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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跟著歐盟園區電子報一起迎接5月的到來，金黃色的阿勃勒綻放如同一場

燦爛的黃金雨，期盼6月的鳳凰花如煙火點亮藍天。 

《新聞深度報導》中，韋霓介紹一把始料未及的大火如何燒毀了巴黎聖母院，來

自各方鉅額的重建捐款，又為何點燃了法國民眾心中的怒火。 

一把火可以摧毀的不僅是人類文明的資產，更可能星火燎原累積成危害海洋的來

源，小小的菸蒂如何成為海洋汙染源之一，楷婷於《世界觀點》有詳細地報導。 

《歐洲主題專欄》由育誠報導台灣和歐洲於婚姻平權的法律保障現況，以及台灣

和部分歐洲國家在進行婚姻平權公投的投票結果和國人看法。 

而當科技日趨進步，人工智慧發展迅速，藉由科技引領生活品質更加提升時，面

對科技這把雙面刃，楷婷於《歐盟學術專欄》中整理了歐盟為防止人工智慧遭到濫用

所公布的道德準則內容。 

於《咱著來吟詩》中，菀蔆介紹義大利未來主義運動帶頭人菲利波‧托馬索‧馬

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以及其幾何圖形排列的詩作和著名的具象詩之

差異。 

珍珠奶茶是台灣知名小吃，如今更推廣至歐洲成為新寵；其中，台灣人耳熟能詳

的日出茶太還成功進駐羅浮宮，小小一杯珍奶如何出征歐洲，請看本身也是珍奶控的

書華於《跨界歐洲說台灣》的介紹! 

《校外藝文報導》由宛萱親自走訪高美館目前正展出的《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

的東南亞當代藝術》特展，報導展覽主軸和令她印象深刻的作品，邀請讀者一同沉浸

在東南亞的藝術太陽雨中。 

喜愛看影集的讀者們，不知道是否觀看前期電子報中，德立推薦的Netflix德國影

集《香水》(Parfum)了呢?本期的《歐洲影劇賞析》由郭薾負責，同樣是推薦Netflix

原創影集，並介紹受影評人讚譽的英國喜劇《性愛自修室》(Sex Education)。 

本期由敏惠推薦的好書為瑞典暢銷小說《明天別再來敲門》(En man som heter 

Ove)，內容描述喪偶的男主角暗暗籌劃了斷生命以為了和天上的妻子會合，卻因為社

區搬來的新鄰居屢次打擾，而不斷延後其計畫。 



 來不及脫歐！5月歐洲議會選舉 英國各黨展開競選活動 

https://pse.is/HKW9Z(自由時報4月28日) 

 
 馬克宏為黃背心大減稅 這國可能氣噗噗 
       https://pse.is/HV8NZ(自由時報4月30日) 

 
 
 

 加泰前獨派領袖 獲准參選歐洲議會 
       https://pse.is/GJGEE(中央廣播電台5月6日) 

 
 
 

 德智庫： 歐盟單一市場制度 德國成最大受惠國            
 https://pse.is/GXP43(自由時報5月8日) 

 
 
 

 馬克宏：要盡一切努力來拯救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 
       https://pse.is/HXQ5D(世界之聲5月10日) 

 
 

 
 法國舉辦G7男女平等部長級會議 
       https://pse.is/H4NJQ(世界之聲5月11日) 

[UC1A 陳韋霓/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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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巴黎聖母院到富人稅 

法國當地時間2019年4月15日，擁有850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遭遇一場始料未及的大火，滾滾濃煙遮蔽塞納河畔的天空，也籠

罩整個巴黎。法國當地電視主持人在現場直播中表示，聖母院重修預計

至少需要8至10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不會對外開放。也就是說，在今後

10年內去巴黎的遊客，可能無緣感受這座教堂輝煌的藝術。 

災後法國富人們紛紛慷慨解囊，隔天捐款金額立刻飆破6億歐元，

這乍看之下雖是件好事，卻引發法國社會不平等的爭議。 

(圖1) 巴黎聖母院大火 

[UC1A 陳韋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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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捐款惹議原因 
法國近期因貧富不均與低薪，爆發長達5個月的「黃背心」示威潮，所

以這些高額捐款才會隨即引發爭議。 

專門研究慈善事務的法國「ESSEC高等商學院」 (ESSEC Business 

School)教授帕奇(Anne-Claire Pache)指出，根據法國法律，個人的善心捐

款可獲66%的稅款扣抵，企業則可扣抵60%。大企業捐款1億歐元，等於6千

萬歐元政府課不到稅。 

富人捐款刺激民眾的複雜情緒，一方面讚賞他們拋磚引玉搶救國家重

要的文化資產，另一方面卻為富豪出手闊綽而深感貧富不均。文化部前部

長甚至在推文中建議聖母院捐款的抵稅比率可提高至90%，立刻引來一片罵

聲，因此捐款富豪皆宣布，將不會在相關款項尋求任何抵稅。 

但仍然有部分左派政治人物認為，這些大富豪可以透過誠實納稅幫忙

保護文化遺產，或救濟需要幫助的人。 

(圖2) 捐款人Kering董事長 
Francois-Henri Pin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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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捐款人LVMH負責人 
Bernard Arnault 

從巴黎聖母院到富人稅 



「黃背心運動」- 富人稅 
富人稅(ISF)可直接翻譯為「財富團結稅」，更早之前則稱為「鉅額財富稅」

(IGF)，於1982年左派前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任內所實施。 

1987年，右派的席哈克(Jacques Chirac)擔任總理，取消富人稅，1988年，

他嘗試角逐總統之位失敗；密特朗成功連任，並於1989年恢復課徵富人稅，從此

以後很少有政治人物再提出要廢除富人稅，最多是加以改革。直到現任總統馬克

宏(Emmanuel Macron)廢除富人稅，富人稅從實施到廢除已歷經35年之久。 

當馬克宏決定廢除富人稅時，引發中產階級和貧窮民眾的反彈，因為富人稅

只適用於個人總資產超過130萬歐元的納稅人，並規定遊艇、飛機等高價值動產

也會納入應稅範圍。根據估算過後，刪除富人稅將會為法國的有錢人減少7成的

財富稅支出。 

當時政府徵收富人稅的初衷是希望有助於財富平均分配，但多年來效果一直

遭人質疑，富人稅雖針對富人特定資產課稅，但也可能反而促使他們把資產移往

國外，或乾脆直接搬離法國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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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法國財富團結稅稅率表(匯率1：35) 

從巴黎聖母院到富人稅 



另外，常遭人詬病的一點在於，部分位居領導職位、持有25%以上企

業資產的人可享減免，最後被課稅的可能只是百萬富翁，未必能課到真正

億萬富翁的稅，而且藝術品並不在課稅範圍。 

雖然政府在廢除富人稅的同時，以不動產財富稅(IFI)取代，有意鼓勵

富人把投資不動產的錢用來投資在具有生產力的經濟領域，例如：利用消

費或投資的方式，將資金投入經濟市場，進而間接或直接創造就業機會。

但也造成今年不動產稅徵收到的12億歐元，遠遠不及去年富人稅徵收到的

40億歐元。 

從政府的立場來說，廢除富人稅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要留住企業領袖

及富人的資產，促進國內的投資以活化經濟。但是有許多在巴黎香榭麗舍

大道的抗議者相信，恢復富人稅才能顯出富豪們從「高高在上的法國」走

下來，了解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 

(圖5) 黃背心運動示威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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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民眾對於社會嚴重貧富不均的不滿從黃背心運動持續延燒到聖母院的

