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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期中考週的洗禮，歐盟園區編輯小組團隊與大家再次碰面，迎接已經過了

一半的學期，發行本學期第2期的電子報。 

《新聞深度報導》以英國脫歐為題，由彥竣介紹原定於3月29日脫歐的英國，為何

又延後至10月31日，以及他對於英國脫歐的看法。 

《歐洲主題專欄》由宛萱探討台灣偏鄉教育的現況與問題，並以歐盟、德國和奧

地利的政策為對比，提出她認為效法他國教育成功案例時，需更為留心和注意之處。 

於《世界觀點》專欄中，德立報導了為期39天、涉及逾9億選民的印度人民院選舉，

介紹印度的選舉制度和目前國內政治版圖現況，以及本次選舉結果的可能影響。 

《咱著來吟詩》中，郭薾介紹法國詩人阿蒂爾．韓波(Arthur Rimbaud)，並節錄

其著名詩作，讓讀者一窺韓波詩作的醉人之處與文學風采！於介紹台灣之光的《跨界

歐洲說台灣》專欄中，敏惠整理了台灣電動自行車品牌：美利達和光陽工業子公司

Klever e-Bike佈局歐洲的傲人成果。 

對於前往歐盟國家留學有興趣並希望申請獎學金的同學而言，本期《Do You 
Know》專欄的資訊想必會極有助益！由曾經前往歐洲交換的書華主筆，介紹伊拉斯

謨計畫(Erasmus)的內容和申請方式，讓留學歐盟不再如此遙不可及。 

喜愛藝文展覽的朋友，《校外藝文報導》介紹了《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由楷婷親自走訪小房子書舖，帶領大家認識臺灣繪本，展期只到這禮拜日，歡迎有興

趣的讀者前往參觀喔！ 

喜愛影集的讀者，德立於《歐洲影劇賞析》介紹了Netflix德國影集《香水》

(Parfum)，細膩的介紹就是要推讀者入坑，看過原著和電影還不過癮嗎？影集是你的

全新選擇。 

和電影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菱育於《好書介紹》中推薦了前陣子的熱門電影原著

《我就要你好好的》(Me Before You)，探討生命不能重來之下，我們該活出精彩的

人生，並尊重親友的決定，學會適時放手。 

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努力持續帶給大家更多元、更精采的專題報導，也歡迎

讀者給予指教和建議，讓我們能繼續精進與成長！ 



 襲擊德國鐵路 三外籍恐襲嫌犯奧捷落網  
https://bit.ly/2OW6yi7 (大紀元4月2日) 
 

 
 

 MH17墜機近五年 荷澳俄三方首次會談 
https://bit.ly/2Kj78bi (大紀元4月3日) 
 
 
 

 揭開英國「中紀委書記」的面紗：手持皮鞭的神秘人物 
      https://bbc.in/2Z0PxIa (BBC中文網4月4日) 

 
 
 

 未審先判？ 英國新版護照上已經沒了「歐盟」字樣 
      https://bit.ly/2G8yQDt (自由時報4月6日) 

 
 
 

 歐洲議會選舉下月登場 歐盟防範假消息全面預警
https://bit.ly/2Ik2Gq7 (自由時報4月7日) 
 

 
 

 英國倫敦治霾殺手鐧：出入市中心每日有罰金
https://bbc.in/2OYOVya (BBC中文網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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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再拖的英國脫歐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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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圖1) 英國脫歐示意圖 

為何英國要脫離歐盟？ 
1. 每年繳付歐盟大筆預算，例如2015年向歐盟貢獻129億英鎊(約新台

幣5,600億元)，是歐盟第二大貢獻國，德國位居第一。 

2. 每年大量跨境工作者至英國工作，減少本地人的就業機會。 

3. 要收拾「歐豬五國」(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歐

債危機所留下來的爛攤子。 

4. 無法向歐盟進口品課稅，因英國長年為貿易赤字國，來自歐盟的進

口品佔英國總進口量的5成以上，對歐盟的貿易逆差約佔10%。英國

損失大量來自歐盟的進口關稅。 



一拖再拖的英國脫歐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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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優點 缺點 

貿易自由度提高 貿易成本上升 

可運用經費增加 外國人投資減少 

取得法規自主權 

金融地位滑落 

政治不穩 

移民政策自由度增加 貿易規模縮減 

國際地位上升 勞動力下滑 

金融自由度提高 GDP損失抵銷節省之預算 

脫歐優缺點分析 



一拖再拖的英國脫歐之戰 

為何又延期？ 

原訂脫歐日是3月29日，不過英國國會無法達成共識，脫歐替代方

案三度被否決。而後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致函給歐洲理事會主

席圖斯克(Donald Tusk)，表示將脫歐延期至6月30日。然而鑑於前幾次

失敗的經驗，圖斯克於4月1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高峰會，邀請歐盟27國

領導人與梅伊討論延後的議題，並於4月11日同意彈性延遲至10月31日

前，表示英國還有6個月的時間。 

歐盟也要求英國如果沒有在5月前脫歐，就得要履行歐盟正式會員

的權利和義務，如期舉行5月23日的歐洲議會選舉。而英國的歐洲議會

議員也將參加7月的議會會議。但是部分國家擔心英國會妨礙歐盟在一

系列重要問題上取得進展。 

反之，如果英國未舉行歐洲議會選舉，英國將在6月1日自動脫歐，

甚至是以無協議的方式，將對其造成嚴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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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英國現任首相梅伊(Theresa May) 



一拖再拖的英國脫歐之戰 

德國的看法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反對英國脫歐。德國與歐盟高層為

首的成員，大多認同給予英國更長的寬限時間。但筆者認為德國是不希

望失去英國如此優質的「工具人」。若失去英國，歐盟的財務負擔將變

大，且英國擁有德國沒有的國防優勢，地域優勢也造就其成為歐洲各國

的交流平台。 

法國的看法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要求英國在此期間不得干預歐

盟事務。比利時和奧地利也認同法國的看法。馬克宏認為，面對英國的

拖延耍賴，歐盟應該縮短延期的時間，就像老師催同學交作業一樣，期

限愈短學生就愈想快點完成作業。就算給英國再多時間，他們也只是繼

續拖下去。因此對付英國這樣的賴皮鬼，法國只願意給英國最多到6月

的極短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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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現任法國總統馬克宏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6qGyy 
http://t.cn/EXy1Z2B 
https://reurl.cc/3Mk68 
https://reurl.cc/z5QnN 
https://reurl.cc/kopz3 
https://reurl.cc/gYrqL 

圖片來源： 
圖1 : https://reurl.cc/6qGyy 
圖2 : https://reurl.cc/3Mk68 
圖3 : https://reurl.cc/z5Q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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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總結 

英國為了脫歐奮戰多時，卻遲遲未有結果。但政界何嘗又不是如此

呢？脫歐確實不容易，但要進入歐盟更難。不管加入或離開的程序相當

複雜，受到影響的並非英國而已，牽涉到各國的權益還有人民的生計。 

如果脫歐成功，過去收容的難民該何去何從？沒了來自歐盟的鉅額

學術研究資金，沒了歐盟的大筆獎助學金，全球各地有意前往英國的留

學生該如何是好？此外，會不會有其他會員國也效仿跟著離開，導致歐

盟分崩離析。 

如果世界大型經濟體之一的歐盟解體，我相信全球的經濟秩序也會

跟著混亂。如今英國決定脫歐，封閉自己與外界的通路。 

當初成立歐盟的原因無非是要將歐洲各國統整起來，像大家庭一般

彼此照顧，但一個家庭裡總是有父母較偏袒誰的傾向。英國就像家裡叛

逆的老二，發現自己分到的蛋糕比弟弟妹妹的還少時，因而產生嫉妒心

理。明明為家人付出這麼多，卻得到這樣的回報，所以一氣之下離家出

走，離開歐盟大家庭。 

https://reurl.cc/Om69y 
http://t.cn/EXyujJp 
http://t.cn/EXyu37U 
http://t.cn/EXyuddz 
http://t.cn/EXNGjes 

https://reurl.cc/6qGyy
http://t.cn/EXy1Z2B
https://reurl.cc/3Mk68
https://reurl.cc/z5QnN
https://reurl.cc/kopz3
https://reurl.cc/gYrqL
https://reurl.cc/6qGyy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114868
https://reurl.cc/z5QnN
https://reurl.cc/z5QnN
https://reurl.cc/Om69y
https://reurl.cc/Om69y
http://t.cn/EXyujJp
http://t.cn/EXyu37U
http://t.cn/EXyuddz
http://t.cn/EXNGj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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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偏鄉教育：以德、奧為例 

