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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快報 

更多活動訊息 

歐盟園區活動快訊 
【歐亞學生社群】變革中的歐洲： Covid-19對歐洲的影響  

Wenzao Student Discussion Group Europe in Transition 
Evaluat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for Europe 

今年初，隨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震盪全球，歐洲各國也面臨著
極為艱鉅的狀況，此次社群邀請三位文藻歐洲研究所的老師，帶領同學從經濟環
境、健康衛生、歐洲各國及歐盟在合作時面對的挑戰，這三個面向來看「新型冠
狀病毒」對歐洲帶來的影響及改變，在這次的病毒過後歐洲又將呈現如何的面貌? 
The Covid-19 outbreak triggered tremendous consequences for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is series of talks, we invite experts on Europe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on how the 
virus outbreak has changed Europe and how a post-Covid-19 could look like. 
【活動詳情/Know more】https://c047.wzu.edu.tw/article/484280 
【報名/ Registration】https://reurl.cc/b5mLVr 

關注我們的動態 

https://reurl.cc/V6a8m6
https://c047.wzu.edu.tw/
https://c047.wzu.edu.tw/article/484280
https://reurl.cc/b5mLVr
https://zh-tw.facebook.com/wenzao.eucenter/
https://www.instagram.com/wenzaoeu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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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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V6a8m6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徵稿快訊 

Call for Contributions 
Wenzao Europe Newsletter  

 For many years the Wenzao Europe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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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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V6a8m6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https://c047.wzu.edu.tw/category/146857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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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的季節來臨，學期轉眼間即將結束，本期以園區主任主筆的Post-Covid: 

Rethinking the European Idea.揭開序幕，帶領大家思考COVID-19 在歐洲所造成的

影響及後疫情時代歐洲有哪些政策需要重新調整。 

《新聞深度報導》以《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為題，將跟大家分享，雖

然新冠肺炎（COVID-19）讓全球史無前例停工封城，但在荷蘭的餐廳業者和英國國家

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ENO）想出什麼妙招，把出外娛樂的體驗還給消費者? 

《歐洲主題專欄》以《引發經濟起伏之亂：鬱金香》為題報導，帶領大家從鬱

金香來了解花市的運作、交易方式及為何會造成世界上第一個經濟泡沫，而在此次的疫

情中，花市受到的衝擊為何，又採取什麼方式來刺激消費量。  

《歐洲學術專欄》將跟大家說明，AI時代來臨，歐洲做了甚麼? 

《世界觀點》關注新冠肺炎（COVID-19）在歐洲的疫情狀況，並淺談為何同為

歐洲大陸，但東、西歐的狀況卻差異甚大。 

看過北海小英雄嗎?本次《Do you know?》將顛覆你我對維京人的想像。 

《跨界歐洲說台灣》將與大家介紹歐洲電商環境及臺灣若想打入歐洲市場的機會。 

你知道安徒生其實也是位詩人嗎?此期《咱著來吟詩》將帶領大家認識兩位作家，

一位是耳熟能詳「丹麥文豪-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另一位則是「英國

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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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Maier

薇薇安・邁爾攝影展」；《歐洲影劇賞析》則分享劇情燒腦的西班牙電影《佈局

Contratiempo》。 

最後《好書報馬仔》以《明天別再來敲門》一書，用輕鬆詼諧的方式，探討愛、

死亡與生命的意義；《閱聽音符》則是介紹曾獲得18座葛萊美獎，目前唯一三度獲得

搖滾名人堂成就的藝人，英國歌手「艾瑞克·克萊普頓 Eric Cla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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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Post-Covid: Rethinking the European Idea. 

The Covid-19 outbreak hit the world hard,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struggle 

severely to overcome the crisis. While Europe is still mourning its death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outbreak are far from over. Only in the next months, we will be able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tremendous impacts of Covid-19 for Europe and the world. What have we 

lost,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can we learn for the future? 

      Covid-19 has changed the face of Europe profoundly, and 

it would be naïve to believe we will return to our previous 

“normal” any time soon. Lockdowns phase out sooner or 

later, but there will be a “new normal”. Too much has 

changed in various sectors of life. Europe has to rebuild itself 

- again. The time is right to rethink longstanding structures 

and adopt new ideas for our new reality. 
 Economically, the crisis questions the fundamental idea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c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is partly interrupted. Over 60% of the trade of EU 

Member States used to happen with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As of now, borders remain closed and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is limited, often resulting in long lines of trucks 

filled with much-needed supplies at the border crossings.  