捐款。政府應該仔細傾聽民眾的聲音，並做出對社會真正有益的對策，同

時好好整修巴黎聖母院，讓它重現以前的風光，不要辜負民眾的期待。 

從巴黎聖母院到富人稅 



資料來源： 
https://pse.is/FE3E7 
http://udn.to/H4HJC 
https://pse.is/GWJKE 
https://pse.is/HHBUK 
https://pse.is/HMZZT 
https://pse.is/HVSW8 
https://pse.is/H4SN9 
https://pse.is/E2VG7 

圖片來源： 
圖1：https://pse.is/GKYHA 
圖2：https://pse.is/HQLMF 
圖3：https://pse.is/GDF98 
圖4：https://pse.is/HULM7 
圖5：https://pse.is/FL5JN 

 筆者總結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分析師向《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貧窮

既是可以用精確數字衡量的現象，更是社會民眾經過比較而有所感覺的

問題。法國人向來平等精神強烈，對有錢人的生活敏感，法國富人因此

盡量遮遮掩掩。低收入群體要求較高，很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所以才

會引發這些抗議活動，儘管法國的貧富差距在歐盟國家中不算大，但依

然是很令民眾關注的議題。 

儘管馬克宏總統並不是完全取消富人稅，而是改以其他方式代替，

現在也僅是試驗期，還是有許多民眾反對，因此他應該讓民眾更了解此

政策的目的還有如何執行，說不定能解決部分的問題，才不會連聖母院

的捐款都被牽扯進去，畢竟能幫助重要古蹟的修復是件好事，撇除真的

有這麼想的人，若是因為害怕輿論壓力就不敢幫助的人，那就太可惜了。 

現在越來越多國家有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因此各國政府應該正視這

個問題，並想出解決辦法，讓民眾安心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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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 黃育誠/整理]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前言  

本學期的歐洲主題專欄圍繞著「正義」為主軸，探討各議題的公平正

義，本期將聚焦婚姻平權議題。2017年5月24日我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748

解釋文發布後，正式宣告：民法中限定婚姻僅限一男一女之規定(第972條婚

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已侵害憲法保障的人格權、人性尊嚴、組織

家庭的自由權，大法官會議中也給予相關單位2年期限改善國內相關法規以

達到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2018年11月的九合一大選中，針對婚姻平權相

關的公投案讓「人權是否可以公投」引發討論，同時我們發現部分歐洲國

家在處理婚姻平權議題上也碰到類似的問題，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借鏡歐洲

相關案例，一同反思臺灣現況。 

(圖1) 2017年5月24日748號釋憲
案立法院外聚眾狀況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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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為展現民主的重要機制，但公投的施行方式及其結果效力不得

違反國際法和基本人權。這一點明白揭示於《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第30條：本宣言的任何條文，

不得解釋為默許任何國家、集團或個人有權進行任何旨在破壞本宣言所

載的任何權利和自由的活動或行為。公投權固然重要，但行使公投權的

同時必須兼顧到不使他人權利受到傷害。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台灣 

2006年10月11日，民進黨立法委員蕭美琴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

共獲得38位立委贊成連署。但因部分立委反對因此無法通過一讀而遭退

回程序委員會。 

以民法修正婚姻平權的方式，更改部分條文，使同性婚姻成為可能

的此一作法，始見於2012年12月18日，由尤美女立法委員提案並一讀通

過，進入司法法制委員會審議。 

(圖2) 2016年12月10日婚姻平權音樂會現場 
10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2016年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獲得國會多數席次，民進黨總統當選

人蔡英文更在選前公開支持婚姻平權。然而，按照屆期不連續的慣例，

婚姻平權法案在2016年隨著第8屆/第9屆立法委員的更替回到原點。 

有別以往的三案並行的工程浩大(多元成家三案並行)，此次改由以

修改民法部分條文的方式進行，11月8日由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及民進黨

立委尤美女等人，分別提出有關婚姻平權的民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院

會藍綠互不擋案的情況下，順利通過一讀交付委員會審查。 

然而，於11月17日的召開司法委員會審案中，因部分國民黨委員的

強烈杯葛及部分民進黨立委的臨陣倒戈，突然提出改立專法以及召開公

聽會的訴求，同時立法院外聚眾的「下一代幸福聯盟」部分成員以闖入

立法院的方式進行激烈抗爭，於是尤美女委員敲定增開兩場公聽會，分

別於11月17日以及11月28號舉辦。 

(圖3) 同志團體呼籲立院盡速通過同婚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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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同志婚姻公聽會上雙方爭議不斷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2016年11月，行政部門的法務部部長邱太三於立院諮詢時，回答林

靜儀委員的方針乃是依循2015年的既定方向朝向立《同志伴侶法》專法

進行，但多數法律人士與同運團體認為專法是種變相歧視而要求回到民

法修改，法務部也在2016年11月28日的公聽會上公開表示會以修改民法

為優先。 

2016年12月26日，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委員會審查同性婚姻相關草案，

共計6案，最終完成兩案審議，分別為：尤美女立委版本－折衷不動民

法972條，增列第二項規定同性婚姻；蔡易餘立委版本－同性婚姻專章，

以及其他婚姻相關修正條文，並通過立委柯建銘的提案與其最終的文字

修正：「105年12月26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之條文，在明年啟

動朝野協商之前，如有任何其他相關版本之法律提案，亦將併案協商。」

正式通過一讀送出委員會，交付大會進行二讀朝野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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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2018年5月11日，時代力量黨團在院會提出讓與婚姻平權有關的《民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儘速進行二、三讀，經表決後遭民進黨多數封殺。同年5月24日，

經祁家威及臺北市政府之聲請，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認定民法

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

結合關係，有違憲法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平等權之意旨，並要求自解釋公布起2

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惟其納入法制之形式則屬立法形成自由，未

予以強制規範。 

2018年11月24日，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其第10、12案通過，同性婚姻

不直接修改民法，會以其他形式讓其釋字第748號釋憲案得以實現。11月29日司

法院聲明公民投票案創制之立法原則，據此程序審議完成之法律，仍屬法律位階，

不得牴觸憲法，亦不得牴觸具有相當於憲法位階效力之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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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2018年11月公投

及釋字748號解釋，2019年2

月21日，行政院提出同婚法

案，名稱《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雖法

案內容並非十分完善，但可

看見行政院堅守行政機關的

憲法義務，努力賦予同志婚

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並

於同年5月24日生效。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引發國際

高度關注與討論。 

(圖5) CNN針對台灣同婚合法通過之快訊報導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國別 承認同性伴侶關係 同性婚姻 

