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 

2 編 按 

    3 - 4 E d i t o r i a l 

    5 - 2 1 新 聞 深 度 報 導  

2 2 - 3 8 歐 洲 主 題 專 欄 

3 9 - 4 1 歐 洲 學 術 專 欄 

4 2 - 4 8 跨 界 歐 洲 說 台 灣 

4 9 - 5 5 世 界 觀 點 

5 6 - 6 1 D o  y o u  k n o w ? 

6 2 - 6 7 咱 們 來 吟 詩 

6 8 - 7 4 校 外 藝 文 報 導 

7 5 - 7 8 歐 洲 影 劇 賞 析 

7 9 - 8 8 好 書 報 馬 仔 

8 9 - 9 3 閱 聽 音 符 

9 4 編 輯 團 隊 

 ISSN ：2708-5864 



編      

2 

炎炎夏日，偶有鎮雨的午後，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團隊仍努力為讀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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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隱憂：心理層面的影響》為題，將跟大家

一起探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擴散，除了疫情本身的傷害，在心

理上，又造成了什麼影響。 

文學及藝術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帶給後世

如何的啟發；《歐洲主題專欄》以《歐洲的文與藝》為題，除了介紹文學作

家之外，更將帶領大家了解歐洲傳承數百年的傳統手工藝。  

《歐洲學術專欄》將跟大家說明，歐盟職業教育政策及Erasmus+。 

《跨界歐洲說台灣》將與大家分享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世界觀點》關注種族歧視的議題-佛洛伊德之死。 

《Do you know?》將帶領大家認識不一樣的猶太人，介紹猶太人的傳統

節慶-普珥節Purim 

本期稿件相當豐富且主題多元，《咱們來吟詩》介紹智利的母親-嘉貝

拉．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的死亡十四行詩。《校外藝文報導》將跟大

家介紹「再見梵谷—光影體驗 Van Gogh Alive Taiwan」；《歐洲影劇賞析》則分

享由西文電影翻拍成法文電影-《最美麗的意外 Demain tout commence》。 

最後《好書報馬仔》以《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一書，帶我們以不同角度來探討黑幫的

議題；《閱聽音符》則是介紹另類的獨立樂團-SUMMER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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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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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virus, social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 has increased across Europe. The crisis has affected every 

segment of life, from healthcare, education, commerce, security, energy, 

and mobility to sports and culture.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solutions helped 

to safeguard lives but also ensured business continuity. 

During the Corona crisi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faced th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ition processes: Restaurants quickly realized the 

potentials of online ordering systems and take-outs; companies have 

adjusted their business models by integrating digital solutions and services; 

video conferencing systems and distance learning platforms enabled home-

based learning; remote working seems to have reached a new level of 

acceptance for office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rtists were 

streaming their private concerts, and museums offered virtual tours. 

 



4 

Armin Ibitz 
Director, Wenzao EU Center 

In the past, digitalization efforts were not a major priority for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However, the crisis has pushed government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national digital agendas. Basic digital skills are 

a must for everyone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orkplace of people. The 

European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 serves as a 

reference framework to define the 

meaning of ‘digitally competent’ 

Given an estimated 6 million 

additional ICT experts will be 

needed by 2030 in Europe, major 

challenges lie ahead. . 

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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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隱憂：心理層面的影響 
[UE3B  林佩儀／整理] 

    自2019年12月起，新冠肺炎首次於中國武漢出現病例，並快速地在全世

界蔓延，至目前（2020.05.27）為止，全世界的確診者已高達558萬多人，死

亡病例亦達35萬多例。新冠肺炎所帶來的影響小至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工作，

大至國家間的貿易和經濟，不僅如此，這個疾病除了導致大量人類感染甚至

死亡以外，還有一個嚴重但可能被忽略的問題，也就是對人類身心狀況造成

的巨大衝擊。 

（圖1）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承受沉重的心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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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擾比身體疾病對於生活品質衝擊更大。 

心理困擾與身體疾病被關注的程度嚴重不公。 

增加心理治療，根本不會提高整體健康照護的支出。 

心理治療有顯著長期療效，還能減少復發機率。 

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在現今社會中，人們都開始注重自身的身體健康，但是心理健康卻是時

常會被忽略的問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曾為健康一詞做出定義：

「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指的不僅是沒有異常行為與精神疾病，同時也表示著個人在生理上 

、心理上、社會上，能保持和諧安寧的最佳狀況。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系的萊亞德教授（Richard Layard），組織了一

個由心理學教授、社會學教授與精神醫學教授組成的研究團隊，針對英國的

健康照護系統進行一系列調查。基於以下幾個原因，研究團隊清楚表達，我

們絕對不可再忽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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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壓力帶來的影響 

•易怒、哭泣、沮喪、暴躁等情緒不穩的跡象 

•出現恐懼、恐慌，對他人不信任感增加 
情緒變化 

•易抱怨、批評，出現酗酒、菸癮大增的情況 

•嚴重者可能出現自殺傾向 
行為改變 

•容易疲勞、便秘或腹瀉、胃痛、失眠、食慾
降低或暴飲暴食、噁心或嘔吐、肌肉緊繃 

生理症狀 

•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想像力或創造力降低、
反應遲鈍 

智力反應 

生活事件壓力量表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憂鬱症列為2020年需重視的疾病第二名，

據統計全球有二到四億人口正為憂鬱症所苦。但專家卻指出，人們對於憂鬱

症的「病識感」卻遠遠不足，很多民眾並不清楚自己有憂鬱症的傾向，只覺

得自己頭痛、胸悶、失眠，於是求助家醫科、神經內科。 

    雖然心理壓力並不是造成憂鬱症的唯一原因，但心理壓力對人們造成的

影響仍不容小覷，因此，人們可以藉由定期測量自己的生活壓力來了解自身

的心理狀況，藉此適時調適生活步調。 

測試網址：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出處：Holmes, T. H., & Rahe, R. 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218.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https://www.listenerclinic.tw/?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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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自己或親友被感染 

•民眾瘋狂搶購防疫用品，造成恐慌 

•工作受到影響 

恐懼與焦慮 

•整天待在家中不能出門，會感到無聊與孤獨 

•就自我隔離的人而言，獨自在家會感到孤獨，甚

至不安 

無聊與 

孤獨感 

•對於政府的政策感到不滿 

•原先的計畫因為疫情而被打亂，感到憤慨 
憤怒 

民眾在防疫期間產生的負面情緒 

疫情對民眾身心健康的影響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和時刻刷新的網路訊息，如果長期接收帶有負面情

緒的大量訊息，容易逐漸累積心理的負擔並且產生持續的慢性壓力，而導致

失眠、緊張、焦慮，憤怒與憂鬱，進而造成生理症狀，並影響內分泌失調及

免疫力下降。 

病人在防疫期間產生的心理壓力 

•病人和家屬擔心遭人歧視或躲避 

•除了要承受肉體的折磨外，還會產生心理內疚感 
恥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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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在防疫期間所承受的心理壓力 

•由於醫療用品短缺，需被迫放棄可治癒的病人 道德譴責 

•短時間內過多患者死亡，殯葬業來不及應變，造

成工作環境充滿屍體的情況 

•醫療資源短缺 

無助感 

•身體和精神上的疲勞 

•面對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和疫情束手無策 
疫情壓力 

回顧SARS對台灣的衝擊 

    2003年爆發的SARS疫情共波及了將近30個國家，造成了全球8,096人受到

感染、774人死亡。當時台灣確診SARS案例為346人，37人死亡，其中有11位

醫療人員因此殉職。當時台灣民眾聞之色變。 

    受到SARS疫情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醫療人員，他們除了身體上可能受到感

染的威脅之外，在心理精神層面也會出現災難後經常見到的精神疾病，包括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重度憂鬱症、恐慌、害怕以及失眠症。 

 當時最讓人記憶深刻的莫過於台北和

平醫院封院事件。4月24日中午，行政院無

預警宣布和平醫院封院，在周遭拉起封鎖

線，共1,000多人被隔離在院內，許多人只

是探病也被列入隔離的名單。而這個事件

在當時引起社會的一片譁然，雖然行政院

當晚緊急放寬隔離標準，空氣中還是瀰漫

著不安和恐懼，可想而知，當時院內醫護

人員的內心肯定相當恐慌。 

 

（圖2）和平醫院封院的嚴峻情形 
（ 2003年04月25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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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心理照護策略 

    對疫情的不確定，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造成財務上的壓力與社

交疏離。為了在防疫期間仍可照顧好自己的心理狀況，美國某診所整理出防

疫期間照顧心理健康的ㄧ些方法。 

    防疫期間的壓力較大，因此最主要的原則便是避免壓力。人們可以透過

保持日常規律、不要看太多新聞、保持忙碌、正向思考、尋求精神上的支持

和與他人保持聯繫來維持心理健康。 

    壓力是正常的生理與心理反應，每個人遭遇困難時的反應都不同，在遭

遇危機時感到壓力與擔心是很正常的。但像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影響，可能已

超過人們所能承受的。此時若發現自己出現焦慮、憂鬱、難以專注或入眠，

諸如以上的症狀超過數日乃至影響日常生活與工作時，千萬不要羞於尋求專

業醫療人員的幫助。 

（圖3）於防疫期間保持冷靜的六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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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新冠肺炎對各個產業都造成了影響，疫情將帶來的改變和衝擊讓人難以

掌控進而感到內心沉重，在防疫期間，我們所要注重的不僅是小心不要受到

感染，更要注意自身的內心壓力是否過大，若是壓力大到已影響日常生活，

一定要早點找到信任的人來做溝通或是尋求醫療人員的協助。 

    我覺得專家所說的—「疫情資訊不宜過度關注，以免心理壓力提高」，

是很好的建議。雖然隨時注意疫情新聞是防疫中很好的作法，但現今的媒體

容易誇大、人與人之間資訊的流通也十分快速，有些消息還來不及驗證就已

傳遍各個社交群組，這種來路不明的消息容易造成大眾的不安和誤解，對防

疫也沒有任何幫助。若是人們可以養成僅在固定時間接收官方所公開發佈的

訊息，避免閱讀或傳播來源不明的資訊，會是更好的防疫作法。 

    另外，我們也要多多關心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因為他們所要承受的壓

力是民眾難以想像的，不僅是受到感染的風險，除此之外，他們也有來自道

德譴責、無助感、疫情……等等的壓力，因此，我們要對前線醫護人員抱持

感恩的心和尊重的態度。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V6eqq6 
https://reurl.cc/lVXMMv 
https://reurl.cc/vDX88a 
https://reurl.cc/0onyyk 
https://reurl.cc/g7lEEp 
https://reurl.cc/j7pOO2 
https://reurl.cc/3DmZZV 
https://reurl.cc/exaZZR 
https://reurl.cc/9EyQLX 
https://reurl.cc/MvDGGn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8G7OLo 
圖2：https://reurl.cc/rxnvR1 
圖3：https://reurl.cc/5lEd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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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交換生疫情傳真 

 歐洲交換生疫情傳真 

[YG4A 王新雅 / 德國美茵茲大學] 

此篇文章是我在德國美茵茲大學交換一年的親身經歷，主要會分成德國疫情

簡介、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所受之影響、其他友人包含德國朋友、至東德萊

比錫大學交換的學生心得分享，以及總結來詳細介紹。 

 

德國疫情簡介 

    

在詳細描述疫情期間的各方面心得之前，先來介紹幾個常見的德文相關詞彙。 

新型冠狀病毒Coronavirus，又稱Corona-19或是Corona-Pandemie 

隔離檢疫Quarantäne 

消毒殺菌Desinfektion：購買消毒用品時要特別挑選有Desinfektion或Hygiene

字體的清潔用品，才有殺菌的效果。 

口罩Mund-Nasen-Bedeckung 

口罩強制令Maskenpflicht：自從4月20日左右，德國政府 

公告所有公民進入公共密閉空間，例如搭乘交通工具、 

進入商店，或在人多擁擠之處都必須戴口罩，若是違法 

規定，將會依照各邦的公告罰款金額懲處。 

 

德國聯邦衛生部所提出的防疫口號標語，A=Abstand社交安全距離， 

H=Hygiene消毒防疫清潔，A=Alltagsmaske全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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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時間及擴散主要原因 

2020年一月底在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出現第一名德國案例，

但二月底三月初因狂歡節慶祝活動，每年都會有超過一百萬名遊客至萊茵河

匯流的城市旅行並體驗嘉年華會，特別是科隆（Köln）以及杜賽道夫

（Düsseldorf）地區的嘉年華被視為有可能是德國地區疫情主要爆發的原因。 

前陣子八月二日時，或許很多人都有看到柏林民眾們反對政府對疫情政策的

抗議新聞，他們刻意不保持社交距離以及拒絕戴口罩，並認為政府限制居民

的人身自由。這樣的行為也被許多學者評估或許會成為第二波疫情的重要原

因之一，而這樣的行為也被視為太過自私，沒考慮到那些遵守規定居民的身

體健康。 

疫情參考網站 
https://interaktiv.morgenpost.de/corona-virus-karte-infektionen-deutschland-weltweit/ 
此網址可以查看全世界疫情的情況，特別適合假期期間的學生或是旅行中的遊客了
解最新資訊。 

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所受之影響 

伙食與生活用品層面 
對交換學生來說，想要節省伙食以及生活費，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超市購買

食材回家自己烹煮，偶爾才會跟朋友到餐廳吃飯，因此超市對我們來說非常

重要。原本去超市都不需要擔心會有食物被掃光的情況，但在疫情期間，特

別是三四月，大概有整整兩個月在任何商店都買不到衛生紙、口罩以及消毒

用品，就連部分義大利麵與冷凍蔬菜都需要在超市進貨的時間才有機會買得

到。此外還會看到特別有趣的情景，像是德國商店內都會標示1.5公尺的安全

距離、特別規劃過進出路線，進入超市也會強制需要推購物車與其他消費者

保持一定的距離，最後結帳的櫃台也有加裝塑膠板阻隔，保護店員的身體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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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當時的新聞還出現了一個很可愛的德文單字「囤貨Hamsterkäufe」，如

果把字詞分開解釋，Hamster倉鼠、Käufe購物，描述那些無緊急需求但像倉

鼠般大量囤積義大利麵與衛生紙的人。 

另外附上一首語言班德國老師推薦的德文歌曲，主要歌詞內容為描述德國人

因疫情而生活受到改變的心情及日常生活情況。 
Nudeln und Klopapi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m39_LFcPs 