Meanwhile, medical workers at the frontlines fighting the virus struggle with shortages 

of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the past, pressured by cost-cutting measures, production lines 

have been outsourced. Leaving behind Europe with insu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ies across 

many sectors. The production of generic medicine has moved abroad, triggering shortages in 

the supply of essential medicine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followed the logic of cost-cutting 

but they did not reflect concerns regarding economic security. 6 

https://telquel.ma/diaporamas/confinement-les-animaux-sont-de-sor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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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worker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jobs - if still existing. Unemployment rates in 

Europe have sparked tremendously, Spain reported a jump to over 14%. Despite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the EU wrapping up huge financial programs to support the economy, 

many companies will not survive next month. And the enormous stimulus programs trigger 

concerns about the stability of the Eurozone.  
 

  
Students are slowly returning to their schools. 

However, the crisis revealed enormous challenges 

across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 Germany, homeschooling efforts not only 

exposed the lack of digital competences among 

educators but also revealed the deficit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untry.  

An empty coffee shop in 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erman teachers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lost contact with about 20% of their students 

during the lockdown period. How can Europe stay competitive without investing more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afe digital key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skills of its 

citizens? 
 Known for its gorge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Europe 

sees millions of tourists every year. In 2019, the small 

country of Austria welcomed some 25 million tourists (3x 

its population!) - but not in 2020. Tourism is hit hard and 

its reboot is uncertain. Meanwhile, virtual tours are 

offered that allow to experience European travel 

destinations online. 

As for nature, things look more positive as lockdowns provided a unique but short 

moment for recovery. While cities were emptied, cars remained in their garages, and 

factories were closed, air pollution levels dropped drastically across Europ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gallery/2020/mar/15/europe-empties-its-streets-to-slow-coronavirus-in-pictur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gallery/2020/mar/15/europe-empties-its-streets-to-slow-coronavirus-in-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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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nna and Berlin, we suddenly saw additional bike lanes popping up. Spain 

under lockdown saw peacocks invading the streets of Madrid. In Paris, ducks are 

wandering around major cities. And in the UK, foxes become even more prominent 

sight in cities. Despite a significant drop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utput for 2020, 

the impact will be short-term on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green 

sustainable recovery for Europe. We should not forget: An even larger challenge is still 

ahead of us, global warming. Is Europe committed enough to opt for a green recovery? 

Time to rethink Europe! 
  

Armin Ibitz 
Director, Wenzao EU Center 

 



新聞深度報導 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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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一覺醒來，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 

        新冠肺炎（COVID-19）讓全球史無前例停工封城，那些參加公

共活動、和人群互動的體驗都成為過去式，但現在，一間荷蘭餐廳

（Mediamatic ETEN）和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

ENO）想出了一個妙招，要把出外娛樂的體驗還給顧客們。 

荷蘭「隔離小屋」餐廳 讓你重拾用餐的美好 
  為了讓顧客在封鎖令鬆綁後仍然能安心上門用餐，在阿姆斯特

丹的多媒體美術中心(Amsterdam‘s Mediamatic arts center)的旁邊，並

緊鄰著Dijks運河的素食餐廳（Mediamatic ETEN）想出的奇招－讓顧

客在「隔離小屋」（Serres Séparées）中用餐。 

  他們在餐廳外、Dijks運河旁的空地上安放五座足以容納2～3名

顧客的玻璃小屋，並且提供一套四道的套餐，讓顧客在接下來兩個

半小時內重溫於餐廳用餐的美好。並且為了要讓顧客能夠安心用餐，

餐廳服務生會戴上面罩及手套，並使用長托盤為每間小屋送餐。 

 

 

(圖1)隔離小屋 (圖2)服務生使用長托盤送餐 

[UF2B 吳珮毓/整理] 



新聞深度報導 
 

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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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間隔離屋再等等 
  雖然餐廳方面還有更大間的隔離小屋，不過他們認為更大間的

隔離小屋意味著用餐客人會發出更多噪音，興奮的舉動也會讓口水

四處飛舞，增加病毒傳染速度，因而暫緩推出。 

 

迷你試營運結束，一個月小實驗準備展開 
  目前，餐廳已經於4月27日至5月5日中間完成迷你試營運，如果

荷蘭政府同意於5月19日後允許餐廳重新營業，這間餐廳將進行更大

規模，為期一個月的試營運。根據餐廳官網，只要花費100歐元（折

台幣約 3,285元），就能換得一個在「隔離小屋」中用餐的機會，但

如果顧客打算單獨用餐，餐廳也會給予40歐元（折台幣約 1,314元）

的折扣。 

 

 

 

(圖3)隔離小屋 



新聞深度報導 
 

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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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防疫的私人包廂 英國即將推出車上歌劇院 
  二戰後曾在美國風靡頗長時間的汽車電影院，近期因疫情的關

係，也在其它國家流行起來，英國國家歌劇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ENO）趁勢把這個主意挪到古典樂壇，提出全球第一個「汽