 奧地利  承認  承認(自2019年) 

 比利時  承認  承認(自2003年) 

 保加利亞  不承認  不允許，憲法禁止 

 克羅埃西亞  承認  不承認 

 賽普勒斯  承認  不承認 

 捷克  承認  不承認 

 丹麥  承認  承認(自2012年) 

 愛沙尼亞  承認  不承認 

 芬蘭  承認  承認(自2014年) 

 法國  承認  承認(自2013年) 

 德國  承認 承認(自2017年) 

 希臘  承認  不承認 

 匈牙利  承認  不承認，憲法禁止 

 愛爾蘭  承認  承認(自2015年) 

 義大利  承認  不承認(已提議) 

 拉脫維亞  不承認  不承認，憲法禁止 

 立陶宛  不承認  不承認，憲法禁止 

 盧森堡  承認  承認(自2014年) 

 馬耳他  承認  承認(自2017年) 

 荷蘭  承認  承認(自2001年) 

 波蘭  不承認  不承認，憲法禁止 

 葡萄牙  承認  承認(自2010年) 

 羅馬尼亞  不承認  不承認 

 斯洛伐克  不承認(被否決)  不承認 

 斯洛維尼亞  承認  法案遭推翻 

 西班牙  承認  承認(自2005年) 

 瑞典  承認  承認(自2009年) 

 英國  承認 不包括北愛爾蘭及直布羅舵(自2014年)  

而當前歐盟28會員國中，婚姻平權狀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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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世界上，除了台灣有發生過以公投表決國人對於同婚立法的看法，

歐洲也有部分國家是採公投方式決定國內婚姻平權法案的未來。 

愛爾蘭 

愛爾蘭政府於2015年5月22日在全國舉辦涉及兩項擬議修正案的公

民投票。此兩項修正案分別為第34號修正案：允許同性婚姻，第35號修

正案：將愛爾蘭總統候選人的最低年齡由原來的35歲降低至21歲。 

該次修憲公投第三十四案題目為Féadfaidh beirt, cibé acu is fir nó 

mná iad, conradh a dhéanamh i leith pósadh de réir dlí，翻譯成中文

的意思是：婚姻可以依兩個人的意願而依法構成，不論他們是不是同性

都可以。 

(圖6) 愛爾蘭民眾支持婚姻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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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背景 

2006年12月，愛爾蘭高等法院裁定：上議員Katherine Zappone和她的同

性伴侶Ann Louise Gilligan不可以享有愛爾蘭稅法中的夫妻報稅優惠，因為愛

爾蘭憲法規定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的結合，就算她們在承認同性婚姻的加拿大

已辦理結婚手續，但婚姻仍不被愛爾蘭方面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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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選之後，愛爾蘭共

和黨(Fianna Fáil)和愛爾蘭工黨

(Páirtí an Lucht Oibre)組成聯合

政府。之後聯合政府為兌現選前

承諾，成立憲法委員會來研究同

性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性。2013年

5月，委員會以微弱多數通過動

議，建議政府推動同性婚姻合法

化 

亮點 
1. 這次公投有大量移居海外，但是保留愛爾蘭國籍的愛爾蘭人專程回到愛爾

蘭投票。他們在社交網站上用「#HometoVote」(「#回家投票」)這個標

籤呼籲大家返國。 

2.  Roscommon–South Leitrim選區是唯一反對票多過贊成票的選區。 

3. 由於愛爾蘭是第一個透過公投來決定是否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因此這

次公投吸引不少國際媒體注意。 

化。 

同年12月，愛爾蘭總理恩達‧肯尼(Enda Kenny)表示，會在2015年5月22

號就相關議題進行全民公投。最後，該提議得到政府以及所有主要政黨的支持，

並獲得62.07％選民的贊成。 

(圖7) 愛爾蘭民眾慶祝同婚合法化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歐洲主題專欄 

克羅埃西亞 

2013年12月1日，克羅埃西亞舉辦修憲的公民投票。本次投票的議題為

「是否將憲法制定的婚姻關係訂定為一男一女」，也間接確認同性婚姻的

合法與否。最終投票結果為贊成者比例65.87%，高於反對者的33.51%而通

過，等於間接否認同婚實施的可能性。此外，選民投票率約37.9%。 

此次投票最初於2013年5月時由保守教會背景團體U ime obitelji(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發起超過70萬人的連署公投，並獲得偏右政黨克羅埃

西亞民主聯盟 (HDZ)和天主教會的支持。總統伊沃‧約西波維奇 (Ivo 

Josipović)、總理佐蘭‧米拉諾維奇(Zoran Milanović)等執政聯盟方則持反

對意見。該提議是為了因應政府欲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措施。此一公投案

於2013年11月8日在克羅埃西亞議會於151位議員中取得104票贊成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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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2013年6月克羅埃西亞所舉辦的同志遊行，沿路有警察伴隨保護 



資料來源： 
http://bit.ly/30j0gyl 
http://bit.ly/30l25uQ 
http://bit.ly/2WIc0Zd 
http://bit.ly/2Q1Lvvk 
http://bit.ly/2WJU6VV 
http://bit.ly/2Q8PKW0 
http://bit.ly/2YscmDC  
http://bit.ly/2Q2RHDa 
http://bit.ly/2HjZMAJ 
http://bit.ly/2JknHCo 18 

筆者觀點 

即便是較為民主自由的歐洲，在針對婚姻平權的議題討論上仍有著

衝突和爭議，部分國家甚至因宗教或民風保守的因素壓縮LGBT的權益，

台灣作為亞洲的民主國家，在此議題若處理得當，不僅能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是個尊重平等的多元社會，更會成為亞洲國家的人權燈塔與模範。 

圖片來源： 
圖1：https://i.imgur.com/UFz8yIL.jpg 
圖2：https://i.imgur.com/XtXdkzy.jpg 
圖3：https://i.imgur.com/UatSMJt.jpg 
圖4：https://i.imgur.com/6AwCQoo.jpg 
圖5：http://tinyw.in/oUjk  
圖6：https://i.imgur.com/turB3Nb.jpg 
圖7：http://tinyw.in/OiZC  
圖8：http://tinyw.in/SXuR  
圖9：https://i.imgur.com/DLpQbZ8.jpg 
 

歐洲主題專欄 

(圖9) 立法院尤美女委員應第16屆學生會之邀請蒞校演講 

荒默大陸/孤獨島嶼  
婚姻平權：借鏡歐洲、反思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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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1A 黃楷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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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現況 
21世紀以來，各國推動科技政策重點多集中在永續和環保等概念，

而對環境影響重大的製造業也不意外地引進這方面的想法，特別是德國

所推動的工業4.0，以綠色製造、智慧製造為主軸。人工智慧在日常生活

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人工智慧的服務生和掃地機器人等。同時，這項

技術已經向更高的領域前進，包括無人駕駛汽車及醫療用途等。     

(圖1) 人工智慧圍棋軟體AlphaGo紀錄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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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人類和人工智慧 

