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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快訊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徵稿囉!  

 親愛的讀者您好, 
 

長久以來，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2708-5864) 
提供多元、有趣的歐洲時事、學術及藝文等資訊，現在我們開放讀者投稿囉~ 
歡迎長期關注歐洲時事及議題的您，將想法跟我們分享。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提交符合以下主題的文稿 
  

•主題文章/ Major articles 
•時事新聞及資訊公告/ News items and announcements 
•研究報告/ Reports 
•評論/ Essays 
•社論觀點/ Op-eds 

  
我們的讀者人數大約有9,000人，從教授、研究人員、學生到對歐洲議題感

興趣的社會大眾。因此，投稿方向建議為普羅大眾皆能理解且感興趣的議題，
並請善用圖片或插圖來凸顯您的內容，使其更活潑生動。 
  
投稿格式及注意事項： 

 文稿主題需與歐洲相關，請不要提交學術論文。 
 請註明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及電子郵件地址；如有多位作者，請

載明。 
 字數規定： 

- 新聞及資訊公告：50-200 字。 
- 文章、報告、評論及社論觀點：500-1500字。 

 請提供電子檔案（Word檔），寄至信箱：eucenter@mail.wzu.edu.tw 
 著作人投稿於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即表示您同意可公開所提交文稿。 
 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保有不發佈所有來稿的權利。 
 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保有校對調整來稿內容的權利。 
 為確保您的著作權，您的姓名將會與您提供的文稿一同刊登。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不負責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及長引文

等），請作者先行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
權利之情事，如有抄襲、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
律責任，與本報無關。 

 徵稿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有權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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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快訊 

Call for Contributions 
Wenzao Europe Newsletter  

 For many years the Wenzao Europe Newsletter  (ISSN: 2708-5864) 
provides insights into various matters of interest related to Europe. Now, we are seeking 
your contributions to our newsletter.  
We invite you to submit your contribution that fits into the following structure: 
  

• Major articles 
• News items and announcements  
• Reports 
• Essays 
• Op-eds 

The newsletter circulation is about 9,000 and our audience varies from university 
faculties, researchers, students to people who are just curious to learn more about Europe. 
Contributions should, therefore, address the interest of a general readership1. Illustration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underline your message.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in Word format and should discuss subjects related to 
Europe. Please send your contributions to eucenter@mail.wzu.edu.tw. 
 
Word count:  
- News items: 50-200 words 
- Articles, Reports, Essays, Op-Eds: 500-1500 
 
Please note:  
- By submitting a contribution to the newsletter, you are agreeing that the content 

submitted will be publicly available. 
- The Wenzao EU Center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all submitted content in the 

Wenzao EU Newsletter. We may make minor editorial changes or correct spelling 
mistakes. 

- To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our contributors, your name will be published with your 
article or contribution. 

- If there are any unresolved matters in the call for papers, Wenzao EU Center has the 
right to amend it.                    

                           
1 Please refrain from submitting academic papers discussing highly specific researc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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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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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在端午的粽香中，大家迎接暑假的到來。歐盟園區電子報編

輯團隊於本學期仍努力為讀者報導與整理歐洲重要時事新聞、世界要事、歐

洲藝文活動與文化、科技新知等資訊。 

《新聞深度報導》以《一場疫情引發的權力/利之爭》為題，將跟大家一

起探討，為防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擴散，各國政府在一定的程度

上，觀察及限制國內人民的行動，此一行為是否有"權力濫用"之疑義? 

美感，不單指在美術館中所看到的藝術作品，它存在我們生活當中，影

響著我們的生活品味，此次《歐洲主題專欄》以《美力時代來臨，台灣跟

得上嗎？》為題，分別以法國電影教育及英國藝術教育為例，談及歐洲美感

相關的政策，希望能作為台灣之借鏡。  

《歐洲學術專欄》將跟大家說明，歐洲的環保科技與應用 

《跨界歐洲說台灣》將與大家介紹歐洲引領全球的再生能源—生質能。 

《世界觀點》關注世界女權實踐與運動。 

看過仲夏夜之夢嗎?《Do you know?》將帶領大家認識充滿北歐浪漫「仲

夏節」。 

本期稿件相當豐富且主題多元，《校外藝文報導》將跟大家介紹「再見

捌捌陸-台灣眷村文化園區：將軍好宅」；《歐洲影劇賞析》則分享一部回得去

的容顏、回不去的從前的德國電影《回不去的時光PHOENIX》。 

最後《好書報馬仔》以《查理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一書；《閱聽音符》則是介紹曾於2010年掀起一陣風潮的英國團

體One Direction。 

感謝讀者們願意於忙碌的生活之中，給予歐盟園區電子報一點時間與關

注，期盼您們會喜歡這期的主題與稿件。 

 
關注我們的動態 

https://zh-tw.facebook.com/wenzao.eu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wenzaoeucenter/
https://c047.wzu.edu.tw/


Editorial 
 

Facing the Realities 

     As we can see, the world is facing several challenges. The health crisis - which we 

hope will soon be over - will be followed by an economic crisis (recession) that will 

bring massive social distortions. At the moment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what stage 

Europe is at. But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an even greater challenge awaits us. 

Will we be able to effectively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he Corona crisis, we have learned how changes in lifestyle behaviour 

can affect the environment. Increased home office use has led to less traffic and 

commuting, and therefore improved air quality and low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demand for electricity has declined because of reduced production, leading to the 

closure of several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cross Europe.  

5 https://www.ecomatcher.com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globally, Europe is preparing for a new post-

corona phas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gradually restor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 well aware that the crisis is far from over. 

As recent examples show, the pandemic can 

return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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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many people prefer to buy local products. So 2020 could see a 

reduction in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owever,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is 

development could only be short-term. If we want to meet the targets set by the Paris 

Agreement, much more drastic steps are required - and we need to start right away! 

 

Armin Ibitz 
Director, Wenzao EU Center 



一場疫情引發的權力/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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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疫情引發的權力/利之爭 
 

    [UA2A/顏聖潔整理]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確(COVID-19)診人數的加增，各國元首及人民的心日

漸不安，死亡人數的攀升，各國紛紛拉起防線，不論是限制人民外出時長，

抑或是封鎖國境，以期能最大限度的將病毒拒於門外。為防止疫情的擴散，

各國政府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觀察及限制國內人民的行動，此一行為卻引出

了"權力濫用"之疑義。 

 

權力濫用從何而來?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是難以接受生活被監控的，但是隨著疫情越發的嚴

峻，而監控人民的結果是，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這樣非常的情形下，

支持的聲浪反而水漲船高，但也開始出現了權力濫用的疑慮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事務副主任羅伯森（ Phil 

Robertson）舉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國總理巴育已經明確表明要迫使人們

服從他們。羅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擔憂：「疫情結束後，他們可能不會

放棄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新聞深度報導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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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法律界及人權組織擔憂，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國家，這種普遍的

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獨裁和威權政府，則可能以防疫為借口加緊

為自己賦權，疫情過後仍不放棄，而使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

施的措施，成為「新常態」。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4月2日下令，違反封城措施、置軍警生命於險境的人，

就直接槍殺。 當地媒體報道，4天後，當地一名63歲的男子，在檢查哨站音

後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時，企圖襲擊警察，遭到射殺死亡。 

        台灣法律科普網站《法律白話文》編輯劉珞指出，一般情況下，民主國

家必須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據，但因傳染病千變萬變，在既有法

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通常會宣佈「緊急命令」或「緊急狀態」。他說，不論

獨裁政權，民主社會政府都不能為所欲為。 「政府擴張權力是在既有的民主

體制下，通過相關法案如緊急命令等換取人民安全，但不能無限上綱，必須

因應新的狀況有所調整，」他說。 

        劉珞亦解釋道，很多人在這災難發生時希望政府強硬，「不過，一個民

主國家的主權在民，並不屬於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這一點，國家控制疫情

的責任在每個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僅冀望政府擴權，是在逃避

責任。」 

 

 

 

(圖2)菲律賓疫情嚴重，總統杜特爾特下令警察及軍隊

可槍殺違反隔離措施的人。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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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變成戰場? 
 

 

 

 

 

 

 

 

 

 

 (圖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擴散，美國總統川普批評 

      WHO偏袒中國，讓疫情惡化。 

 

         在世界經歷浩劫的同時，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被披露多次因著

親近中國，而向世界傳達錯誤的訊息，其中包括對隱瞞疫情的中國大肆的讚

揚、忽略台灣所發出的警示郵件、在疫情幾近不可控時，未下達對中國的旅

遊警示，間接導致疫情爆發，全球幾乎無一個國家倖免，並在各國確診人數

不斷攀升的同時，還不忘偏袒中國，等等。 

在2020年4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以WHO失職之名，暫停了對世界衛生

組織的金援。在這個決定下達之前，美國與中國有數次為著疫情起源地之題 

，起過論戰，中國指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武漢。但是卻無有力證據指

明，因而引起一系列的外交摩擦。 

 



一場疫情引發的權力/利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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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10 