(圖1) 台灣偏鄉教育問題仍等待解決 

歐洲主題專欄 

2017年9月，電影《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一上映即獲得廣大迴

響，社會對於偏鄉教育的關注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我們時常聽到因偏鄉

小學人數太少而要廢除學校的事件。但在偏鄉地區，學校是孩子的希望

和未來，一旦將偏鄉學校荒廢，社區也會加快消失，造成惡性循環。所

以在過去，有許多人和機構加入反廢校及協助偏鄉教育發展行列。儘管

政府與民間投入大量心力在偏鄉教育上，仍有許多問題等待解決。 

本期歐洲主題專欄將探討台灣的偏鄉教育問題，並以德國和奧地利

為例，介紹兩國針對偏鄉教育問題實施的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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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台灣偏鄉學校定義 

大部分民眾會認為偏鄉地區是山區或難以抵達的地方。但其實有些比

較遠的地區也被劃分在都市地帶。以下是教育部界定的偏鄉學校： 

1. 學校位於離島地區、山地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或海拔1,000公尺以

上之高山地區，且交通不便。 

2. 學校校門口距離公共交通工具站牌，達5公里以上。 

3. 學校距離村里或部落辦公處所5公里以上，且無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 

4. 保留縣市政府因地制宜的空間，針對文化不利、生活不便或經濟不佳

等情形，授權地方政府得經相關程序自行認定。 

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6年台灣偏鄉地區學校(含國中、國小)的校

數共1,110所，其中偏鄉小學的校數就有885所，共有76,175名小學生。 

偏遠地區學校校數統計(單位：所) 

小學 中學 總和 

103年 887 223 1,110 

104年 884 222 1,106 

105年 880 224 1,104 

106年 885 225 1,110 

偏遠地區學校學生數統計(單位：人) 

小學 中學 總和 

103年 88,134 63,333 151,467 

104年 83,018 59,729 142,747 

105年 78,512 55,293 133,805 

106年 76,175 51,945 128,120 

(圖2) 台灣各年度針對偏鄉地區學校校數以及學生數之統計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stats.moe.gov.tw/remoteg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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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1. 資源與機會分佈不均 

從資源層面來看，在公立的偏鄉小學裡，平均每3到5年就可汰換電

腦、投影機等設備，硬體資源確實大幅提升，但軟體資源上卻十分不足。

更重要的是偏鄉學校的老師流動率高，人才無法留下，影響教學品質。 

此外，機會不均也是一大問題。以語文競賽為例，多數的語文競賽

都辦在大都市的學校。基於主辦單位考量，認為大都市交通便捷，方便

參賽選手到場。若偏鄉學生希望參加比賽，一趟遙遠的路程前往都市，

不僅需要交通費，還需考慮住宿部分，費用成了負擔，時間久了，偏鄉

的孩子就變得不想參加，也沒辦法參加。 

這樣的結果都是因為沒有考慮平衡城鄉發展而導致，當這些狀況和

困境累積起來，將會帶來深遠且結構性的影響。 

台灣偏鄉教育問題 

從上述統計數據來看，社會對偏鄉孩子的重視是有成效的，但卻進

步得十分緩慢。在社會發展走向M型化的情況下，孩童的生活和學習也

呈現兩極化發展。有些人會認為，當台灣政治版圖轉變成六都，教育資

源應該是平等的。但這並不是正確答案。其實在偏鄉，資源和機會分布

不均、偏鄉標籤及偏鄉教師的壓力都是目前台灣偏鄉教育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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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圖3) 師生比數據 

2. 「偏鄉」標籤根深蒂固 

偏鄉學生常被貼上學習落後的標籤，「成見威脅」(Stereotype Threat)註

1問題的嚴重性不容小覷。造成此現象的部分原因來自於外界介入偏鄉教育時，

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懷抱著給予協助的上對下心態，以自身價值觀強諸在偏

鄉孩子身上，導致偏鄉學子感覺被施捨，而出現負面影響。 

3.  對偏鄉教師的過度期待 

在大眾普遍的意識形態下，認為偏鄉教師必須為教育更加付出和貢獻，

期待在偏鄉服務的教師更有無私奉獻的精神。經由台灣師資培育系統培訓出

來的老師，在學校中都需負責教學及行政工作。但由於偏鄉學校人手不足，

偏鄉教師工作量更為繁重，導致老師常常忙得不可開交。即使是滿腔熱血的

教師，熱情也會被消磨殆盡。 

在偏鄉教師焦頭爛額的工作量下，如何有時間和動力持續提升偏鄉教育

品質，並且改善城鄉教育差距，首當其衝受到波及的仍舊是偏鄉的學生。 

註1：成見威脅(stereotype threat)是指一個人在某種環境裡，會擔憂或
焦慮自己的行為，將會驗證那些對於自己所屬社會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
而這種焦慮會影響人的表現變差。成見威脅於1995年被引進學術界，從
此成為社會心理學範疇上經常被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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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偏鄉教育服務，真的能改善其困境嗎？ 

偏鄉師資不平等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有越來越多大學生利用寒暑

假期間投入偏鄉教育服務，希望能透過短暫的教育服務，不僅幫助偏鄉

孩子，更盼能緩解師資缺乏的問題。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為例，便與彰

化縣地區的偏鄉中小學合作，每年暑假舉辦「白沙夏日學校」，進行為

期兩週的暑期輔導。許多師培生投入活動以累積教學經驗，也幫助填補

偏鄉較不足的師資。暑期輔導期間，除了學科之外，也提供多元課程。

讓偏鄉孩童在奠定基礎學科能力的同時，能夠發掘自己的潛能和興趣。 

然而，類似的暑期輔導教育僅能給予短暫的成效和舒緩，仍無助於

改變目前台灣偏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 

筆者認為，一場短期的偏鄉教育服務確實能在這些孩童身上激盪出

不一樣的火花，卻無法延續下去。台灣偏鄉教育最根本的問題是師資供

應，師培生的熱情投入只能短暫地成為偏鄉孩子生命中的火花。當孩子

在某個領域找到自我時卻沒有像燈塔般的老師，能夠長期指引他繼續走

下去，那麼這場火花注定只能短暫的燦爛。 

(圖4) 大學生舉辦暑期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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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立法：偏鄉教育振興條例 

台灣學者為了改善偏鄉教育的品質，於2009年擬訂《偏鄉地區學校振興條

例草案》，希望能夠作為行動的起點以及討論的焦點，藉由輿論力量自主擴散，

盼偏鄉教育問題能得到改善。 

這群學者致力於改善偏鄉教育的精神，也讓台灣政府發現偏鄉教育的問題，

進而在2017年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希望能夠藉由此條例保

障偏遠地區教育均衡發展，偏鄉學生受教權得以受到保障。 

此條例是基於憲法保障教育機會均等及偏遠地區教育均衡發展的精神，考

量偏遠地區學校不僅是提供教育機會的機構，也是該地區人民的社會及文化活

動中心，不應因其學生人數過少而遭到裁併，反而應依該地區住民之需要，採

取特別措施及提供必要資源，來使該偏遠地區學校之功能得以振興，並進而統

合其社會、文化及行政功能，而使其成為該社區住民的生活中心。 

法案通過至今時間不長，效果並不是那麼顯著，但我們仍可期待條例通過

會在這群偏鄉孩子身上擦出怎樣的火花，並且會給偏鄉社區帶來怎樣的影響。 

歐盟偏鄉計畫 

針對偏鄉發展，歐盟對偏鄉地區注重的並非只是單一領域的提升，而是全

面性發展。早在1991年，歐盟就推動「The LEADER」計畫，意味著要將偏鄉

經濟與發展行動串聯起來，其中一點便是「網絡，在地方、區域、國家以及歐

洲的任何層次上，允許個人、組織以及機關之間都能有所學習」顯示出歐盟也

將教育發展納入考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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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Vital Rural Area計畫標誌 