歐洲學術專欄 

人工智慧影響層面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慧在我們的生活中相當常見，許多行業

透過它來減少人力，它也能增加資訊的準確度，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

利。但是人工智慧的出現造成人口失業率提高，而我們的生活也著它

息息相關。它的出現使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著大大的提升，讓經

濟更加蓬勃發展，我們使用著人工智慧推動社會的發展，利用科技的

發展使得社會朝著和諧的方向邁進。同時，因為人工智慧的出現使昇

華了我們的生活，它促進我們能更有效地使用語言，並且促進我們增

加知識，最後也提升了我們的生活品質。 

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21 

人工智慧的侷限 

雖然人工智慧除了可促進社會發展，並代替人力協助處理較高風險

或高壓的工作環境，卻也有其侷限和缺點。 

1. 失業可能會變成一個長期的狀況。人工智慧的進步雖然能讓我們的

生活更舒適，但也可能讓我們的工作被人工智慧替代。 

2. 人工智慧沒有感情和道德觀，只會操作自己份內的工作，並不會思

考和表達任何情緒。 

3. 會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而損壞。 

4. 創造力和想像力是人們的天賦，而人工智慧只會進行人類給予的指

令，並不會有創造力和想像力。 

(圖3) 人工智慧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歐洲學術專欄 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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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設立該標準 

隨著人工智慧在人類社會的普遍應用，人們的生活也變得更加便利，但

對於人工智慧的發明和它的未來，科學家還是抱持著畏懼和懷疑。著名物理

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世時便曾表示：「人工智

慧很可能是人類文明的終結者。」為了防止任何人工智慧反撲事件的發生，

各國開始採取措施，制定人工智慧政策，希望可以讓人工智慧具有基本的道

德，並隨著智能技術和人機互動的進步而進化、發展，因此歐盟成立「人工

智慧高級小組」(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HLEG) ，設立人工智慧道德準則。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公布人工智慧道德準則，要求相關企業必須建立究責機制，以

免人工智慧遭到濫用。在歐盟執委會提出的道德準則中，還包括人工智慧計

畫應透明化、受專人監督、擁有安全可靠的演算法，且務必遵循隱私及個資

保護法規等。 

(圖4) 五大AI聯盟 

歐洲學術專欄 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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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歐盟公布的人工智慧道德準則封面 

歐洲學術專欄 

人工智慧道德準則 

1. 人類參與及監察：支持人類參與並維持基本權利，而非減少、限制

或誤導人類自主權。 

2. 穩健及安全：AI 演算法必須安全、可靠及穩健，足以應付AI 系統

的生命周期各階段出現的錯誤。 

3. 隱私及數據管理：民眾應可完全控制自己的數據，而數據不可用於

傷害或歧視他們。 

4. 透明度：應確保 AI 系統可被追溯。 

5. 多元、不歧視及一視同仁：AI 系統應顧及人類各種能力、技能和

要求。 

6. 社會及環境福祉：AI 系統應該用於加強正面的社會改革、提高可

持續性和生態責任。 

7. 問責：應建立機制以確保 AI 系統及其所致後果可被追究責任。 

人工智慧道德標準 



歐洲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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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中，我們的生活都圍繞在大量的人工智慧中，有手

機、掃地機器人等，人工智慧的科技發展出現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的便利，但也

使人們的生活產生些許變化。人們更加的依賴和沉迷於人工智慧，有時都被鎖

在那小小的手機屏幕中。從1982年開始就有AI電影的出現，這些電影的出現

讓我們也跟著省思，人工智慧的發明深深影響著我們，科技的發達也使得更多

人工智慧被發明，我們的生活就會充斥著很多的人工智慧，如果有天我們被它

反撲並且統治該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減少對它的依賴? 

(圖6) 2015英國電影《機械姬》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rXVEE 
https://reurl.cc/23OKa 
https://reurl.cc/23Ol9 
https://reurl.cc/87VeM 
https://reurl.cc/1zWMY 
https://reurl.cc/MDo9W 
https://reurl.cc/Eajdm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87VDo 
圖2：https://reurl.cc/nXaGd 
圖3：https://reurl.cc/ODZ3v 
圖4：http://tinyw.in/iBO6  
圖5：https://reurl.cc/X3b2D 
圖6：https://reurl.cc/48M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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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議題是近幾年世界各國都很重視的問題，因為環境汙染造成了

許多的問題，有臭氧層破洞、海平面上升，還有許多動物也因為汙染喪

命。過去人們的注意力只放在區域性污染上面。如燃燒煤會產生煙霧和

二氧化硫，有害人的呼吸道健康，降低污染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如何去除

煙霧和處理二氧化硫方面。最近幾10年，科學研究發現汙染會造成全球

效應，如燃燒煤會產生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危害的二氧化碳，大量二氧

化碳的排放會造成劇烈的溫室效應，引起全球氣候的異常變化。 

其中，海洋環境保育除了探討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塑膠汙染外，菸蒂

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 

(圖1) 氣候異常造成冰山融化北極熊的棲息地減少 

海洋汙染最主要垃圾-菸蒂 

[UC1A 黃楷婷/整理] 

世界觀點 海洋汙染最主要垃圾-菸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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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汙染主因 

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海洋保護協會」(Ocean Conservancy)的資

料顯示，他們從1987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搜集到了6千萬個菸蒂。令人驚

訝的是，菸蒂被丟棄的量已經遠遠超越海洋中蒐集到的塑膠袋、食品

包裝、寶特瓶或吸管等任何塑膠製品的數量。它可能看起來很小，而

且容易被誤解為對自然無害，對部分癮君子而言，抽完菸後隨手丟棄

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這也造成菸蒂成為人們最容易丟棄的垃圾，特

別是在街頭、公園、垃圾桶周邊、海灘，根據統計，全球每年被亂丟

的菸蒂，就超過 4.5兆個。 

(圖2)菸蒂是造成海洋汙染的主因  

世界觀點 海洋汙染最主要垃圾-菸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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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香菸的主要成分為菸草，用紙捲成滾筒狀後點火吸取，而裡面加入了

大量添加物，包含：焦油、尼古丁等，會使健康亮紅燈，主要會影響肺癌、

心臟病等相關病症。而吸菸後留下的濾嘴，成分主要為醋酸纖維素、石棉

纖維等，要將其吸收和分解需要極長的時間，對環境的傷害非常大。 

由於菸蒂裡的主要成分是天然的醋酸纖維素，造成大家以為它能被大

自然分解，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加工香菸時，它通常會形成一種塑膠材質，

也因此，菸蒂在自然中的分解時間反而被拉得非常地長。最後，就算菸蒂

開始被分解了，菸蒂中殘留的尼古丁、砷、鉛等有害物質也會跟著擴散到

大自然中。 

(圖3)菸的成分 

世界觀點 海洋汙染最主要垃圾-菸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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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式 