 

 

 

 

 

 

 

 

 

 

 

 

三四月德國疫情最嚴重的時期，連一張
衛生紙都買不到，完全銷售一空。 
 

消毒用品如乾洗手、消毒肥皂等也供不
應求。 

在任何一間超市內結帳都能看見地板上
標示的1.5公尺的距離標示。 

部分店家除了人數限制以外，也會要求
需要推購物車或提購物籃才能進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Gm39_LF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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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以及口罩層面 

許多服飾店不再提供試穿的服務，例如Primark，而且店內也會特別要求消費

者入店前需要酒精消毒手、戴口罩，店內人數也有一定的管制，想進店內的

消費者需要在門口排隊等待其他人出來。 

四月德國地區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後，所有的消毒用品以及口罩的數量完全

供不應求，唯一的方式只能請親人從台灣寄送過來。三月底台灣還在警戒當

中時，醫療一次性口罩也不夠台灣人用，於是 

只能寄送布口罩。後來開放寄送30片醫療口罩 

後，還必須填寫口罩輸出許可證、個案委任書、 

DHL提單與商業發票，超級麻煩，運費價格加 

減也要約莫台幣900元左右，非常的昂貴。 

 

 

 

住宿層面 

美茵茲大學的學生宿舍不像其他交換學校一樣 

可以因人而異調整住宿的時長，而是必須繳交 

半年或一年整的房租，但即使如此，疫情期間 

還是有很多學生決定放棄已繳交的房租費，從 

宿舍搬離並回國。因此原本熱鬧的學生宿舍突然變得冷清，每週末固定匯集

人潮的宿舍酒吧也關門，我的室友也一個個離開美茵茲。雖然一起共用的空

間變得寬敞，但將近三個月除了去超市購物以外都獨自待在家，沒有室友的

陪伴，且學校當初也尚未開學，長期一個人生活也是很無趣的。 

 

 

 

疫情期間能從台灣報紙得知寄送口罩至
國外的需求量以及辦理手續的困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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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層面 

除了戴口罩的規定以外，為了保護司機的 

健康以及預防政策，乘客無法跟司機買 

票，必須自行在上車前使用自動售票機 

購票，而部分地區的車門也會自動開門， 

防止乘客過多的接觸。趁著暑假期間到 

全德國旅行時，即使早已頒佈口罩強制 

令（Maskenpflicht），但還是偶爾會看 

到許多乘客違法規定，尤其到萊比錫特 

別明顯，我想或許是東西德的差異，亦 

或許是大小城市的原因吧。 

 

教育層面 
德國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延後一到兩星期開學，而美茵茲大學則是延後一星期

開學並完全採用線上上課。對交換學生來說的優點是選課不再需要瘋狂跑各

處室請系助理簽名，只需要寫信詢問即可，早八的課程也可以晚點起床，免

了搭電車去學校的時間，繳交作業以及部分考試的形式也都是線上處理。考

試前所有參與考試的學生必須填寫一份禁止作弊、查閱書籍的同意書。但壞

處是，宿舍的網路連線一定要好且穩定，畢竟幾乎大半的課程都是透過視訊

上課，而我的宿舍剛好屬於老式建築，網路常常斷線，經常上課到一半就聽

不到老師的聲音，或是聽不清楚老師要我們完成的小組討論題目，另外線上

上課也減少了會話練習的機會。只能說這一學期的課程學到的東西的少了很

多。就連語言班的老師也分享老師們討論會也建議因為疫情的關係要減緩教

學進度，甚至這學期也被視為非正規上課的學期，學生們可自行調整是否完

成疫情期間的學業，亦或是從下個學期再開始上課。 

 

 

 

 

搭乘電車必須維持社交安全距離並戴口
罩，否則將依各邦罰金價格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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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取消了面授課程，導致語言班少了許多選擇，但因為其他

開給德國人的跨領域課程也是線上上課，部分老師們會附贈上課影片以及解

題技巧在雲端學園上，剛好對我們這種需要多次聆聽的交換生來說很合適。 

而校園也在三四月時完全 

關閉，直到五月左右才開 

放學生可以線上登記借閱 

書籍後現場領書。圖書館 

也被各種封鎖線區隔開來 

，直到八月才再次開放能 

在圖書館裡讀書。 

 

 

撇除大學以外，我也從我的德國接待家庭的分享當中得知其他中學生的上課

模式，他們將學生分成兩班，都是隔週上課，每當其中一班至校上學時，另

一班必須上網路課程並繳交作業等。但我的轟媽表示，這樣的做法其實對正

處於叛逆階段的中學生有點困難，因為隔週上課很容易會讓他們長時間待在

家，習慣不出門在家打遊戲，正當準備收心專心上課時又要放假，不論是對

孩子還是需要上班的父母都是一大負擔。 

 

 

 

期末線上考試前，每位學生都必須要填寫一份禁止作弊、
查閱資料的同意書。 

美茵茲大學圖書館內拉封鎖線場景，五月
期間只開放借書者才能進入圖書館，而自
習室或電腦使用區皆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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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層面 

對德國人來說，常見的娛樂活動除了去酒吧喝酒、開派對以外，到游泳池或

附近的湖邊沙灘也是很正常的休閒活動，但因為疫情的關係，原本四月中就

開門的游泳池被拖到七月中才開放入場，而且若是經過進出入口、進廁所、

買小吃都需要配戴口罩，忘記戴還會被一旁的管理員提醒。此外就連游泳池

的泳道也特別加寬，目前也都只開放戶外泳池，室內以及SPA區域皆不營業。 

旅遊方面也依照各個國家的危險評估有不同的限制，像是三月中從克羅埃西

亞回德國長程客運全面停止，除非自行駕駛以外，唯一的交通方式只剩下搭

乘航空班機。而即使是像丹麥，疫情比較緩和不嚴重之地，當地的政府也特

別限制去丹麥旅行的遊客必須提出至少六晚停留在丹麥的住宿證明。而對於

早有計畫的旅客，原本部分早已預定的機票以及住宿費用也不可退還，必須

自行吸收虧損。 

游泳池只開放Freibad戶外游泳池，入場內還必須填寫個人聯絡資
料，以免未來在泳池內有案例出現時，可以回溯追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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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以下為德國友人在政府未公告口罩強制令前，對疫情戴口罩之評價 

對比較無空氣污染的德國來說，戴口罩並非他們的習慣，因此正反兩方大有

人在。部分同意戴口罩的德國人表示感謝，因為戴口罩除了能保護自己還能

顧及到他人的健康。但相反的，持反對意見的大部分德國人卻認為，口罩並

不能維持很久，二十分鐘後將會開始潮濕，逐漸失去保護功能。甚至他們也

認為那些戴口罩的居民都是生病或被感染者，戴口罩只會讓其他人感到不安。 

對我而言 

或許是基於上述的各種原因，也或許他們只是很好奇我們的行為，畢竟對他

們來說即使是生病也很少看醫生，講求自然痊癒，更別期望他們戴口罩防止

傳播細菌。聽當地的德國朋友也表示，他們聽到很多朋友視疫情為比較嚴重

的新型流感而已，他們認為在科技發達的情況下，不會再像過去黑死病、天

花、SARS等疫情如此嚴重。因此在德國政府頒布口罩強制令前有這麼多亞洲

人會被部分德國人或是移民到德國的外國人歧視，像是搭乘交通工具以及進

超市戴口罩經常會被投射異樣眼光。即使像我已經待在德國交換半年以上，

每當走在路上時，因為是亞洲臉孔，很容易被誤會成剛從疫區來的中國人，

歧視也不是沒有發生過。也因為這個原因，在德國疫情特別嚴重時期，我幾

乎都是閉門不出戶，就連購物也是一週一次，趁著超市還沒有很多人的早晨

前往。這段時期親身經歷過獨自一人在國外，沒有家人朋友室友的生活，就

連一起來交換的朋友也陸續飛回台灣，偶爾孤單到真的會特別想念台灣。甚

至當時我還曾與德國接待家庭討論過要不要回台灣的問題，畢竟每天看新聞

時得知感染人數直線上升的心情真的很害怕。但想到好不容易申請到一年交

換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時，又努力的說服家人放心讓我留在德國把學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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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A 鄧郁亭/ 東德萊比錫大學 心得分享 

我是申請108學年度下學期，到德國萊比錫大學交換一年。三月初我和學妹飛到法蘭

克福機場，因為疫情的關係，飛機上的乘客人數不到一半，而且大部份的人都戴著

口罩。此時的德國人還沒有戴口罩的習慣，為了讓自己不那麼引人注目，我們在法

蘭克福機場戴口罩時，還要在口罩外戴腳踏車面罩，非常悶熱，儘管如此還是有不

少異樣眼光。而坐ICE到萊比錫時，我們戴著口罩還被查票員詢問是否健康。因為對

他們來說，只有生病的人才會戴口罩。 

三月初剛到德國，出門購物如果戴著口罩常會被側目，有些人只是多看我們一眼，

有的會在經過時刻意假裝咳嗽，有人會對我們喊Corona。一開始會覺得被歧視很生

氣，後來發現最好的應對方式就是不理會，這樣他們就會自討沒趣的離開。但其實

大部分的人都還是很友善，某次在購物時還遇過德國奶奶問我問題，不會因為我是

亞洲人而對我有所不同。居住時間長了以後，也發現歧視我們的人似乎大多不是德

國人，而是一些外來的移民或是鄰近國家到德國工作的人。此外來自羅馬尼亞的室

友也表示，在這之前她從來沒有戴過口罩，一開始雖然覺很悶熱不舒服，但時間久

了也慢慢習慣。 

從4月20日開始德國有戴口罩的相關規定，進商店、坐大眾交通工具要戴口罩，坐輕

軌時也不用再按下車按鈕，全部的門都會自動打開。而現在在歐洲，口罩變得像是

通行證，想購物或搭車都需要有口罩或是能遮住口鼻的面罩或圍巾（德國沒有規定

一定要戴口罩，只要能遮住口鼻就好）。戴口罩似乎漸漸成為一種常態，當初剛來

到德國時，戴口罩還要遮遮掩掩，沒想到現在大家都慢慢習慣了，這樣的轉變是我

從沒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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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新型冠狀病毒，為近期規模最大、影響全世界人民的一次嚴重疫情，除了危

害到身體健康以外，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也都受到影響。而這次大範圍的影

響也不像過去單純聽新聞那般事不關己的情況，全世界所有的居民多多少少

都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利。此外，疫情更是造成全世界經濟停頓，特別是旅

遊聖地的歐洲國家瞬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交通產業如航空公司、客運等也被

迫暫停營業，而某些公司也不得不採取裁員的政策。部分經濟學家也表示，

經過這次的疫情或許也使得產業必須轉型，旅遊的限制不同、教育模式轉變，

就連日常生活購物或辦理各種文件也變成都能依靠網路來處理，瞬間加速了

5G的發展速度，未來的生活或許會完全不一樣。 

此外，相較台灣而言，身在德國交換的我們更能明顯感受到德國政府防疫政

策太過緩慢，大約在疫情爆發的一個月後才開始實施口罩強制令以及保持社

交距離等政策，原本嚴重不足的物資也才大量從國外進口。從各項層面來比

較，真的覺得台灣是個很令人安心的國家，醫療資源也相當完善。最重要的

是，台灣也較少有各種被歧視的問題存在，不需要遮遮掩掩，擔心自己與其

他人不一樣。就像我接待家庭的轟媽所說，當初看著我們戴口罩就好像外地

來的遊客，而現在當她去其他國家旅行戴口罩時，卻被當地居民覺得奇怪。

我只能說這是因為習慣不同，以及對一件事的觀點有出入所產生的不認同感。

而新型冠狀病毒是需要全世界的人民一起共同對抗，不再是一個人的事情，

所有人都必須要多點包容心，理解每個地區文化的不同，才能減少歧視的眼

光。而各國的政府也必須 

學習那些防疫政策做得很 

好的國家，這樣才能盡快 

讓原本的生活恢復平常。 

 
在德國疫情最嚴重的期間出門散步時，偶爾會看到某些德國家庭會貼小朋友創作的彩虹圖畫在門上， 
以表示希望看到這些圖畫的居民能會心一笑，減少疫情帶來的不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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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文與藝 

[UT4A/楊佳儒、UA2A/顏聖潔整理] 

前言 

    

文藝為文化發展的最高點，更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在本次專欄中，由

文與藝交織的畫卷，為您徐徐展開。 

    文藝復興是歷史上色彩斑斕的一頁，在此期間，人類的智慧以及創作無

疑在當時代達到最高峰，更是為文學、歷史、科學及度量衡奠下根基，今天 

，我們就要帶您走進，歐洲文學的世界，跟著這些文豪的腳步，探索他們作

品中，現實與幻想交融的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要來介紹歐洲工藝的至高境界，歐洲傳承數百年的傳統

手工藝，歷經世代層層創新與變革、挺過一次次手工業危機，才能使我們得

以認識那些精細的藝術，至今，我們仍能從那些高端大氣歐洲奢侈品牌看見

傳統工藝被延續的精神及被發揚的價值。因歐洲傳統工藝的技法繁多，在此

將針對幾種較廣為人知的技術作簡介，帶領讀者們一同窺看歐洲藝術的風華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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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 
《神曲》以詩篇形式寫成，分為三大部分：地獄（Inferno）、煉獄

（Purgatorio）及天堂（Paradiso）。但丁將自己寫為主角，在幽暗的森林中

遇見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靈魂，維吉爾帶領但丁進入地獄，展開橫

跨三界的遊歷。 

全書充滿著歷史與神話人物、神學典故、符號象徵和哲學文化，也有

許多以古諷今的意味；涉及層面之廣闊，堪稱中古世紀歐洲的百科全書，結

合華美詞藻與市井方言的寫作手法，也開創文學史的新境界。 

 但丁在被放逐時，曾居住過幾個義大利城市，史詩《神曲》就是他於

流放期間，歷時十四年完成的長篇大作，《神曲》內容有14,233行詩，由

《地獄》(Inferno)、《淨界》(Purgatorio)和《天堂》(Paradiso)，三部構成，

每部33首，加上一首序詩，全作總共100首，各詩均為三行押韻詩，為但丁所

創的詩體。 

《神曲》原名《喜劇》，是結構嚴謹、佈局宏偉的長篇史詩，它用平

易樸素的義大利俗語敍述一個結局圓滿的故事，中譯本通稱《神曲》。詩作

的現實背景廣泛反映中世紀後期義大利的社會矛盾，譴責貴族和教會統治的

腐化和罪惡，但《神曲》更重要的精神價值，在於為俗世的芸芸眾生指出生

命的最終目的和一條淨化、永生之路。 

在詩中，但丁以第一人稱敘述在西元1300年春天幻遊三界的神奇經歷，

他融合古代傳說、歷史、神學和詩歌中所暗示關於來世的一切，構成這部空

前的著作。 

 