註2：此計畫試圖藉由跨國合作強化農村地區，尋找新的解決方式
改變農村的社會經濟問題。 

此外，歐盟2009年提出Vital Rural Area註2計畫，針對偏鄉教育提到，

農村地區迫切需要採用創新方法來實現教育和學習方法的類型為以下： 

1. 低密度人口農村地區的新解決方案：通過電子學習實現地點獨立教育，

為農村地區提供機會。 

2. 通過勞動力市場調整教育：從初等教育到職業培訓。 

3. 加強當地勞務市場和就業：培訓中小企業的專業人員。 

4. 電子學習應與適當的教育材料、基礎設施、專業培訓和明確的願景 

齊頭並進。 

5. 中小學教育和職業培訓應相互發展和調整。 

15 

目前Vital Rural Area計畫已在部分國家看

到成效。以英國諾福克郡(Norfolk)為例，當地

的教育十分貧乏，還有嚴重的失業與經濟活動緩

慢等問題。此計畫針對諾福克郡提出方案，例如：

由中小企業提供專業技能、透過食譜教學提高識

字率等，希望能提高社區年輕人的學習機會及就

業機會，使人民更具經濟競爭力。由此可知，此

項計畫顯示歐盟不只專注於將教育與科技結合，

也相當注重偏鄉發展與教育的永續策略。 

歐洲依然存在偏鄉教育的問題，只是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以下將介紹

歐洲大國—德國，以及台灣也效法其教育模式的國家—奧地利，討論兩國

對於偏鄉教育問題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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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德國政府針對偏鄉師資不足所採取的策略是透過提高薪資、增加福

利等方案提升偏鄉教師久任的意願。以德國薩克森邦(Freistaat Sachsen)

為例，薩克森邦政府提出經濟補助措施作為誘因，以每月300歐元獎學

金吸引師資班的學生簽下義務約：畢業後下鄉多久，獎學金就領多久，

鼓勵年輕的準教師投身偏鄉造福學子。 

影視科技的發達也為偏鄉教育做出貢獻。德國東菲仕蘭群島

(Ostfriesische Inseln)的學校因居民少，導致規模小。想要考高中職的孩

子必須離鄉背井到德國本土讀國中寄宿學校。為解決這項難題，德國老

師想出利用遠距教學的方式替這些偏鄉孩子授課。多虧遠距教學，這些

偏鄉孩子可以延後離家時間，不再需要提早離開家人。 

 

奧地利 
奧地利偏鄉地區採取的教學方式之一為混齡教育，一年級到六年級

生都有可能成為同學。老師會將整個班分組，並從中找出小老師，由學

生自訂課程，相互教學。在這樣的班級裡，年齡小的兒童有機會向大齡

兒童學習，並得到大齡兒童的幫助，減少壓力，增進合作機會。與此同

時，大齡兒童也可以幫助年齡小的孩子，進而獲得快樂的體驗。研究發

現，同伴教學對扮演教育者的兒童有正向的影響。他們由於幫助別人，

又得到成人的讚揚，會更加善於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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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奧地利混齡教學上課模式：左半部
為小老師教同組學生課程；右半部為老師找
五位小老師並觀察學生上課情況。 

奧地利部分學校位於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卻只有一位老師負責全

校的混齡教學，不僅要負責行政工作，還要涉獵各種教學來協助不同年

齡的學生。即使過程辛苦，但班級卻十分溫馨。這些偏遠學校以合作取

代競爭，打造沒有挫折感的學習天堂，使奧地利政府同意，只要學校有

10個學生就不會裁併學校。 

對於奧地利偏鄉學校來說，混齡教育不僅可以延續小校生命，更可

以開發孩子的潛能，啟發自學與相互教學的永續學習。經奧地利專家學

者調查，從學生的數學和語文的成就評估後發現，經由適當混齡教學課

程，學生的表現和分齡教學的學生沒有明顯差別。如此一來，偏鄉學生

成就普遍落後的問題就被消彌，同時也讓學校能持續存在，甚至吸引都

會學生到偏鄉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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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混齡教育 

台灣也曾採用過奧地利的混齡教育模式。自《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

展條》通過後，台灣有部分的偏鄉小學也採用混齡的教學方式，例如：

高雄市寶山國小、雲林縣仁和國小、苗栗縣南河國小等，來免除學校拆

遷或合併的危機。但以實施的結果來看，對台灣小學校是弊多於利。 

首先，為了規劃適合每位學生的課程，老師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備課，

且在課堂中，老師需要一下指導這組學生，一下照顧那組學生，負擔反

而更加沉重。第二，不同年級的孩子混班容易造成班上混亂，甚至出現

小團體，老師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維持秩序，不僅耗費課堂時間，亦可能

影響學習。再者，目前台灣的師資培育系統尚未著重於混齡教學法，仍

需老師自行摸索。若老師對混齡教學的教法不熟悉，反而無法獲得預期

的效果與回饋，徒增老師的辛勞和學生學習的困擾。 

(圖8) 苗栗縣南河國小實施混齡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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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看見他國實施的成功，卻沒有考慮自身國家條件以及中西教育文

化上的差異，還有在教學法尚未完備的情況下，貿然跟從反而會製造更多

問題。 

 

 

 

 

 

 

 

結語 

偏鄉教育長期以來面臨交通、資訊、文化、經濟、家庭與學校等多層

面的挑戰，因此才會需要教育創新。筆者認為，孩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

因此每個孩子的受教權應該予以平等，不能因地域性而有所落差。台灣偏

鄉教育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單靠效法他國政策或是自認為良好的學習設備

等就可以解決，而是要因地制宜，讓政府、專家學者親自到偏鄉學校考察，

規劃屬於台灣的可行方案，用不同的方式讓偏鄉的孩子也可以和都市孩子

享有同等的教育權利，真正落實偏鄉教育的正義。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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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dQL12 
圖2：https://reurl.cc/YkQkl 
圖3：https://reurl.cc/K84Om 
圖4：https://reurl.cc/rK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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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根據印度選舉委員會(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印度的人

民院(Lok Sabha)大選即將於4月至5月舉行，為期39天，過程會分成七個

階段進行。 

這場世紀大選舉裡，預計將有超過9億的選民參與，首投族(自2014

年議會選舉後)約有8,300萬人，其中18歲的選民佔1,500萬人。究竟選舉

將會如何進行，結果又會對有什麼影響呢？編者將會針對本次大選整理

相關人物背景並概約介紹印度的選舉制度、現任總理以及背後的現象。 

 

 

(圖1) 等待投票的印度女性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UG3A  劉德立/編譯] 

世界觀點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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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兩大政黨介紹和人民院組成的部分將會提及為何莫迪率領印

度人民黨當選會是歷史性的勝利，以及這位領袖在政策上的爭議。 

(圖2) 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 

世界觀點 

現任總理簡介 
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 

莫迪於1970年加入民族主義團體―國民志願服務者聯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並於2001年至2014年擔任古吉拉特邦