權力不當的運用，是損害人民權利的元兇 

       權力是政治中必不可少的，但就如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 

1834-1902)所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 在全球疫情

蔓延的情況下，我們確實看見許多因著權力擴張，而防疫效果顯著的國家，

但一事兩面，人權學者的推斷並不是子虛烏有，古往今來，有許多掌權者不

計任何代價，盼望取得最高的權力，由此可以看見，權力於人的吸引力之大 

，是難以想像的，其性質更是能影響，甚至控制別人的行為及能力。 

        我們很難斷定，在疫情結束之後，一些獨裁甚至專制國家的領導人，不

會用疫情時期之便，而監控人民的行動，進而侵犯到人民基本的權力，以菲

律賓為民主國家的前提之下，這樣的防疫行為是過於極端了，因此不僅需要

這樣的人權學者提出質疑，更需要有成熟的民主體制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力

和言論自由；以專制或獨裁國家來說，更是給原本專制獨裁領導人，更有理

由來擴張他們的勢力到人民生活中，進而產生人權被侵犯的情況，一場疫情

影響的不僅是人的健康，更加劇全球政治體系的改換。 

民應為上，元首次之，利為輕 

       利益為政治及國際組織運作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各國政府或非政府組

織，都牽動著一國的政經走向，而本該是負責人道救援及醫療協助的世界衛

生組織，卻成了中美的角力戰場，防疫重點嚴重失焦，筆者認為，無論其中

牽扯到多少的利益糾葛，或是因為國際形象問題，有多麼需要保留顏面，在

這樣迅速蔓延的疫情跟前，過於看重政治著實不明智，且這樣的看重，損害

的是一國人民的安危，兩害相權取其輕，若是沒有人民，政治也沒有意義了 

。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國之重，還

是在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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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的設立，是為著特定目的，使世界公民從中受益，而在這樣的

疫情中，世衛祕書長對於疫情的處理及後續工作，在在都明顯的讓人看見，

受到中國的牽制，因而下達錯誤的判斷，導致疫情的崩潰，世界運作的紊亂 

，由此事件中可使我們學習，政治和利益，在不可控的情況下，是起不了關

鍵作用的，政治和利益的網絡，是建立在全球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以健全的

環境來維持利益的交換，在此次疫情中，我們看見世界衛生組織的例子，也

必須成為每一個國家在日後處理國內政事和國際組織關係的借鑑。 

 

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xZ604e                                圖1： https://reurl.cc/oLbMzj 
https://reurl.cc/oL5dAD             圖2：https://reurl.cc/Aq08LQ 
             圖3：https://reurl.cc/mnr6z7 

https://reurl.cc/xZ604e
https://reurl.cc/oLbMzj
https://reurl.cc/oL5dAD
https://reurl.cc/Aq08LQ
https://reurl.cc/mnr6z7


[YT3A 石宇涵、譚知行／整理] 

美力時代來臨，台灣跟得上嗎？ 

歐洲主題專欄 美力世代來臨，台灣跟得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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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不只是我們在美術館中所看到的藝術作品，美感是存在日常生中 

，需要花時間細細的體會、探索、運用、整合的歷程。 

在這個講求風格、品味的年代，美感創新科技比科技創新更重要，最顯

著的例子為蘋果電腦的成功，以及美國矽谷新崛起公司像是 instagram、

snapchat，都是以設計取勝，在原本大力推動的STEM（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課程加入藝術Art，從STEM到

STEAM，希望讓藝術人文結合科技，帶來更多的創新。本文將談及歐洲美感

相關的政策，分別以法國電影教育及英國藝術教育為例，作為台灣之借鏡。 

（圖1）翻轉教育 



歐洲主題專欄 美力世代來臨，台灣跟得上嗎？ 

法國電影教育—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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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前法國文化部長安瑞莉·費里佩提

（Aurélie Filippetti）在坎城影展的公開演講

中提及電影教育的重要性，認為電影教育是

歐盟國家的藝術與文化基礎美學教育，並在

演講後擬定歐盟電影教育政策(For a European 

Film Education Policy)，他們希望培養未來的

電影觀眾，以鞏固歐洲電影產業的發展與文

化例外原則（cultural exception）。 
 （圖2） Aurélie Filippetti 

        也就是說，過去歐洲電影難以

和美國好萊塢抗衡，而為保護歐洲

本國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襲，能

獨立發展自己的電影產業，他們的

做法便是將電影美學教育普及至各

級學校──從 3 歲到 18 歲的學生都能

接觸到電影教育，更強調應將電影

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美學教育看待，

讓孩子學習如何觀看，而非只是其

他學科的輔助工具或影音教材。 

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 

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的文化不被其

他文化侵襲而制定的一種政策。 

法國最早提出文化例外，許多國家

採用文化例外原則雖然起到了一定

的積極效果，但是總體上來說收效

甚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7%AD%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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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1985年，VHS錄影帶發展為家用格式，走入戲院的民眾大幅減少，

戲院業生意受到衝擊，為了維繫生存紛紛投入復興電影運動。政府也開始由

教育著手，將電影投入義務教育系統，法國教育部與CNC聯手合作改革電影

生態，他們認為電影是藝術，不只是娛樂，從教育中鼓勵學生帶著好奇心進

戲院看電影，讓他們知道電影和文學、繪畫一樣是藝術創作，電影教育的目

的不在於培育出未來電影人才，而是養出未來的電影觀眾。 

  

法國國家電影與動畫中心 
（法語：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簡稱「CNC」，2009
年7月前為國家電影中心（法語：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matographie），是1946
年10月25日的設立的具有法人資格和財
政自主權的法國公共行政機構[1]。它隸
屬於法國文化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5%9B%BD%E5%AE%B6%E7%94%B5%E5%BD%B1%E4%B8%AD%E5%BF%83#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6%96%87%E5%8C%96%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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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電影教育政策(For a European Film Education Policy)提及電影教育的

場域不應侷限於學校，而是集結公部門、企業界及學校的努力，形成一種多

方受惠的經濟型計畫，所有人在其中都會獲得回饋，公部門提供完善的政策

方針，學生於校內學習電影知識，於校外能用便宜的價格觀看電影，企業界

也願意挹注經費以培養大量的電影觀眾甚至電影產業工作者，使得整體生態

健康循環。 

推動電影教育亦須全體人民的集體共識，法國電影教育的成功奠基於人

文素養與哲學教育的基礎，法國相當重視哲學，因為他們相信當面臨邏輯上

難以判斷優劣的問題時，最終只能仰賴個人的「美感」。 

  

在過去二十年的電影教育下，法國已發展出縝密的運作方法。在低年級

階段，老師會以圖像、影像，甚至是電影海報來引導學生理解作品理念，在

對話中刺激學生思考及描述能力，再逐漸增加討論的複雜度，中學階段則開

始將電影延伸至其他科目，如法語、歷史、地理與藝術，學生開始學習分析

電影語言，老師更直接將學生帶往戲院觀看電影，從而提倡美好的觀影經驗 

，並在學校課程中進行討論，鼓勵學生除了分析影像外，能說出自己的感覺 

，藉由課程將學生與電影連結，讓他們維持這樣的敏感度一直到長大成人，

並且走進電影院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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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也曾有相關組織推廣電影教育，但是成效不彰，原因在於台灣

的教育根本上缺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人文素養的能力，台灣學生習慣有

「標準答案」的教學模式，但電影教育並沒有固定答案，它鼓勵學生說出自

己的想法，找自己的答案，無論是個人感受或是對於議題的闡述，都沒有絕

對的對與錯，它讓學生體會不同的生命經驗，在小小的台灣，我們可以透過

電影穿越國界和歷史，它也能激發人的想像力，藉由電影對於生命做更寬厚

更深層的思考，在升學體制下台灣的教育，需要注入一股新的活水，也就是

非常規的藝術教育，融化長久積累的制式思考。 

 （圖3）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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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充分意識到藝術教育與發展經濟、創意人才的關係，因此他們擁有

完整具銜接性的藝術教育系統。 

他們的課綱對於第一基本階段（5-7歲）的教學提供對於藝術、雕塑與設

計的基本概念與技法的教授。如藉由繪畫、雕塑培養想像力、增加經驗，及

學習使用顏色、模型、材質、線條、形式與空間等相關的技法。 

第二基本階段（7-11歲）會將教學重點放在不同創作技法的操作、在不同

材質創作的嘗試，加深對於不同形式的藝術、工藝與設計的認識，並強化對

於歷史上有名的藝術家、建築師與設計者等的認識。 

第三基本階段（11-14歲）的教學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想法，

強化實務操作的能力。尤其著重在培養學生對於藝術家與設計師作品的辨識

批判能力，能提出附有理由的評斷並反饋到自己的創作作品。此外，也要增

加對於從古至今不同時期下，就藝術、工藝、設計與建築領域中發展的不同

學派與重要的流變等認識。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年齡 5-7 7-11 11-14 

年級 1-2 3-6 7-9 

 
教學重點 

 

藝術、雕塑與設計
的基本概念與技法
的教授。如繪畫、
雕塑。並學習使用
顏色、模型、材質、
線條、形式與空間。 
 

不同創作技法的操
作、在不同材質創
作的嘗試。藝術家、
建築師與設計者等
的認識。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與想法，強化實務
操作的能力。培養
學生對於藝術家與
設計師作品的辨識
批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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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校內的課程外，學校也根據不同的年齡曾與社區、文化行業、博物

館等機構配合，將課堂從校內拓展到校外，以讓學生在動手實踐中增加生活

中的經驗。 

 英國最為有名就是歷史悠久的博物館，博物館身兼藝術和教育的重要任

務。大多數英國博物館習慣以「學習」（Learning）一詞代替「教育」

（Education），原因在於藝術教育本應以學習者為導向，博物館教育者期待

人們能在博物館中走自己的學習之路，絕非課堂學院內聽講的教育模式。 

 1988年，英國 「國家課程」明確指出，學校課程可與博物館教育相互連

接。博物館開始配合課程標準中《藝術與設計》學科的指標，針對不同年齡

層之學童分別制定不同的活動手冊，並與學校緊密連接，提供詳實的參觀指

南供師生使用。 

1970後，英國大多數的國立、省立、私立博物館都紛紛設立了博物館教

育部門，形成了博物館與當地教育局的多樣的合作模式。 

（圖4）鼓勵學生在博物館內實際動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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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now女士：「美術館教育活動非常廣泛，學習包的最大特色是自我主