(圖一)波提切利根據《神曲》所繪之地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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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煉獄與天堂 

電視新聞常將悲慘的災難現場形容為「人間煉獄」，但《神曲》的煉獄

並不如其名稱駭人，煉獄是一座高山，生前罪過不重，已經悔悟的靈魂在此

悔過修煉，依照人類七宗罪分成七級（傲慢、忌妒、憤怒、怠惰、貪財、貪

食、貪色），加上底座部分（Ante-Purgatory）和頂端的地上樂園（Earthly 

Paradise，也就是伊甸園），共九層，在煉獄修行的靈魂，隨著罪過的洗去，

可以逐級上升，一層層升向天堂。 

天堂也分為九層，以天體命名，下到上分別為月球、水星、金星、太陽、

火星、木星、土星、恆星、原動（Primum Mobile，古代天文學中，宇宙最外

圈的運轉體），最後便是天府（Empyrean），越上層的靈魂與天使和上帝在

但丁眼中，是一道閃耀無比的電光，很快就消失，《神曲》也在此畫上句點。 

經歷社會戰亂和政治歷煉的但丁深刻地洞悉人性，又具有詩人的敏銳與

睿智，《神曲》構思宏偉，對於自然的幻想既遼闊而又新奇，對黑暗和光明

的感受是微妙而又深刻，成為中世紀長篇史詩的代表；同時，他讓人們看見

地獄的淒厲，讓人們領略天國的輝煌，有著深遠醒世價值。 

在《神曲》三個篇章中，但丁不只強調信仰的重要，並且指引出光明的

大道──道德的實踐。《神曲》強調人類必須有信仰的啟示，以理性規範行為，

透過身體力行，向上不斷提昇道德和精神境界，不斷超越，直至與最高真理

合一，以獲得光明的未來，這才是人存在的最終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但丁也在作品中展

現自己深情的一面，他有一個思戀一生

的對象碧翠絲（Beatrice Portinari），25

歲就香消玉殞，在但丁筆下成為愛與幸

福的化身，引導著但丁遊歷天堂，為心

上人寫情歌不稀奇；將心上人寫進震古

爍今的史詩裡，恐怕只有但丁能辦到。 

 

(圖二)19世紀蘇格蘭畫家岱斯

（William Dyce）筆下的碧翠絲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的文與藝 

25 
(圖三)但丁與碧翠絲看著被天使環繞的上帝 

但丁(Dante Alighieri) 

  地獄最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道德危機中保持中立的人。 

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s of great moral 

crises maintain their neutrality. -《神曲》 

 但 丁 出 生 在 佛 羅 倫 斯 一 個 沒 落 貴 族 家 庭 ， 是 義 大 利 詩 人 

、作家、思想家，在但丁一生中，義大利都處在紛亂和戰亂的局面，他的生

平記錄不多，大多數都是在文學作品中被提起，青年時代熱心投身社會的他

曾參加新興市民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鬥爭，被選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的行政官

之一，任期兩個月，後來代表羅馬教宗的反動勢力抬頭，但丁雖然是教宗黨 

，但當時教宗黨還分黑白兩派，但丁所屬的白派主張維護佛羅倫斯的自治，

當黑派得勢後，但丁便遭放逐，至死再也沒能踏上佛羅倫斯半步。 

西元1321年，但丁於義大利拉文納病逝，著作《神曲》廣傳於世，少年

時代但丁就非常勤奮好學，對拉丁文、詩學、修辭學、古典文學、倫理學、

哲學、神學、歷史、天文、地理、音樂和繪畫無所不學，青年的但丁就已經

是個多才多藝的淵博智人。 

但丁的作品基本上是以義大利托斯卡納方言寫作，對形成現代義大利語

言以托斯卡納方言為基礎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也是文藝復興的先驅，與佩脫

拉克、薄伽丘一同被稱為「文藝復興三巨星」，他不僅在歐洲由中古世紀轉

變至文藝復興時代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更是現代義大利語的奠基者，被喻

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與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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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但丁 

後世影響 

《神曲》的偉大歷史價值在於，它以極其廣闊的畫

面，通過對詩人幻游過程中遇到的上百個各種類型

的人物的描寫，反映出義大利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

的轉折時期的現實生活和各個領域發生的社會、政

治變革，透露了新時代的新思想——人文主義的曙

光。《神曲》對中世紀政治、哲學、科學、神學、

詩歌、繪畫、文化，作了藝術性的闡述和總結。因

此，它不僅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達到了時代的先進

水準，是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而且是一部反映社

會生活狀況、傳授知識的百科全書式的鴻篇巨制。

恩格斯評價說：「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

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

人物就是義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

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 

  

主要作品 

•《新生》（La Vita Nuova） 

•《饗宴》（未完成）（Convivio） 

•《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 拉丁文論文《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 

• 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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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 

 《浮士德》（德語：Faust）是一部「老學者為換取青春，出賣靈魂找

尋人生意義」的哲學詩劇，被認為是德語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同時也是最

經常被引用的作品。該劇主人翁浮士德也曾出現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但歌

德給他的形象賦予了深刻的人格寓意。 

 《浮士德》取材於德國16世紀關於浮士德博士的民間傳說，他用自己的

血和魔鬼訂約，出賣靈魂給魔鬼，以換取世間的權利、知識和享受。歌德將

其藝術加工，在詩劇《浮士德》的浮士德自強不息、追求真理，經歷書齋生

活、愛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業五個階段。 

按照歌德的解釋，《浮士德》第一部（Faust. Der Tragodie erster Teil），

浮士德還處在「小世界」中，追求「官能的」或「感性的」個人生活享受；

在第二部中，浮士德則進入「大世界」，追求「事業的享受」與第一部不同

的是，個人的感情生活不再是重點，更多的是社會現象，歷史事件以及政治

發展。 

歌德晚年主要從事浮士德詩歌第二部的創作，他稱《浮士德》第二部

（Faust. Der Tragodie zweiter Teil）是一本「怪書」，「誰如果沒有相當的知

識基礎，沒有四面探索過，沒有一些人生經驗，他對下卷就無法理解。」 

  

(圖五)浮士德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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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是歌德於1774

年發表的前浪漫主義時期代表作。此書在當時引起歐洲文壇的震撼，反映出

18世紀後期德國青年多愁善感的悲觀心態 ；由於對時局的腐敗充滿焦灼和無

力，而企圖從純真原始的情感中尋求慰藉。當時連書中主角維特所穿的青色

禮服和黃色背心，都成為德國青年的時尚，甚至有人穿著這樣的服飾去自殺 

。歌德成功地藉此書響應狂飆時期「非理性主義」的浪潮，對傳統社會造成

了巨大的衝擊。  

《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初版屬於狂飆突進運動的風格，而修訂版是魏瑪的

古典主義時期的代表作品。書中前半部的維特其實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

說：「我寫的都是自己的懺悔和告白。」──當然，世俗的經驗已經被詩人

昇華為藝術的美感。事實上，就連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Hamlet）

中「憂鬱王子」的典型，也是因為歌德的詮釋而在文學史上被「定調」，影

響德國及後世甚巨。各代崇尚悲情的年輕人莫不爭相模仿丹麥王子的猶豫，

整天在「是或不是」（To be or not to be?）中故作憂傷──即使根本無仇

可報。 

 

(圖五)少年維特的煩惱電影預告片 

https://youtu.be/URAwfPgSA3M 

https://youtu.be/URAwfPgSA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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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才能是在寂靜中造就，而品格則是在世間洶湧波濤中形成。 

Ability can be cultivated in solitude. Character is best formed in 

the turbulent waves of the world. 

約翰．沃爾夫岡．歌德（1749－1832），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德國

和歐洲著名詩人、劇作家和思想家，是魏瑪古典主義最著名的代表，被譽為

詩聖，他的詩作以抒情詩為主，還有大量的敘事詩、諷刺詩及富有哲理性的

格言詩。 

1794年，歌德開始與席勒的友誼，這一時期席勒和歌德依同創作了很多

詩歌，並創辦文學雜誌和魏瑪歌劇院。席勒和歌德合作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德

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時代。 

歌德晚年的創作極其豐富，1832年與世長辭，享年83歲。他的著名遺言

是：「多些光！」 

 

 

(圖六) 歌德 

後世影響 

其大量作品不僅是德國的文化瑰寶，也是世界文學

寶庫中最優秀、最有價值的文學遺產。其著名代表作有

詩歌《漫遊者之夜歌》、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

（1774）、詩體哲理悲劇《浮士德》（1774～1831）、

長篇小說《威廉•邁斯特》（1775～1828）等。 

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構思宏偉，結構龐大，風格

多變，融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達到極高的藝術境界。

《浮士德》與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及莎士比亞的

《哈姆雷特》並列為歐洲文學的四大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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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愛所有人，信任少數人，不負任何人。 

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 

莎士比亞，也稱莎翁，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戲劇家。他流傳下來的

作品，目前已知確定，有38部戲劇、155首十四行詩、2首長敘事詩和其它詩歌 

。他的戲劇被翻譯成各種主要語言，其表演次數遠超過其他任何戲劇家作品。 

伊麗莎白一世統治的時期，是英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時代，常被稱作為

「黃金時代」。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豪—莎士比亞，正是出現在這個時代。

他創作數量龐大的作品，，描繪出各式各樣的人物和故事，更重要的是，幾乎

他筆下的每一部作品，每一段文字，都飽含著讓人望塵莫及的智慧和領悟。因

此，「智慧的國王」莎士比亞，他筆下的戲劇、詩歌、名言、警句，不僅僅征

服本國的臣民，更早已征服世界的無數臣民。 

 

 

後世影響 

莎士比亞的著作對後來的戲劇、畫家和文學有久遠的影響。實際上，他擴

展戲劇人物刻畫、情節敘述、語言表達和文學體裁多個方面。例如：直到《羅密

歐與朱麗葉》，傳奇劇還沒有被視作悲劇值得創作的主題；獨白以前主要用於人

物或場景的切換信息，但是莎士比亞用來探究人物的思想。 

莎士比亞還影響托馬斯•哈代、威廉•福克納和查爾斯•狄更斯等小說家。

狄更斯的作品中有25部引用莎士比亞的作品。美國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獨

白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莎士比亞：他的著作《白鯨記》裡的亞哈船長是一個經典的

悲劇英雄，含有李爾王的影子。學者們鑑定出2萬首音樂和莎士比亞的作品相關。

其中包括朱塞佩•威爾第的兩部歌劇——《奧泰羅》和《法斯塔夫》。精神分析

學家齊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的人性理論中引用了莎士比亞作品的心理分析，尤

其是《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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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莎士比亞 

後世影響 

莎士比亞在世時被尊為詩人和劇作家，但直

到19世紀他的聲望才達到今日的高度。浪漫主義時

期讚頌莎士比亞的才華，維多利亞時代像英雄一樣

地尊敬他，被蕭伯納稱為莎士比亞崇拜。20世紀，

他的作品常常被新學術運動改編並重新發現價值。

他的作品直至今日依舊廣受歡迎，在全球以不同文

化和政治形式演出和詮釋。 

  

 
莎士比亞主要作品: 

• 《暴風雨》  

• 《哈姆雷特》  

• 《李爾王》、《約翰王》  

• 《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  

• 《亨利四世上、下篇》、《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篇》、

《亨利八世》 

• 《理查二世》、《理查三世》  

• 《羅密歐與茱麗葉》  

• 《威尼斯商人》 

• 《錯誤的喜劇》  

• 《第十二夜》  

• 《馴悍記》  

• 《仲夏夜之夢》 

• 《馬克白》  

• 《辛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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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工藝技法介紹 

     

圖(一)路易十五時期純銅鎏金百合花燭台 

鎏金 

    鎏金是一門古老的工藝，是指用不

同的方法，把金和銀做成的箔或粉薄薄

的附著於鐵器，石器，木頭等器物的表

層。鎏金這門工藝歷史悠久，西方最早

可考的記錄是給物體表面鍍銀，而古代

中國多用這門工藝給青銅器鍍金。 

    鎏金主要有兩種類型，手工鎏金和

化學鎏金。手工鎏金僅用於遠古時代，

在荷馬的奧德賽以及舊約中都曾經提及

到。不同的手工鎏金方法用於不同的物

件。化學鎏金是藉助化學溶劑來完成鎏

金，也有不同類型。比如冷鎏金，火鎏

金和濕鎏金等。 

圖(二)法國約19世紀賽夫爾瓷花裝飾的

鎏金金屬古董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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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870年代ERNESTO RINZI設計的新古典

主義風格多彩琺瑯渦卷裝飾十字架 

琺瑯 

    琺瑯也稱之為搪瓷，是用合成的材

質經過高溫燒制後塗於鐵器、玻璃、銅

質或陶瓷器物上，形成一層精美光滑，

色彩絢麗的釉質表面的工藝。經過琺瑯

後的物件色彩精美，易於擦拭。既可防

鏽，又可作為裝飾。琺瑯是一門古老且

應用範圍廣泛的工藝，常用於珠寶以及

裝飾藝術中。 

琺瑯的材質一般是用硼砂、石英、長

石、硝石和碳酸鈉等，再加上鉛和錫的

氧化物燒製成。琺瑯粉有兩種方式可合

成，把有色玻璃壓成粉末，或者把無色

玻璃和顏料（比如金屬氧化物）混合。 

    根據歷史紀錄，古羅馬人常用琺瑯

術於玻璃容器中。燒制時產生的的鐵、

鈷和釹使得燒制出來的表面色彩萬千，

形成透明或不透明的釉質表面，有時候

甚至可以達到半透明。 

    13世紀以後，琺瑯開始應用於裝飾

行業，這種裝飾琺瑯主要用於銅、銅合

金、以及金和銀。法國人在琺瑯之前，

用金或者銅線在器物上加以掐絲，製成

聞名的景泰藍制器。 
圖(四)景泰藍裝飾的鐘座和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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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美第奇家族Badminton Cabinet 

