠狀態的老鼠做實驗。研究人員針對睡

眠中控制舌頭肌肉的大腦部份進行操控。



舌頭是一個重要的呼吸肌肉，因為它的活動可以使舌後的呼吸道敞

開，使得空氣能夠到達肺部。某些人睡眠中舌頭肌肉受到抑制，導致舌

頭活動逆向進行並阻塞呼吸道。這種睡眠中呼吸道遭阻塞的情形，導致

呼吸中止，並使病人從睡夢中醒來。這樣睡眠中呼吸中止的情形，一夜

間可能發生數百次。重要的是，這種干擾性的肌肉活動，在眼球快速轉

動的睡眠中最為劇烈，而在其他種睡眠或清醒時刻時作用最小。在眼球

快速轉動的睡眠中，調節這種強有力的肌肉抑制活動之腦部化學素是乙

醯膽鹼(acetylcholine)，經由蕈毒膽鹼類受體(muscarinic receptors)運作。

蕈毒膽鹼類受體功能性地與一種特殊的鉀通道(potassium channel)相連。

洪納爾博士表示：「既然眼球快速轉動的睡眠會引發取消或抑制舌

肌肉活動的機制，並造成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找到這種引發肌肉抑制

活動的機制，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他並指出：「此一新找出的過程，

對於了解打鼾及其他呼吸問題如睡眠呼吸中止等普通及嚴重病症，具有

根本上的影響。阻塞性呼吸中止在眼球快速轉動的睡眠中最為嚴重。此

外，找到睡眠中對呼吸至關重要的抑制肌肉活動的根本原因後，理論上

也可隨之找到一個治療這種肌肉麻痺的藥物，從而防止睡眠呼吸中止及

其他與睡眠有關的呼吸毛病。」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20223012
原文網址：
http://www.cihr-irsc.gc.ca/e/20452.html#2013_01_18
圖片來源：
http://goo.gl/nxH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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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科學家找到睡夢中呼吸肌肉
麻痺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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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註1)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推行總統制的共和國國家，總統是國家元首。經濟主要以石油、天然
氣、採礦、煤炭和農牧業為主。

編按：3/13《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What Human
Rights Problems? European Politicians Shill for Kazakh Autocrat》的報導，闡述哈薩

克當局與歐洲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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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明鏡》
人權出了什麼問題？歐洲政客為哈薩克獨裁者背書

[XE2B周彤/編譯]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獨裁統治者努爾
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圖1)

歐洲民主派人士自願效力於哈

薩克斯坦共和國(註1)的獨裁統治者努

爾蘇丹 ‧ 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他們不僅擁護他政權

擴張，也力挺他與他女婿的家庭紛

爭。據說正有一大筆的錢在轉手。



哈薩克總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左)與前任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右)握手(圖2)

在人權活動倡導者眼中，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個徹徹底底

的暴君。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基金會表示：他建立了 「後現代主義專

政」(postmodern dictatorship)，並且貪污高達幾十億美元。根據國

際特赦組織最新的年度報告，在他掌權之下仍實行暴政。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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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奧地利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圖3)

然而，身為一個暴君，哈薩克的統治者仍有許多偏激的支持者：德

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圖3)和奧地利的前總理阿

爾弗雷德‧古森鮑爾 (Alfred Gusenbauer)，英國的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Tony Blair)和義大利的前首相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圖4)，

以及波蘭前總統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niewski)和

前德國內政部長奧托‧席利(Otto Schily ，圖5)。他們都是各自國家社會

民主主義政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的成員。

德國前內政部長奧托‧席利(圖5)

義大利的前首相羅馬諾‧普羅迪(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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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的前總理古森鮑爾、波蘭前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和義大利

的前首相普羅迪都是納扎爾巴耶夫「國際顧問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的正式成員，每人年薪有七位數字之多。他們每年聚

會數次，近期一次是在2013年2月25號，地點是哈薩克的首都阿斯塔

納(Astana)。根據英國媒體報導，前英國首相布萊爾也是顧問之一，

年報酬更高達9百萬歐元，相當於1,170萬美元。

25日聚會情況。出席的有波蘭前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奧地利的前總

理古森鮑爾，義大利的前首相普羅迪。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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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則矢口否認為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之