導權，能讓孩子踏入自己的探索旅程，激發他們的獨立性與創造力。」 

 以設計出名的V&A博物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策展人Harriet 

Curnow設計了12款不同學習路線的學習背包，學童可以獨自藉由這個背包於

博物館內學習及體驗。主題廣泛多元，包括專注中國、中東與中世紀歐洲、

文藝復興、當代英國、日本、南亞、玻璃藝術與瓷器展區。另外他們也在官

網上提供不同的學習資源供各個年齡層的學童使用，使他們參觀前清楚理解

應有哪些背景知識，在參觀時又可以學習哪些新知。 

 

（圖5）V&A博物館內的學習背包共有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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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公共藝術」產生是為解決工業革命及現代化所帶來的短視與醜陋 

。英國人領略到公共藝術不只是「在公共空間擺設藝術品」而已，它似乎能

發揮預期之外的優點。 

「讓街道即是美術館」，是英國於早期推動公共藝術時，所提出的一句

標語。這主要是向政府說明逐年設置戶外藝術品，幾年後的街道將可美化成

似美術館般的藝術廊道。他們希望政府每年可以增加二至三件公共藝術，而

每二、三年可設置一件大作品，經年累月的努力下將使人文景觀不再貧瘠。 

（圖6）英國公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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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藝術教育落後於歐洲，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早年台灣是以代工為名。

代工的特色即是重複的步驟，短期內可以看見效益，這使我們早已習慣固定

規範的工作模式，因而填鴨式教育就此誕生，美術課的「材料包」可想而知

也從中誕生。 

我想我們輕視人文學科最大的原因也源自早年代工的文化，人文學科不

如理工科有立即見效的成果，以致人文學科總被貼上「沒有用」的標籤，久

而久之影響的便是我們沒有長時間的經驗來奠定我們的人文素養及文化基礎 

。在沒有素材及遵循的依規下，我們只能一味模仿他國，又或「文青」特色

商店的出現，一再地複製，以致「文青」充斥在整個社會，時間久了也越顯

低廉。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的台灣很難推行藝術教育，唯有慢慢靠著教育的改

革，從而使未來台灣的主掌者有著新穎的觀念，才能使台灣脫胎換骨，以奠

定我們的文化基礎及培育有能力鞏固文化的國民。 

令人欣賞的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能有今天的成就絕不是一天造成的，

他們只是更早正視到問題，再經過有所體悟的政府及國民配合改革，以致今

日成為我們的榜樣，相信若我們有心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 

資料來源：                                             
https://is.gd/5DQ2L1 
https://is.gd/454wR5 
https://is.gd/cYgwyN 
https://is.gd/PGKmTy 
https://www.cnc.fr/series-tv 
https://is.gd/N8i8ND 
https://is.gd/A9sbJ0 
https://is.gd/433jka 
https://is.gd/T6Mz3r 
https://is.gd/aMM2XL 

  
 

圖片來源： 
圖1：https://is.gd/fCYL4m 
圖2：https://is.gd/xY9nRm 
圖3： https://www.cnc.fr/ 
圖4： https://is.gd/g5UJ76 
圖5： https://is.gd/qYM0q1 
圖6： https://is.gd/uSIj6X 
圖7： https://is.gd/BzRJ6O 
                                             

https://is.gd/5DQ2L1
https://is.gd/454wR5
https://is.gd/cYgwyN
https://www.cnc.fr/series-tv
https://www.cnc.fr/series-tv
https://is.gd/N8i8ND
https://is.gd/A9sbJ0
https://is.gd/433jka
https://is.gd/T6Mz3r
https://is.gd/aMM2XL
https://is.gd/fCYL4m
https://is.gd/xY9nRm
https://www.cnc.fr/
https://is.gd/g5UJ76
https://is.gd/qYM0q1
https://is.gd/uSIj6X
https://is.gd/BzRJ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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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環保科技與應用 

[UG2B 陳箴云／整理] 

前言 

   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快速發展、越來越進步，讓人們的生活越發便利 

。但與此同時，環境也漸漸不堪負荷。對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正著手於綠

能科技的發展，其中以歐洲最為活躍。 

   歐洲設立許多環保團體及環保相關企業，除了陸續在發展環保商品外，

也不停地提倡相關策略及重要性，因此本期的學術專欄將介紹歐洲的環保科

技，並加以探討。 

(圖1) 1990年至2050年歐盟28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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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 
      北歐五國向來都很注重環保工作，其中冰島的地質環境使其擁有極良好

的條件來利用再生能源發展環保科技。位於世界上地殼活動最頻繁的地方之

一，冰島上地熱能源所產的蒸氣資源被廣泛用於每個地方，冰島政府透過鋪

設管道將地熱發電站及發電廠的電力傳輸到島上每個房屋，以此供應電力，

並創辦國家能源管理局來促進地熱資源的開發及利用。此外，冰島也利用島

上豐富的冰川河流和瀑布資源，透過水力發電廠來供應島上的水電。 

       雖然北歐的幾個國家中，瑞典曾以環保科技及綠能普及率蟬聯冠軍，但

在冰島不斷地開發更多環保科技後，島上電力生產幾乎100%全部來自於再生

能源提供，其中70%來自於水力發電，30%來自於地熱發電，是世界上最大

的綠色能源及最大的電力人均生產國。至今，冰島仍在再生能源上尋找更多

開發利用的可能。 

(圖2) 冰島地熱電站(左)及地熱發電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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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在過去，丹麥也曾高度仰賴石油進口，後來為達能源自主，丹麥開始推

動能源轉型計畫，直到風機製造商開始投入風力發電機的建造後，開啟了丹

麥環保科技的轉型之路，從風力發電機到離岸風力發電廠。至今，丹麥已是

世界第一的風力發電國。 

       此外，風電裝置也因廣泛外銷全球，替丹麥帶來許多經濟來源。而早在

2015年時，丹麥的風力發電量早已超過全國需求，且供應來源持續穩定。在

這樣以環保科技為主體並帶動經濟成長的同時，丹麥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持

續下降中，讓丹麥的再生能源不斷地達成政府設立的再生能源使用量目標，

這也促使丹麥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先鋒之一。 

(圖3) 風力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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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相較於冰島及丹麥兩個國家，德國的環保科技雖然沒有那麼廣泛被運用 

，但單以工業發展程度及人口數量來說，德國克服許多障礙，致力於發展環

保科技，此舉無疑成為歐洲各國綠能革命的典範。 

(圖4) 德國能源轉型計畫圖(橙色區塊是太陽能，綠色區塊是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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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國，民眾除了生活習慣環保

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環保所做

的行為是自發性的。也就是說，生活

要環保，是德國人的集體意識。 

 德國的資源回收機制相當完善

且貫徹，對德國有些瞭解的人也知道，

在物品上，他們不是很在意新舊，反

倒是很喜歡二手物品，也常舉辦二手

市集或跳蚤市場。 (圖5) 德國垃圾桶 

(圖6) 德國柏林跳蚤市場 

   近期，德國其實也受地球暖化不

少影響，一般會利用電器來消暑，但

他們取而代之的是，利用自然方法來

消暑:透過吹自然風、減少衣物或游

泳等方法來降溫。 

交通方面，德國人熱愛健行及

騎腳踏車，平時多採用騎腳踏車的方

式來代步，而身為汽車出產大國之一

的德國，為因應環保也不斷積極地在

挖掘電動車的市場潛力，除了砸下大

筆研發基金外，也不忘增設相關環保

科技的創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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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除全國人民對於環保的自發性，德國政府也時常透過一些法案和制度

來促成民間自發性使用再生能源，例如:政府推動電力收購制度，以此種下誘

因，促使屋主們在自家屋頂上加裝太陽能電池面板。德國至今也發展出很多

小鎮因環保科技電力產量多於需求，而開始外銷的狀況，這也因此帶動了小

鎮的經濟流通。 

   除此之外，政府還制定一些新法案來鼓勵企業及家庭自主減少碳的排放 

，並設立離岸風電安裝目標，預計大規模地增加風機裝置數量。德國至今仍

致力於能源轉型、尋找更多環保的方法，也透過環保科技將經濟及環境保護

結合，除了擴展可再生能源外，也提高能源和資源的使用效率，在減少污染

的同時，創造新的業務領域和更多工作機會，營造雙贏局面，這也替德國贏

得氣候保護先驅的封號。 

(圖7) 德國屋主在自家屋頂加裝太陽能面板 



歐洲的環保科技與應用 

  

歐洲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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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和工業的發展讓人們無論是在生活用品、交通方面、亦或是訊息傳

播，都變得更加簡單又快速，這對我們來說相當便利且受益良多。但是，在

開發的同時我們卻忽略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隨著這些對環境的破壞日益擴大，總有一天我們的生活環境也將不堪負