細木鑲嵌 

    細木鑲嵌是一種主要是在木質平面上

裁切出一些鑲飾並進行組裝，從而創造極

為精緻的裝飾效果，最常用的細木鑲嵌材

料是具有美麗木紋的胡桃木和金鍊花，也

用瑁殼、鯊魚皮、犀牛角、象牙等材料。

細木鑲嵌往往有著複雜的花紋和圖案，代

表不同的藝術風格、流派。 

圖(六) 1860年法國巴卡拉玳瑁黃銅細木鑲

嵌烈酒箱 

    法國的細木鑲嵌風始於16世紀初

期，受到查理八世、路易十二的推崇 

，當時的皇室貴族流行在家具的外觀

上製作精美的鑲嵌紋路，到路易十六

時期，法式家具呈現出更多的復古的

傾向，且更注重功能性。到拿破崙三

世，細木鑲嵌達到一個頂峰，尤其是

各種用途的箱盒，而這其中最頂級的

工藝又被成為布爾鑲嵌法，在珍貴木

材上鑲嵌玳瑁以及繁複的銅絲，達到

極致奢華的裝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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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維也納水晶瓶/18世紀 

圖(七) 1399年英國國王皇冠 

古法水晶切割 

    歐洲的水晶切割歷史最早可

以追溯到1330年，到16世紀切割

技術有了很大的進步，出現了不

同類型的切割方法，平面切割，

定點切割，玫瑰式切割等都被廣

泛的應用於王冠和建築物的裝飾。 

小知識 

水晶的切割主要分為三部： 

• 打磨：水晶的硬度是有方向性的，

要注意打磨堅硬的地方。 

• 切割：由於水晶有一定的稜角和凹

凸，所以要按照它自身的形狀進行

多面切割，不同類型的水晶石切割

的方法也不盡相同。 

• 拋光：經過打磨和切割後的水晶要

進行拋光，這樣才能使得光線進入

水晶以後呈現出晶瑩剔透的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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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維多利亞時期的上流貴族服飾 

蕾絲 

    細蕾絲來自古代歐洲，它的誕生時

期已經久遠得難以追溯。十九世紀的英

國，維多利亞皇后大婚之日所穿的手工

蕾絲婚紗，傳說便是有上百名工匠連續

六個月不眠不休縫繡而成。如此花費功

夫的工藝品，在久遠的歷史中曾是上流

社會身份的象徵。但是直到今天，蕾絲

的象牙白光澤以及華麗的手工質感，依

然是女孩心中最純潔的美夢。 

圖(十) 蕾絲的製作示意圖 

    蕾絲的製作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手工蕾絲尤為複雜。它是利用紗線或

絲線按照一定的圖案編結而成，有別

於東方傳統的鉤制或刺繡。製作時需

要把絲線饒在一隻只的小梭上面，每

隻梭只有拇指大小。一個不太複雜的

圖案需要幾十隻或近百隻這樣的小梭，

再大一些的圖案則需要幾百隻小梭。

製作時把圖案放在下面，根據圖案採

用不同的編、結、繞等手法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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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 

    因著是文化、情感與經濟等的因素，

歐洲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遇到強勁衝擊，

傳承和復興歐洲傳統手工業，弘揚其文化

和藝術內涵成為歐洲及保持競爭優勢的重

要關鍵。因此，歐洲各國紛紛祭出許多針

對復興傳統工藝的對策，包括提高手工業

從業者地位，將傳統手工業保護與經濟發

展結合起來。除設立民俗博物館用來陳列

和展示本地傳統手工藝，還鼓勵將手工藝

保護和經濟發展相結合等，鼓勵青年人創

業和就業，促進地方旅遊的發展，推動地

方文化產業的繁榮，並致力於手工業人才

的培養，打造能夠使傳統手工藝復興得良

好環境。 

圖(十一)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工藝

美術博物館 

    例如創建於1880年的克羅埃西

亞薩格勒布工藝美術博物館，它是

克羅埃西亞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

的博物館，用於收藏克羅埃西亞及

歐洲附近地區最負盛名的工藝美術

品，包括繪畫、雕塑、攝影，也包

括陶瓷、鐘錶、玻璃、紡織品、平

面設計等，承載著歐洲對工藝歷史

與文化。 

 
圖(十二/十三)上圖的工藝品分別是為薩格勒布工

藝美術博物館的收藏品之一 



38 

文-筆者觀點 

文學是人類思想的最高表現，這一個個的文豪，將現實揉著幻想，放進

歷史的長河中，成為璀璨的寶石，照耀著世人，更是產生許多智慧的結晶，

讓我們藉著這一些的作品，更認識自己內心的世界，有些作品或平靜，或痴

狂，卻實實在在的寫出了當時代的眾生相，而這樣的眾生相，流過了時間的

長河，經歷了世代的淬鍊，使我們藉字裡行間，看盡你我共同的姿態，閱讀

一本好書，就像與智者有一次的談話，在這樣腳步快速的時代中，不妨停下

腳步，聽聽這些文豪們和我們細細道來，人生的故事。 

 

 

 

歐洲的文與藝 歐洲主題專欄 

38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1xV3kW 
https://reurl.cc/j7E3mZ 
https://reurl.cc/L3O4QK 
 
 

 

圖片來源： 
圖一~圖四：https://reurl.cc/R4VW96 
圖五：https://is.gd/sBt82J 
圖六：https://reurl.cc/pdNrKa 
圖七：https://reurl.cc/ZOk9ep 

藝-筆者觀點 

    保護傳統手工藝遠不止提倡工匠精神的口號，它需要整個社會從制度、

文化和經濟上的實在支持。而所謂傳承，不是因循守舊，而是新時代和新技

術的背景下的創新與變革，是對精益求精的終極追求，看著這些帶著濃郁歷

史氣息的工藝，精巧而細緻的手工製品，讓人們隔著螢幕就能感覺到古代人

們對於藝術和審美的不懈追求和技藝精益求精的熱忱，也衷心的希望像這樣

傳統的手工藝能一直延續下去！ 

 

 
圖(十四)鑲嵌技法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AqL8mQ 
https://reurl.cc/O1LqKv 
https://reurl.cc/V6QXbY 
https://reurl.cc/xZ40VV 
https://reurl.cc/qd4RO3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AqL8mQ 
圖(二) https://reurl.cc/AqL8mQ 
圖(三) https://reurl.cc/AqL8mQ 
圖(四) https://reurl.cc/AqL8mQ 
圖(五) https://reurl.cc/AqL8mQ 
圖(六) https://reurl.cc/AqL8mQ 
圖(七) https://reurl.cc/AqL8mQ 

 

圖(八) https://reurl.cc/AqL8mQ 
圖(九) https://reurl.cc/AqL8mQ 
圖(十) https://reurl.cc/AqL8mQ 
圖(十一)https://reurl.cc/1x74VD 
圖(十二) https://reurl.cc/qd4RO3 
圖(十三) https://reurl.cc/qd4RO3 
圖(十四) https://reurl.cc/xZ40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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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學術專欄 
 

歐盟職業教育政策及Erasmus+ 

歐盟職業教育政策及Erasmus+ 

在歐洲，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發展在先，素來有重視和關注職業教育發

展的傳統與根基。歐盟作為超國家政治經濟實體，推動著歐洲職業教育制度

日漸融合。近年來，隨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飛速發展，歐洲各國在積極參

與國際競爭的同時，也意識到職業教育發揮的重要作用，在歐盟層面提出極

具前沿性的職業教育發展戰略。 

歐盟職業教育發展的未來趨勢 

歐盟範圍內，職業教育的一體化與個性化並存發展是其主要特徵，未來

這一發展方式將不斷深化。歐盟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得益於歐盟層面政策

的引導以及歐洲工具的開發與實施。另一方面，在歐盟職業教育一體化框架

的引導下，各成員國的職業教育發展又獨具個性化。  

1. 人才培養：目標、內容與方法的適時更新 

就培養目標而言，職業教育需要關注社會需求和個人需求的整

合。歐洲各國對於高技術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同時，學習

者的生涯發展需求也更加多元，歐盟除對學習者的橫向基礎技能及

職業技能提出要求外，對關鍵能力的研究和探索將是一個重要領域 

。另外，職業教育的課程關注創新、革新和創業精神的培養，來培

養學生的創業能力是未來歐洲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 

2. 資源整合：進一步提升吸引力 

為保證教育質量，歐盟專門提出歐洲職業教育與培訓質量保證

參照框架的平台，增加各國在職業教育與培訓系統間的透明度和促

進相互信任。但這一質量保證參考框架是針對整個歐盟的。在各個

國家層面，同樣也需要建立質量保障框架。除此之外，職教師資隊

伍建設和教師專業能力發展也是歐盟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 USE1A 林彥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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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 

在這個全世界交流極為便利的時代，學術交流更加頻繁，獲得獎學金及

資源的管道也更加多元，在歐盟也有不少的管道可以獲得學術或是獎學金，

可以透過成績優異或是其他計畫的管道來獲取。 

歐盟聯合碩士學(EMJMD) 是歐盟教育與補助架構Erasmus+ 底下的一個

子計畫。EMJMD學程由三個以上不同歐洲國家的大學組成學程聯盟，經過歐

盟執委會審核通過後，一同開授聯合碩士學程並提供學程獎學金。學程期間

可分為12、18或24個月，申請上的學生必須在學程聯盟中的兩所大學學習。 

在修完學程後學生可獲頒雙重或是聯合碩士學位，在經過碩士學位受所有參

與國家的承認。 

EMJMD獎學金及申請資格 
只要是申請EMJMD學程的國際學生，即有機會獲得歐盟提供優渥的獎學

金。申請經甄選核准後，每位學生每一學年最多可獲得 25,000 歐元的獎學金

補助。 

申請獎學金資格： 

1. 過去未拿過Erasmus Mundus同類獎學金者。 

2. 過去五年內未曾在歐洲居留超過一年以上。 

3. 擁有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生。 

4. 申請人獲得入學許可但末獲得獎學金資助者即可申請「教育部歐

盟獎學金」(國內教育部獎學金連結:https://reurl.cc/9EAjDX)。 

 

 

(圖一)Erasmus+Logo 

歐盟職業教育政策及Erasmus+ 

(圖二)歐盟國旗 

https://reurl.cc/9EAj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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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EMJMD學程以及一些注意事項 
如果想要去申請EMJMD學程獎學金可以去檢視現有聯合碩士學程的列表 

，或者是在列表上選擇有興趣就讀的學程，直接造訪該學程的網站更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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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

頁連結:https://reurl.cc/9EAemx) 

申請獎學金必定要注意的事項： 

1. 如果你去歐盟執委會及歐洲經貿辦事處，是不接受申請的。 

2. 申請條件及申請截止日期會因為學程而不同，故需要參考各聯合

學程專屬網站。 

3. 一個人最多只能申請三個不同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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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伊拉莫斯計劃  

歐盟職業教育政策及Erasmus+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ZOqarp 
https://reurl.cc/KkLKQp 
https://reurl.cc/Y15ylo 
https://reurl.cc/ex7v3M 
https://reurl.cc/ZOqarp 
https://reurl.cc/X6rdjR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ZOqarp 
https://reurl.cc/j74zYD 
https://reurl.cc/kd3N8L  
https://reurl.cc/ZOq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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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ZOqarp
https://reurl.cc/KkLKQp
https://reurl.cc/Y15ylo
https://reurl.cc/X6rdjR
https://reurl.cc/kd3N8L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UF2A/張乃仁整理〕 

圖一 綠化地球 

結合現代生活的綠色行動，人人

能與環保政策沒有距離，日常如何活絡

資源達成環境保護，認識科技結合環保

的世代，即能綠色生活。 

歐洲的環保共識 

歐洲有許多國家將環保的理念納

入憲法，使環境保護的意識成為基本的

公民意識，使環保生活化。 

例如《挪威憲法》與《芬蘭憲

法》當中都提及人人都負有對大自然及

其生態多樣性、 環境和我們的文化遺

產的責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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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共識 

歐洲有許多國家將環保的理念納入憲法，使環境保護的意識成為基本

的公民意識，使環保生活化。例如《挪威憲法》與《芬蘭憲法》當中都提

及人人都負有對大自然及其生態多樣性、 環境和我們的文化遺產的責任。 

環保日常 

荷蘭擁有22,000英里長的自行車道，因此騎自行車能夠與荷蘭的運輸

網路無縫接軌且折疊腳踏車可以免費攜上大眾運輸工具。公共單車服務遍

及荷蘭全國火車站，使大眾交通結合單車，是成功的單車共享系統典範。 

丹麥哥本哈根，城市中有40%的民眾用單車作為主要的出行工具，且

政府研發了感應器的智慧單車，即時將空氣污染與交通擁塞的訊息傳達給

單車騎士與正政府專員。 

法國人喜歡購買有Bio標誌的綠色商品，Bio是歐洲為有機產品設計的

特有綠色標誌，帶有這個綠色標誌的產品應該沒有人工添加劑，色素和香

料。首先對人體無害，也不會在生產過程中過度污染環境。 

綠色生活的影響力 

食衣住行中透過消費、飲食及節能行動能夠為環保節能

盡一份心，有效達成綠色生活，相比於國家性的決策，開始關

注自身及周遭幫助地球的行動，更能達到影響力使意識提升。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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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歐洲說台灣 

⚡ 歐洲的綠色生活 Ecosia 

 Ecosia 創辦人 Christian Kroll ，而不同於以往企業，他的核心目標是

創立一家能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的企業，並且利用營利收入種植樹木以拯救

正遭受破壞的自然環境。 

 ⚡ 種樹行動 

透過搜尋引擎獲利並將盈利與廣告收益投入於「環保行動── 種

植」。當人們使用Ecosia在網路上搜尋資料，每進行大約45次搜尋，Ecosia就

會種下一棵樹。Ecosia搜尋引擎從2009開始經營至今，已經在地球上許多地方

種了近七千萬棵樹，現在不到一秒就能靠廣大的搜尋量種下一棵樹。而他們

的目標，就是在全球種下十億棵樹。 

除了環保行動，Ecosia企業也宣導正確的植樹原則，針對林地遭嚴重破

壞及沙漠化的國家進行森林復育，同時也為當地居民的生計帶來巨大的改

變，Ecosia企業提供資金，聘用當地居民進行這項計畫，更是協助婦女團體種

植經濟作物，改善生計。 

 