一。但他不僅讚美哈薩克斯坦為「國際公認的開放國家」，也時常與

中亞各國的專制統治者進行面對面的會議。在2012年11月，施羅德祝

賀哈薩克贏得2017年世界博覽會(Expo)的主辦權，並稱此為「邁向現

代化的下一步」。

哈薩克的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已經在蘇聯時代統治了哈薩克共和國。

在2010年，他頒布了一個法令將自己冠上「國家領導」(Leader of the

Nation)之名，以便於他在有生之年能保有所有資產且不會被起訴。儘

管如此，西方國家仍極力討好他。人權觀察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表示：「哈薩克最重要的西方國際夥伴對嚴重侵犯人權毫無反

應」。該國擁有龐大的礦產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黃金和鈾，這

使該國的能源供應商和總統在國際舞台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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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世仇

在2013年2月18號，身為律師的前德國內政部長奧托‧席利，宣稱

哈薩坦斯總統的前女婿阿利耶夫(Rakhat Aliyev)是國家頭號公敵，並

對他發出逮捕令。此舉令他備受矚目。阿利耶夫目前人在馬爾他。

多年來，阿利耶夫與納扎爾巴耶夫心生嫌隙。阿利耶夫曾是哈薩

克總統的密友。他擔任過情報機關的副組長，稅務機關首長和駐奧地

利大使。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是納扎爾巴耶夫的前女婿。2007年，他

失去了青睞，被判處40年監禁，理由是企圖綁架與推翻政府。其他的

控訴還有謀殺、動刑和洗錢。目前維也納和德國北部城市克雷菲爾德

(Krefeld)的檢察官正在調查他。

納扎爾巴耶夫的前女婿阿利耶夫(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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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耶夫不但否認所有指控，還以最嚴重的罪行指責總統。據阿利耶

夫的說詞：納扎爾巴耶夫與綁架並對反對派成員實施酷刑脫不了關係。他

還竊取數十億美元，將資金由秘密賬戶轉移到國外。俄羅斯消息來源估計，

該統治者家族的資產共700億美元(54億歐元)。

對哈薩克唯命是從

哈薩克以維也納律師加布里埃爾‧蘭斯基(Gabriel Lansky)為權力掮

客進行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交易壟斷，正在歐洲舞台展開。他目前正使盡渾

身解數想辦法要將阿利耶夫帶上法庭。與社會民主黨關係良好的他，幫助

確保阿利耶夫的案件能順利委託給前德國內政部長奧托．席利，同時也能

得到德國的關注。

維也納律師加布里埃爾‧蘭斯基(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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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整個家族紛爭是難以解決的，對德國更不用說。毫不意外的，

德國女性聯邦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的政府對此格外低

調，尤其是在納扎爾巴耶夫訪德最後一年中， 彼此簽訂了價值三十億

歐元的合約。德國駐阿斯塔納大使在一次發言中說：「哈薩克在政治

領導上表現傑出，兩國的關係更是緊密結合。」此外，對於「人權問

題」他態度堅決，表明了不相信的立場。

德國綠黨聯邦議員維奧拉‧馮‧克拉蒙(Viola von Cramon)說：

一名德國外交官對哈薩克如此唯唯諾諾已經夠嚴重了，雪上加霜的是，

像施羅德、席利、普羅迪和布萊爾一樣的人物，在納扎爾巴耶夫加強

政權的時候更允許自己被作為墊腳石，此舉導致該政權擴張將在世界

中蔓延開來。

德國與哈薩克的地理關係(圖10)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TJXSR

參考資料：
http://goo.gl/KelwJ

世界觀點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x95gU
(圖2) http://goo.gl/TJXSR
(圖3) http://goo.gl/cVoK7
(圖4) http://goo.gl/5bM4w
(圖5) http://goo.gl/sVrHm
(圖6) http://goo.gl/s8QZa
(圖7) http://goo.gl/3ePuu
(圖8) http://goo.gl/wFkoP
(圖9)http://www.lgp-lawyers.com/408.html
地圖來源：

(圖10)http://maps.google.com.tw/

37



[YT4 王昱婷/報導]