荷。如果我們要享有如今便利的生活，勢必得做出一些犧牲，就像最早先的

生活準則一樣:以一物換一物，生活的便利將換來環境的破壞。 

    雖然如此，人們至少可以共同努力將傷害降到最低。我們可以盡量用環

保的方式來平衡我們對環境的傷害，這樣便可以在使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減

少對環境的破壞，向環境的永續發展邁進。當然，除了政府及非政府組織透

過一些政策、法規和研發出來的綠能產品來幫助外，我們平日裡也要盡我們

所能地愛護環境，一同守護家園。 

資料來源：(依照頁次及圖片順序排序) 
https://reurl.cc/5l1x87 
https://reurl.cc/L3AOL7 
https://reurl.cc/4RozzR 
https://reurl.cc/3Der08 
https://reurl.cc/7XM231 (原文) 
https://reurl.cc/ar4lED (原文)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xZ7mQb 
圖2：https://reurl.cc/5l1x87 
圖3：https://reurl.cc/d0D39g 
圖4：https://reurl.cc/4RozzR 
圖5：https://reurl.cc/3Der08 
圖6：https://reurl.cc/vD63lo 
圖7：https://reurl.cc/5lOgKv 

https://reurl.cc/5l1x87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8526
https://reurl.cc/4RozzR
https://reurl.cc/3Der08
https://reurl.cc/7XM231
https://reurl.cc/ar4lED
https://reurl.cc/xZ7mQb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6%B0%E5%B2%9B%E7%9A%84%E5%8F%AF%E5%86%8D%E7%94%9F%E8%83%BD%E6%BA%90#%E5%9C%B0%E7%83%AD%E8%83%BD
https://reurl.cc/d0D39g
https://reurl.cc/4RozzR
https://reurl.cc/3Der08
https://blog.hotelscombined.com.tw/%E6%AD%90%E6%B4%B2-top6-%E4%BA%8C%E6%89%8B%E5%B8%82%E9%9B%86/
https://reurl.cc/5lOg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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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由於溫室效應的影響，全球暖化益趨嚴重，該如何減少熱污染、

降低地球溫度成為當今必不可少的世界議題。而隨著全球人口的增長，溫室

氣體的排放量也逐年上升，為趨緩暖化速度，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減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使地球溫度不再節節攀升、將溫室效應的影響降到最低。 

        而燃煤、石油和化石燃料是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生產能源，也是使碳排

放肆虐全球的罪魁禍首，為此，我們急需尋求乾淨的再生能源，以取代煤礦

及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再生能源分為很多種，當中我們可能最常聽到的種類

就是如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等，但另外還有一些台灣人比較不熟悉的再

生能源，像是生質能。本篇就要來介紹歐洲國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成功利用

生質能，達到減排效益。 

        那麼在說明歐盟國是如何利用生質能前，我們先來簡單了解一下什麼是

生質能吧。 

生質能 
歐洲再生能源發展引領全球 

[UT4A/楊佳儒整理] 

(圖1) 能源的分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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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簡介 
        所謂生質能源(biomass energy)指的就是將生物質(biomass)經轉換後而產生

的可用能源。 

生物質指的就是透過太陽能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利用，並以化學能

的方式儲存在任何來自動植物等有機物質（如：甘蔗、玉米、稻稈、藻類、

大豆、油菜籽、棕櫚油等農林作物與廢棄物，還有廢棄食用油、動物脂肪等

畜牧業廢棄物，以及廢汙水處理所產生的沼氣和都市垃圾、工業有機廢棄物

如廢塑橡膠、廢紙、造紙黑液等等）的能量。 

(圖2) 生質能的原理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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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源的型態分類 
        生質能源的型態可以分為液態生質能（liquid biofuels）、固態生質能

（solid biomass）和氣態生質能（biogas）這三種類型，目前除了液態生質主

要是能是用來作為交通工具的燃料外，固態及氣態生質能大多都是作為發電

及發熱的用途。 

(圖3) 生質能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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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源的優點 
        生質能源最大的好處就是在透過吸收二氧化碳轉換燃料利用的過程中，

二氧化碳會重新釋放回空氣中，避免釋放額外的二氧化碳到空氣中，因此不

會加重溫室效應。 

        在世界人口不斷增長、各項資源逐漸匱乏的情況下，「循環利用」的概

念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加上與其他再生能源相比，生質能的技術較成熟有商

業化運轉能力、經濟效益較高、又因使用材料為廢棄物，可兼具廢棄物的回

收處理與能源生產的雙重效益，種種優勢，也成為使得生質能源無法被其他

再生能源取代的原因。 

 

生質能源的發展現況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統計和RNE21 

Renewables Global Status Report 2019的報告資料，生質能約佔2017年全球能源

消費量占了12.4%，是目前全球第四大能源，僅次於石油、煤及天然氣。 

生質能供應全球約14％的初級能源需求，也提供開發中國家35％的能

源，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再生能源。其中又以歐洲的使用量為大宗，根據報

告指出，2017年生質能發電新增裝置容量，約50%來自歐洲地區，亞太地區則

以37.5%緊追在後。而歐洲的工業大國德國是全球生質能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之

一，其生質能發電量甚至排名在全球前三大國家內，並於2018年僅靠著再生

能源就能滿足全部的用電。 

究竟這些歐洲國家是如何引領全球、做到有效利用生質能源的呢？以下

將分別列舉德國、挪威、瑞典和法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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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發展實例—德國 
        2000年，德國提出再生能源法令（EEG），強制電力公司以20年的固定

電價，保障收購包括生質能在內的再生能源所發電力。另外，為減少種植能

源作物（像是玉米）而和糧地「搶地」，德國政府從2004年開始對以禽畜糞

肥發電的生質能電廠，給予額外的獎勵金，也逐年提高保證收購的價格。 

    目前德國有8,000多座沼氣發電廠，生質能也成為德國最主要的再生能源供

應來源，特別是在供熱及運輸上，而在電力供應上，則僅次於風能，是第二

大再生能源。德國的成功案例，也使得周邊其他歐洲國家紛紛效法。 

    更 多 關 於 德 國 的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 詳 細 可 參 考 影 片 連 結 ：

https://reurl.cc/pd5kEd 

 

(圖4) 德國2018年1月1日早上6點起的發電紀錄 

https://reurl.cc/pd5kEd


跨界歐洲說臺灣 生質能—歐洲的再生能源發展引領全球 

34 

歐洲國家發展實例—挪威 
        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府制定《廢棄物回收利用有關條例》（Regulations 

relating to the recycling of waste），將垃圾當中87%的無危險廢物通過不同方

式得以循環利用。通過這些應用，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目前生物燃料在公共交通系統的應用已使二氧化碳減排13%，並且可以

減少噪音和空氣污染。同時，4噸垃圾可以取代1噸供暖用油，從而實現每年

節省5000萬升石油，1公斤的食物垃圾可以轉化成半升生物燃料，每磅塑料製

品循環利用可以節約2公升石油，挪威的市政府也承諾，到2030年將減少50%

的溫室氣體排放。 

 

(圖5) 挪威奧斯陸市的生物能轉換應用 

(圖6) 瑞典當地使用生質能的焚化爐 

歐洲國家發展實例—瑞典、法國 
         不僅是挪威，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也有同樣的作法。根據瑞典垃圾管理協

會(Avfall Sverige)提供的數據，瑞典全境有95萬個家庭的熱能由垃圾提供，垃

圾也為瑞典26萬家庭提供電力。瑞典幾乎能回收一半的垃圾(47%)，回收的垃

圾中又有 52%可以用來生產熱能，而目前真正被丟棄的垃圾少於 1%。 

 而在法國，歐洲第3大生質能發電國家

（僅次於德國和義大利），廚餘轉換成

生質能作為燃料來供暖發電，法國智庫

(ADEME)預估，按照這樣的規模，2030

年法國將可自產相當於600萬噸油產能

的生質能（約60億度電），可做為汽電

共生、瓦斯和暖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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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這些例子都能顯示出歐洲在生質能的利用上相當傑出，相較之下，台灣

由於生質燃料的資源因選用上的受限，生質能源的生產成本普遍高於其他主

要生質能源生產國家之生產成本，加上廢棄物的前置回收處理作業與把關做

得不夠仔細，因而生質能在發展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欲使生質產業在台灣

具有競爭力，則政府之補貼勢不可少。這也是目前台灣需改善、向歐洲國家

學習的部分。我們也期待未來能夠有大大改進，向零碳排的目標筆直前進。 

        關於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大家可以點選下圖至經濟部再生能源資訊網

查看，另影片連結為生質柴油實例：https://reurl.cc/3De2gV。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X6mYLD 
https://reurl.cc/MvyxRX 
https://reurl.cc/WdvZvZ 
https://reurl.cc/xZ6j6z 
https://reurl.cc/yZ6jYE 
https://reurl.cc/Y10rVX 
https://reurl.cc/9ERKYV 
https://reurl.cc/0oZ899 
https://reurl.cc/1xGa3X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b5lOyX 
圖2：https://reurl.cc/5lOAbM 
圖3：https://reurl.cc/5lOAbM 
圖4：https://reurl.cc/3De2k0 
圖5：https://reurl.cc/yZ6jYE 
圖6：https://reurl.cc/Wdv2yD 
圖7：https://reurl.cc/209D2X 

(圖7) 經濟部再生能源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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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權實踐與運動四十五週年  
[UF2A/張乃仁整理] 

國際婦女節 

       1975年，國際為女性紀念的開始，聯合國將三月八日訂定為國際婦女紀

念日，追朔於女權發聲，歷史脈絡悠久，始於十九世紀中期紐約即有女性勞

動者上街遊行，二十世紀初正式開始女性運動，持續至今仍於世界的不同角

落進行訴求，且不僅止於單一性別，提倡平權追求不侷限於性別的人權。 

 

2020婦女節標語 

世代平等：女性權利覺醒 
       直至2020全球共識雖有進展，但

部分國家女性權益促進程度卻十分緩

慢。現今仍沒有一個國家完全落實性

別平等。婦女和女童在許多社會角色

下仍有多種形式的暴力。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約」，簡稱CEDAW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保障女性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等男女權之規