圖三 Ecosia 種植流程 

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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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ia 網站連結（請點選） 

https://reurl.cc/kdQkgq


台灣的綠色生活： Forest專注森林 

Forest是一款生產力工具App，透過遊戲化的方式幫助使用者保持專注

並改善手機成癮問題。每當用戶想要專注時即可在App中種下虛擬樹苗，期間

內只要堅持不使用手機，樹苗即可順利長大。 

種植行動 

創辦人畢劭康、鄭婷予研發「Forest 專注森林」手機App，以遊戲化的

方式協助使用者培養專注習慣，更進一步與國際組織「Trees for the Future 」

合作，在非洲開始綠色行動。把種樹融入商業模式，提升使用率，五年期間

也幫地球種植七十三萬棵樹。 

Trees for the Future 
為一國際種樹慈善組織，旨在

通過土地複育來解決全球環境問題，

自1989年以來，憑藉在世界各地種植

超過1.5億棵樹的經驗，展示了樹木

的變革力量，緩解氣候暖化，同時也

幫助偏遠地區農民擺脫貧困。 

圖四 forest專注森林 APP 

圖五 IOS下載 圖六 Android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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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為增加公眾回收保特瓶意識，立法通過了包裝押金制，大幅增加回

首效率。民眾購買需回收的商品時，附加押金，使用後回收於自動分類機即

可取回押金。在德國幾乎所有的超市都安裝了這樣能夠精確辨識各種包裝物

的回收機，按重量、商標和形狀等分門別類回收廢品，並在回收後給予票根

至超上兌現。 

歐洲將回收押金制度普及，德國於2003年開始實施，塑膠瓶回

收率提身95%，挪威瓶罐回收率也達96%，瑞典、丹麥及英國也相繼執

行。 

歐洲自動回收機與回收押金 

圖七 德國超市外的回收機 

2018歐盟新塑膠回收政策 

歐盟每年製造2,500萬噸之塑膠廢棄物，但回收率不到30%，而全球有

85%海洋廢棄物是塑膠製品。為逐步改善此一問題，要求各國減少塑膠製品，

開創新型塑膠品設計、製造、使用及回收帶來全面轉型，使用可再利用的塑

膠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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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動回收機 

iTrash智慧

回收機iTrash分別

有智慧垃圾桶、瓶

罐回收及資源回收

等三種智慧回收機，

透過悠遊卡操作，

系統即會自動累積

回收數量並且自動

加值回饋金。 

ECOCO宜可可循環經濟以歐美進口的收瓶機搭配ECOCO 

APP平台使用，，除了能回收鋁罐或PET寶特瓶之外，亦可回

收手搖杯，ECOCO於2020年3月亦推出電池自動回收機。 

圖十 ECOCO 

SeedU為新竹市

的自動化回收站提供

24小時服務，與人安

慈善基金會合作協助

清運回收物，另類的

提供了街友、弱勢族

群一個工作機會，結

合科技、社會與環境

議題滿足社會多方需

求。 

圖八 iTrash智慧回收機 

圖九 SeedU 

台灣近幾年也興起自動回收機，相比於歐洲，台灣自動回收的機制多為

民間管理或是各縣市各自管轄，選擇多樣但較缺乏系統性；台灣有相當程度的

回收意識，因此設置目的也較不同，主要以便利性為主提供給無法配合垃圾車

運送的民眾，不受時間限制清理垃圾並利用自動功能落實分類。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與台灣的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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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伴隨環保的意識提升，愛地球卻也逐漸成為標語，關注環境議題與政

策的重要，如能在自身生活中也實踐環保，更能發揮友善環境及節能的落

實，因此透過人們做的到的「綠色行動」，探索歐洲及台灣的「綠色生

活」。 

環保觀念也逐漸與時俱進，伴隨著科技，手機及網路已成為日常，予

以同時也能推動環保意識，不僅效率提高，也促使人們建立積少成多，微小

行動帶來改變的環境永續價值。 

歐洲的回收政策改善人民的習慣，樹立良好的習慣；台灣引進歐洲的

自動回收機，則能使原有的回收意識更完善。回收不單是一次性的工作，處

理廠依據塑膠製品循環再製的功能會更詳細的分門別類，不論是歐洲或台灣

都重視回收後再利用，達成回收的終極目的。 

永續的問題不再遙遠，生物迫切的需要保護，往後人類的生活是否也

將面臨更大的危機，希望透過「綠色生活」作為政策推動的助力，使環保成

為共識。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8GzxDb 
https://reurl.cc/j7aK9L 
https://reurl.cc/z8on5k 
https://reurl.cc/7XnzV1 
https://reurl.cc/V67bmQ 
https://reurl.cc/xZoVKb 
https://reurl.cc/exnKpM 
https://reurl.cc/exnKpb 
https://reurl.cc/7XnzYy 
https://reurl.cc/GVQ2QW 
https://reurl.cc/Mv9K9K 
https://reurl.cc/E7aWDa 
https://reurl.cc/lVMlXE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QdmKab 
圖2 https://reurl.cc/O1zKmR 
圖3 https://reurl.cc/NjnKL6 
圖4 https://reurl.cc/ZOELNp 
圖5 https://reurl.cc/D9er85 
圖6 https://reurl.cc/arRK74 
圖7 https://reurl.cc/0oQMmo 
圖8 https://reurl.cc/5lV9XM 
圖9 https://reurl.cc/lVlKXQ 
圖10 https://www.ecoco.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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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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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5日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一位非洲裔美國人在明尼

蘇達州因被質疑以假鈔付款，但因拒絕配合警方，而遭到白人警方暴力對待 

，最終傷重送醫不治。此事件再次挑起民眾長期以來對非裔美國人死於警方

手下的憤怒，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和騷亂而這場佛洛伊德之死所點燃的怒火 

，蔓延至全美至少30個城市發生暴動，其中至少25個城市實施宵禁，同時在

社交媒體上也發起了#justiceforgeorgefloyd , #blacklivesmatter , #icantbreathe 等

的聲援活動。這次的事件也使我聯想至今年發生的COVID-19所引發的全球

性亞裔歧視事件，使得世界陷入一陣混亂。 

    對此，美國總統川普在個人社交媒體表示，這些參與示威活動的暴徒正在

侮辱喬治·佛洛伊德的名譽，而美國軍方將會聲援這場示威活動，更聲稱“哪

裏開始搶掠，那裏就會開始開槍（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

無疑地川普這番話更是激起群眾的不滿和憤慨，也引發各界的撻伐。 

 

佛洛伊德之死 
［XE5A/ 黃亭娟整理］ 

圖一：示威者高舉佛洛伊德的照片以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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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佛洛伊德之死 

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延燒至世界各地 

德國柏林 

在5月30日及31日，示威者在柏林的美國大使館外舉行為期兩天的抗議行

動。數百名示威者藉由此活動聲援美國的抗議者，並高舉寫著“停止殺害我

們 (Stop Killing Us)”, “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及“沒有正

義，就沒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的字樣以表達憤慨的情緒。更有街頭藝

術家在柏林圍牆公園附近，在圍牆上畫出一幅紀念佛洛伊德的畫，並寫上佛

洛伊德最後的遺言“I can’t breathe.” 

 

 

 

 

英國倫敦 

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在倫敦市中心內發起抗議活動。數百人在特拉法加

廣場跪了九分鐘， 象徵美國警察Derek Chauvin將佛洛伊德壓制在地上的時間 

。示威者也沿著泰晤士河行進，在美國大使館前高呼“種族歧視是全球性問

題（Racism is a Global Issue）”及“震耳欲聾的寂靜（deafening silence）。 

 

 

 

 

伊朗馬什哈德 

在伊朗城市馬什哈德（Mashhad），以佛洛伊德的名義舉行燭光守夜活動 

，並張貼寫著《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 》的海報和佛洛

伊德的照片。 

圖二：街頭藝術家所畫下的佛洛伊德肖像 

圖三：英國示威者以跪姿表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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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以「Don‘t Do It」加入聲援行列 

身為運動品牌龍頭的Nike在5月29日也加入聲援佛洛伊德之死的行列中 

。為了譴責美國警方的執法不當，Nike一改以往“Just do it”的口號，將口號改

為“Don’t Do It”，呼籲大眾切勿漠視這個議題並採取行動，制止這些種族歧視

的發生。與此同時，另一巨頭品牌 adidas 亦加入聲援，並在 Twitter 上轉發

Nike 的影片。 

其實在 2018 年時，Nike 的「Just Do It」宣傳片，便找來前  NFL(國家美

式足球聯盟 ) 球星卡帕尼克 (Colin Kaepernick) 作為代言人，而  Colin 

Kaepernick 便是「反警察暴力」行動的代表人物，很早就已經抗議美國警察

欺壓非裔美國人，每次比賽前都會單膝跪地表示抗議。而卡帕尼克也在他的

推特上宣布，他將負擔所有在明尼蘇達進行的抗議行動之法律訴訟費用。 

圖四：Nike提供的聲援影片 

影片網址：https://reurl.cc/5lako7 

https://reurl.cc/5lako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v=drcO2V2m7lw&feature=emb_logo
https://reurl.cc/5lak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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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明星以行動表達支持 
與此同時，德國足球甲級聯賽的明星也在比賽中，以行動支持這些示威

行動。多特蒙德普魯士隊的球員桑丘(Jadon Sancho) 在得分後，掀起他的球衣

來展示一件寫著「還佛洛伊德一個公道」的上衣，但這個舉動也使他在比賽

中得到一張黃牌。 

此外，另一名球員圖拉姆(Marcus Thuram) 也在與柏林聯盟的比賽中，在

上半場得分後，他單膝下跪，低下頭來哀悼了幾分鐘後，才起身繼續比賽。

圖拉姆的教練羅斯(Marco Rose) 也向媒體表示：「圖拉姆透過行動來表示反對

種族歧視，而我們全隊都支持這個決定。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支持這個作法，

因為所有人都跟他有一樣的想法。」 

 
  

圖五：球員圖拉姆（左）和桑丘（右）在球場上以行動支持示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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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OVID-19 排華事件 

     

 

 

 

 

 

 

 

     

    隨著COVID-19在世界各地所引起的傳染病，排華事件、針對亞裔的排

外言論和暴力事件也隨之而來。而美國總統川普更是在全國媒體中的官方聲

明裡將COVID-19稱作“中國病毒”，他的這份言論也進一步的助長排華情與

暴力行為。 

          同時，歐洲其他國家也傳出類似情況，根據衛報週刊（The Guardian 

Weekly）報導，義大利聖西西利亞音樂院（Santa Cecilia Conservatory）院長

朱利安尼（Roberto Giuliani）要求中國、日本與韓國學生在找醫師確定沒有感

染前不要到校上課，而他也因此受到批評。 

          由於亞洲和西方國家在對於戴口罩的行為有不同的見解，亞洲人認為戴

口罩是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戴口罩也是亞洲人的日常習慣，但是對於西方

國家的人，他們視COVID-19較為不嚴重的傳染病，並認為亞洲人的行為是大

驚小怪，因為這樣的文化不同也使得許多亞洲人遭受到歧視，也使得恐慌情

緒更加蔓延。 

            

佛洛伊德之死 世界觀點 

圖六：亞洲人持著“我不是病毒”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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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病毒，我也是人類” 

 

 

 

 

 

 

 

 

         自從COVID-19爆發以來，恐慌情緒在義大利各地蔓延。全國各地的中國

餐館都空無一人，中國公民（包括當地人和遊客）一直是種族主義的目標。

隨後在威尼斯和佛羅倫薩也發生許多相似事件，中國遊客被追逐，侮辱甚至

吐口水，更有中國遊客被人稱為“令人噁心和骯髒的人”。 

            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出生於中國溫州，但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就隨父母移居意大利。為了消除對亞洲人的歧視，他在2020年2月2日時，蒙

著眼睛並戴著口罩，站在佛羅倫薩的街道上許久，在身邊也立起一個標語，

上面寫著“我不是病毒，我是人類：消除偏見”。而周圍的人也因為此舉動

而好奇地走上前並擁抱他，甚至幫助他摘下了口罩和眼罩。 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 說：「目前真正令人恐懼的病毒不是COVID-19，而是空氣中的

偏見，遠離病毒，而不是遠離人民。偏見是出於無知而產生的。」 

 

 

 

 

 

 

 

     

     

世界觀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ti2t6r0J4&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qti2t6r0J4&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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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mn7ER9 
https://reurl.cc/g7x92p 
https://reurl.cc/d09RED 
https://reurl.cc/V67y5R 
https://reurl.cc/pdoqQd 
https://reurl.cc/L3Djny 
https://reurl.cc/vDXnq1 
https://reurl.cc/yZ4AlE 
https://reurl.cc/lV4a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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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之死 世界觀點 

    佛洛伊德的死亡不只引起全球關注，更使得我們更加重視種族歧視這個

議題。而像是在台灣有些人喜歡開原住民或是客家人的玩笑，但其實這些都

已經造成種族歧視。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享有相同的權利，沒有一個

膚色是比較高貴，我們也不應該因為他人的相貌或膚色而去評斷別人，甚至

是傷害，這些都是極不人道和不道德的。我們應該要學習尊重和包容他人 

，而不是第一時間用膚色去決定要如何對待這個人。透過COVID-19的排華事

件，我認為種族歧視比病毒還要更可怕，病毒是能夠被治癒的，但已經深根

柢固的種族思想是很難改變的，歧視並不會為這個世界帶來治癒的方法及和

平，希望這個世界少一點歧視和紛爭，或許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nzykX6 
圖二： https://reurl.cc/E7D7Ga 
圖三：https://reurl.cc/9EyEvv 
圖四： https://reurl.cc/5lako7 
圖五： https://reurl.cc/R4D4De 
圖六：https://reurl.cc/yZ4AlE 
圖七： https://reurl.cc/E7L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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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猶太曆(內圈為陽曆) 

Do you know 猶太人的普珥節Pu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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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2B 陳箴云／整理] 