(Gujarat)首長。他首長任內的第2年，古吉拉特邦便發生嚴重的宗教內

亂，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傷亡超過1,000人，可謂死傷慘重，其領導的政

府也被指稱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阻擋衝突，美國政府也因此駁回其於

2005年提出的外交簽證，直到莫迪於2014年5月26日上任第14任印度總

理時，歐巴馬才撤回拒簽。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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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政黨派系 

印度的兩大主要政黨為印度國民大會黨 (簡稱國大黨， Indian 

National Congres，INC)和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

而莫迪率領的就是人民黨，其代表的中心思想為「主張實行民族主義、

民主以及印度教至上主義」，主要的支持選民為印度教教徒和中產階級

商人。 

國大黨則是創建於1885年12月，為印度歷史最悠久也是長期執政的

政黨，其精神領袖為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主張

「民族主義、世俗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強調團

結、統一、教派和睦。國大黨的初衷為希望受過優良教育的印度人能分

享政府權利，因此沒有遭到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當局反駁，但由於後期的

主張較為激進遭到的反對，此後國大黨開始轉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以

爭取印度獨立為目標。 

(圖3) 印度人民黨標誌 

世界觀點 

(圖4) 印度國大黨標誌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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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5) 印度議會席位分配 

人民院背景介紹 
印度議會採兩院式，由聯邦院(上議院)和人民院(下議院)組成。古時

下議院為資產階級代表，象徵民意的傳達以及其獨立性，雖然形式上較

貴族們的上議院地位較低，實質上的權力卻較大。由於在民主國家中下

議院席位一般為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因此某些國家稱之為「人民院」

(House of the People)。在印度，人民院的席次總數為545席，其中543

席由每5年舉行一次的人民直接選舉產生，2席則是由總統提名委任。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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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佔人民院中的80個議席，因此印度諺語總是說：「得北方邦

者得天下」。除了莫迪以外，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

魯(Jawaharlal Nehru)也是北方邦出身。 

(圖6) 北方邦位置圖 

世界觀點 

得北方邦者得天下 
1947年印度獨立後國大黨長期執政，人民黨成為在野黨長達10年之

久，終於在2014年由莫迪率領人民黨當選第14任總理。2017年議會選舉，

人民黨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獲得約四成的選票，贏得該邦議會403個

議席中的310席。 

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總人口高達2.22億人，根據BBC報導

統計，若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它就是全世界第五人口大國，僅次於

中國、印度、美國和印尼。因此被視為是總理大選的前哨戰，也是各政

黨欲鞏固的選區。 

(圖7)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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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印度投票機 

世界觀點 

大選背後的辛勞 

由於涉及的官員、保全和選民人數眾多，此次選舉將於4月11至5月

19日分七階段進行，預計將在5月23日開票，並於同天公布結果。 

本次參與投票的有效選民高達9億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選舉，且

由於印度的國土面積龐大，有些村莊位在極為偏遠的山區，因此協助選

舉的職員必須提早出發，並搭乘各式交通工具包括大象和駱駝才能抵達，

而隨行者除了選舉職員外還有大批的武警、觀察員、官方攝影師以及政

府官員。 

印度人民會透過電子投票機進行投票，投票機上有對應的按鈕、政

黨候選人及圖片，並由職員協助在手指蓋上油墨以防止重複投票以及確

認其身份。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印度有很高比例的人民是文盲，因此從

獨立以來就有搭配圖片協助人民在投票時方便判讀的做法。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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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OR5Vr 
圖2：https://reurl.cc/OR5YA 
圖3：https://reurl.cc/qKn0R 
圖4：https://reurl.cc/Ebg4A 
圖5：https://reurl.cc/GGDkA 
圖6：https://reurl.cc/W8ANk 
圖7：https://reurl.cc/1kXb9 
圖8：https://reurl.cc/OR55A 

資料來源： 
ttps://reurl.cc/jmQ8p 
https://reurl.cc/Eb71m 
https://reurl.cc/Vm6LZ 
https://reurl.cc/6b2QZ 
https://reurl.cc/Eb71m 
https://reurl.cc/xKZ6V 
https://reurl.cc/Eb74m 
https://reurl.cc/NNj4k 
https://reurl.cc/dq0ny 
https://reurl.cc/DbKOm 

世界觀點 

印度的民主制度保留得十分完善，打從英國殖民開始對於「政治的

參與度」以及「權利必須被監督」的思想便開始深植在人民心中，尤其

婦女具有投票權的思維在當時實為罕見而重要。 

 

選後結果對於台灣及世界的影響 
雖說這次的選舉僅是選出立委席次，但對於國際情勢的影響可說是

舉足輕重，以下是幾個原因： 

一、總理莫迪雖曾於在2015年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

卻沒有參與2017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引起各國際媒體輿論，莫迪對於

此事至今沒有表態，但在同年6至8月便發生中印軍隊洞朗對峙事件(2017 

China–India border standoff)。 

二、莫迪2015年首度拜訪巴基斯坦，結束12年來因為喀什米爾地區

的歸屬問題而產生的仇恨，以主動出擊的「新鄰國外交」戰略為求得南

亞附近鄰國的支持。 

議會的政黨組成將影響立法的方向，而印度總理莫迪的決策執行度

也將隨著執政黨而變動，更甭論印度身為中亞大國對於整個亞洲政經體

系的影響力。讓我們拭目以待五月底的開票成果吧。 

九億人大選的背後：印度人民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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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詩人：韓波 

我永恆的靈魂，注視著你的心，縱然黑夜孤寂，白晝如焚。 

Mon âme éternelle, 

Observe ton vœu 

Malgré la nuit seule 

Et le jour en feu.                                                                                

 

阿蒂爾‧韓波(Arthur Rimbaud) 

[UC1A 郭薾/整理] 

(圖1) 詩人韓波 

咱著來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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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54年10月20日，韓波出生於法國沙勒維爾(Charleville)，是19世

紀著名的法國詩人，創作時期集中於14至19歲。他被認為是象徵主義運

動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也被公認為是超現實主義的鼻祖 

1871年9月底，韓波受到象徵派詩人保爾‧魏爾倫(Paul Verlaine)的

邀請來到巴黎。兩人發展出同性戀情，魏爾倫決定拋妻棄子和韓波私奔

到倫敦。此時期的韓波創作出大量具有震撼力的詩作。 

1873年，兩人一次意外的爭吵導致魏爾倫入獄，韓波在傷心欲絕中

完成此生最傑出的詩作《地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追憶他和

魏爾倫共同生活的日子。 

1874年，韓波再次返回倫敦，並出版他倍受爭議的作品《彩畫集》

(Illuminations)，其中包含兩首最早的以自由詩體寫成的法語詩歌。 

1884年，韓波的右膝蓋患上滑膜炎並惡化為癌症。即便於1891年返

回法國治療並進行右腿的截肢手術，仍不敵癌細胞的擴散，於同年11月

10日在法國馬賽逝世，享年37歲。 

法國詩人：韓波 

《彩畫集 ：韓波詩文選 》 

館藏地：6F 第二中文書庫 

索書號：876.4.4434 

(圖2) 《彩畫集》封面 

咱著來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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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詩人：韓波 

作品 
韓波生前完成的詩作約60首，包括知名的《醉舟》(1871)，是他16

歲時，在到巴黎之前寫給魏爾倫的100行詩，被認為革命性地使用象徵

手法以及意象。韓波的詩歌創作理論即在「漫長的、龐大的、理性的騷

亂中」加入幻覺的因素，是法語詩歌歷史上的重大變革。 

當我順著無情河水自由流淌， 

 

我感到縴夫已不再控制我的航向。 

 

吵吵嚷嚷的紅種人把他們捉去， 

 

剝光了當靶子，釘在五彩樁上。 

 

所有這些水手的命運，我不管它， 

 

我只裝運佛蘭芒小麥、英國棉花。 

 

當縴夫們的哭叫和喧鬧消散， 

 

河水讓我隨意漂流，無牽無掛。 

Comme je descendais des Fleuves 

impassibles, 

Je ne me sentis plus guidé par les 

haleurs : 

Des Peaux-Rouges criards les avaient 

pris pour cibles 

Les ayant cloués nus aux poteaux de 

couleurs. 