定，被稱為婦女人權法典，不限於聯

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

簽署加入。 

北京宣言暨行動綱領 
       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舉

辦於北京，通過「北京宣言暨行動綱

領」，為現今國際社會對性別平等、

婦女發展及和平的核心，各國政府行

動策略的主要依據。 

（圖1) 女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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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女權保護運動、歐洲英國女力實踐、印度女權崛起 

       2020國際婦女節，這日女性們為捍衛自己的權利，反對性別暴力與不平

等待遇上街遊行。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和智利，湧入大量婦女團體；歐

洲女權浪潮亦有好的迴響與效果，瑞士與英國分別在政策上展現性別友善。 

智利抗議父權文化漠視性暴力 

      今年最大規模的婦女遊行在訴求反性暴力的智利，從去年10月起，智利

民眾為貧富不均和社會福利的落後開始示威遊行，婦女群體也相繼提出父權

主義的不公，在固化偏差的男權思想中，社會縱容對女性的暴力更是對於犯

罪行為容忍，因而引發一連串的女權浪潮，提出標語「他們殺了我們，他們

對我們性暴力，而沒有人挺身而出」控訴性別平等不完善。三月八日，智利

舉行大規模的婦女節遊行，估計有超過100萬名婦女為爭取權利、針對職場騷

擾、警察暴力行為而集會。 

  

(圖2) 女權團體於聖地亞哥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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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墨西哥反女性暴力示威與無婦女日 

      墨西哥每天有10多個女性被殺害，被認為是世界上對女性最不安全的國家

之一。近來由於墨西哥女性被殺的事件上升，針對性別暴力的抗議活動也有

所增加。婦女節當天上萬人於墨西哥首都抗議，表達國家對女性造成的安危

和恐懼。 

數據顯示相比2018年提升7%的女性受暴人口，甚至法律無全面保障，女

性無以忍受沒有公平正義和保障的司法。國際婦女節隔日，以「無婦女日」

為主題，透過不外出、不上班、不上學等形式，突顯婦女在社會的重要性，

並力促政府立法懲處暴虐婦女的歹徒。 

(圖3)象徵支持墮胎權的綠色領巾 

        阿根廷亦受女性浪潮，再次提倡修憲墮胎流產除罪合法化。阿根廷9成人

口信仰天主教，目前法令嚴禁墮胎，造成女性私自墮胎問題，數千名婦女因

此死亡。阿根廷總統表示「國家必須保護全體國民，尤其是婦女。21世紀的

社會必須尊重個人選擇，讓她們自由決定自己的身體。」 

阿根廷南美墮胎合法化的轉機 

阿根廷總統將向國

會提交墮胎合法化

法案，而執政黨也

支持該法案，如果

法案通過，阿根廷

將成拉丁美洲第一

個墮胎合法化的主

要國家。 

世界女權實踐與運動四十五週年 

38 



世界觀點 

日內瓦公共空間性別力實踐 

      瑞士日內瓦市長Sandrine Salerno於2020

年1月頒布政策，將交通號誌全面更換，新增

以女性為人行標誌，新型的人行交通標誌變

得多元。看似為不足道的交通號誌，圖誌的

改變卻能是推動性別平等的一大進展。日內

瓦市長表示將「尊重多元」的標語，透過公

共空間促進平等的具體體現。當生活周遭使

用的、看到的設計與創作，越能夠反應現實

生活時，更能被感受到友善。如同現今生活

是多元性別族群組合而成，而交通號誌若也

能如實呈現，能幫助擁有一個更包容的環境。 

(圖4、5) 日內瓦新型行人標誌 

月經稅Tampon tax？ 
針對女性經期生理用

品課徵營業稅、商品增值

稅或其餘稅收，歐洲多國

皆有經期生理用品稅 

世界女權實踐與運動四十五週年 

英國免除月經稅、蘇格蘭增加女性福祉 

      近期許多婦女團體力求降低月經稅稅額甚至不額外課徵稅收，對於女性

而言生理用品即是日常生活用品，期待政府保障女性，將生理用品同於其他

免稅的日用品及個人醫療用品，不應以性別加以區隔課稅。 

不僅是性別立場，在經濟發展較

貧弱和資源缺乏的國家，衛生棉稅導

致售價提高，造成貧窮的女性在生活

用品與生理需求上抉擇影響健康。 

英國脫歐後便無稅收最低限制（5

％），政府將於2021年起免除月經

稅；經歷公民意識提升，蘇格蘭政府

立法提供免費衛生棉，創下女性福祉

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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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印度婦女處於女性權利低下且法律漠視性暴力的情況下，直至今日始終

保守，印度國家犯罪統計局顯示2019年的報告，印度2017年的性侵案比2011

年增加近103%，雖然達米妮事件至事發的2012起引發國際聲援及印度女性的

崛起，但實質上在降低性暴力和性別平等的落實上仍須長時間努力，女性持

續推動平權，扭轉傳統的束縛。 

印度女權的崛起 
 2012年印度德里公車輪姦案，一名女大生達迷妮（化名，事件中稱達米

妮，印度語中光明的意思，20年前一部為性侵受害者聲援的寶萊塢電影女主

角名字）在遭受到6名男子慘忍的輪姦跟虐待，13天後在醫院不治身亡。其中

參與這起引發國際批評聲浪的4名犯人，最終以死刑定讞歷經八年的刑期於今

年服刑，被害人母親及全印度婦女皆稱是遲來的伸張正義。達米妮事件在印

度女權中極具影響力，成為全國性抗議。 

傳統印度中的女性？ 

印度獨有的種姓制度、信仰

和婚俗，長期以來女性地位低

下，女性經常被傳統左右，包含

教育權、婚姻等。印度的性侵案

件多數不會依循法律途徑解決，

女性經常被迫結婚否則被污名

化，縱使報案，定罪率極低。 

(圖6) 達迷妮事件後印度發起默哀和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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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總結：平權的女權主義認知 
 

女性權利的發起，是為了長久下女性處於社會的不公平，這份權利是不

關乎性別，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利。女性主義者追求的是平等的人權、公民權 

、經濟權、文化權等，追求的是展現自身潛能的平等選擇權和實踐權，絕對

無意提倡女性需要有大過男性的權利。 
 
 女權最核心的根本是平等 

 權利(rights)不等同權力(power) 

 女性不應被解讀是弱者須加以保障 

 

不論訴求如何，各自都有立場。我們能夠看見其實在女性主義裡，應該

也必須從性別平權邁進。要喚醒的是傳統社會對女性最基本的尊重與解除標

籤，要期待的是性別平等的落實。女性或男性都不該被定義弱勢，公平且正

義於兩性甚至不受限在兩性。 

 

反女性主義的聲音 
 

國際間的MeToo運動開始後，部份人對女性主義運動出現反彈的現象，

認為女性主義於MeToo運動上貶低男性，似乎以女性為受害著角度且弱小的

形象向所有男性定罪。例如，韓國甚至出現反女權主義至上的反MeToo運

動，反對極端的女性至上也反應了男性角色，時常被賦予的無限壓力。 

世界女權實踐與運動四十五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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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9E4Z1v   圖1：https://reurl.cc/WdGEGO  
https://reurl.cc/xZ7g1b  圖2：https://reurl.cc/E7o2ov 
https://reurl.cc/pd6mZl  圖3：https://reurl.cc/9E4Z4j 
https://reurl.cc/5l1NA7  圖4：https://reurl.cc/8GjyN4 
https://reurl.cc/oL790Q  圖5：https://reurl.cc/8GjyN4 
https://reurl.cc/625y5y  圖6： https://reurl.cc/3DxQYL 
https://reurl.cc/R4z6vD 
https://reurl.cc/Y1eovo 
https://reurl.cc/pd6RM4 
https://reurl.cc/arV6GG 
https://reurl.cc/D9AWX 

筆者觀點 

世界觀點 

女權基於人權，邁向性別平等 
在世界各地，三月八日婦女節的慶祝有著不同的形式與意涵，女性主義

的完善更深層的目標是性別平等，這是不分性別的共識，身處在世界的人們

都應該有的體悟。 

南美和印度的歷史文化及信仰脈絡影響傳統的思維，對於女性的各種社

會角色中有著實質的不友善問題，需要被關注、討論的不是針對男性對錯與

否及抱怨舊有環境，絕多數的女權團體帶領著遊行示威，更是期待有著基本

的人權尊重與愛，展現人權的對等，而如何不帶性別的眼光平等看待也是一

項學習。 

從世界的處境感受性別平等的落實和改善，但也清楚看見世界能夠更好 

。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中，保有人權和自由平等且倡導發揮影響亦是聯合國創

立國際婦女節的一項祝福。三月是婦女月，在世界我們沒有性別的差異，需

要保護自己的權利，南美洲和印度，一群正在努力捍衛的婦女也正希望被如

此善待。性別平等的追求不侷限於世代，這項運動和精神是值得被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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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晝、篝火與鮮花 
北歐浪漫「仲夏節」之夢 

 

Do you know 

[YT4A 馬劭瑄/整理] 

 講到「仲夏節（Midsummer’s Day）」，許多人心中總會聯想到莎士比

亞經典的「仲夏夜之夢」，想起在那個充滿魔力的仲夏夜晚，發生的浪漫故

事。其實每年6月24日前後，北歐國家慶祝的「仲夏節」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仲夏節是北歐傳統節日，在北歐四國皆是國定假日，重要程度僅次於聖

誕節。由於北歐國家一年當中，一半時間皆處於冬季，因此仲夏節期間，人

們會聚在一起狂歡慶祝，迎接豐收的夏季到來，歡樂氣氛伴隨溫暖日照，渲

染整個北歐，人們燃起篝火，用美酒、鮮花及歌舞慶祝這一年中白晝最長時

刻。 

(圖1) 瑞典仲夏節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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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在基督教文化傳入北歐國家後，仲夏節在芬蘭、丹麥和挪威已更名為「施