前言 

    很多人對於猶太人並不怎麼瞭解，通常只知道在納粹時期他們遭受很多

歧視和不公平的待遇，甚至經歷被屠殺的慘劇。儘管經歷過這麼多悲痛的事

情，他們還是對於未來保有樂觀心態，也常常苦中作樂。而這次的篇章就要

介紹一個在猶太社會中，堪稱最歡樂的節日－普珥節Purim。 

    說到普珥節，其實它就是我們熟知的嘉年華或狂歡節，因為在這個節日

開始慶祝之時，猶太人會開始盛裝打扮、戴上面具並上街遊行。雖然這樣的

裝扮習俗是從歐洲傳播過來的，但這背後也有屬於猶太人的文化故事，以下

就來介紹普珥節的來歷。 

猶太人的普珥節Purim 

由來 

    普珥節的由來最主要的

記錄是在《舊約全書》的《以

斯帖記》中，內容是在講述以

斯帖皇后拯救猶太人的故事她

讓整個猶太種族免於有心，人

士的陷害和攻擊。爾後，猶太

人便在亞達月的十四、十五日

舉辦酒席歡慶他們轉悲為喜，

也就是現在的普珥節。 
亞達月：為猶太日教曆中的12月，於陽
曆的2-3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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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 

▲圖二：以斯帖記 

    贈送禮物給朋友和窮人也是普珥

節的習俗之一。根據規定，每個成

年人應贈送兩種不同的食物給別人 

，還要給兩個貧困的人慈善捐款。

在部份地區這個習俗也漸漸發展成

為一項重大的贈禮活動。 

▲圖三：禮物籃 

齋戒 

    齋戒為普珥節前一天須做的事情，也是普珥節的傳統習俗之一，也有人

一次就齋戒三天以表對以斯帖的紀念。倘若齋戒日恰逢安息日的話，那麼齋

戒就得要提前到普珥節前的周四、周五執行，為了能替安息日以及之後的普

珥節做準備。此外，不同於一般需要持續25小時的齋戒日，普珥節前一天只

需要從日出持續齋戒到日落即可。 

 安息日：為猶太教每週一天的休息日，在這天人們必須停止工作並
休息，是個紀念上帝、思考生命且陪伴家人的一天。 

 齋戒：是一種與宗教有關的個人行為，其主要方式為對飲食和性生
活的限制。 

儀式的四個主要部分 

1 聽取《以斯帖記》的朗誦。 

2 向朋友贈送食物禮品。 

3 施捨窮人。 

4 舉辦節日宴會、享用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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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 

 盛裝遊行： 

    慶祝普珥節時戴面具並盛裝打扮的習俗起源於15世紀初的義大利猶太人 

，而這個習俗很可能是受到羅馬狂歡節以及它在歐洲傳播的影響，所以渲染

甚深。雖然有部分人反對，但是這種習俗卻被猶太人廣泛接受，因為他們認

為這是一種狂歡。 

    而這個習俗還有另一個由來是，在所羅門聖殿被摧毀之後，上帝從猶太

人的故事裡躲起來了，這個習俗就被認為是一種模仿上帝躲藏在故事裡的方

式。此外，行善是普珥節的一個核心特點，整個過程中，施捨者和接受者都

是以匿名或戴面具的方式來掩飾自己的身份，以保護接受者的尊嚴。 

 戲劇表演： 

    普珥節的戲劇表演是透過諷刺的手法講述以斯帖記原來的故事、表演項

目和宗教活動。此外，這也為猶太社區探討一些最為敏感的題材，並提供一

定程度的創作空間。直到19世紀中葉，仍然有些故事是基於聖經裡的故事所

創作的。 

    至今，普珥節戲劇可以讓任何與猶太人和猶太教有關的故事作為中心，

而這樣的故事往往能帶給觀眾愉悅的心情和放鬆的感覺。  

▲圖四：為慶祝普珥節的扮裝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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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食物： 

▲圖五：三角點心 
▲圖六：Aranygaluska 

Mishenichnas Adar marbim be-simcha 

LaYehudim haitah orah ve-simchah ve-sasson ve-yakar 

Ani Purim 

Chag Purim 

Shoshanas Yaakov 

猶太兒歌或非猶太法典禮儀的歌 

普珥節傳統歌曲 

 傳統音樂： 

1.三角點心 

三角點心是普珥節的傳統食物之一，這種甜糕點會先被

卷著切成圓形，再將罌粟子當作餡料包進去，並將其做

成三角形，這種點心被稱為哈曼的口袋或者是哈曼之耳。

近年來，梅干、棗椰子、杏和巧克力也會被用來當作餡

料。 

2.三角餛飩 
三角餛飩也是猶太人在普珥節會吃的傳統食物之一，是

以雞肉或肝為餡的餃子。 

3.Aranygaluska  
由油炸麵團和香草奶油組成的甜點，也是擁有猶太人血

統的匈牙利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傳統食物。 

除了上述這些傳統食物之外，猶太人也有在普珥節吃堅果和種子的習慣。 

https://shalomtaiwanisrael.wordpress.com/2015/03/04/%E6%99%AE%E5%A4%A9%E7%8B%82%E6%AD%A1%E7%9A%84%E8%AE%8A%E8%A3%9D%E7%AF%80%EF%BC%8D%E3%80%8C%E6%99%AE%E7%8F%A5%E7%AF%80%E3%80%8D/
https://zserbo.com/desserts/golden-walnut-dumplings-aranygalu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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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猶太人在很早的時候就因為大屠殺的關係，人數驟減很多，成功逃至他

國的，也因時間的關係，不知不覺地融入其他國家的社會文化裡，甚至連語

言都漸漸被同化。很可惜地，猶太文化在現今世代並沒有其他文化活躍，而

這也讓我覺得猶太文化是項珍貴的遺產之一。透過這些遺產能夠讓我瞭解到

更多他們的社會文化，或許裡面帶有沉重的氛圍，或有令人感到無聊的時刻 

，但這一定是場豐富的文化之旅，對於喜歡文化的我來說，這樣就夠了。 

    現在有很多地方有保存更多他們的歷史資料及傳承他們的文化。像是台灣

也有個猶太博物館，叫作台灣Holocaust和平紀念館，位於台南仁德區車路墘

教會內，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找跟參訪，不過那邊資料會比較少一點，若是

想知道更多的話，德國留有較多相關的資訊和遺址，像是柏林猶太博物館跟

猶太紀念碑等，他們甚至有開設相關課程跟歷史導覽，若有去德國玩，不妨

可以去參觀看看。若有機會的話，我也想親自走訪一趟，也歡迎對歷史文化

抱有熱忱的人一起加入這趟猶太的文化旅程，去瞭解這背後的酸甜苦辣及耐

人尋味的歷史故事。 

▲圖七：台灣Holocaust和平
紀念館 

(車路墘教會2樓) 
▲圖八：德國柏林猶太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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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照頁次及圖片順序排序) 
https://reurl.cc/exaWkj 
https://reurl.cc/NjDGN6 
https://reurl.cc/z8X3Ky 
https://reurl.cc/8GOpdd 
https://reurl.cc/exZORx 
https://reurl.cc/5la8bV  
https://reurl.cc/4R8XbK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NjDGN6 
圖二: https://reurl.cc/kdvyoG 
圖三: https://reurl.cc/exaWkj 
圖四: https://reurl.cc/QdDGzp 
圖五: https://reurl.cc/4R8vxj 
圖六: https://reurl.cc/QdDGM2   
圖七: https://reurl.cc/5la8bV  
圖八: https://reurl.cc/4R8XbK 

其他相關遺址 

▲圖十：奧斯威辛集中暨滅絕營的二號營區 
(集中營又稱奧施維茨－比克瑙集中暨滅絕營) 

位於波蘭南部的奧斯威辛，為

納粹德國時期最主要的集中營

和滅絕營。共有3個主要營區 

，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殺害猶太

人、集體處決或是進行不人道

的人體實驗等。估計約有110

萬人在奧斯維辛被殺。後被波

蘭國會立法將此改為紀念博物

館，即奧施維茨－比克瑙國家

博物館。以做為納粹統治期間，

犯下罪行的歷史見證。 

位於德國柏林市中央，用來紀念二戰

浩劫中受害的猶太人。其中，石板不

規律的起伏，是建築師的刻意之作，

為營造出不安且混沌的氛圍。而一個

個石柱就彷彿是被害猶太人的墓碑，

在弔念之餘，也提醒著我們不要忘記

這一段黑暗的歷史。 
▲圖九：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亦稱為浩劫紀念碑) 

圖九: https://reurl.cc/4R8XbK 
圖十: https://reurl.cc/arza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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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NjDG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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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4R8XbK
https://reurl.cc/4R8Xb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奥斯威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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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十四行詩 

智利「民族母親」 

咱們來吟詩 

[YT4A 馬劭瑄/整理] 

(圖1) 死亡十四行詩 Los sonetos de la muerte  

「帶著美妙的報復心情，我唱著歌離去 

 沒有哪個女人能插手這隱匿的角落 同我爭奪你的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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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嘉貝拉．密絲特拉兒 

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 

智利傳奇女詩人，1945年獲得諾貝爾

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獎的女詩人，也

是拉丁美洲首位獲此殊榮的作家。對於孩

童、鄉土與弱勢者的關愛，讓其擁有「民

族母親」、「智利文學之母」的形象。 

(圖2) 密絲特拉兒（1889-1957） 

密絲特拉兒十五歲開始從事教育工作，三十五歲轉投入外交工作。父親

本是小學教師，擅長詩詞，母親比父親年紀大上許多，當時兩人結婚時母親

還帶著十幾歲的私生女。然而，父親在密絲特拉兒三歲前拋棄她們，從此不

知去向，直到1915年，她們才得知父親客死異鄉的消息，沒想到，父親消失

期間，密絲特拉兒在報紙上偶然發現其創作的詩詞，受到了啟發，便自學詩

詞，走上文學之路。 

雖然成長過程中缺少父愛，但密絲特拉兒依舊從祖母、母親及同母異父

的姐姐當中收穫滿滿的愛，長期生活在只有女性家族成員的環境下，她也體

會到女性面對生命磨難的溫柔與堅強，且將其體現在自己的詩詞中。 

 

父親的啟蒙 

死亡十四行詩 「民族母親」密絲特拉兒 



64 

密絲特拉兒在年輕時期曾有過三段

戀情：與大她二十三歲的葡萄莊園主人

的忘年之愛，與鐵路工人羅梅里奧．烏

雷塔轟轟烈烈的愛，與知名前輩詩人近

乎柏拉圖式的愛情。雖然最後都無疾而

終，但深陷在三段戀情中的百感交集，

都化為她筆下詩句，使她的詩詞更引人

共鳴。而本篇選用的〈死亡的十四行詩〉

共三首，主要講述第二段戀情。 

未結果的三段戀情 

第二段戀情發生在十七歲那年，密絲特拉兒對鐵路工人羅梅里奧．烏雷

塔一見鍾情，可惜對方打算另娶他人，讓密絲特拉兒痛苦不已。1909年，烏

雷塔因挪用公款而舉槍自盡，口袋裡放著密絲特拉兒寫給他的明信片。後來，

密絲特拉兒寫下獲1914年聖地牙哥城「花之競賽」首獎的三首〈死亡的十四

行詩〉，抒發她內心的悸動與複雜情思：「帶著美妙的報復心情，我唱著歌

離去/沒有哪個女人能插手這隱匿的角落/同我爭奪你的骸骨！」有些評論者

因此認為鐵路工人羅梅里奧．烏雷塔，就是密絲特拉兒終生未嫁的原因，封

她為「愛情聖女」。 

咱們來吟詩 

(圖3) 密絲特拉兒（1889-1957） 

死亡十四行詩 「民族母親」密絲特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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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20世紀讀者來說，密絲特拉兒最令人深刻的作品，莫過於年輕時

寫下的那組描寫男女愛恨矛盾的〈死亡的十四行詩〉。其次是她對孩童、弱

勢者與鄉土的無私關愛，被智利政府與人民塑出「民族母親」、「智利文學

之母」的形象。她的頭像甚至印在智利五千披索的鈔票上。 

同性戀的「民族母親」 

密絲特拉兒的情詩多半被解讀成男女之愛，然而2002年，拉美文學研究

者菲歐瑪塔（Licia Fiol-Matta）在其出版的《同性戀的「民族母親」》一

書中描寫密絲特拉兒其實是一位「未出櫃的女同性戀者」。事實上，密絲特

拉兒一生和數名女性有著親密的伴侶關係。病逝紐約時，守在身旁的「助理」

桃樂絲．達娜（Doris Dana），就是她生命最後九年中（1948–1957）不離

不棄的戀人，並且其詩集《榨酒器》裡一首近百行的〈海之死〉就是題贈給

她的。 

咱們來吟詩 

(圖4) 智利印有密絲特拉兒的5000披索鈔票 

死亡十四行詩 「民族母親」密絲特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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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I 

Del nicho helado en que los hombres te 

pusieron, 

te bajaré a la tierra humilde y soleada. 

Que he de dormirme en ella los hombres 

no supieron, 

y que hemos de soñar sobre la misma 

almohada. 

Te acostaré en la tierra soleada con una 

dulcedumbre de madre para el hijo 

dormido, 

y la tierra ha de hacerse suavidades de 

cuna 

al recibir tu cuerpo de niño dolorido. 

Luego iré espolvoreando tierra y polvo 

de rosas, 

y en la azulada y leve polvareda de luna, 

los despojos livianos irán quedando 

presos. 

Me alejaré cantando mis venganzas 

hermosas, 

¡porque a ese hondor recóndito la mano 

de ninguna 

bajará a disputarme tu puñado de huesos! 