車歌劇院」計劃。 

  該計劃預計9月上路，以倫敦北部亞力山卓宮為地點，臺上的演

奏者及歌手「保持適當距離」，觀眾則在300輛汽車，包括後方比較

大型的車輛裡看戲，機車與腳踏車也允許入場，大家一起享受擁有

專屬特製布景的現場歌劇，順利的話，ENO還會將之推廣到全英各

地。首先上檔的12場節目包括縮短為90分鐘版本的《波希米亞人》，

與適合闔家觀賞的1小時版《魔笛》，第一場將供前線工作者與國民

保健系統人員免費入座。 

  該院執行長Stuart Murphy表示，這是他們執行「人人享歌劇」任

務的一部分，也是一場可能帶來完全不同藝術型式的實驗，雖然在

疫情來臨前，就提過這個點子，但新冠肺炎無疑是使之加速成型的

契機—無法參加公共活動、缺少社會性接觸的人們，不只想念家人

與朋友，也想要看到真正的live演出，而非只是線上串流—希望能夠

廣為提供這樣的節目，讓大家在安全的環境裡重拾集體活動的感覺。 

 

 

 

 

 

 

 

 
 

汽車電影院小知識 
    最早出現於1933年的美
國，在1950年代跟著小兒麻
痺病毒的爆發一起達到高峰。
當時，露天汽車電影院標榜
的就是來這不用怕感染流感
和小兒麻痺病毒。 
此外，家長可以帶著孩子一
起來，不用煩惱請誰照顧孩
子，也不用怕孩子會吵到其
他觀眾。 



新聞深度報導 
 

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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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在現場該作何反應？ 
  執行長Stuart Murphy表示，人們可以利用閃燈或鳴喇叭來取代鼓

掌叫好，他覺得這可能會吸引到喜愛汽車、將車子視為一己之延伸

的全新世代的觀眾。如果計劃獲得成功，汽車歌劇院也能前進賽車

場或歷史遺跡之間表演，ENO已與國際上其它對此感興趣的歌劇院

展開建設性的對話，努力為大型集體活動建立新的安全場域。 

  此外影響該計劃進行的一大因素，顯然是「駕車外出」的禁令

何時解除，目前消息指出，歐盟將私人運輸劃為最先解禁的項目之

一，因此對於ENO仍在計劃的9月登臺音樂劇來說是個正面的消息。 

 

 

 

 

 

 

 

 
 

(圖4)一家位於德國北萊茵-西伐利亞邦(North Rhine-Westphalia)馬爾市(Marl)的露天汽車電影院 



  

新聞深度報導 
 

筆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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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新冠肺炎的肆虐，對於全世界的各個行業都有很大的衝

擊，尤其是旅遊業、餐飲業和其他娛樂性行業，因此全世界都在

想能夠讓顧客安心消費並且自己本身還可以賺錢的新辦法。 

  除了上述介紹的荷蘭和英國，其實像是在台灣我們就有呼籲

夜市餐桌設隔板、減少座位或是採梅花座的方式，並規劃單一出

入口實施人流管制，攤商及消費者也應全程佩戴口罩，甚至部分

商店採用外送服務的方式，讓人民對從事基本娛樂活動和外食安

心外，也讓業者有基本繼續營業的收入。 

    在這段期間，雖然對於業者來說非常辛苦，與此同時，在某

方面來說或許這是個激發創新行銷手法的時機，因此我們見到了

各式各樣為了因應疫情影響、業者所想的特殊辦法。總而言之，

在這種非常時期，業者和顧客都得互相配合，一起共勉之。 

 

摸不透的疫病，該如何迎戰？  

 

資料來源： 
https://bit.ly/2WYdDU6 
https://bit.ly/3bwnwxg 
https://bit.ly/2LqC7je 
https://bit.ly/3fKiHnw 
https://bit.ly/3cvBn8j 
https://bit.ly/3fUFJZ0  

圖片來源： 
圖1：https://bit.ly/3bwnwxg 
圖2：https://bit.ly/3bwnwxg 
圖3：https://bit.ly/2LqC7je 
圖4：https://bit.ly/3fKiHnw  

https://bit.ly/2WYdDU6
https://bit.ly/3bwnwxg
https://bit.ly/2LqC7je
https://bit.ly/3fKiHnw
https://bit.ly/3cvBn8j
https://bit.ly/3fUFJZ0
https://bit.ly/3bwnwxg
https://bit.ly/3bwnwxg
https://bit.ly/2LqC7je
https://bit.ly/3fKiH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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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經濟起伏之亂：鬱金香 
〔UE3B 陳妤瑄 張芸瑜／整理〕 