洗約翰日」，因為按照聖經記載，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st) 比耶穌早6個月

出生，正好可以在仲夏節時慶祝其誕辰。 

瑞典則因未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繼續使用「仲夏節」之名，保留最多傳統

特色，故本篇主要會介紹瑞典仲夏節的慶祝文化。 

(圖2) 施洗約翰 (John the Baptist) 

「仲夏節」和「施洗約翰日」 

仲夏節燒篝火的文化，源自於北歐古老神話，人們相信大火可以慶祝光明 

、驅逐黑暗，更能燒掉害人的惡靈或女巫。基督教文化傳入後，聖經中害施洗

約翰被斬頭的「妖女莎樂美」（Salomé），便成了大火要來徹底焚燒的「女

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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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除了北歐四國，東歐、中歐、英國 

、愛爾蘭和冰島也都有仲夏節慶祝活動。

燒篝火、跳民俗舞蹈和花圈都是常見的仲

夏節元素。瑞典的仲夏節保留最多傳統色

彩，其官方旅遊網上也有相關介紹，若想

要更進一步了解仲夏節資訊，可參考以下

網址 https://reurl.cc/QdZ5Ob。 

吃完午餐後，不分男女老少，大家會協

力將五月柱（Maypole）豎起，圍繞著柱子載

歌載舞，進行趣味競賽，享用露天烤肉。到了

夜晚，人們依舊活力滿滿，熱情地唱歌跳舞。

許多情侶甚至會選擇在當日結為連理，因為他

們相信仲夏節期間是黑暗力量最薄弱之際。 

(圖4) 仲夏節五月柱 (Maypole) 

(圖3) 瑞典人仲夏節時戴花圈 

北歐最具傳統色彩-瑞典仲夏狂歡節 

每逢仲夏節之際，多數瑞典人會回到鄉下慶祝狂歡。並將鮮花編成精美 

     瑞典人在仲夏節期間，還會手牽手圍著圈，跳起童謠「小青蛙 (Små 

grodorna)」和「我們是音樂家 (Vi äro musikanter)」 ，氣氛十分熱鬧歡愉。 

 

花圈戴在頭上，開始享受豐盛不間斷的午餐派

對。 
 

https://reurl.cc/QdZ5Ob
https://reurl.cc/7XMKD1
https://reurl.cc/7XMKD1
https://reurl.cc/7XMKD1
https://reurl.cc/4RWLpj
https://reurl.cc/4RWL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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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說到午餐派對，絕對不能錯過瑞

典傳統美食。仲夏節當天，瑞典人的

餐桌上擺滿了各式餐點。醃製鯡魚、

馬鈴薯、酸奶油以及最後上場的草莓

糕點，都是瑞典人在仲夏節當天不可

或缺的傳統美食！ 

 仲夏狂歡午餐派對 

 除此之外，啤酒以及瑞典人稱

「生命之泉」的烈酒（Schnaps） 也

是仲夏節餐桌上的必要角色。 瑞典人

會將（Schnaps）倒入小杯子中，一飲

而盡。 

(圖5) 瑞典仲夏節的草莓糕點 

(圖6) 瑞典仲夏節的餐酒 

 七朵花浪漫傳說 

      仲夏節的夜晚也有個浪漫傳說 

，據說只要在睡前將七朵不同鮮花放

在枕邊，就可以在夢中見到你的命定

之人。無論是真是假，這個浪漫傳說

都為北歐仲夏節更增添了許多奇幻色

彩。 

 酒精相伴 

(圖7) 仲夏節夜晚 放七朵花在枕頭旁 



  

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Aq0Mdj 
https://reurl.cc/d0mQ7D 
https://reurl.cc/Y10Y8X 
https://reurl.cc/pd5aLx 
https://reurl.cc/yZ6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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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ar4e1l 
圖2：https://reurl.cc/xZ6N1z 
圖3： https://reurl.cc/V64YRA 
圖4：https://reurl.cc/R4yYOZ 
圖5：https://reurl.cc/Mvy3XK 
圖6：https://reurl.cc/GVKnXv 
圖7：https://reurl.cc/qd0GZ3 

 

        由於北歐經年缺少日照，加上古老傳說對於太陽正面的描述與印象，以

及帶有宗教色彩，仲夏節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在網路上查到的仲夏節慶祝

方式，在各國都有些許不同，因此本次特別用最具傳統特色的瑞典仲夏節來

介紹。 

         最 初 在 構 想 主 題 時 ， 突 然 想 起 去 年 看 的 一 部 電 影 「 仲 夏 靨

(Midsommar)」，雖然是一部驚悚片，但卻參考許多北歐仲夏節慶文化，讀者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每年仲夏節舉辦日期都不一樣，今年瑞典仲夏節在6月21日，不確定是否

會因為疫情而取消，令人擔憂。希望讀者看完本篇介紹後，能夠對仲夏節有

更深興趣及認識，筆者也期許自己有生之年能夠親自走訪北歐各國，體驗當

地仲夏節活動，與居民一同用餐，載歌載舞！ 

白晝、篝火與鮮花─北歐浪漫「仲夏節」之夢 

 

https://reurl.cc/Aq0Mdj
https://reurl.cc/d0mQ7D
https://reurl.cc/Y10Y8X
https://reurl.cc/pd5aLx
https://reurl.cc/yZ6RkE
https://reurl.cc/ar4e1l
https://reurl.cc/xZ6N1z
https://reurl.cc/V64YRA
https://reurl.cc/R4yYOZ
https://reurl.cc/Mvy3XK
https://reurl.cc/GVKnXv
https://reurl.cc/qd0G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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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捌捌陸-台灣眷村文化園區： 
將軍好宅 

展覽日期： 

民國109年03月25日起 

開放時間： 

周二～周五      11:00-17:00 

週末及國定假日  10:00-18:00 

固定休館日     週一（若適逢國定假日或補假日照常開放） 

展區地點： 

再見捌捌陸-台灣眷村文化園區（高雄市左營區明德新村） 

（圖1）《將軍好宅》宣傳海報 

[ UE3B 張芸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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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代的變遷，除了那些令人唏噓的

悲歡離合，也留下了各種的歷史遺跡，供後

人思念、緬懷。 

        西元1949年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 

，便在台灣的南北處形成了一個個的聚落，

供中華民國國軍及其眷屬居住，此時，眷村 

，便成台灣動盪史下的產物。 

 

眷村知識小科普 

將軍好宅-明德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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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網站

介紹中表示，左營明德新村住民以

高級將領家眷為主，後來常被稱為

「將軍村」，獨棟院舍的日式建築 

，整體環境清幽宜人，可為眷村中

的豪華住所，故以「將軍好宅」為

名，體現將軍家邸形象。 

（圖2）展場外圍 

（圖3）展場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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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記憶〉 

眷村菜， 

集合了傳統中國大江南北的好滋味。 

印著軍徽的餐具，象徵著榮耀的身份。 

    每到過年，便是眷村女性們大展身手的時候了，家家戶戶煮出各

式各樣的拿手好菜，便是眷村子弟們不可忘懷的好滋味。 

        在冰箱還不普及的年代，醃漬品擔任著餐桌上重

要的角色，用著鹽巴、辣椒、蒜頭以及各式調味品，

用以增加食物的保存期限，在眷村，其中廣為人知的

醃漬菜品為臘肉以及酸菜。 

關 於 
     餐 桌 

（圖4）餐桌 （圖5）餐桌剖面示意圖 

（圖6）喜氣的春聯 
 

（圖7）海軍餐具 

（圖9）廚房調味料、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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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好日常〉 

        客廳，為人與人交流的場所，匯集著各種娛樂、休閒項目：麻將桌、

電視機、唱片機等等⋯⋯此時時光逐漸拉遠，彷彿可以聽見媽媽和隔壁鄰居

的搓麻將聲且伴隨著悠悠的唱片聲。 

        朱天心〈想起我眷村

的兄弟們〉提到：「海軍

村的打牌風最盛⋯⋯」但

在民國40、50年代左右，

打麻將只能是種私下娛樂 

，不可公然聚賭。 

        早期電視機是映相管

設計，而且有拉門裝置，

能保護螢幕。在50、60年

代能有黑白電視機的家庭

不多，總會吸引左鄰右舍

佇足門前觀賞。 

        客廳的牆上總

是少不了各式各樣

的擺設，無論是相

夫在軍中的合照，

又或者是全家福，

都可以顯現出生活

的痕跡。 

（圖9）客廳一隅 
 

（圖10）沙發 
 

（圖11）麻將 （圖12）電視 （圖13）掛在牆上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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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戀海上英雄〉 

海軍， 

        西元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徙來台，在海峽的另一端-台灣，從此定居，

儘管思念身在遠方的父母，也要將這些複雜心情化成作戰的勇氣，保護在這

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民國40年代，政府以「授

田」鼓勵戰士獻身反共抗俄大

業，但最後卻只能折兌成幾萬

台幣。 

         左營海軍軍用身份識別

證，用以紀錄服務單位、籍

貫、職級等資訊。 

（圖14）戰士授田憑據 

（圖15）海軍官兵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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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繡回憶〉 

        當你想起眷村的婦人們，心中會浮現什麼樣的場景呢？當丈夫身處軍營

保衛國家，她們樣樣精通的用著全身的力氣扛起家中大小事。 

        除了燒菜、顧小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縫紉，為家人織衣織物，練就一

手好女紅。隨著搬遷來台後，同時也延續著穿著優雅「旗袍」的習慣。 

        當年毅然決然地將家當塞進這小小

的皮箱裡，跟著丈夫飄洋過海來台定居。

一卡皮箱，道盡了離鄉背井的鄉愁。 

當丈夫在軍中時，眷村婦女們便是彼此的依靠。 

（圖16）古早式縫紉機 （圖17）展場提供訪客試穿的旗袍 

（圖18）眷村婦女旗袍合照 

（圖19）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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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樂活〉 