 

死亡的十四行詩 

Los sonetos de la muerte   

一 

人們將你放在冰冷的壁龕裡 

我把你挪到陽光和煦的地面 

人們不知道我要躺在泥土裡 

也不知道我們將同枕共眠 

我讓你躺在陽光明媚的大地 

像母親對孩子那樣深情 

准會變得如搖籃那般溫存 

我要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月亮的薄霧縹緲碧藍 

將把輕靈的骸骨禁錮。 

帶著美妙的報復心情，我唱著

歌離去 

沒有哪個女人能插手這隱匿的

角落 

同我爭奪你的骸骨！ 

死亡十四行詩 「民族母親」密絲特拉兒 



  

咱們來吟詩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O1e71v 
https://reurl.cc/NjE1jQ 
https://reurl.cc/yZl1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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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8GO4l7 
圖2：https://reurl.cc/V6qp6Z 
圖3： https://reurl.cc/g7EWAQ 
圖4：https://reurl.cc/V6qExZ 
圖5：https://reurl.cc/20VVk9 

      密絲特拉兒真的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詩人，在當時社會中，詩人幾

乎都是男性當道，能取得這番成就真的很了不起，這也是筆者想選其作為本

期主題的原因。除此之外，密絲特拉兒豐富又精采的感情世界，也非常值得

讓人探討。從年輕時可以為愛奔波至異國工作、創作出轟轟烈烈的〈死亡的

十四行詩〉，到後期周旋於女性戀人間，大膽談起在當時不能公開的同性戀

情，甚至還以男性口吻寫信、題詞給多名女性戀人。 

       

白晝、篝火與鮮花─北歐浪漫「仲夏節」之夢 

 

     另外，若讀者想更了解密絲特拉兒的作品，可以去看看陳黎和張芬齡譯

者共同翻譯的《死亡的十四行詩：密絲特拉兒詩選》。兩位譯者在此書的專

文導讀中還寫著「……一如其生命傳奇，密絲特拉兒的愛情詩常伴隨死亡的

意象，她筆下的愛不時帶有強烈的占有慾和毀滅性，以傳統眼光觀之已非常

動人、驚人，若大膽從另一性別視角探看，或許會迸出同心然而異色、異趣

的生之圓舞之姿。」 

完整版本：https://reurl.cc/exAAZL 
中文翻譯： https://reurl.cc/4RnYyj 
吟詩版本： https://reurl.cc/4RnOY3 

https://reurl.cc/O1e71v
https://reurl.cc/NjE1jQ
https://reurl.cc/yZl1Z2
https://reurl.cc/8GO4l7
https://reurl.cc/V6qp6Z
https://reurl.cc/g7EWAQ
https://reurl.cc/V6qExZ
https://reurl.cc/20VVk9
https://reurl.cc/exAAZ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BB%E7%9A%84%E5%8D%81%E5%9B%9B%E8%A1%8C%E8%AF%97
https://reurl.cc/4RnYyj
https://reurl.cc/4RnO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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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梵谷—光影體驗 

        Van Gogh Alive Taiwan 

〔UE3B 陳妤瑄/整理〕 

(圖一) 展覽場景圖 

巡迴全球超過50個城市、累積超過600萬人次參觀 



69 

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主投影區—超越視覺的極致體驗 

    展覽將近年蔚為風潮的「沉浸式」巨幕藝術光

影展首度引進台灣，不只從視覺上顛覆大眾對展覽

的想像，現場也搭配影院級環繞聲效，播放和梵谷

同時期的李斯特、韋瓦第、舒伯特、巴哈等大師經

典樂章，再加上專屬香氛作為陪襯，帶領觀眾走入

梵谷多達3,000幅經典畫作、素描及書信之間。 

認識經典梵谷 

    透過《向日葵》、《星夜》、《麥田群

鴉》、《杏花盛開》、《紅色葡萄園》等十

三件最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介紹，引導觀眾

了解梵谷的一生及作畫動機。 

(圖二) 主投影區部分場景 

(圖三) 認識梵谷展區部分場景 

展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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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圖四) 亞爾的臥室實景打卡區 

亞爾的臥室 

    著名的畫作《亞爾的臥室》 是1888

年梵谷前往法國南部時，創作的作品之一。

展區將以畫作為藍本實景重現，讓觀眾踩

進畫作之中。 

(圖五) 繪畫體驗區 

繪畫教學區 

    除了經典的油畫之外，梵谷也創作超

過1,000幅的硬筆畫與素描作品。展覽末

端以投影方式，教授素描技法，帶大人小

孩一同走入繪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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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梵谷的母親從小便培養他對畫畫的興趣 

，曾在中學接受過著名藝術家的教育，但梵

谷並不認同其授課方式並輟學。長大後先是

在藝術品交易公司工作，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卻在經歷失戀的打擊後，他開始充滿宗教

激情，憤恨藝術的商業化，於是便到礦區擔

任傳教士，他體會到礦工的苦境，因而將全

身心都投入與礦工同在，不料卻與教會立場

分歧，而被解除牧師職務。 

(圖六) 梵谷生前最後一幅自畫像 

文森·威廉·梵谷 (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接著，他回到父母家中開始以鄰居為模特練習畫

畫。兩年後，他便前往荷蘭尼嫩並埋首於繪畫中 

，繪畫主題多是織布者和村舍。而巴黎畫商也開

始對他的畫產生興趣，梵谷首次展出他的作品，

不料因此時梵谷作品色彩太過灰暗，不符合當下

流行的亮色印象派畫風，因而未受到買家的青睞 

，之後梵谷到美術學院學習油畫和素描。1886年 

，他前往巴黎接觸到點彩畫派和新印象派，並表

達十分欣賞此畫風之作品，也吸收點彩畫派的一

些繪畫技巧。 
(圖七) 梵谷融合點彩畫派之自畫像 

早年生活     

    梵谷於1853年3月30日出生在荷蘭，是荷蘭後印象派畫家，也是表現主義

的先驅，並深深影響二十世紀藝術，尤其是野獸派與德國表現主義。 

 

1880年，27歲的他開始產生畫下周圍環境的念頭，再加上弟弟西奧的鼓勵，他

成為皇家美術學院的學生，並習得解剖學和透視等基礎繪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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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而割耳事件眾說紛紜，有人說，梵谷是因高更

離開，情緒激動下導致精神失常，因而割下耳

朵；也有人說梵谷是與高更為了一位妓女，彼

此爭風吃醋，在爭論時被高更以西洋劍砍下耳

朵；也有人說，高更生性自大，又因西奧似乎

欠高更一筆錢，使得高更認為他們兄弟二人貪

圖他的財產，因此在同居期間，兩人便有多次

爭吵，而最終導致梵谷割掉自己的耳朵，並送

給當地妓女；或有一說是，梵谷因長期飲用苦

艾酒，導致慢性中毒，產生幻覺自己親手割掉，

但具體經過已無法考證。 

晚年生活     

    由於精神問題，梵谷晚年幾乎都

在精神醫院接受治療，而精神病院和

周邊景色成為他此時期的作品主題 

，著名作品《星夜》便是在此時所創

作出來的。1890年，37歲的梵谷便舉

槍自盡，當時並無任何目擊者。 

 

(圖八) 梵谷《耳朵綁上繃帶的自畫像》 

(圖九) 梵谷《星夜》 

割耳事件     

    於1887年，梵谷和弟弟西奧與剛到巴黎的高更相識，由於梵谷已厭倦巴

黎的生活，便於隔年前往法國南部旅居，而高更則在西奧的鼓勵下，也決定

與梵谷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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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校外藝文報導 

展覽資訊 

▸ 展出時間｜2020.07.01 (三) - 09.27 (日) 11:00 - 20:00 

  [ 每日現場停止售票 / 最後入場時間 19:00 ] 

▸ 展出地點｜新光三越左營店 10 樓國際活動展演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 購票網址｜ https://reurl.cc/4R824j 
 

(圖十) 展覽宣傳海報 

https://reurl.cc/4R82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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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谷的一生極為短暫，在世時默默無聞，一生窮困潦倒，但卻在死後聲

名大噪，甚至影響整個二十世紀的藝術，讓人不勝唏噓。我也不禁感慨並聯

想到法國畫家莫內又何嘗不是如此，他是印象派的創始人之一，被稱為「印

象派的領導者」，但當時他的畫並不被社會認可，《印象·日出》一經展出更

被眾人諷刺，不料如今這幅畫已價值連城。 

    梵谷和他的作品是出名到連不了解藝術的凡夫俗子都略知一二的，割耳

事件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年幼的我還以為這只是一段童話故事，竟

沒想到是真實事件。而他的作品像是《星夜》和《星空下的咖啡座》也是遠

近馳名，處處皆有它們的身影，我也是深受這兩幅畫吸引的愛好者之一。 

    「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跳脫傳統的藝術展覽，結合最新的科技，衝

擊觀眾的視覺、聽覺、嗅覺感官，使觀眾彷彿置身在荷蘭小鎮、梵谷的畫作

裡，此展覽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能夠更深入了解梵谷的作品與創作心境

之間的連結，可說是2020年必看展覽。 

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exa1Yx 
圖二:https://reurl.cc/mnXer7 
圖三:https://reurl.cc/b5x1VX 
圖四:https://reurl.cc/5laY9z 
圖五:https://reurl.cc/nzXWNd 
圖六:https://reurl.cc/xZXkkE 
圖七:https://reurl.cc/oLXamQ 
圖八:https://reurl.cc/D9D0YQ 
圖九:https://reurl.cc/mnXg4j 
圖十:https://reurl.cc/3DmnzM 

https://reurl.cc/arzWMY 
https://reurl.cc/3DmgDR 
https://reurl.cc/1xzypW 
https://reurl.cc/L3DRZK 
https://reurl.cc/GVDWlW 
https://reurl.cc/R4DAyx 
https://reurl.cc/QdD86b 
https://reurl.cc/4R8kQR 

筆者觀點 

校外藝文報導 再見梵谷—光影體驗展 Van Gogh Alive Taiwan  

https://reurl.cc/exa1Yx
https://reurl.cc/mnXer7
https://reurl.cc/b5x1VX
https://reurl.cc/5laY9z
https://reurl.cc/nzXWNd
https://reurl.cc/xZXkkE
https://reurl.cc/oLXamQ
https://reurl.cc/D9D0YQ
https://reurl.cc/mnXg4j
https://reurl.cc/3DmnzM
https://reurl.cc/arzWMY
https://reurl.cc/3DmgDR
https://reurl.cc/1xzypW
https://reurl.cc/L3DRZK
https://reurl.cc/GVDWlW
https://reurl.cc/R4DAyx
https://reurl.cc/QdD86b
https://reurl.cc/4R8k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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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電影海報 
欲看預告片請點擊上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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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意外  
Demain tout commence 

[UF2B 吳珮毓/整理] 

https://reurl.cc/kdvR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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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山繆／Samuel 

奧馬爾·西／Omar Sy 飾演 

為電影中的男主角，是個享樂主義者 

，原本在法國蔚藍海岸過著無憂無慮的放

浪生活，直到有天克莉絲汀將一個嬰兒交

給他，從此他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

變。 

葛洛莉亞／Gloria 

葛洛莉亞·科爾斯頓／Gloria Colston 飾演 

為男主角－山謬的九歲女兒，跟山謬

相比英文程度很好。一直都很思念媽媽，

有天克莉絲汀重新出現在她的生命裡，雖

然與媽媽再次相見很開心，但她也面臨父

母爭奪她的撫養權的事情，除此之外，她

還有件山謬從沒告訴過她的事正在發

生…。  

克莉絲汀·斯圖爾特／Kristin Stuart 

克萊門斯·波西／Clémence Poésy 飾演 

為葛洛莉亞的母親，剛生下葛洛莉亞

沒多久就將她交給山謬撫養，過了八年，

才又再次跟山謬聯繫，見了葛洛莉亞。在

她不在葛洛莉亞身邊的期間，她有了一段

新戀情，並且希望他們能和葛洛莉亞多多

相處，但山謬不肯，因此展開爭奪撫養權

的事情。 

（圖2）Omar Sy 

 

（圖3）Gloria Colston 

（圖4）Clémence Poé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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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伯尼／Bernie 

安東尼·貝特朗／Antoine Bertrand 飾演 

為男主角初到倫敦在地鐵站遇到的人 

，他幫助山謬找到工作，並且以葛洛莉亞

第二個父親的角色存在著。 

（圖5）Antoine Bertrand 

劇情介紹 

  山謬（歐馬希 飾）是一個享樂主義者，在法國的蔚藍海岸過著無憂無慮

的放浪生活，直到有一天，有個曾和他有過一夜情的人－克莉絲汀抱著一名

女嬰突然出現，指稱山謬是孩子的父親，並且假借要付坐計程車的20歐元離

去，並丟下女兒。山謬為了把女兒還給她，追到英國倫敦，卻遍尋不著，無

奈只好定居倫敦，並且在電視台擔任特技替身，辛苦地撫養葛洛莉亞長大。 

  數年過去，葛洛莉亞與山謬成了人人稱羨的親密父女檔，向來放蕩不羈

的山謬在女兒身上找到人生重心。沒想到這時克莉斯汀卻突然現身，要求獲

得女孩的撫養權…。 

（圖6）電影劇照 



78 

最美麗的意外   Demain tout commence 

 

歐洲影劇賞析 

這部電影的故事情節雖然不是特別的標新立異，甚至對於某些人來說可

能已經是老掉牙的設定，但不得不說歐馬希和安東尼的演技讓我看得很過癮 

，再搭上電影裡的插曲跟配樂，我認為為這部電影加了很多分。而且當中有

不少句話我很喜歡，也覺得值得我們思考，我從中挑了一句－有時候，為了

別人好，我們不得不撒一點謊（Parfois, pour le bien des gens, on est obligé de 

mentir un peu.）說謊是不好的這是我們既有的觀念，但當遇到特殊情況時，

是不是說謊就情有可原了呢?像是聖誕老公公一樣，所有人小時候都曾相信過

他的存在，但若我們在自己小孩還小時便告訴他，他是不存在的，只是傳說

甚至只是因應聖誕節所虛構的人物，這種對於小孩來說很殘忍的話，就算是

事實但卻會傷透孩子的心，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不說實話，撒點謊比較好呢? 