J'étais insoucieux de tous les équipages, 

Porteur de blés flamands ou de cotons 

anglais. 

Quand avec mes haleurs ont fini ces 

tapages 

Les Fleuves m'ont laissé descendre où je 

voulais. 

譯者：王道乾 詩詞分享一：《醉舟》 (Le Bateau ivre)(節錄) 

咱著來吟詩 

29 



以往，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的生命曾是一場盛宴， 

在那裡，所有的心靈全都敞開， 

所有的美酒紛紛溢出來。 

 一天夜晚，我讓美坐在我的雙膝上。 

—我感到她的苦澀。 

—我污辱她。 

我拿起武器反抗正義。 

我逃離。噢，女巫，苦難，仇恨， 

我的珍寶託付給你們！ 

我終於使人類的希望在我的精神中幻滅。 

我像猛獸一樣不聲不響地在歡樂之上跳躍， 

為了掐住希望的咽喉。 

我叫來劊子手， 

為了在臨死前咬住他們的槍托。 

我叫來災難， 

為了在沙土和鮮血中窒息。 

不幸曾是我的上帝。 

我倒在淤泥裡。 

我在罪惡的空氣中把自己晾乾。 

我瘋狂地開玩笑。 

春天帶給我白痴的獰笑。 

法國詩人：韓波 

Jadis, si je me souviens bien, 
ma vie était un festin où s'ouvraient 
tous les cœurs, 
où tous les vins coulaient 
Un soir, j'ai assis la Beauté sur mes 
genoux. 
— Et je l'ai trouvée amère.  
— Et je l'ai injuriée.  
Je me suis armé contre la justice. 
Je me suis enfui. Ô sorcières, ô misère, 
ô haine,  
c'est à vous que mon trésor a été confié 
Je parvins à faire s'évanouir dans mon 
esprit toute l'espérance humaine. 
Sur toute joie pour l'étrangler j'ai fait le 
bond sourd de la bête féroce. 
J'ai appelé les bourreaux pour, 
en périssant, mordre la crosse de leurs 
fusils. 
J'ai appelé les fléaux, 
pour m'étouffer avec le sable,le sang.  
Le malheur a été mon dieu. 
Je me suis allongé dans la boue.  
Je me suis séché à l'air du crime. 
Et j'ai joué de bons tours à la folie. 
Et le printemps m'a apporté l'affreux 
rire de l'idiot. 

詩詞分享二：《地獄一季》序詩(Une Saison en enfer) 

咱著來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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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賞析一 

相對於韓波後期的作品，可以感覺到《醉舟》比較輕鬆寫意。雖是

1871年的作品，內容卻像是在描述韓波的一生，從一開始的四處漂泊到

將喝醉的自己當作海上的一葉扁舟。為了成為通靈者，用酒精將自己灌

醉，好去感受最純粹的愛、瘋狂與自我意識。而最後結尾也宛如韓波本

人的結局般，靜靜地葬於汪洋大海之中。 

 

詩詞賞析二 

韓波的詩，是晦澀難懂、瘋狂而富有力量的。在《地獄一季》序詩

裡，他開頭表示自己的生活曾是快樂又輕鬆自在，然而這一切卻變了。

他開始反抗社會的秩序，拒絕希望、逃避現實，陷入罪惡之中。當他後

來醒悟時，他想找回昔日的快樂，卻知道自己擺脫不了撒旦，他認為自

己是個被打入地獄的作家。韓波的思維總是穿梭在虛幻和現實之間，成

為他所謂的「通靈者」，打散所有的感覺意識。他的字裡行間總夾雜著

一股強烈的情感，也許是對現實感到疲倦不堪，抑或是想反抗和大聲吶

喊。韓波短短五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的一字一句都像是用鮮血和靈魂深

深刻劃在法國詩壇的歷史中重要的篇章。 

 

法國詩人：韓波 

資料來源： 
http://t.cn/EXNsOBv 
http://t.cn/RArs4ZH 
http://t.cn/zYDGlc8 
http://t.cn/EXpP87J 
http://t.cn/EXpPkkC 
http://t.cn/EXphyzr 
http://t.cn/EXphuMX 
http://t.cn/EXp7LRD 

圖片來源： 
圖1：http://t.cn/EXpzVn3 
圖2：http://t.cn/EXphu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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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歐洲說
台灣 

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造訪大部分的歐洲國家時，不難發現自行車經常被當作代步工具，

自然而然融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形成特有的自行車文化。 

2017哥本哈根指數(The Copenhagenize Index 2017)註1顯示，全球

十大自行車友善的城市中，除了第9名為日本東京，也是唯一上榜的亞

洲國家外，其餘都位在歐洲。 

[UT4A 廖敏惠/整理] 

註1：哥本哈根指數每兩年公佈一次排名，評量全球城市的自行車友善程度， 
藉此得知哪些國家或城市透過軟硬體的建設盡力讓自行車融入民眾的生活之中。 

第一名：丹麥/哥本哈根 

第二名：荷蘭/烏特勒支 

第三名：荷蘭/阿姆斯特丹 

第四名：法國/史特拉斯堡 

第五名：瑞典/馬爾默 

 

第六名：法國/波爾多 

第七名：比利時/安特衛普 

第八名：斯洛維尼亞/盧比安納 

第九名：日本/東京 

第十名：德國/柏林 

(圖1) 哥本哈根指數排名1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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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台灣自行車市場概況 
台灣有「自行車王國」的美譽，從50年代的自行車零件代工到創立

本土品牌，歷經長時間的創新和研發，成為全球自行車產業的龍頭。 

台灣自行車以出口為導向，主要市場為歐洲，佔總出口的77.2%，

其中又以荷蘭的27.7%和德國的19.8%為最大宗；美洲則以18.1%成為第

二大宗。 

 

歐洲自行車市場概況 
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資料指出，歐盟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車進

口市場，然而近10年的進口數量卻逐年降低。主要是受到全球經濟不景

氣、歐洲市場庫存量偏高以及買氣疲軟等因素影響，也直接造成台灣出

口量衰退。 

 

電動自行車崛起 
近幾年來電動自行車在歐美國家掀起一股熱潮，儘管台灣出口到歐

洲的一般自行車數量降低，不過出口的電動自行車卻大幅提升，正巧抵

銷一般自行車流失造成的缺口。 

根據歐洲統計局的數據，台灣於2017年成為歐洲第二大電動自行車

的供應商。從捷安特在匈牙利設廠及美利達擴大工廠可見一般，除了傳

統自行車大廠以外，還有其他新的公司也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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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歐洲熱銷的台灣電動自行車 

• 美利達電動(輔助)自行車eONE-SIXTY(e160) 

相信大家對於美利達並不陌生，台灣第二大單車製造商，更是國際

高級自行車領導品牌之一，秉持著「台灣製造；德國設計工藝」的精神

行銷全球。去年台灣出口的電動自行車約17多萬臺，美利達就貢獻約10

萬臺，超過一半的數量。 

旗下在歐洲銷售的電動(輔助)自行車eONE-SIXTY(e160)榮獲德國

Design & Innovation Award 2017 設 計 創 新 獎 ， 並 被 德 國 E-

MOUNTAINBIKE Magazine評為歷年來分數最高的車種，堪稱歐洲口

碑最好的全避震式電動登山車，更獲頒第25屆台灣精品銀質獎。 

這款車種原本只在歐洲販售，不過日前已經申請並通過國家安全型

式審驗合格，正式在台灣上市。 

(圖2) e160商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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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 Klever e-Bike 