泰國 

在泰國有巴達雅、蘇美島和普吉島等20處海岸都禁菸，違反者將處最

高10萬泰銖(約新台幣9萬6,000元)罰款或1年有期徒刑，而泰國政府已經從

2017年11月旅遊旺季即開始實施計畫。泰國政府2017年9月16日實施新消費

稅，調高香菸零售價，最低價的一包菸從51泰銖漲至60泰銖，漲幅17.6%，

同時禁止公開陳列販售，想因此改善海洋汙染。 

義大利 

威尼斯比比翁(Bibione)是第一個有實踐禁菸的義大利海灘，在2015年

公告規定，不能在海灘上抽菸，可是仍可以在海灘的立傘下吸菸，但從

2018年開始，禁菸的範圍已經擴大到所有海灘上，義大利官方將此任務稱

作「讓海重新呼吸」(Respira il Mare)並強調，除了保護海洋生態外，更是

希望保護每一位市民的健康。 

(圖4)菸蒂造成海洋汙染 

世界觀點 海洋汙染最主要垃圾-菸蒂 



筆者觀點 

近幾年來各國都很注重環境議題，大自然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我們應該好好的珍惜和保護。現在地球暖化也越

加嚴重，氣候開始異常，北極和南極也都在融冰，讓動物們的棲息地逐

漸減少。地球也只有一個，為了我們自己還有下一代，我們平常就可以

做環保、節能減碳。愛護地球，人人有責，如果每個人都能一起做環保，

一起做好垃圾分類，不亂丟垃圾，響應節能減碳活動，那麼地球一定會

更美好。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glVOX 
https://reurl.cc/qX7QN 
https://reurl.cc/7lG5b 
https://reurl.cc/WW6e7 
https://reurl.cc/ODZ2g 
https://reurl.cc/a7q7X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kvWQd 
圖2：https://reurl.cc/glVOX 
圖3：https://reurl.cc/ADVGE 
圖4：https://reurl.cc/RQqDn 
圖5：https://reurl.cc/eaR07 
 

(圖5) 各國節能減碳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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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YF3A 高菀蔆/整理] 

(圖1) 義大利詩人馬里內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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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介紹 
馬里內蒂(1876年12月22日-1944年12月2日)，畢業於巴黎索邦大學

(Sorbonne Université)，5年後再於義大利帕維亞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via, UNIPV)修畢法律學位，然而，他放棄律師生涯成了一位

詩人。19世紀盛行現代主義(Modernism)，而馬里內蒂極鍾愛動力與科

技相關的事物，這使他寫下《未來主義宣言》(Manifesto del 

Futurismo)，刊載在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  

(圖2) 刊載於費加洛報的《未來主義宣言》 

未來主義 
由馬里內蒂在1909年發起的藝術

運動。目標是摒棄傳統，打破藝術窠

臼，在文化和社會領域開啟提倡改變、

原創與創新的時代。他們美化暴力和

衝突，呼籲摧毀博物館和圖書館等文

化機構，表達對速度、科技和暴力等

元素的狂熱。對未來主義者而言，汽

車、飛機、工業化的城鎮具有極大的

魅力，象徵著人類依靠技術進步征服

自然。  
未來主義的發展不但對20世紀的

其他文藝格局產生影響，同時也在21
世紀成為全新的潮流。因此，可見許

多藝術品、建築、文學作品皆融入了

「幾何」的概念。 

(圖3) 未來主義風格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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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圖4) 節錄詩作《海上黎明》(筆者譯) 

不規則地排列詩詞，亦為未來主義風格特色。 



“Yes, Yes, Just Like That, Daybreak on the Sea” 
 
3 corrosive shades against 
 

THE DAWN 
The winds away and away working kneading the sea just like that 
muscles and blood for the Daybreak 
 
EAST        yellow slanted light 

                                                        Then 
A frozen green 

slithering  
                                          Then 

 
NORTH    an indifferent red 
         glassy hard din 
 
Then an astonished grey 
 
The rosy clouds are far-away delights 
       fanfares of carmine             outbreaks of scarlet 
Feeble no gray tom-toms of blue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blazing yellow 
   Gray wonder 
All the pearls sa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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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翻譯 
Roberta L. Payne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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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詩作《戰爭交響曲》，陳黎著。 
全詩以4字：兵、乒、乓、丘，搭配次序
排列，表達士兵在戰爭從從四肢健全，
到斷手斷腳，再到死亡(土丘)的過程。 

具象詩 
馬里內蒂的作品雖然是以幾何圖形排

列，但它並沒有特定意義，與具象詩

(Concrete poetry)略有不同。 

具象詩特別指1950和1960年代的圖案

有形詩運動，又稱圖像詩、具體詩、前衛

詩，作者自由地安排語言的元素，不一定

是線性的句子結構，可由空間、圖畫和字

形特徵以及字間感受，解讀作品意義。 

( 圖 6) 法國詩人紀堯‧阿波利奈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作品《加利格
拉姆》(Calligramme)中的一首詩作，
呈現巴黎鐵塔(La Tour Eiffel)狀。 



翻譯來源： 
http://bit.ly/2HjCniG 
 
相關連結： 
《戰爭交響曲》動畫版 
http://bit.ly/2VryF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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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心得 
一開始是因為看到法西斯主義相關的文章，使我注意到這位有著

「運動領袖」身份的義大利詩人，進而查詢資料後覺得馬里內蒂詩作的

呈現方式很有新意，他是以幾何形來安排文字的擺放位置，在作品中表

現出他的不羈，與他所發起的「未來主義」相呼應。接著，我看到他也

有一些法文的作品，例如：La Ville Charnelle，直譯為《肉慾城市》，讓

我對這位詩人起了更大的好奇心。 

(圖7) 《肉慾城市》 

之所以特別介紹《海上黎明》這

首詩，除了它的排版很有趣之外，也

許是因為就讀法文系的關係，使我能

第一眼就猜出這篇的意思，可惜的是

馬里內蒂的詩作無中文翻譯版本，僅

能找到英文翻譯，對非歐語科系或不

了解義大利文的讀者而言可能會是一

大難題，校內亦無馬里內蒂的作品。 

資料來源：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jR1q8 
http://bit.ly/2Hlwl1j 
http://bit.ly/2Hldh35 
http://bit.ly/2HlPXCu 
http://bit.ly/2HldD9V 
http://bit.ly/2VqUsPS 
http://bit.ly/2Vut7fy 
http://bit.ly/2Vvz9wG 
http://bit.ly/2Vyl7Ku  

圖片來源： 
圖1：http://bit.ly/2HkZpWB 
圖2：http://bit.ly/2HldD9V 
圖3：http://bit.ly/2Hldh35  
圖4：http://bit.ly/2Hlwl1j 
圖5：http://bit.ly/2VB0EFa 
圖6：http://bit.ly/2Vrr0cs 
圖7：https://amzn.to/2HiqjOI 