花
語
：
博
愛
、
高
雅
、
體
貼
、
富
貴
、
聰
穎  

荷蘭國花－鬱金香（Tulip） 
 

鬱金香不是荷蘭的原生種 
 
 

    早期的鬱金香，是經由商人從土耳其 伊斯坦堡所傳入的。荷蘭因為有著獨

特的栽種條件，所以很快地就變成了鬱金香的主要栽培國之一。 

 

    荷蘭，有著百花之國的美稱，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們的國花－鬱金香。

花期為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在這足足幾個月的時間，就可把荷蘭點綴成巨型花海。 

圖（一）：鬱金香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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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個經濟泡沫－鬱金香狂熱（Tulip Bubble） 
     每回提到鬱金香，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事情莫過於因為它所引起的經濟熱

潮－鬱金香泡沫。 

    於西元1634年開始，人們熱衷於買賣鬱金香這件事情，由於物以稀為貴，

鬱金香是無法在短期內栽種出來的東西，它有兩種培養的方式：第一是透過

種子，但這個方法需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另一種為透過栽種「球莖」獲得，

這個方式就快了許多，只需要一年的時間，便可以收穫鬱金香。 

 

    所以商人透過哄抬價格的方式買賣球莖，一時造成水漲船高的情況出現，

人們得知這是個賺錢的好時機後，便紛紛投入這個市場，連普通品種的鬱金

香，價格也被抬高到25倍多，期貨＊的交易方式，便是在這時所出現。 

    我們要知道，他們所炒賣的為「球莖」。當快到了交貨時間時，人們對

於栽種後所收穫的花朵價格到底會值多少錢沒有任何頭緒，所以紛紛脫手，

以低價轉手賣出，造成買空賣空的情況出現，讓許多人在這時不但變成了身

無分文，還欠了一大筆債的倒霉鬼，所謂的盛極必衰，用來形容這個情況，

最適合不過了。 

    至於為何會造成轟動的原因，至今仍沒有個正確的說法，也只能任憑人

們的想像、猜測，去推定當時造成空前盛況的經濟泡沫了。 

圖（二）：16世紀鬱金香價格走勢表 圖（三）：16世紀鬱金香價格走勢表 

為一種跨越時間的交易方式。透過合約的方式，商
量好交易條件後，並在約定的時間交貨。 知識小科普 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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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鮮花拍賣市場（Aalsmeer Flower Auction） 
 

    為世界最大的鮮花交易市場，世界上有80％的花卉皆來自於此處的交易，每
天售出將近2,000萬朵的鮮花，在特殊的節日，例如母親節、婦女節、情人節都會
提高15%的銷量，其次，它是全球第三大的建築，由此可知，可以容納非常多的貨
物。 
    此處開放遊客參觀，但是有趣的是遊客並不能近距離接觸花朵們，而是在距
離花市上方好幾公尺的走道參觀，所看到的畫面是一台台的運輸機不停忙碌地跑
來跑去，畫面十分的壯觀。 
 

圖（五）：花市內部 

花卉購買過程  

栽培 
•花農種植花或植物，待產品成熟後進行收成和挑選 

運送 

•貨車或卡車:荷蘭當地花農自行運送或是利用專用冷藏卡車 

•海運或空運:來自國外的鮮花和植物 

冷藏 

•拍賣中心設有大型冷藏室，讓花能夠緊密閉合以保持新鮮度 

•若植物沒有冷藏，則會放置在拍賣中心的普通倉庫 

拍賣 

•早上6點開始進行拍賣 

•拍賣時鐘上會顯示正在拍賣的產品資訊 

分銷 
•產品一經出售，便進入分銷大廳，準備送達客戶手中 

抵達 

•當天下午，顧客就能收到所購買的鮮花 

•海外國家則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 

點擊播放即可觀賞影片 

圖（四）：Aalsmeer Flower Auction Fights 
the Clock 影片觀賞 

影   片   觀   賞 

影   片   觀   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7buFdpi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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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方式：採荷蘭式拍賣法 
 

拍賣方式 英國式拍賣法 荷蘭式拍賣法 

別稱 增價拍賣 減價拍賣 

說明 

• 競價由低向高遞增，直到以

最高價成交。 

• 最古老、占統治地位的拍賣

方式。 

• 競價由高到低遞減，直到第一個

競買人（買家）應價成交。 

• 起源於荷蘭的鮮花交易市場。 

優點 使物品價值實現最大化。 
拍賣迅速，適合容易腐爛的果蔬、

魚類、鮮花等。 

缺點 
贏者詛咒（Winner's Curse）：

競買人可能會出價超出預估價。 

無聲拍賣：競買人往往坐等觀望，

使現場競爭氣氛不熱烈。 

拍賣過程 
 

    在Aalsmeer花卉拍賣會場上，大廳前的大屏幕上會顯示拍賣時鐘和拍賣

資訊如數量、類型、顏色和種植者的姓名等。 

圖（六）大廳前屏幕 圖（七）玻璃隔板後的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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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家則坐在玻璃屏