大家或許對Klever光聯輕電不熟悉，雖然它有在台灣推行幾款電動

自行車，不過主要還是專攻歐洲高階市場。其實它是台灣機車大廠

KYMCO光陽工業於2011年全資成立的子公司，專門研發電動輔助自行

車，在歐洲年銷售量約4,000臺，當地平均售價超過3,000歐元。 

其車款不僅講求實用性，外觀更特地請歐洲知名汽車品牌的設計師

Adriana Monk操刀，獲頒2013和2017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Red Dot 

Design Award)、榮獲2014、2015和2017德國國際論壇設計獎(iF Design 

Award)以及2013和2017的歐洲自行車展設計獎(EUROBIKE AWARDS)。 

雖然外型採用歐洲設計，且於德國及荷蘭設有分公司，不過工程設

計、生產及開發都在台灣進行，並透過實體與網路通路行銷於歐美與其

他地區。 

(圖3) X RANGE商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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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軟實力－稱霸歐洲的電動自行車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VkDW 
https://reurl.cc/7bVkN 
https://reurl.cc/6bq5r 
https://reurl.cc/DbOo6 
https://reurl.cc/R9keg 
https://reurl.cc/vKLLo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eVkDW 
圖2：https://reurl.cc/R9kye 
圖3：https://reurl.cc/DbObR 
圖4：https://reurl.cc/ZlNvV 
圖5：https://reurl.cc/ZlNvV 

(圖4) 2017年至2019年3月的台灣自行車出口歐盟數量 

(圖5) 2017年至2019年3月的台灣自行車出口歐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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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DbOo6
https://reurl.cc/R9keg
https://reurl.cc/R9keg
https://reurl.cc/vKLLo
https://reurl.cc/vKLLo
https://reurl.cc/eVkDW
https://reurl.cc/R9kye
https://reurl.cc/DbObR
https://reurl.cc/ZlNvV
https://reurl.cc/ZlNvV


歐盟也有交換生計畫？ 

Do You Know 

編按：文藻每學期都會舉辦交換生計畫，

讓學生有機會親身體驗各國文化。小編也

曾經到歐洲交換，體驗當地的生活並結交

各國好友，也萌生想繼續在歐洲進修的念

頭。你知道歐盟也有交換生計畫嗎？而且

不只是在其中一國，而是一次在好幾國！

不用擔心學費，你甚至還有機會將獎學金

賺回家！ 

伊拉斯謨計畫(Erasmus)是歐盟的學生交換項目，如此饒口的名稱

是以中世紀時期，遊歷歐洲各國的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謨命名。成立目的

為促進學術交流及移動，提昇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機構的品質，歐洲學生

能在歐盟成員國自由交換，並計入畢業學分。 

自1987年成立以來，超過600萬學生、5,000所高等教育機構和37個

國家參與。2003年提出國際版Erasmus Mundus，接受全世界的大學生，

讓歐洲教育更加國際化。2014年推出時程至2020年的Erasmus+(2014-

2020)項目，促進跨國移動學習交流，鼓勵青年參與歐洲民主事務。在某

些歐洲學校，參加Erasmus甚至是必修學分。 

(圖1) 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謨 

[YT4A 陳書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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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 
此計畫不只提供交換學生的項目，還包含海外實習及歐盟聯合碩士

學程(Erasmus Mundus Joint Master Degree，EMJMD)。EMJMD學程

由兩個以上不同國家的大學組成，一同開授聯合碩士學程。就是一次到

兩、三個國家修習碩士課程，修滿之後，畢業證書就會註明學程和參與

學校的碩士學位。而一般如文藻的交換計劃(雙聯學制除外)，則是只能

拿到文藻的畢業證書。 

學程設計、招生條件及申請文件皆獨立於歐盟運作，除了歐洲，也

能到非洲、南美洲或亞洲交換，台灣目前也有4所大學參與學程聯盟。

學程的時間為12、18或24個月不等，通過申請的學生必須至少在學程大

學聯盟中的兩所大學學習。在修完學程後學生可獲頒雙重、多重或是聯

合碩士學位，其碩士學位受所有參與國家的承認。歐盟計畫在2014年至

2020年間提供300個聯合碩士學程，預計招募30,000名碩士生。 

(圖2)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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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3) 2017年歐盟發出5,900萬歐元的獎學金 

獎學金 
在歐洲讀書的基本開銷肯定比台灣還大，如果家裡經濟不允許，又

不想貸款，其實有更好的辦法—申請獎學金！ 

聯合碩士學程的獎學金申請經甄選核准後，每位學生每學年最多可

獲得25,000歐元(約新台幣87萬元)的獎學金補助，不但學費全免，還可

以領生活津貼，搬家或旅遊等交通津貼皆有補助，若是每個月生活費省

著點用，還能存錢回家。 

另外，臺灣教育部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伊拉斯謨計畫，自2006年起，

每年均與歐盟合作設置「教育部歐盟獎學金」，獎助未獲本計畫獎學金

但經歐盟推薦者，提供為期1年定額12,000歐元的獎助學金，每年最多10

名。2017年，臺灣160位學生申請聯合學程，8位獲本計畫獎學金。 

歐盟貸款 
如果沒獲得獎學金，還是可以申請Erasmus+碩士學位貸款。因為

是歐盟的貸款，所以不需要抵押或擔保，利息比一般貸款還低，可在2

年內開始償還貸款，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找工作。但目前只有西班牙、義

大利等地區的銀行提供此項貸款。以一年的碩士來說，可以貸款到

12,000歐元，2年則可貸18,0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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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能到兩個以上的國家留學，取得多國學位證書，還有機會將獎學金

賺回家，相信多數同學應該都很有興趣。不過是否真的值得衝一波呢？

以下是參與過此計畫的學長姐們，分享其中的利與弊。 

優點 
1. 國際化環境：能接觸到國際化的學習或工作環境，同學及教授通常

來自世界各國，能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2. 英語授課：歐盟使用的語言多達20幾種，參與學程的學生到底要會

幾種語言呢？答案是不用特地學，歐盟碩士學程的所有科系都會以

英語授課，有些學程也會提供當地語言的課程，修習正式學位之餘

也能習得另一外語，造就多語能力的國際人才。 

3. 提高競爭力：統計數據指出，透過伊拉斯謨計畫出國實習的年輕人，

超過三分之一被轉為正職，升遷速度比其他人更快，此計畫的畢業

生在就業市場的薪資也遠高於平均值，且更有機會獲得管理職位。 

(圖4) Erasmus+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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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缺點 
1. 品質參差不齊：每間學校的作風和文化不同，一次到不同國家念多

間大學，難免會有品質不一的狀況發生。 

2. 學費高昂：若沒申請到獎學金，歐盟碩士學程每年動輒5、60萬台

幣的學費，與歐洲許多國家免收學費的傳統相較，收費不合理。 

3. 頻換環境：由於每半年到一年就得換國家或學校，往往才剛開始安

頓下來就得忙著找下一個國家的房子、搬家、辦簽證等，或是才剛

跟教授同學熟悉，就得說再見了，除了應付課業壓力，在異國生活

也一定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需要堅強的心及相當程度的抗壓力，

才能順利拿到畢業證書。 

(圖5) 參與Erasmus+ 計畫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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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申請管道 

有獎學金可拿，又能在各國遊歷讀書、開闊視野、學習獨立，是不

是很心動呢？申請的步驟也很簡單，檢視現有聯合碩士學程的列表

(https://reurl.cc/aMl57)，選擇有興趣就讀的學程。造訪該學程的網站，

依照該學程網站指示，直接向該學程的聯絡窗口申請入學及獎學金。不

用申請費用，所有的資料都是網路填寫申請。 

學程科系豐富多元，包含商業、農業、理工、教育、藝術、人文等，

每人可選三個學程。若有意願繼續升學，家裡經濟卻不允許，不妨考慮

歐盟的Erasmus+計畫。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laLe9 
https://reurl.cc/dqrWy 
https://reurl.cc/QVpbM 
https://reurl.cc/nlVZ6 
https://reurl.cc/rKlZr 
https://reurl.cc/0az6K 
https://reurl.cc/GGkXy 
https://reurl.cc/W84q9 
https://reurl.cc/NNaqp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GGZLG 
圖2：https://reurl.cc/5bkQv 
圖3：https://reurl.cc/QVn0b 
圖4：https://reurl.cc/Yk7AO 
圖5：https://reurl.cc/xKxbL 
圖6：https://reurl.cc/R9dbg 