若讀者對馬里內蒂作品產生興趣，下

列網址為互聯網檔案館中的電子書： 

http://bit.ly/2Hkkctk 

http://bit.ly/2HjCniG
http://bit.ly/2VryFaF
http://bit.ly/2VryFaF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jR1q8
http://bit.ly/2HjR1q8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lwl1j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ldh35
http://bit.ly/2HlPXCu
http://bit.ly/2HldD9V
http://bit.ly/2VqUsPS
http://bit.ly/2Vut7fy
http://bit.ly/2Vvz9wG
http://bit.ly/2Vyl7Ku
http://bit.ly/2HldD9V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ldD9V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ldh35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kZpWB
http://bit.ly/2Hlwl1j
http://bit.ly/2Hldh35
http://bit.ly/2VB0EFa
http://bit.ly/2Hldh35
http://bit.ly/2Vrr0cs
http://bit.ly/2Hldh35
https://amzn.to/2HiqjOI
http://bit.ly/2Hldh35


征服歐洲的珍奶：日出茶太 

珍珠奶茶可以說是台灣的代表食物，邊喝奶茶、邊嚼粉圓的特殊口感，

也是歐洲人對亞洲飲料的第一印象。台灣人手一杯珍奶是十分普遍的事，但

你能想像羅浮宮內，也買得到珍奶嗎？在咖啡比茶便宜的歐洲，珍珠奶茶也

佔有一席之地。 

2018年，日出茶太(Chatime)創下進駐羅浮宮的亞洲品牌首例，從此全

球遊客都能在巴黎必訪景點喝到來自台灣的珍珠奶茶。日出茶太進駐法國市

場僅1年時間，便已在聖母院、春天百貨、龐畢度藝術村、歌劇院和全歐最

大的Outlet折扣村等知名觀光景點展店，英國倫敦、德國杜賽道夫、捷克布

拉格也都有據點。出國在外的留學生得以解饞，進駐大城市、大景點也吸引

不少歐美顧客，跨越歐美系統對外來品牌接受度的藩籬。 

(圖1)日出茶太進駐羅浮宮 

[YT4A 陳書華/整理] 

征服歐洲的珍奶：日出茶太 跨界歐洲說
台灣 

36 



起步 

王耀輝曾任竹科工程師，年薪百萬時毅然決然辭職，一圓創業夢想，選擇

賣起一杯40元的珍珠奶茶。王耀輝野心很大，選擇避開競爭的國內市場，專攻

更大的世界舞台，台灣只做基本盤，重心放在國外。 

 

標準化 

雖然台灣也有不少手搖飲品牌向海外發展，具工程師背景的王耀輝表示，

日出茶太之所以能成功打入國際市場，最大的原因就在於「標準化、簡單化的

作業」。由於外國人不懂如何泡茶，若是步驟太複雜，就難以複製到其他國家。

於是日出茶太和台灣廠商設計製作「萃茶機」(tea-presso)，能準確地定量、

定溫，煮出一樣味道的茶，確保每間店的消費者都能品嘗到同樣品質的茶飲。

另外，飲品配方和原物料也都來自台灣，讓海外加盟店提供的飲料口味、口感

和在台灣喝到的一樣。 

 

(圖2)日出茶太董事長王耀輝 

創辦人 

王耀輝，1973年生，屏東科

大農企管系畢業，現為六角國際

董事長，旗下擁有多家餐飲品牌。

2005年創立日出茶太，目前全球5

大洲38個國家、100多個城市共開

834間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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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化劑風波 

        2011年塑化劑風波，日出茶太自主通報某供應商疑似染塑，主動回收商

品送檢，經過此一風波後，王耀輝決定，全球門市的珍珠、黑糖、茶葉都要

經總部、瑞士SGS及台灣TFDA檢驗，每年檢驗費耗資500萬元。此外，出貨

給六角的所有貨品，每批貨都要通過品管室檢驗，除了生菌檢驗外，茶葉、

奶精粉、調味糖漿，都得經過品管員試喝或試吃。 

 

 

 

 

 

 

 

 

 

打入歐洲 

         英國消費者熱衷嘗試新事物，能接受來自不同國家的新創意，每年數以

百萬計的國際觀光客造訪倫敦，是歐洲領導消費市場，集全球各式各樣飲食

文化之大成，因此日出茶太決定於倫敦開設第一家歐洲門市。英國人有喝茶

習慣，但不習慣喝珍珠奶茶，要以當地的思維行銷，先以冷飲拉近距離，讓

當地消費者勇於嘗試。只要取得認同，歐洲消費者就會對產品產生很高的忠

誠度。法國執行長看到英國日出茶太的成功，興起了此熱潮帶入法國的念頭。

英、法是歐洲經濟觀光重心，能在這兩個市場做出成績，進入其他歐洲市場

就相對容易，這是日出茶太拓展歐洲市場的策略。 

(圖3)日出茶太倫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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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3yVn 
https://reurl.cc/z701Q 
https://reurl.cc/8OQv7 
https://reurl.cc/yl2La 
https://reurl.cc/v8raj 
https://reurl.cc/YnLEa 
https://reurl.cc/rnp9O 
https://reurl.cc/AzxjQ 

圖片來源： 
圖1：https://ppt.cc/fMEA2x 
圖2：https://reurl.cc/ZzpKW 
圖3：https://reurl.cc/byMGy 
圖4：https://reurl.cc/9QM7n 

羅浮宮插旗 

         在羅浮宮內開店不易，需支付龐大的進場費、租金、裝修成本等，還得

接受非常嚴格的消防檢驗，日出茶太排除萬難進駐羅浮宮，主要著眼於驚人

的廣告效益。每年近千萬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遊客拜訪羅浮宮，引起遊客的興

趣後，有助推進日出茶太拓展全球市場。下一步將進駐比利時、義大利、瑞

典，也將在捷克開第二家店。 

 

 

 

 

 

 

 

 

 

 

小編本身是珍珠奶茶控，出國交換期間最想念的食物莫過於奶精調的珍

奶，自己煮總是沒辦法煮出手搖店的口感。如今歐洲開設越來越多珍珠奶茶

店，我的歐洲朋友們也都能接受這種邊喝邊咬的奇怪飲料，除了讓留學生能

解嘴饞，歐洲人也更認識台灣的飲食文化。 

(圖6)日出茶太全球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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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  

太 陽 雨 S U N S H O W E R 

(圖1)《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宣傳海報 

[UT3A 陳宛萱/報導] 

校外藝文報導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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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根據高雄市立美術館網站介紹中表示，《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

東南亞當代藝術》是由高雄市立美術館和東京森美術館共同策劃，展覽

聚焦在現今社會引人注目的東南亞當代藝術。藉由各項藝術品，介紹其

1980年代至今之發展和轉變，並呈現各國之民族、政治、經濟、文化、

歷史等多元議題。 

展出的作品出自46位當代藝術家之手，包含新加坡、泰國、馬來西

亞、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柬埔寨、緬甸、寮國，並結合福岡美

術館及森美術館的東南亞藝術館藏，從6個主題面向：激情與革命、流

動的歷史與記憶、多重的身份、發展與傳承之間、作為冥想的媒介、建

檔，捕捉在時代浪潮與波瀾下東南亞當代藝術發展之動態與多樣性。 

之所以命名為「太陽雨」是因為東南亞國家常有陽光普照同時降雨

的天氣現象，隱喻東南亞歷經社會變遷；回顧區域歷史，經歷殖民與獨

立、獨裁政治與民主化、經濟發展與落失，走過動盪年代，現在正迎接

經濟與都會發展的劇烈變化。 

(圖2) 展場入口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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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為了讓讀者能夠對展覽主題有初步認識，小編親自來到高雄市立美