民以食為天！不吃，就無法延續生命，這理當是不變的事實，然而

「吃」這件事情，在現代人的生活裡，早已超越填飽肚子的階段，取而

代之是飲食文化的探索與創意質感的生活；在這個飲食相關的書籍、電

影、電視充斥的年代，我們有更多機會選擇自己食的氛圍、食的滋味及

食的情感，感受食食相關，息息相關。

這次的飲食概念展覽，藉由藝術家、創作者的角度來述說對於美食

生活的嚮往與由其延伸反思的多種美味可能性。

活動背景

參考資料：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92 38

飲食概念展海報(圖1)

吃心絕對 藝術家的美味派對 飲食概念展

活動時間：2013/03/15-04/28

活動地點：駁二藝術特區蓬萊B8倉庫

活動時間：週一至週四：10:00-18:00

週五至週日及國定假日：10:00-20:00

入場方式：自由入場

活動官網：

http://goo.gl/cCLne

校外藝文報導



「吃」究竟是甚麼？在展場中可看
見藝術家們藉由畫作、照片表達對
於「飲食」這件事的想法

39

藝術家的畫作(圖2)

藝術家的畫作(圖3)

寫真廚房(圖4)

校外藝文報導吃心絕對



從食譜、菜市場、做料理的廚房以
及有名的美食專家，展場一一介紹
每個和「吃」有關的事物。

展場介紹(圖5)

吃心絕對

40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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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心得

很幸運地在參觀此次展覽時，剛好碰上開幕記者會。記者會中

親眼目睹藝術家們在吐司畫布上用果醬及巧克力醬等來作畫，他們

真的好厲害。

此展覽算是個微型概念展，主要是傳達對美食的想法。因此其實

內容並不算很多，但是展覽裡，無論是裝置藝術或是圖片擺設，都別具

巧思，讓人一進去就享受到美食所帶來的喜悅。

藝術家在吐司畫布上創作(圖7)

別具巧思的展場布置(圖8)

吃心絕對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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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裡我最喜歡的是那一整面的廚房寫真牆。各種不同照片：小孩

吸允指頭上殘留美食的滿足表情、老奶奶獨自在餐桌上的孤獨背影或是

一群人一同品嘗美食的歡樂氣氛，從照片中感覺到「吃」在日常生活中

的確扮演很重要的腳色，可讓你感到愉悅抑或憂傷。

美味市集(圖10)

寫真廚房(圖9)

吃心絕對 校外藝文報導



43

展覽的作品雖不多，但卻透過不

同人對「飲食」的想法，而激盪出許

多值得好好品嘗的美味。

我認為此展覽很成功的傳達了：

「飲食文化」不只是吃而已，更是門

藝術、是門學問。

各位有機會一起到駁二來場美食的

探索吧。

展場佈置(圖11)

美味裝置(圖12)

吃心絕對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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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活動

舌尖上的達人魂 Whisper of 7 Experts
美味派對講座
展覽期間每週六Pm3：00-Pm4：00

3.30(六)：
講師： S'more Sugar 甜點主廚｜Sugar 
講題： 藍帶學院來的香甜：糕點人生分享

4.6(六)：
講師： henrism creative & design 餓意總監｜亨立
講題： 我吃，故我在之小吃軼聞錄

4.13(六)：
講師： 前馬沙里斯爵士酒吧 主廚｜楊石生
講題： 從五色﹑五味﹑五法淺談台式日料

4.20(六)：
講師： 南藝大講師、陶藝藝術家｜李國維
講題：日常食器與藝術品之間

4.27(六)：
講師：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 創辦人｜謝昇佑、余馥君
講題： 飲食正義的社會企業想象

吃心絕對 校外藝文報導



週邊活動：

草地上的野餐市集
It's Spring！Picnic Market！
美味派對番外篇
市集時間: 
2013 3.23-4.28
(每週六日Pm2：00-6：00)
市集地點：
駁二蓬萊B8倉庫外榕樹下

室內野餐區 (圖13)

市集日期：

3.30(六)/3.31(日) 
4.4(四)/4.5 (五)(連假) 
4.6(六)/4.7(日) 
4.13(六)/4.14(日) 
4.20(六)/4.21(日) 
4.27(六)/4.28(日)