風後面以電子方式出價，

當鮮花和植物搭在自動

列車上駛出來時，拍賣

時鐘上的紅點便會開始

轉，買家可以依照自己

希望的價格按下按鈕，

而第一個按下按鈕的人

可以優先輸入所要購買

的數量，  

    如果需求大於供應，那麼花費太長時間在等待價格下跌的人，將可能會

空手而歸；同樣地，購買速度過快的人則會以高價買下，但至少可以放心地

接收該產品。 

 購買目的、原因 
 

    在荷蘭，花卉產業就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5%

以上。資深鬱金香花農Geert Hageman指出他所

經營的鬱金香事業，即使在歐洲長時間的經濟危

機中，也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人們不會花太多錢

去渡假，他們傾向於留在家中，而在這種經濟緊

縮時期，他們渴望的是便宜的奢侈品。他更提到

在歐洲，如果家裡沒有花，那看起來就是未經裝

飾的。  

圖（八）買家電腦裡的畫面 

圖（九）歐洲用鮮花裝飾外觀 



歐洲主題專欄 引發經濟起伏之亂：鬱金香 

 

 

19 

    花草植物對歐洲人來說是不

可或缺的，他們喜歡用花來裝飾、

點綴自己的生活空間。根據統計，

台灣每人每年消費花卉金額約在

新台幣500元左右，歐洲則接近

10,000元，是我國的10至20倍。  

疫情衝擊 
 

    正值鬱金香盛產與母親節到來的季節，再加上歐洲人會在復活節向教宗

獻花的緣故，原本應該是荷蘭鮮花拍賣公司一年裡最忙碌的季節，花農也等

待著即將迎來的巨額銷售量，然而整個歐洲受到疫情影響，人們不社交，花

的需求量大減，使得荷蘭鮮花拍賣市場不得不銷毀近8成的鮮花，發言人也

表示這是百年以來首見的危機。 

 

圖（十）歐洲用鮮花裝飾窗台 

圖（十一）大量鮮花被銷毀 圖（十二）被丟棄的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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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荷蘭的防疫措施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較為寬鬆，荷蘭並沒有像

法國和西班牙一樣有限制外出的禁令，但是荷蘭人目前對食品和衛生紙

的需求遠遠大於對鮮花和植物的需求，因此皇家球莖花卉種植者協會發

起活動，鼓勵顧客購買鮮花而非衛生紙。  

點擊圖示即可觀賞影片 

    除此之外，其中一間公司的員工見狀也發起一個計劃，邀請1,000多家荷

蘭公司購買超過1萬朵鮮花，包括鬱金香、玫瑰和菊花，並分送給公司員工、

醫院和養老院。 

      之後一些國家像是比利時、德國、英國和加拿大也紛紛效仿此計畫。荷蘭

農業部部長也贊同這個想法，鼓勵政府同事參與其中。 

圖（十三）買花而非衛生紙計畫影片觀賞 

圖（十四）Van der Ende公司的Michiel Brockhus 
 

Buy Flowers Not Toilet Paper 

影 
 

片 
 

觀 
 

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9v4e6y1oI&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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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在4月27日（荷蘭的國慶日、國王節），

特地空運3,999朵橘色鬱金香來台，象徵著很多個「長長久久」，也是

「3qqq」以表達對台灣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謝意。而橘色正是國王節的代

表色，象徵熱情、勇氣，還有希望，為台灣及荷蘭加油打氣。  

 

圖（十六）荷蘭空運橘色鬱金香來台 

圖（十五）推動買花挑戰 

        Van der Ende公司的Michiel 

Brockhus也透由購買1,000株花，

並利用社群媒體向3間公司或是

個人發起挑戰，且要求每個參

與者都需在社群網路上發布花

朵照片，期望能快速推廣此計

畫以幫助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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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https://reurl.cc/GVnlqG 
圖二：https://reurl.cc/NjYEMk 
圖三：https://reurl.cc/z8q7n6 
圖四：https://reurl.cc/Kk966M 
圖五：https://reurl.cc/Wd0V9L 
圖六：https://reurl.cc/9EDNqV 
圖七：https://reurl.cc/mnx5N9 
圖八：https://reurl.cc/pda02e 
圖九：https://reurl.cc/3DKnKL 
圖十：https://reurl.cc/nzm3m2 
圖十一：https://reurl.cc/R4YGOz 
圖十二：https://reurl.cc/kdnY83 
圖十三：https://reurl.cc/rxEGDE 
圖十四：https://reurl.cc/NjYd4n 
圖十五：https://reurl.cc/20KGYE 
圖十六：https://reurl.cc/9EDNrx 
 