(圖6) 參加Erasmus能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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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繪本展海報 

校外藝文報導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UC1A 黃楷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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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們看的繪本幾乎都是從國外進口和翻譯，近幾年來，台灣

掀起原創繪本的熱潮，本土繪本作家如雨後村筍般出現，也集結相當多

作品。為了讓大家更能體會原創繪本豐沛的創作能力，進而舉辦這個回

顧展，讓所有大朋友和小朋友和作者們一起進到作者所描繪的故事中，

藉由繪本的滋養，獲得更多的體悟和認知。 

今年的原創繪本回顧展中，便以「島嶼上，故事遍開成花」的概念

進行延伸，將以「書展」與「畫作展」雙主軸呈現，希望除了透過書籍

的展示讓讀者感受到2018年出版的繽紛多彩，也能透過畫作展，有機會

識到這些作品背後辛勤耕耘故事的作者們。 

展覽目的 

(圖2) 展覽書舖門口 

校外藝文報導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圖3) 手繪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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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展覽書籍 

校外藝文報導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圖5) 展覽書籍 (圖6) 展覽書籍和繪畫作品 

展覽介紹 

這次的展覽分為兩個部分和三個展區：第一個部分為「繁花盛開：

2018年台灣原創繪本回顧書展」，以出版社進行分類，陳列2018年所出

版的原創繪本，並在牆面展示2018年出版量最多的五間出版社作品，由

台灣原創繪本研究社社員提供讀者角度的出版社年度觀察。 

第二個部分為「種故事的人：繪本畫作展」原畫展，分為兩個展區，

在小房子藝廊展出「新興繪本作家」繪本畫作，並於蒲公英親子圖書館

展出「精選繪本作家」繪本畫作，兩展區共計15幅畫作，15位台灣創作

者參與。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校外藝文報導 

(圖7) 展覽書籍和繪畫作品 

(圖8) 展覽書籍和繪畫作品 

今年的2018台灣原創繪本回顧展，除了展出119本台灣原創繪本，也

新增繪本畫作展覽，試圖透過展覽繪本中的一幅圖，進一步介紹圖像作

者，讓看展的朋友除了欣賞作品，也可以對創作者有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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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圖9) Li-Wen Chu 《我的名字叫甜甜》 

(圖10) 張曼娟《星星馬頭》 

繪本介紹 

翻開這本繪本就令人讚嘆不已，他

的文字雖然很多，但他的圖真的很美，

他用很多的顏色來描繪整張圖，讓圖片

不單調反而更多采多姿。細細咀嚼文字，

書中的內容深深觸動我的心，在每個人

的人生中一定會遇到生離死別，親人的

離世真的讓人一時難以接受，但我們總

要接受這一切，至少回憶一直都在。這

本書讓我回憶起從前，並帶領我回到和

過世親人相處的美好時光。 

這是一本讓我深省的書，看著封面

還以為是甜蜜的故事，但內容卻相去甚

遠。書中的圖畫很是吸引我，裡面的畫

作都蘊含著不同的意義。我們的人生都

會遇見很多的不順遂，有時我們會選擇

逃避或是遺忘，但是在時間的推移之下

事情總會過去，而那些經歷終將成為人

生的一部分，在我看來這本書讓人可以

更深刻的明白，其實有些挫折都可能是

命運的安排，使我們能成長，就算已經

傷痕累累還是能繼續前行。 



校外藝文報導 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圖11) 繪本館二樓的繪本空間 

(圖12) 一樓書籍展示 

觀後感想 

我是一個喜歡插圖的人，這次的繪本展讓我受益良多，一本書裡運

用一些插圖和少許的文字，就能讓讀者了解到作者想說的故事和想表達

的意義 

近幾年的調查中，台灣人都不太閱讀書籍，我覺得閱讀書籍可以從

小就培養，而繪本就是最好的選擇，繪本的特色就是圖片多，可以激發

他們的想像力，字數少讓他們有耐心地看完，從而養成看書的習慣。小

房子是一間非常棒的繪本書舖，在這裡會有工作人員提供茶飲，也能在

這裏遇見志同道合的書友，我十分推薦閒暇之餘可以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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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oYqj5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davYV 
圖2：筆者現場拍攝 

圖3：筆者現場拍攝 
圖4：筆者現場拍攝 
圖5：筆者現場拍攝 
圖6：筆者現場拍攝 
圖7：https://reurl.cc/2Q9jX 
圖8：https://reurl.cc/QaqE9 
圖9：筆者現場拍攝 
圖10：筆者現場拍攝 
圖11：筆者現場拍攝 
圖12：筆者現場拍攝 

展覽地點：小房子書舖 
高 雄 市 苓 雅 區 文 橫 二 路 1 1 5 巷 1 5 號 
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housebooks/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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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灣原創繪本回顧展 

展覽資訊 

展覽日期： 
2019/01/12(六)至2019/04/28(日) 

票價：50元 

開館時間 : 
週三至週日  上午10點至下午18點 

https://reurl.cc/oYqj5
https://reurl.cc/oYqj5
https://reurl.cc/davYV
https://reurl.cc/davYV
https://reurl.cc/2Q9jX
https://reurl.cc/QaqE9
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housebooks/


[UG3A 劉德立/整理] 

德國影集 
 

香水 Parfum  

(圖1) 香水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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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影集—香水Parfum  歐洲影劇賞析 



《香水》改編自德國小說家派屈克‧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的同

名小說，早在 2006年就被翻拍成電影《香水》(Das Parfüm–Die 

Geschichte eines Mörders)，由ZDFneo頻道製作的德國電視劇，

Netflix獲得國際播放版權並於2018年12月開播。 

故事始於一場命案，一名女子全裸死於自家泳池，其陰部及腋下被

割走。觀眾將和警方一同調查事發經過，並挖掘出六位主角不為人知的

過去。另外，我覺得每集的標題都很特別，是以不同香水的製作程序和

元素命名，第一集到第六集分別為龍涎香(Ambra)、糞臭素(Skatol)、合

成(Synthese)、第三種物質(Die dritte Substanz)、心臟弦 (Herzakkord)、

限制 (Fesselung)。配合旁白的敘述能有效的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十分引

人入勝。 

(圖2) 《香水》影集片段 

德國影集—香水Parf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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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劇情簡介 



布奇(Thomas Butsche)： 

崔斯坦‧普特(Trystan Pütter)飾演         

布奇以前在寄宿學校是校園風雲人

物兼大惡棍，以言語霸凌沒牙為樂。校

園生活看似一帆風順，家庭生活卻經歷

不少風雨。成年後的布奇在車站前經營

妓院，家庭帶給他的陰影嚴重影響他的

價值觀，鐵漢的外表下隱藏著一位缺乏

母愛的孩子。 

羅門 (Roman Seliger)： 

肯恩‧度肯 (Ken Duken)飾演  

羅門和藹可親、高大俊帥且翩翩有

禮，和青梅竹馬的妻子愛蓮娜還有可愛

體貼的女兒住在豪宅。看似家庭事業兩

得意的男人，其實有暴力傾向，以前在

寄宿學校和布奇同樣是風雲人物兼霸凌

者。 

(圖3) Trystan Pütter 

(圖4) Ken Duken 

德國影集—香水Parf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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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愛蓮娜(Elena Seliger)： 