圖片來源：
http://goo.gl/cCLne(圖1)
http://goo.gl/Rc74X(圖5、圖7、圖8)
其餘圖片皆為筆者自現場拍攝

參考資料：
http://goo.gl/cCLne

吃心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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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復活節彩蛋」的由來

[YT4 王昱婷/整理]

塞爾維亞的復活節彩蛋(圖1)

今年的3月31日是復活節(Easter)。在西方天主教及基督

教國家，復活節可是重大的日子，紀念耶穌的復活，緬懷祂

為世人捨棄了祂的生命。許多西方國家會在復活節當天互贈

復活節彩蛋(Easter eggs)，或是舉辦尋蛋遊戲(Easter eggs
hunt)。但究竟復活節彩蛋代表什麼？為什麼會有復活節彩

蛋呢？

復活節彩蛋是指在復活節這天，人們為了慶祝耶穌復

活以及新生命的開始而互相贈送的蛋。互贈復活節彩蛋，是

表達友誼、關愛和祝願的方式。基督徒以復活蛋比喻為「新

生命的開始」，象徵「耶穌復活、走出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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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復活節蛋的由來是因古人常把蛋視為多子多孫和

復活的象徵。後來基督教徒又賦予蛋新的涵義，認為它是耶

穌墓的象徵，未來的生命就是從其中掙脫而出世的。自15世
紀開始，人們為了記念耶穌基督在世上所流的寶血，便將蛋

染了紅色來慶祝復活節。其後，也有染成彩色的。在復活節

時，天主教信徒會把蛋塗成紅色，請神父祝聖，自己也當成

禮物送給朋友，這就是送彩蛋的最早起源。

復活節巧克力蛋(圖2)

「復活節彩蛋」的由來

現在復活節彩蛋的花樣越變越多。許多人會用多彩的顏

料為蛋殼做美麗的雕飾，讓復活蛋看起來更是喜氣洋洋。自

十九世紀上葉，巧克力模具的發明至今，巧克力蛋漸漸取代

了傳統的水煮蛋在小孩心中的地位。巧克力蛋做的越來越是

精巧，自然比傳統用雞蛋製成的復活蛋來的讓人著迷了。現

在每逢復活節，美國大小糖果店總要出售用巧克力製成的彩

蛋。這些彩蛋小的和雞蛋差不多，大的竟有甜瓜那麼大，孩

子們自然喜歡，送給親戚朋友，也不失為上佳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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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http://goo.gl/GdCv
圖片來源 : 
圖1 、圖3： http://goo.gl/GdCv
圖2 ：http://goo.gl/C4NqH
圖4：www.ntdtv.com

德國傳統復活節彩蛋(圖4)

「復活節彩蛋」的由來



永遠獨一無二的舞蹈大師－碧娜‧鮑許(Pina Bausch)。
一生必看的經典舞作《春之祭》(Café Müller)及《穆勒咖啡館》
(Le Sacre du Printemps)，首度於高雄演出。

表演場地：高雄市至德堂

表演日期：4月4日19:30
4月5日19:30

官網： http://goo.gl/fJWod
票價種類：

(學生票)500,(學生票)700
900,1200,1500,1800,2200,2600,3000

校外活動快訊

[UJ2B 張彤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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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a Bausch：「我在乎的是人
為何而動，而不是如何動。」

鮑許(Pina Bausch)的作品透露

強烈個人色彩；其風格向來以蒙太

奇的剪輯、拼貼手法表現片段的情

感，舞作圍繞著一個特定的核心主

題由內向外逐漸發展成形。她擅於

使用重複手法，在堆疊的飽滿中引

爆情緒與身體的張力。

《穆勒咖啡館》(Le Sacre du
Printemps)是鮑許(Pina Bausch)的
自傳體作品，幼年的她經常躲在父

母親經營的咖啡館桌下，觀察各式

各樣、來往進出的客人。

《 春 之 祭 》(Café Müller)
主要表現個人面對大眾的恐懼，以

及對未知命運、死亡的畏懼、無助。

在極度壓抑及不斷反抗不願成為犧

牲品的過程中，經歷背叛、陷害至

憐憫、愧疚的人性矛盾衝突。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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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people move, but 
what moves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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