 
 
 

https://reurl.cc/b5Wy1r 
https://reurl.cc/exMZ0m 
https://reurl.cc/d0Qvdk 
https://reurl.cc/GVnLZd 
https://reurl.cc/NjYmDx 
https://reurl.cc/NjYmDm 
https://reurl.cc/z8qjXV 
https://reurl.cc/pdajVd 
https://reurl.cc/62K3e5 
https://reurl.cc/3DKlZR 
https://reurl.cc/Mv3xGm 
https://reurl.cc/L3azrX 
https://reurl.cc/L3azgx 
https://reurl.cc/NjYd6p 
https://reurl.cc/b5W85M 
 
 
 

    荷蘭的鮮花拍賣市場結合科技，創造出非常先進的環境給買家，整個買賣過程

也相當的完善且快速，甚至吸引許多觀光客前來一探究竟。除此之外，荷蘭式拍賣

法也相當有趣，讓人沉浸在想壓低價格，同時卻又怕被買走的緊張情緒裡，雖然對

圍觀群眾來說，或許無聲拍賣使得氣氛不夠活躍，但這種獨特的拍賣方式，我想就

足以引起遊客的好奇心和興致。 

    起初，我的印象僅止於台灣傳統市場裡賣花的攤販，因此我非常好奇歐洲的鮮

花市場收益怎會如此龐大，甚至有一間規模和設備都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拍賣會場，

但後來我發現這是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歐洲人崇尚浪漫，喜歡用花草來裝飾、佈置

家裡，因此在歐洲各地，都會經常看到各式各樣的花裝飾在陽台或牆壁上；反觀台

灣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而此次疫情大大的衝擊了荷蘭花卉產業，想必是花農們都未曾預料到的結果，

畢竟花可是歐洲家家戶戶的必需品。但藉由這次疫情，我也從他們政府和公司對於

疫情衝擊所採取的種種措施發現荷蘭對於花卉農業的重視，他們特別的供應鏈方式，

讓荷蘭一個 1/3 國土面積在海平面以下的國家，以有限的耕地面積，卻仍創造出舉

世驚嘆的農業奇蹟，甚至更坐擁全球最大的鮮花拍賣會場。 

 

https://reurl.cc/GVnlqG
https://reurl.cc/NjYEMk
https://reurl.cc/z8q7n6
https://reurl.cc/Kk966M
https://reurl.cc/Wd0V9L
https://reurl.cc/9EDNqV
https://reurl.cc/mnx5N9
https://reurl.cc/pda02e
https://reurl.cc/3DKnKL
https://reurl.cc/nzm3m2
https://reurl.cc/R4YGOz
https://reurl.cc/kdnY83
https://reurl.cc/rxEGDE
https://reurl.cc/NjYd4n
https://reurl.cc/20KGYE
https://reurl.cc/9EDNrx
https://reurl.cc/b5Wy1r
https://reurl.cc/exMZ0m
https://reurl.cc/d0Qvdk
https://reurl.cc/GVnLZd
https://reurl.cc/NjYmDx
https://reurl.cc/NjYmDm
https://reurl.cc/z8qjXV
https://reurl.cc/pdajVd
https://reurl.cc/62K3e5
https://reurl.cc/3DKlZR
https://reurl.cc/Mv3xGm
https://reurl.cc/L3azrX
https://reurl.cc/L3azgx
https://reurl.cc/NjYd6p
https://reurl.cc/b5W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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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時代來臨，歐洲做了甚麼? 
[UA2A 顏聖潔／整理] 

 

前言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AI（人工智慧）一詞逐漸的成為繼機器

人之後，新興的科技寵兒。各樣的影視作品，也隨著他的出現，越

發與日俱增。到底人工智慧是什麼？是許多傳言所說，未來會取代

人類的科技嗎？基本而言，AI包含了兩個重要的元素： 

 

 

 
大數據 

(Big Data) 

•也稱巨量資料。巨量資
料也可以定義為來自各
種來源的大量非結構化
或結構化資料，且並沒
有統計學的抽樣方法，
只是觀察和追蹤發生的
事情。 

•巨量資料通常包含的資
料大小超出傳統軟體在
可接受的時間內處理的
能力。 

演算法 

(Algorithm) 

•利用程式語言設計可產
出預期結果的電腦運算
法則，通常是以數學式、
規則條件或是兩者組合
而成的邏輯語法。 

•簡言之，就是對〝數位
大腦〞思考所設計的運
作法則，機器人就照著
這 個運作法則去執行所
賦予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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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能並不是一被發明出來，就知道如何執行任務，或是