我還想分享一個存在在電影中的議題：是不是親生的真的很重要嗎？ 

我認為不可否認的，有血緣關係可能會有某種特殊的連結，但同時地也

可以思考看看，我們能不能利用後天的相處去培養另一種特殊連結呢？然而

在這世界上大部分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們都是有著親生關係的，所以我想不會

有正確答案，畢竟沒有人知道答案，因為我們都是有著和家人有血緣關係的

前提在的，不過我認為就算不是親人，只靠後天相處也能創造出美好的關係，

就像山謬和葛洛莉亞一樣。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dXyz0 
https://reurl.cc/kdvRRK (電影預告片)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j7pxd1  
圖5：https://reurl.cc/9EyM3V  
圖2：https://reurl.cc/d08Kl2  
圖6：https://reurl.cc/7XlZe9  
圖3：https://reurl.cc/7XlZDk  
圖4：https://reurl.cc/0onLdY  

觀後心得 

https://reurl.cc/qdXyz0
https://reurl.cc/kdvRRK
https://reurl.cc/j7pxd1
https://reurl.cc/9EyM3V
https://reurl.cc/d08Kl2
https://reurl.cc/7XlZe9
https://reurl.cc/7XlZDk
https://reurl.cc/0onL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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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 

 
 

 

 

 

一位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的研究生凡卡德希，因為不想只憑

著數字計量統計來研究社會學，於

是走上街頭，走進泰勒國宅，芝加

哥最窮困、失業率及犯罪率最高的

地區，想要研究都會一角貧窮的事

實。 

這樣大膽的舉動並未招來殺身

之禍，反而使作者和幫派地區老大

JT成為莫逆之交，更在對方保護之

下，花費將近十年時間記錄所見所

聞，而這正是社會學家夢寐以求的

精彩研究素材。 

本書既像小說又像田野調查筆

記，記述著與我們生活大不相同的

黑幫社會的運作與黑人社會的生活

樣貌。 

大意： 

★《中國時報開卷》每周推薦書 
★《經濟學人》2008科技類年度好書 
★《學校圖書館期刊》最佳好書 
★《紐約時報》《舊金山紀事報》 
   《洛杉磯時報》排行榜暢銷書 

[YT3A 譚知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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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印度，在紐約州北部與加州南部成長，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校區，主修數學。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他想了解年輕人如何

形成自己的認同感，先是花了三個月追隨迷幻搖滾樂團「死之華」（Grateful 

Dead）巡迴全美演出，後來轉而研究芝加哥最貧窮的社區，花了十年時間混

跡販毒幫派，將所見所聞寫成論文。 

凡卡德希現為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著述主要描寫美國貧窮現象，

目前研究主題為法國與美國都會區貧民之比較。作品散見《美國展望》雙週

刊、廣播節目《美國生活》、嘻哈音樂雜誌《來源》、美國公共電視網與公

共廣播網。 

 

 

 

 

蘇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 
 

好書報馬仔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作者介紹 

▲（圖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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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報馬仔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泰勒國宅 (Robert Taylor Homes) 介紹 

根據文獻記載，芝加哥住宅管理局於1958到1962年興建此國宅。相當於

小型城市，共有4,400間公寓，容納近3萬名住戶。1930和1940年代大移民時

期，黑人從美國南方大舉湧入芝加哥市，如何安置這群貧民成為當務之急。 

城市的迷人之處就在於魚龍混雜，走在

理想城市裡，應該可以見到大小建築、

店家活動、各色種族以及人生百態。然

而國宅區的感覺是無趣單調，高樓與高

樓緊緊挨在一起，卻和城市徹隔離，彷

彿身上帶著劇毒。 

 
國宅計畫飽受抨擊，非裔民權運動分子痛批芝加哥政壇人士偏袒白人社

區，將國宅設於已擁擠不堪的黑人貧民窟。都市規劃單位表示國宅面積39公

頃，28棟大樓只占面積7%，剩餘大片空地足以將國宅和附近區域隔開。 

▲ （圖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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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報馬仔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 （圖四）「長廊」也就是沿著國宅外部的走道。走到在戶

外，日曬雨淋無遮無掩，因此加了從地板連到天花板的鐵窗

護欄。走道之所以叫長廊，是因為很像監獄裡的長廊。 

曾象徵都市新生希望的國宅撐不過40年便面臨拆除的命運，柯林頓政府

保證會將住戶安置於有優良學校、充滿工作機會的中產階級社區。但政府有

能力搬遷數以萬計的貧窮黑人嗎？泰勒國宅的興建主要就是白人不願意與黑

人為鄰，想在黑人貧民區外建新住處可見也是難上加難。年輕一代認為政府

不會輕易拆除國宅，唯有親眼目睹政府利用都更遷移黑人社區的老一輩黑人

相信政府的無情與自私，當時他們的家園即被高速公路、體育館和大學取代 

。政府口口聲聲說協助國宅居民改善生活，現實卻只是將社會底層階級的人

壓得更低，一套說詞、兩個世界的作風令人嗤之以鼻。 

     國宅拆除後，市府興建和市價相當的獨立公寓與街屋，其中只有不到一成

規劃為公共住宅。政府宣告新社區主要的銷售對象為中產及上層階級，當局

曾說國宅住戶日後可搬回社區的承諾，隨後也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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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報馬仔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 （圖五）泰勒國宅插畫 

這大樓只有「黑鬼」在住，「非裔美國人」住在郊區。非裔美國人打領帶
上班，黑鬼找不到工作。 
 

老大不是分派工作就好，這會讓手下不尊重你。你必須讓胎們看到你是
老大，這表示你得動手打人。 
 

芝加哥有兩種白人，一種是你走進他社區就會揍你的白人，一種是根本不讓
你走進他社區的白人，只要進去他就報警。還有兩種黑人，一種是擠破頭想
住進你住的地方的黑人，一種是知道這麼做根本沒有用的黑人。我們只是想
辦法活下去，守在這附近。雖然這裡不漂亮，起碼不會被人打得屁滾尿流，
起碼不是被警察打。 
 

部分社會學家認為有「貧窮文化」存在，貧窮黑人不工作，因為他們不
如其他族群重視就業，也將這種態度傳遞給下一代。 
黑道老大JT: 「所以他們覺得就算我只拿到最低薪資，也應該引以為傲？」
「問題是他們也覺得那工作不怎麼樣，不是嗎？」 
 

留在國宅的居民幾乎生活在貧窮線下，完全仰賴社會福利的成人高達九成。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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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報馬仔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 （圖六、圖七）泰勒國宅外觀 

快克之於泰勒國宅，就像酒精之於我長大的郊區。  

你得搞清楚，黑大王不是幫派，我們是呼應民眾需求的社區組織。 

黑大王的首腦分成兩種，一種會凝聚士氣、共度難關，例如面臨最近的大
規模掃蕩行動時；這種人稱為「坐過牢的黑鬼」，因為他們在牢裡學到教
訓，唯有團結效忠才能生存。這些人通常較為年長，四十歲上下，黑大王
幫在他們口中是「家庭」而非「事業」。然而「掌控者」卻是生意取向，
認為經營幫派就是在做生意。  

娼妓分兩種：我是「站壁的」，就住在這裡，只有「毒鬼」才會來來去
去的。像我這種做定點的，我們會拉客賺錢，但只跟熟人做，也不是做
全職，只有養小孩缺錢才來賺點外快。「毒鬼」會做這一行則是為了毒
品。 

JT甚至強調販毒具有正面意義，他告訴我，毒品生意「對社區有益」，正因
為幫派的慈善行為，吸毒者身上的錢才能回饋到國宅。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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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隨處可聽見「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卻少見有人說「富裕限制

我們的想像」？很明顯正因為人總在追求與羨慕更好的生活，黑人、窮人，

無一不是懷抱擁有好生活而活。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好書報馬仔 

筆者心得 

這本書讓我用黑幫老大的思維活了一遍，他們在面對各種紛爭與應對各

種人物使用的不同思維模式著時震撼了我，打破我心裡一直以來認為理所當

然的道德量尺，彷彿他們的尺的走向是與我們相反。我想大部分的人和我一

樣認為黑道就是道德敗壞、生活淫亂、成天無所事事、擾亂社會秩序，毫無

存在的意義可言，但我們有嘗試理解他們的處境嗎？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走

向黑幫此途嗎？ 

▲ （圖八）泰勒國宅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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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幫派往往是黑人男性在主流市場遭受歧視後的退路，就如此書黑幫

主角JT大學畢業後，在芝加哥找到一家中型公司的工作，眼見能力不如他的

白人早一步升遷，讓他怒不可遏，因此工作不到兩年就回到國宅，重拾幫派

生活。 

你說他們是毒蟲、眼中只有錢嗎？他們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生存」、養

家活口，有些甚至賺錢是為了完成大學學業、夢想，和創業。而女性賣身也

是為養家活口，只要能讓小孩免於挨餓，她們做什麼都願意。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好書報馬仔 

從這些故事的背後我深刻體悟到「人性本善」，有誰真的想要一生過著

躲躲藏藏、遊走道德邊緣的驚險生活呢？由於他們被社會遺棄，報警警察不

予理睬、叫救護車也被置之不理，他們生活上的總總問題皆是由幫派與住宅

管理局處理，這也是國宅的居民不厭惡幫派的原因，他們深知地下經濟的所

得能回饋於社區。至於女性和男性也都各組成互助網，女性互相幫忙顧小孩 

、購物、煮飯；男性則工作幹活、找尋落腳處，和賄賂住宅管理局官員或住

戶代表。他們生活在阻礙重重、未來充滿未知的迷惘中，卻能如此團結只為

彼此生活能好過一些，真使人為之動容。 

 

▲ （圖九）長廊日常景象 



87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好書報馬仔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如何改善貧窮問題呢？我想政府的當務之急是消弭

「種族不平等」的問題，仔細想想貧窮與往後的惡性循環無一不起因於種族

歧視。我們差別對待黑人，使他們放棄正常工作去販毒，影響到後代，接著

就是一連串惡性的循環。因此讓黑人感受到被重視、了解自己的價值，這才

能使他們願意回到主流社會工作，穩定的收入也少了誤入歧途的動機，整個

社區有了安穩的日常，貧窮的問題相對也會逐漸改善。 

▲ （圖十） 

「我忽然明白自己這些年來到底做

了什麼：我來、我看、我拿走……

我可 以選擇何時離開國宅，他們不

能。等我結束研究貧窮，他們還要

繼續 貧窮活著，很久。」 

▲ （圖十一、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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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報馬仔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4ReVEV 
https://reurl.cc/yZNV1l 
https://reurl.cc/qdAeD0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03/201
0032619442117.pdf 
 
 
 
 
 
 
 

圖片來源： 
書封：https://reurl.cc/qdAeD0 
圖一： https://reurl.cc/R4GM6Z 
圖二： https://reurl.cc/Mv5EAK 
圖三： https://reurl.cc/9EN85O 
圖四： https://reurl.cc/d0kZx8 
圖五： https://reurl.cc/O13Wp7 
圖六、七： https://reurl.cc/D9k5d5 
圖八： https://reurl.cc/9EN85O 
圖九： https://reurl.cc/X6MnVe 
圖十： https://reurl.cc/8GMmp7 
圖十一： https://reurl.cc/V6OVRY 
圖十二： https://reurl.cc/rxGW5x 
封底： https://reurl.cc/Y1Nz00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 

 

https://reurl.cc/4ReVEV
https://reurl.cc/yZNV1l
https://reurl.cc/qdAeD0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03/2010032619442117.pdf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0/03/2010032619442117.pdf
https://reurl.cc/qdAeD0
https://reurl.cc/R4GM6Z
https://reurl.cc/Mv5EAK
https://reurl.cc/9EN85O
https://reurl.cc/d0kZx8
https://reurl.cc/O13Wp7
https://reurl.cc/D9k5d5
https://reurl.cc/9EN85O
https://reurl.cc/X6MnVe
https://reurl.cc/8GMmp7
https://reurl.cc/V6OVRY
https://reurl.cc/rxGW5x
https://reurl.cc/Y1Nz00


89 

閱聽音符 

[YT3A 石宇涵/報導] 

徜徉於夏日的鹹鹹海風 

Summer Salt 

SUMMER SALT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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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跡於德州的雙人組，將自己

的音樂風格定義為 coral reef rock，

這份比喻承載了團員所喜歡的東西，

他們的音樂吸取Bossa Nova、 jazz 

、indie、衝浪音樂精華，蘊含大量

1960 復 古 年 代 元 素 

，第一次聽到有種落日飛車的味道。 

(圖2)  

Summer Salt 

歌手兼吉他手Matthew Terry與亞裔

鼓手Eugene Chung從高中開始成立

樂團，他們的穿著復古、行為怪異 

，喜歡在小小的咖啡館和朋友的客

廳裡自然隨性演出。直到2012 年

搬到德州奧斯丁市發展，發行第一

張專輯Driving to Hawaii，裡面收

錄六首夏日情歌。 

閱聽音符 

另類獨立搖滾樂團 

Summer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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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德州的大男孩，卻嚮往

加州的陽光與海灘，便將細膩的

吉他聲作為燃料，一路駛向四季

如夏的加州西岸。 

若計畫在炎炎夏日出遊或公路旅

遊的朋友，可以直接把他們的整

張專輯放入播放清單，保證沒有

在聽indie的旅伴也會大愛！ 

(圖4)  

Summer Salt 

Driving to Hawaii 

首張專輯經典回味 

帕瓦娜 

閱聽音符 

Sweet to Me 

來介紹另一首我很喜歡的歌，

它維持一貫的風格曲調，慵懶愜意

但卻帶有回味戀愛初期的那種酸甜

感，將伴侶形容為Cherry lime，就

像歌詞裡所說： You’re so sweet to 

me Will you be sour later?  

  

(圖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ZaA_MigK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7gyPjAjhys


閱聽音符 Summer Salt 

2018年團員陷入性醜聞事件 

，因社會輿論便和之後加入的貝斯

手Phil Baier分道揚鑣，2019 年重新

以雙人組再度復出。專輯《Favorite 

Holiday Vol. 1》以 Fire Flower 作為

開 頭 ， 象 徵 揮 別 過 去 

，以嶄新的姿態面對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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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圖5) 

新專輯 Favourite Holiday Vol.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bV6GyWHQxM&t=857s


閱聽音符 Summer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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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pd4y6Z 
https://reurl.cc/rx485r 
https://reurl.cc/0olO1K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X6Nk5R 
圖2 https://reurl.cc/GVLrEG 
圖3 https://reurl.cc/xZ401V 
圖4 https://reurl.cc/20ygWr 
圖5 https://reurl.cc/ex78XK 
圖6 https://reurl.cc/8GLnjy 

 
 
 

筆者心得 

在繁忙的日子裡，儘管長時間待在電腦桌前，哪裡也去不了，他們

的歌仍能帶給人於溫煦夏日吹著海風的感受，適合當作工作的背景音樂 

，也適合納入開車旅行的播放清單。他們的音樂無法單一歸類於一種風

格裡，反而將所有喜歡的音樂風格完美和諧地融進一首歌，創作出屬於

自己的音樂種類。如果你平常喜歡聽indie或是獨立樂團，一定要去聽

聽看他們的歌！ 

https://reurl.cc/pd4y6Z
https://reurl.cc/rx485r
https://reurl.cc/0olO1K
https://reurl.cc/X6Nk5R
https://reurl.cc/GVLrEG
https://reurl.cc/xZ401V
https://reurl.cc/20ygWr
https://reurl.cc/ex78XK
https://reurl.cc/8GL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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