術館進行一場藝術的洗禮。以下小編會針對展覽中印象深刻的作品做進

一步介紹。 

〈無聲仿有聲〉 
〈無聲仿有聲〉是來自印尼的胡丰文(FX Harsono)的創作。由9個用

手指拼寫字母的圖板組成，由左至右拼出單詞DEMOKRASI，在印尼語

中是「民主」的意思。 

(圖3)〈無聲仿有聲〉 

十分諷刺的是，最右側的最後一隻手是被繩子綁住的，作者想要表

達的是公開倡導民主的困難性。此外，綑綁的手也意味著壓抑言論和思

想的自由。印尼於1949年脫離荷蘭獨立，建國之後的首任總統蘇卡諾

(Soekarno)註1實施軍事獨裁統治，人民仍無法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 

註1：蘇卡諾(Soekarno)，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
印尼建國領袖及首任印尼總統。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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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 
〈壞人〉是由生於印尼雅加達的赫利‧多諾(Heri Dono)所做。作品

以懸掛成列的方式呈現10尊傳統戲偶，實為內建電路的動力雕塑。其名

稱是取自美國漫畫英雄蝙蝠俠(Batman)的諧音成壞人(Badman)。這些

戲偶皆手持槍枝，有1尊戲偶與另外9尊戲偶面對面，讓人無法得知誰是

正義的一方，誰又是邪惡一方。整幅作品展演的效果不僅給人幽默、可

愛的感覺，又存在通俗的喜感。 

(圖4)〈壞人〉 

或許乍看之下很難看出究竟何方為正義、何方為邪惡，但小編認為，

根據印尼自1949年民族獨立時期後的歷史背景來看，此作品描述的可能

是廣大百姓想要抵抗無理政府的場景。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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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特遣隊#1〉 

〈特遣隊#1〉 
〈特遣隊#1〉是強派特‧庫斯維達納托(Jompet Kuswidananto)〈柏

油路上〉系列的作品之一。作者的靈感來自於橫跨印尼爪哇島的郵政大

道，這條路是堪稱爪哇運輸網絡主動脈的大道，因此隨時都有修建工程

在進行。然而，抗議這些持續修路的民間活動卻遭到忽視。 

(圖6)〈特遣隊#1〉 

由3名帶著旗幟和兜帽的人形

組成，擴音器播放的是平時抗議活

動中常聽見的歌曲和言論。作品的

兜帽是以T恤做成，多是道路工程

勞工在艷陽下所穿的服裝。 

作者以這些人形影射無名大眾，

對應的時期正值印尼大規模開發的

陣痛時期。這些群眾的心聲說不出

來，就算說出來政府也無視於其存

在，著實令人痛心。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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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椅子〉 

〈空的椅子〉是越南出生的龐一泠(Bang Nhat Linh)的作品 ，反映

作家對記憶、歷史、淹沒心理空間和遺忘的深入探索，揭露越南動盪社

會的問題，例如：傷害和容忍。越南戰爭中被歸類為「戰勝」或「戰敗」

的兩方越南人間特殊的關係，而這個議題在越南仍是禁忌。 

這個展覽品是由多樣物件放置在一個空間內，讓人彷彿置身於那個

年代。椅子是一架北越戰鬥機的駕駛座位，鏡前的理髮用具是越南戰爭

時使用的物件，連鏡中都藏有影片。影片中的理髮師和顧客分別是來自

南越和北越的退伍軍人，理髮師為不言不語的客人剃鬍子時，周遭的氛

圍充滿恐懼且緊繃。影片也播放〈空的椅子〉這首歌，是某位美國歌手

在南北戰爭期間所寫的歌，表達失去親人的悲痛和失落。小編認為此件

作品實在很有意思！ 

(圖6) 戰鬥機駕駛座的椅子  

(圖7) 理髮用具皆是南北越戰使用的物品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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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空的椅子〉整體  

(圖9) 鏡中有理髮的片段  

觀後感想 

看完展覽後，除了對於東南亞藝術家的創意讚嘆不已外，帶給我更

多的是反思。二戰後，東南亞許多地方經歷混亂劇變，包含爭取脫離殖

民統治、內戰、族裔衝突、專制獨裁等。在這段期間，無數的生命因為

這些紛爭而犧牲。群眾開始爭取言論表達自由，民主化運動也漸漸盛行，

許多藝術家也將藝術作品作為發聲手段，卻落得鋃鐺下獄的結局。 

小編覺得生在台灣是件很幸福的事，我們有完善的民主體系，憲法

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人民的心聲政府聽得見，我們的社會不斷進步。

我們看似平常的民主自由，在其他國家卻遙不可及。小編十分推薦讀者

到高雄市立美術觀看展覽，相信你看完後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體悟以及世

界觀！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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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YGbEn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bqgVM 
圖2~圖10：由筆者拍攝 

展覽資訊 

展覽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101-105展覽室 

太陽雨 官方網站： 
http://sunshower.kmfa.gov.tw 

校外藝文報導 

展覽時間： 
2019/05/04~09/01 

展覽票價： 
全票200元/優待票150元/愛心票
100元 

開館時間： 
展覽期間每日上午9:30至下午5:30
（週一不休館） 

(圖10) 太陽雨展覽  

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的東南亞
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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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自修室 
SEX  ED U CA TI O N  

[UC1A 郭薾/整理] 

(圖1) 性愛自修室劇照 

歐洲影劇賞析 性愛自修室 Sex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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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愛自修室》是一部Netflix原創的英國喜劇影集，開播後就收到

許多影評人的讚譽，在爛番茄(Rotten Tomatoes)獲得91%的新鮮度，並

在IMDb (網路電影資料庫)得到8.6的評分。 

(圖2) 男主角Otis與性治療師媽媽Jane 

性愛自修室 Sex Education 歐洲影劇賞析 

男主角歐帝斯(Otis)因為媽媽珍(Jane)性治療師的身分，所以從小耳

濡目染對「性」的知識相當充沛，但他自己卻有性心理障礙。女主角梅

芙(Maeve)見識過Otis的專業之後，建議並說服他為有性困擾的同學們

治療。透過好幾宗的個案，我們可以明白性其實與同儕關係、自我認同、

社會及家庭期待等因素環環相扣。 

此影集分級為輔導級，以性做為主軸，內容看似兒童不宜，但其實

是故意由此特殊層面探討現今英國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議

題，還包括墮胎、家庭衝突、種族和信仰等問題。它以幽默詼諧的敘事

手法詮釋較為敏感的畫面，不會讓觀眾太過尷尬，同時又能透過劇情的

推演了解性並不是件可恥的事情。 

劇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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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帝斯‧米爾本 (Otis Milbum)： 