有我們所謂的“類人類”行為及思考模式，它是像人類一樣，需要

學習的，而它要學習的，就是使用大數據，來處理所需要的資訊，

如何取得有用的資訊呢？就是需要靠演算法。 

但演算法也有很多種，有預測分析的演算法、各類統計演算法、

深度學習的演算法等等，每個會寫程式的人，都可能創造自己的演

算法，因此有高低優劣之分，好的演算法，會造就聰明的大腦，也

就是聰明的AI，以及高IQ的機器人。 

而近期，人工智慧（AI）結合物聯網（IoT）的AIoT為最熱門

的趨勢，勢必帶動如半導體、邊緣運算、5G網路、智慧車輛等相關

技術領域的創新發展，引領第四波科技創新，迎接智慧時代的到來。 

 

 

▲(圖一)AI的大數據及演算法帶動各個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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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的AI白皮書 

    AI逐漸滲透企業，成為商業世界與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然而AI也引

發資安、隱私等爭議。對此，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20年2月

19日發表《人工智慧白皮書》（AI White Paper），談論AI的使用規範。 

 

AI白皮書：避免偏見、詳細記錄，並告知使用者是否在與AI互動 

1. 訓練AI的數據資料必須要涵蓋廣泛的人口，避免產生偏見。 

2. 必須詳細記錄AI的訓練過程。 

3. 使用者與 AI 互動時，必須告知使用者正在與自動化系統互動，不是真人。 

4. 歐盟以外開發的 AI 可能要重新訓練才能進入歐洲市場，以確保符合歐盟規範。 

 

歐盟執委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將此白皮書描述為「適合歐洲的數位

時代規範」（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表示：「要透過數位轉型驅動經

濟，找到適合歐洲的數位時代解決方案」。 

執委會資深成員 Thierry Breton 表示，「白皮書的精神是科技不能降低人權

與自由，AI 在白皮書內受到規範，以確保道德。」，而「促進廣泛的辯論」也是

歐洲執委會發布白皮書的目的之一。 

 

 

 

 

 

 

 

◄(圖二)白皮書封面 

白皮書傳送門:https://reurl.cc/pdY0Wa 

https://reurl.cc/pdY0Wa
https://reurl.cc/pdY0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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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研究發展 

 

英國 

2017年，英國政府為了促進AI產業發展及強化現有發展優勢，針對

其於同年1月推出之「數位策略」（Digital Strategy）提出修正；根據國際

顧問公司Accenture的統計，AI產業能在2035年前為英國帶來7,300億歐元

的經濟效益。 

2016年，英國政府於聯合國發布的政府E化排名研究（UN E-

Government Survey, 2016）位居全球之冠，顯見英國數位轉型的實力。

英國跨黨派議會黨團（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APPG）委由分析公

司「Big Innovation Center」和「Deep Knowledge Analytics」蒐集相關數據

並提出分析報告，認為英國具有成為AI科技領先國家的各項要件。 

2018年七月，Deep Knowledge Analytics也和DAG Global發布另一項

研究報告，認為英國的政府和產業資源集中，加上堅強的技術實力，將成

為加密經濟的領導者和區塊鏈技術發展的全球中心，然而面對世界列強的

AI發展優勢、矽谷頂尖科技企業和大學的人才吸引力，以及歐洲國家整體

吸引外資表現較弱的事實，報告中也點出了科技領域人才流失等隱憂。 

雖然有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這些知名學校，但並沒有一套機制可以

串聯起這些優勢，妥善整合，並作為吸引人才、外資以及國際合作之火力，

2014年倫敦的AI企業「DeepMind」為Google所收購也是一個警訊；因此，

報告中提出一項結論，認為英國需要密切關注美國及中國的AI產業策略發

展，同時提出具體的政策來支持研究成果轉化為新創企業，並鼓勵大學推

動創業，才能確保既有的AI產業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此外，雖然美國及中國在國際AI產業上表現突出，但英國有機會在

特定領域領先發展，像是醫療照護及金融科技等；且英國在相關道德議題、

監管機制和安全性的發展上較為發達，也是吸引企業到英國發展AI技術的

重要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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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住AI產業人才的作法 

 

1. 預算加碼、強化學術人才培育： 

為了確保英國AI產業和數據革命維持領先地位，因應未來AI科

技將大幅改變經濟及生活之趨勢，英國政府於年初提出人工智慧產

業協議（AI Sector Deal），確保從突破性的癌症治療方法到打擊金

融犯罪等方面，都能有足夠的科技人才資源，並投資10億英鎊於AI

產業發展，為了強化吸引和留住國際人才，近期又宣布額外加碼5千

萬英鎊，這筆經費將運用在和國家級人工智慧研究機構「圖靈研究

所」（Alan Turing Institute）的合作上，幫助其吸引、留住及養成AI

領域的研發人才。 

 