        出生在台灣眷村的第二代，與附近的孩子們共同嬉笑打鬧，在物資匱乏

的時代，運用各種觸手可及的材料，動手作成各式各樣的玩具，開啟另一片

天地，編織成青春花樣歲月。 

        放學後，買去美軍福利社零食、玩遊戲、與同伴打彈珠、看漫畫，皆為

眷村子弟的娛樂項目。在這個資訊不太發達的年代，或許這樣真誠的面對面

相處、交流，才是最讓人值得懷念的時光。 

（圖20）古早味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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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青春的熱血〉 

         接受著軍事教育的眷村二代，在課後總是熱血的與同伴們玩耍、出遊，

同時，內心的少年情懷也慢慢的誕生、萌芽⋯⋯此刻，他們正在為自己寫下

屬於自己的「青春」。 

        當年海青中學每年都會舉辦一

次同學校外露營，作為童軍課結束

的實習課程，只有初三的學生有資

格參加。 

電影，是每個人都熱衷的娛樂項目。 

         尤其是正在播放的熱門電影，每個人都擠

破頭的搶票或者是站在電影院外面偷看，十分

有趣。 

        飢腸轆轆的時候，每天的中午，

最期待的就是媽媽準備的便當了。 

在還沒有自動鉛筆的時代，木頭鉛筆

就是最普遍的文具了。 

（圖21）書桌 

（圖22） 
海青中學制服、童軍服 

（圖23）餐具、文具 

（圖24）當代電影、電影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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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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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政府遷台的動盪時期，眷村，變成遠從海峽另一端遷徙來的士兵

以及他們家屬的落腳處。 

    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的眷村因許多因素的破壞，逐漸產生屋頂漏水、牆

壁裂縫變大的情況，所以這幾年被政府逐漸徵收、轉型，許多的老兵以及家

屬們被迫離開伴隨著他們十幾年的老房子，即使再多的不捨，也只能畫成一

點一滴的回憶，提供以後細細品味。 

         縱然「眷村」的存在只是歷史上的曇花一現、短短的幾十年時間，但在

這之中，卻乘載許多前人的生活痕跡，在我的印象中，有許多的戲劇作品皆

有提到眷村，例如前陣子的《一把青》、《光陰的故事》，還有舞台劇《寶

島一村》皆描述了村民們日常生活點滴以及難分難捨的情感。 

        也許在這之中有許多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造成許多的妻離子散、離

鄉背井的悲劇，但我們要知道歷史不可被抹滅，它就待在那，讓後人借鏡、

學習，希望透過這次的展覽，可以讓更多人暸解到眷村的興衰、點滴。 

http://www.cam.org.tw/0325/ 
將軍好宅DM 

圖1：http://www.cam.org.tw/0325/ 
圖2~圖24：由筆者拍攝 

http://www.cam.org.tw/0325/
http://www.cam.org.tw/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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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電影海報 

回不去的時光 
 

[XE5A 黃亭娟/整理] 

回不去的時光 Phoenix 

 

歐洲影劇賞析 

電影預告片：https://reurl.cc/oL0Gmj 
  

https://reurl.cc/oL0Gmj
https://reurl.cc/oL0G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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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Ninaly Lenz 內莉·倫茨 

Nina Hoss 飾演 

        電影中的女主角，是位猶太籍的女歌

手，但卻因被抓入集中營後而慘遭毀容。

透過好友的幫助下進行面部手術，卻也無

法重現原始的面貌。換了一張新面孔的內

莉 ， 始 終 思 念 著 自 己 的 丈 夫 

，每天都前往他們定情的酒吧尋找丈夫。

雖然內莉找到了自己深愛的丈夫，卻也發

現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圖2) Nina Hoss 

 
Johnny Lenz 約翰尼·倫茨 

Ronald Zehrfeld飾演 

       電影中內莉的丈夫，因為覬覦著內莉

所繼承的龐大遺產，而將內莉出賣給納粹。

在酒吧遇見內莉時，雖然約翰尼並沒有認

出她，但約翰尼卻覺得整形過後的內莉和

自己的妻子有些神似。也因為如此，約翰

尼向內莉提起假扮自己妻子的要求，進而

去繼承她的遺產。 
  

（圖3）Ronald Zehrfeld 

Lene Winter 萊恩·溫特 

Nina Kunzendorf 飾演 

        電影中內莉的好友，同樣也身

為猶太人。在幫助內莉進行面部手

術後，因為得知出賣內莉的人就是

約翰尼後，極力勸阻內莉去尋找她

的丈夫，並試圖說服內莉和她一起

前往巴勒斯坦。 （圖4）Nina Kunzen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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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時光 Phoenix 

 

歐洲影劇賞析 

故事內容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納粹的集中營也跟著解放，

而那些被囚禁的猶太人也被釋放出來，內莉就是其中一個。因為在集中營所

遭受到的迫害，使得內莉必須接受面部手術，同時也換了一張新的臉孔。康

復後的內莉，在萊恩的幫助下回到柏林後，就一直尋找自己的丈夫約翰尼。 

終於在苦等之下，內莉在她和丈夫的定情酒吧內找到思念已久的丈夫，

但約翰尼卻對她的新面孔感到十分陌生，只是覺得內莉看起來有些神似他的

妻子，同時也興起一個可怕的計畫。 

約翰尼要求內莉假扮自己的妻子，去繼承她的家族所留下的龐大遺產。

而同時萊恩不斷的警告內莉，約翰尼可能就是害她被抓進集中營的告密者，

勸她不要再去找他。但是深愛約翰尼的內莉卻聽不進去萊恩的警告，默默的

陪在約翰尼的身邊假扮著『內莉』。而在假扮的同時，內莉也逐漸地發現自

己的丈夫當時出賣自己的秘密。最後，她選擇離開約翰尼。 

（圖5）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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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時光 Phoenix 

 

歐洲影劇賞析 

觀後心得 

（圖6）電影劇照 

這部電影的時間雖然長度不長且節奏較為緩慢，卻能透過演員精湛的演

技感受到裡頭細膩的情感。在電影裡，內莉因為深愛自己的丈夫，想要時時

刻刻陪在他的身邊，所以答應假扮『內莉』的計畫，但她的一片痴心卻換來

丈夫的無情。在內莉假扮自己的這段時間內，她不斷地向約翰尼透露自己就

是內莉的線索，但約翰尼卻絲毫沒有發現，讓內莉傷透了心。 

 最後，內莉和約翰尼一起合唱了Speak Low 這首歌後，約翰尼才真正發

現到原來內莉就是自己的妻子，但同時內莉也心灰意冷，決定離開他。電影

中，在內莉演唱這首歌時，從她的歌聲中可以聽出她對丈夫的愛已經消失殆

盡，取代而之的則是心灰意冷。雖然內莉只是輕輕的哼唱，但是那種痛徹心

扉的感覺卻朝著觀眾襲擊而來，令人為她感到不捨。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ZOXxNW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pdLEoe  
圖5：https://reurl.cc/exXYVK 
圖2：https://reurl.cc/0oENkb  
圖6：https://reurl.cc/NjqeNk 
圖3：https://reurl.cc/z8A9Ky  
圖4：https://reurl.cc/GVe0Gy  
 

 

https://reurl.cc/ZOXxNW
https://reurl.cc/ZOXxNW
https://reurl.cc/pdLEoe
https://reurl.cc/exXYVK
https://reurl.cc/0oENkb
https://reurl.cc/NjqeNk
https://reurl.cc/z8A9Ky
https://reurl.cc/GVe0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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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的生與死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UE3B  林佩儀／整理] 

「十三年來，四千七百多個日子裡，沒有一天查理不在想，為什麼死的不是

我？」 

 （圖1）中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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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薛伍德（Ben Sherwood）生於

1964年 2月 12日，曾任職於NBC及ABC 

News，其製作的新聞節目曾多次獲得艾美

獎及愛德華‧穆洛獎肯定。文字作品散見

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洛杉磯時報。 

        他出版於2009年的第一本非小說類書

籍《The Survivors Club: The Secrets and 

Science that Could Save Your Life》大受好評 

，並被翻譯成15多種語言，更成為《紐約

時報》的暢銷書。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arlie St. Cloud》

出版於2004年，並被改編為電影《Charlie 

St. Cloud》，該電影於2010年7月上映。中

文譯為《生死情緣》。 

作者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gOvvMi8L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gOvvMi8L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UeiYiES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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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歲的查理是個未來備受看好的英俊少年，原本有著人人稱羨的穩定生

活，但因為他一次的衝動讓原本靜謐而美好的生活毀於一旦。 

  查理與弟弟山姆為了觀看棒球賽，而偷了鄰居彭太太的車前往棒球場，

隨後在回程發生了嚴重的車禍。雖然查理撿回了一條命，但他最疼愛的弟弟

卻在這場意外中往生了。 

  自責不已的查理許下了對弟弟最後的承諾—絕對不會離開山姆的身邊。

墓園深處是他們的祕密基地，在那裡沒有生死的界線，只有時間的局限。每

天晚上，日落之前。就像咒語，將查理牢牢束縛在石首鎮。自從弟弟被放在

棺木中，埋葬在森林附近的那一刻起，這個承諾已經維持了13年。直到有一

天，他遇見了愛冒險的美麗女孩，泰絲。 

內容介紹 

 （圖2）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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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oL7gqD 
https://reurl.cc/3DxaZj                                