阿薩‧巴特菲爾德(Asa Butterfield)飾演         

性情內斂靦腆的高中生，尷尬於母

親的職業卻因此有豐富的性知識，但因

童年陰影對性有著恐懼及反抗。與梅芙

一起在學校設立性愛治療診所，解決同

學們各式各樣的問題。在診療的過程中，

他強調了「傾聽」的重要性。 

梅芙‧威利 (Maeve Wiley)： 

艾瑪‧麥基(Emma Mackey)飾演  

不喜歡社交的叛逆女孩，家庭背景

複雜，時常缺錢。知道歐帝斯非常了解

性從而建議他開設地下診所來賺些小費。

不同於外表和傳聞，梅芙是個文學造詣

極好且聰明的女孩，只是家庭的問題無

法讓她有個好的舞台發揮自己。 

(圖3) Asa Butterfield 

(圖4) Emma Mackey 

性愛自修室 Sex Education 歐洲影劇賞析 

角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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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埃菲翁 (Eric Effiong)： 

努庫提‧加特瓦(Ncuti Gatwa)飾演         

歐帝斯的好朋友，來自非裔基督教

家庭，因為性取向和誇張的裝扮被爸媽

詬病。雖然常被惡霸欺負，還是保持著

樂觀開朗的心。 

珍‧米爾本 (Jane Milburn)： 

吉蓮‧安德森(Gillian Anderson)飾演  

歐帝斯的媽媽，也是位性治療師。

與丈夫離婚，有多位性伴侶，不追求穩

定的關係，對歐帝斯的生活過度干預。

毫不避諱的行事風格常讓歐帝斯感到尷

尬，並引發糾紛。 

(圖5) Ncuti Gatwa 

(圖6) Gillian Anderson 

性愛自修室 Sex Education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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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t.cn/EKc4u4v 
圖2：http://t.cn/EKcLiTc 
圖3：http://t.cn/EKcUEz3 
圖4：http://t.cn/EKcUBFR 

資料來源： 
http://t.cn/EKcLiTc 
http://t.cn/EKcLjbf 
http://t.cn/EKcL3qP 

《性愛自修室》第二季於4月底開拍，為了避免劇透跟暴雷，心得只會

提及一小部分的劇情，請讀者放心地觀看。 
我覺得這部影集最特別的地方除了以性做為出發點外，還有就是關於種

族和LGBTQ社群的設定。編劇很有巧思地將校園中「上位者」的角色設定為

印度裔、拉丁裔及同性戀者。而身為白人的富家少女Aimee卻因為想融入他

們而常常被利用。我們可以看出在此劇中，少數民族和性少數族群的存在是

如此自然，不會被刻意放大凸顯，我想編劇是想藉此表達校園內的階級制度

並不是由人種或膚色來決定的。 
另外此劇也告訴我們，性愛不僅僅是讓人愉悅的事情，它還伴隨著責任，

一段逾越道德的性愛可以造成家人無法抹滅的傷痕，也可能讓自己必須抹殺

一個新的生命，一旦沒有好好保護自己，它也會是個包裹著糖衣的毒藥。

《性愛自修室》傳達許多溫暖並教會我們如何去愛的理念。 

圖5：http://t.cn/EKc4PZQ 
圖6：http://t.cn/EKc4b8g 
圖7：http://t.cn/EKc4u4v 

性愛自修室 Sex Education 歐洲影劇賞析 

(圖7) 劇照 

“Everyone has bodies, right? It’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每個人都有身體，這沒什麼好羞恥的。」 
觀後感想 

電影預告片：
http://t.cn/EKc2F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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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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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來
敲
門
》 

[UT4A 廖敏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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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別 

再來 

敲門 
En man som heter Ove 

(圖1) 書籍封面 

明天別再來敲門En man som heter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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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Fredrik Backman 

作者介紹 

菲特烈‧貝克曼(Fredrik Backman)是瑞典知名部落客，也是報章雜

誌的專欄作家。他在2012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明天別再來敲門》創下

瑞典史上最暢銷新人小說的記錄，也正式開啟他的作家身份。之後更陸

續出版《阿嬤要我跟你說抱歉》(Min mormor hälsar och säger förlåt)、

《清單Hold不住的人生》(Britt-Marie var här)、《每天，回家的路就更

漫長》(And Every Morning the Way Home Gets Longer and Longer)、

《大熊魂》(Beartown)等暢銷小說，全球銷售總量已破千萬本。 

明天別再來敲門En man som heter Ove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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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主角歐弗是一板一眼的老頭，凡事都要按部就班，依照他心中訂定

的規矩安排。在外人眼中他雖然古怪，但面對他的妻子桑雅卻有顆柔軟

的心，也因此他才會決定在桑雅離世後，籌劃與她在天上相聚的計畫。 

但事與願違，社區陸續搬來新的住戶搞不清楚歐弗的規矩，雖然根

本不是社區的規定，但他當然沒辦法忍受，而且新鄰居也三不五時敲他

的門，他告別明天的計劃只得一再延後，因為這個沒用的社會少了他簡

直沒有希望。 

瑞典導演漢內斯‧霍爾姆(Hannes Martin Holm)更將《明天別再來

敲門》翻拍成電影於2015年上映。獲得第51屆金甲蟲獎(Guldbagge)的

六項提名並榮獲最佳男主角獎和最佳化妝獎。更入圍第89屆奧斯卡金像

獎(89th Academy Awards)最佳外語片獎和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獎。並

獲得爛番茄(Rotten Tomatoes)新鮮度92%的佳評。 

相關資訊 

明天別再來敲門En man som heter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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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bit.ly/2w0p1Si 
https://bit.ly/2Txgoc4 
https://bit.ly/2Q6yvob 

圖片來源： 
圖1：https://bit.ly/2HoQ3b7 
圖2：https://bit.ly/2VmZInr 56 

讀後心得 

這本書並沒有一語道破的人生大道理，而是藉由回顧歐弗的經歷，

探究他性格和價值觀的養成。性格暴戾的歐弗，其實有顆脆弱又堅毅的

心，他是口嫌體正直的代表，假裝心不甘情不願，還是在背後幫助，一

副無所謂的模樣，卻還是偷偷關注。 

或許是因為他在眾人面前總是不苟言笑，所以在妻子墓前的真情流

露反而更令人感動和心痛。如果只認識他現在的模樣，應該會覺得他是

古板又不通情理的糟老頭，但當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就會對他產生新

的理解，而且越來越被他吸引，甚至會希望自己遇到像他的人，雖然幽

默感的部分可以再加強。 

故事以穿插的手法撰寫，以現在發生的事情為主軸，再倒回過去的

片段輔佐，讓讀者明白事情的淵源，而不是只憑眼前的行為判斷一個人

的全貌。故事笑中帶淚，巧妙融合各種情緒，前一秒幽默，下一秒難過，

情緒轉折來得措手不及，卻絲毫不突兀。可以會心一笑，也可以痛哭流

梯，一起感受歐弗的魅力，還有新鄰居的感染力吧。 

明天別再來敲門En man som heter Ove 

https://bit.ly/2w0p1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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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HoQ3b7
https://bit.ly/2VmZI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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