娜塔莉亞‧布列斯基(Natalia Belitski)飾演         

曾經因為想脫離被霸凌的困境，而和

沒牙一起犯下無可挽回的錯誤。或許也是

因為她原生家庭的問題，才讓她成為願意

為孩子付出所有的偉大母親。從年輕時就

瘋狂迷戀羅門並對丈夫婚外情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 

丹尼爾史勒德/沒牙(Daniel Sluiter/Zahnloss)： 

克里斯提安‧菲力德爾(Christian Friedel)飾演  

不受尊重且因為外表而得到沒牙綽號的悲

催人物，雖然本人並不自認悲慘。因為寄宿學

校時的遭遇，導致長期被怪夢騷擾，得長期接

受心理治療並期望藉此重振雄風。他其實是個

善良的人，渴望幫助被霸凌的愛蓮娜，卻因為

自己也深陷險境而做出可怕的行為。 

(圖5) Natalia Belitski 

(圖6) Christian Frie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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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茲(Moritz de Vries)： 

奧古斯特‧迪爾(August Diehl)飾演         

莫里茲從小就極度擅長辨識氣味，

長大後成為廣負盛名的製香師，追求味

道的極致，不少權貴都是他的客戶，從

他的職業便能猜出是本劇相當關鍵的重

要人物。個性十分陰沉所以有殺人魔的

既視感，總是語帶保留，時常因此和急

性子的布奇起衝突。 

卡妲莉娜‧克勞馥(Katharina ‘K’Läufer)： 

絲莉‧納瑟爾 (Siri Nase)飾演  

串聯起所有線索的第一死者，極度有

吸引力的紅髮女子，從學生時代就喜好勾

搭各年齡層的男性，並在與其發生關係後

利用他們的愛達到自身利益。布奇和羅門

就曾為之大打出手，更曾發生過三角關係，

但由於布奇個性較羅門強勢，因此握有和

卡妲莉娜相處的主控權。婚後住在羅門隔

壁並持續偷情，因此在卡妲遭遇不測後羅

門是第一個發現的人。 

(圖7) August Diehl 

(圖8) Siri N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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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laYb6 
圖2：http://tinyw.in/xS2l  
圖3：https://reurl.cc/dqa3D 
圖4：https://reurl.cc/W8AmL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0aWeM 
https://reurl.cc/NNx8n 

官方預告片：
https://reurl.cc/mkYQY 

選擇分享這部影集實在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因為故事主軸環環相扣，

加上編者不想劇透怕會影響觀眾的觀影品質，因此人物介紹和故事簡介僅

能提及皮毛，剩下的部份讓讀者自行欣賞。 

比起同名電影，編者更喜歡影集，由於故事背景架設於現代，比起中

古世紀的巴黎更容易讓觀眾身歷其境。編劇巧妙地把原著的橋段融入劇情，

在現代科學的進步下，製作香水的儀器更為精密，加上不知道製程加的是

什麼肉塊的情況下更讓人看得毛骨悚然。而冷色調的畫面一直帶給編者一

股厭世感，彷彿劇情裡發生的事都不關乎社會，但仔細一想便發覺其實社

會上不少這類型的社會案件，兩相輝映之下造就了這部好片，編者認為若

是平常喜歡觀看邪典電影的觀眾會愛上這部影集。 

不管是原著、電影和影集，其中的中心思想都是關於人性的私慾、脆

弱和情愛，香氣只是誘因，源自於人對愛與被愛的渴望。 

善良的人也可能會為了滿足私慾而做出一些抉擇，那麼自私是否也是

一樣出於愛呢？ 

(圖9) 年輕時的布奇和卡妲莉娜 

圖5：https://reurl.cc/8b6MX 
圖6：https://reurl.cc/NNbg9 
圖7:   https://reurl.cc/qKYj3 
圖8:   https://reurl.cc/laYj6 
圖9:   https://reurl.cc/mk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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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2B 古菱育/整理] 

我 就 要 你 好 好 的 

M e  B e f o r e  Y o u 

56 (圖1) 小說封面 

What do you do when making the person you love happy also means 

breaking your own heart? 

What do you do when making the person you love happy also means 

leaving you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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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你好好的 Me Before You 

喬喬‧莫伊絲(Jojo Moyes)來自英國，她是記者、編劇，更是少數

榮獲兩次浪漫小說協會獎(Romantic Novelists‘ Association Awards)的

作家。 

她初期的寫作職涯並不是特別順利，她甚至曾說過：「如果我的第

四本書被拒絕，那我就要停止寫作。」但很幸運的是，她的第四本書有

六家出版社在爭取版權。 

之後她成為全職小說家，並出版第一本作品《庇護雨》 (Sheltering 

Rain)，同時也繼續為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撰寫文章。 

她原本的出版社不打算出版《我就要你好好的》，並將小說轉賣給

另一個出版社，結果熱銷600萬本，在9個國家排名第一，還登上紐約時

報(New York Times)的暢銷書前10名排行榜，並在榜上持續19週的時間，

也因此大家回頭關注她之前出版的作品。 

(圖2) 作者喬喬‧莫伊絲 

作者介紹 

《我就要你好好的》出版於

2012年1月5日，之後還有兩本續集

分別是2015年的《你轉身之後》

(After You) 和 2018 年 的 《Still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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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露伊莎‧克拉克(Louisa Clar)是個開朗外向的女孩，她原本

在咖啡廳工作，被解雇後，因緣際會成為男主角威爾‧崔納(William 

Traynor)的看護。 

崔納曾經是令人羨慕的人生勝利組，成功的年輕企業家並活躍於各

種活動，卻因為一次車禍意外，導致永久性癱瘓，生活大小事都要依賴

他人。 

崔納起初對待任何人都十分冷漠，卻逐漸被克拉克的熱情和活潑感

染，並對她敞開心房。 

某次克拉克無意間聽見崔納父母的對話，得知崔納想要安樂死的決

定。她想要改變他的想法，兩人朝夕相處，也漸漸喜歡上對方。但是崔

納還是沒有打消安樂死的念頭，雖然克拉克一開始無法諒解，最後還是

尊重他的決定，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 

故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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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kKRW 
https://reurl.cc/NxKvQ 
https://reurl.cc/x3VdV 
https://reurl.cc/z59gy 
https://reurl.cc/pYED8 
https://reurl.cc/1ORQV 
https://reurl.cc/K9g6g 
https://reurl.cc/GN0VZ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NxKvQ 
圖2：https://reurl.cc/z59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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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7F 英文書庫 

索書號： 823.92 M938Me 

會接觸到這本書是因為先去看了電影，看完電影之後，覺得這部作

品很不錯，所以決定去找小說來看。小編很推薦這本書，因為書中有值

得探討的議題以及深思的部分。 

「當我們所愛的人做出一個會使他快樂的決定，但同時會使我們心

碎、甚至他會永遠離開我們時，我們該怎麼做？」這句話就好像書中男

主角做出安樂死的決定時，他父母親掙扎地寫照。雖然他的父親內心不

捨但還是決定給予尊重，反之他的母親則無法接受，因為這是非常兩難

的決定，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我們去思考、討論，是要照顧他一輩子，

還是尊重他的決定。 

我很喜歡書中的一句話「生命不重來，你的義務就是竭盡所能地活

得精采充實。」(You only get one life. It’s actually your duty to live it 

as fully as possible.)因為人生只有一次，錯過不再重來，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死後會怎麼樣，所以當我們還活著、還擁有很多別人沒有的事物時，

我們要懂得珍惜，並不要只是好好活著而已，要活得充實精彩，才不枉

我們這一生。 

讀後心得 

https://reurl.cc/ekKRW
https://reurl.cc/NxKvQ
https://reurl.cc/x3VdV
https://reurl.cc/z59gy
https://reurl.cc/pYED8
https://reurl.cc/pYED8
https://reurl.cc/1ORQV
https://reurl.cc/K9g6g
https://reurl.cc/GN0VZ
https://reurl.cc/GN0VZ
https://reurl.cc/NxKvQ
https://reurl.cc/z59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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