 

 

  書中的主角查理一直為自己莽撞的行為意外造成弟弟的死亡感到十分愧

疚，所以他放棄一切留在鎮上，就為了履行和弟弟最後的承諾。每天夜晚來

臨時，他就會到墓園深處尋找早已不復存在的山姆。這個行為也許能讓自責

的查理好受一點，但這讓查理陷入罪惡感的泥沼，同時也讓這對兄弟沉淪在

過去。不僅困住查理，也牽絆住山姆。 

  提到死亡，人們總會想到消失、遺忘。死去的人不但肉體消失，就連那

些曾經和他們創造的回憶和培養的情感也會隨著時間漸漸被淡忘，之後這個

人就像不曾存在這個世界上一樣。因此，人們總避諱談論死亡的話題，因為

它總是帶來一股淡淡的哀傷。 

  這本書讓我對死亡有了新的見解，其實它並不完全是負面的事情。故事

後段山姆明白就算自己不在哥哥身旁，他們的感情也不會消失或被遺忘，只

要自己記得，那這份情感就存在。因此，他放查理自由，自己也去了更美好

的地方。查理也發現這13年來，他和山姆的關係凍結在時間中，以前的他們

只是在阻礙彼此前進。當我們所認識的人離開我們的身邊，只要我們心中保

存著和他們的回憶和感情，即使肉體不存在世界上，他們也能永遠的活在我

們心中。 

筆者觀點 

館藏地：6F第二中文書庫 
索書號：874.5754 4422:4 2010. 

圖片來源： 
圖1：筆者自行拍攝 
圖2：https://reurl.cc/yZ7EXa 
圖3：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oL7gqD
https://reurl.cc/3DxaZj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yZ7EXa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https://reurl.cc/rx5g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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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成員合照 

One Direction 

一世代 

瘋迷全世界的男孩團體 

  接招、西城唯一接班男孩團體 

[UE3B陳妤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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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代 One Direction 閱聽音符 

         一世代(簡稱1D)是一個英國-愛爾蘭男子音樂組合成員，因在2010年參加

英國版X音素而被節目評審組成節目史上最年輕的男孩團體，成員包括奈爾

霍蘭、連恩佩恩、哈利斯泰爾斯、路易湯姆林森與贊恩馬利克。在決賽取

得第3名後，與賽科唱片簽約正式出道。 

        自出道以來，音樂上的佳績不斷，更獲得許多獎項。根據《星期日泰晤

士報》財富榜2013年4月的報導，團體的估計身價是英國第二富有的30歲以下

藝人；2015年6月，《福布斯》將團體列為世界第4富有的名人。 

        於2015年3月，贊恩馬利克宣布退出該團體。2016年1月，4名成員均未

以團體的名義續約廠牌，團體已暫時性的停止活動。 

(圖2) 舞臺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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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作品 

 第一個出道專輯即在美國獲得冠軍的英國團體，也因此被寫入《金氏世

界紀錄》 

 在2012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閉幕式上表演 

 在2012年MTV音樂錄影帶大獎獲得3個獎項，成為了當晚最大贏家 

 《告示牌》評為2012年最佳新星 

 第一個四張專輯空降美國告示牌二百強專輯榜冠軍的團體 

 第3張錄音室專輯《青春午夜場》釋出於2013年年末，卻成為了2013年全

球銷量最高的專輯 

 團體的青春在哪裡巡迴演唱會是2014年票房最高的巡迴演唱會之一 

 2014年，《告示牌》將1世代列為年度藝人 

團體成就 

• 書籍《1世代：永遠年輕》 
• 專輯《青春無敵》https://reurl.cc/xZLDD1 
• 書籍《敢於夢想：像「1世代」這樣活著》 

2011 

• 巡演DVD《青春無敵:尖叫演唱會》 
• 專輯《青春滿屋》https://reurl.cc/R4Wdd6 2012 

• 紀錄片電影《1世代:我們的世代》 
• 專輯《青春午夜場》https://reurl.cc/yZYyyD 2013 

• 紀錄片電影《1起嗨翻演唱會》 
• 書籍《我們是誰》 
• 專輯《青春第四課》https://reurl.cc/V6Na65 

2014 

• 專輯《青春創世紀》https://reurl.cc/627ggM 2015 

https://reurl.cc/xZLDD1
https://reurl.cc/R4Wdd6
https://reurl.cc/yZYyyD
https://reurl.cc/yZYyyD
https://reurl.cc/V6Na65
https://reurl.cc/627g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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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反霸凌宣傳圖 

         除了音樂之外，一世代對世界的影響也反映在社群媒體上。雖然粉絲在

推特(社群網站)上表達對偶像的支持已屢見不鮮，但一世代的粉絲(稱作

Directioners)可說是接管了整個社群媒體。 

一世代的魅力感染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因此Directioners是一個具有世

界規模的粉絲團，而這也間接影響到新聞的發布內容。由於報章雜誌會偏好

發布推特上的熱門貼文，代表著大眾所關注、在乎的事，而龐大的一世代粉

絲團總是能將關於一世代的標籤推上熱門，Directioners間接地成為新聞撰稿

人，讓全世界見識到粉絲團的影響力。 

 推動全球議題的關注 

        在2015年，一世代發起Action/1D

的活動，宗旨是消除赤貧、解決不平

等現象並減緩氣候變遷。他們希望藉

由自己在全球的影響力，號召粉絲參

與討論，提高世界對全球議題的關注 

。除此之外，他們也希望2015年可以

成為解決重大全球議題的一年。 

 推行反霸凌活動 

         一世代和歐迪辦公(Office Depot,

美國上市公司)為了反霸凌教育計畫，

一起在美國發起募款活動。 

一世代將販賣周邊商品部分所得

用來資助此計畫，並且在電視廣播和

演唱會上大力宣傳，目的就是希望全

世界的校園霸凌事件都能畫下句點。 

(圖4) Action/1D宣傳圖 

團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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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代 One Direction 閱聽音符 

        一世代即將在2020年7月迎來成軍10周年，雖然成員們都已單飛且各獲得

亮眼的成績，但卻有種種跡象顯示他們有可能重新聚首。 

    包括奈爾、連恩、哈利和路易4名成員，都已經重新追蹤了贊恩的推特帳號 

。另外知名歌詞網站「Genius」，也被發現一首一世代新歌《Five Again》，

從字面上就可猜出五人將再一次合體。 

當初捧紅他們的選秀評審以及後來的唱片公司老闆西蒙高維爾，也在訪

問中低調透露，一世代預計要在今年夏天回歸，而成員們也紛紛表示樂見其

成，種種跡象也讓「#OneDirectionReunion」登上推特熱門趨勢。 

(圖5) 2014全英音樂獎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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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V6NzlN 
圖2：https://reurl.cc/8Gjnq7 
圖3：https://reurl.cc/L344GL 
圖4：https://reurl.cc/L344jX 
圖5：https://reurl.cc/Nj069q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lVDdR6 
https://reurl.cc/20L0ev 
https://reurl.cc/GV44bx 
https://reurl.cc/8G00yj 
https://reurl.cc/9E7RxO 
https://reurl.cc/3D7ey0 
https://reurl.cc/V6Nz0y 
https://reurl.cc/0o1Op9 

    還記得當時一世代的風采就掃蕩到還是國小的我，跨過語言的隔閡，我

深深地被他們的音樂風格、非凡魅力所吸引。其中，我最喜歡的一首毫無疑

問正是收錄在第一張專輯的首張單曲《妳如此美麗》，還記得當時這首一出

便稱霸英、美國的排行榜，到現在還是百聽不厭呢！ 

一世代真的如同團名一樣，創造了一個屬於他們輝煌的世代。原本相信

他們一路會很順暢且越來越好，可惜先是贊恩的退出到最後團體宣布休息，

使得這個英國傳奇團體無法再創造新的歷史篇章。 

    雖然最後團體休息的決定讓當時許多歌迷粉絲難過不已，但各自單飛後

的成績卻也非常亮眼，而這何嘗不是一個好的結果呢？當時的他們都很年輕 

，或許還不知道自己適合、喜歡什麼樣的音樂風格，而現在單飛後，他們可

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並且樂在其中，那我們何不替他們感到高興呢？況且，

近來傳出即將合體的消息，相信全世界的粉絲都跟我一樣，很期待這天的到

來！ 

https://reurl.cc/V6NzlN
https://reurl.cc/V6NzlN
https://reurl.cc/8Gjnq7
https://reurl.cc/8Gjnq7
https://reurl.cc/L344GL
https://reurl.cc/L344GL
https://reurl.cc/L344GL
https://reurl.cc/L344jX
https://reurl.cc/L344jX
https://reurl.cc/L344jX
https://reurl.cc/Nj069q
https://reurl.cc/lVDdR6
https://reurl.cc/lVDdR6
https://reurl.cc/lVDdR6
https://reurl.cc/20L0ev
https://reurl.cc/20L0ev
https://reurl.cc/20L0ev
https://reurl.cc/20L0ev
https://reurl.cc/GV44bx
https://reurl.cc/8G00yj
https://reurl.cc/8G00yj
https://reurl.cc/9E7RxO
https://reurl.cc/9E7RxO
https://reurl.cc/9E7RxO
https://reurl.cc/3D7ey0
https://reurl.cc/3D7ey0
https://reurl.cc/3D7ey0
https://reurl.cc/V6Nz0y
https://reurl.cc/V6Nz0y
https://reurl.cc/V6Nz0y
https://reurl.cc/0o1Op9
https://reurl.cc/0o1O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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