2. 串聯現有優勢，強化AI產業投資誘因： 

如上所述，英國具有優秀的學術機構及研發成果，能作為吸引

國際企業到英國投資AI技術研發之誘因；今年Amazon更宣布將於曼

徹斯特新設辦公室，估計將為英國帶來600個軟體開發和機器學習領

域之工作機會，此外，也同步擴大其在劍橋和愛丁堡的研發中心，

各新增180名和250名人才需求。 

在英國脫歐陰雲未散之際，Amazon此舉無疑是給予英國發展

極大的信心，事實上，Google和Facebook等矽谷的大企業也在英國擴

大投資，希望能吸納更多英國當地的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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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研究發展 
 

法國 

「#France AI」，定義AI為國家優先發展產業 

France 
AI 

通過融資和網絡
系統支持本地AI

計劃 

舉辦年度“法國
就是人工智能”
會議，以交流最
新研究，應用及
論辯其對社會的

影響 

與其他國家AI中
心（美國，加拿
大，英國，瑞士
和中國）建立橋

樑 

在社區的參與下
構建AI系統的動

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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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芬蘭在2018年推出免費的AI線上速成班，目的是教育公民有關

新技術的知識。隨著年底將交出歐盟輪值主席的職位，芬蘭也決定

在離開前送給歐盟一份的禮物：將課程翻譯成所有歐盟成員語言，

為所有人免費提供。 
 

    一直以來，芬蘭政府都致力於提高國內科技教育，此次課程的

設計目的也是希望讓公民能在AI領域取得優勢。曾參與設計課程、

任職於Reaktor軟體設計諮詢商Megan Schaible則表示，他的動機是透

過這項課程證明「AI不應只交由少數菁英編碼人員掌握」。 
 

    從AI哲學含意到貝氏概率（Bayesian probability）技術在內，AI

元素課程包含一系列主題，每個部分都得花上5-10個小時，估計全

部完成約得花上6周的時間。 
 

    除了設計精美，每個課程結尾也提供了簡短的測試，在芬蘭當

地相當受到好評，據統計550萬人中已有1%以上參與。 

◄(圖三)  網站上的課程簡介 

https://www.elementsof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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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荷蘭工業暨雇主聯合會VNO-NCW (Confederation of Netherlands 

Industry and Employers)於2019年10月8日首次對外介紹「全國人工智

慧聯盟」，預計在未來七年內集資超過20億歐元。 
 

        AI聯盟將由大約70個大型組織機構聯合組成，成員包括技術旗

艦飛利浦(Philips)、荷航(KLM)、大型連鎖超市Ahold Delhaize、旅行

平台Booking.com、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和荷蘭各大院校等，

計劃在未來七年內投資10億歐元，每年投資約1.5億歐元，並要求政

府將投資金額增加1倍達20億歐元。 
 

        企業界和大學院校亦設定了吸引約400名國外AI研究人員的目標，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機器學習」教授Max Welling表示：「荷蘭必須

與Apple、Google 和 DeepMind等大公司競爭，並在歐洲的各大學中

獵才，必須提供高薪和擴大研究範圍來提高競爭力。」 

◄(圖四)荷蘭工業暨雇主聯合會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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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在人工智慧學術研究方面，歐洲被說發展速度慢了中美

許多，但這樣堅持維護使用者隱私權利的精神不容小覷。 

自人工智慧發明以來，各國大小企業及政府，紛紛投入大筆

資源，期望能獲得最先進的技術，使自身能率先受益，但這些日進

千里的技術進步背後，產生的是使用規範上的制定及政策運行速度

的疑慮，可以說是規範在追著技術跑，資安問題屢見不鮮，筆者認

為，在科技飛速進步的背後，其影響的領域極其廣泛，而各個國家，

因著國情不同，會依其國家之優劣勢，做出相應的科學研究及發展。 

然而，道德這一塊不能也不容被忽視，歐盟此一作法，雖不

是完全保證資安問題不發生，卻是在AI訓練及研發的過程中，朝

“以人為本”的方向發展，帶動整個歐洲大陸以至於全球，都看重

此問題，不讓人權作為科技進步、經濟成長的犧牲品。歐盟率先起

頭，做了表率，雖然白皮書內許多規範，一經發表便遭到質疑，因

為AI科技牽連領域甚廣，一概而論的法規可能加大了產業的限制，

但萬事起頭難，且規範本就是就著人的需要，相應而生，這些質疑

聲，可被視為此一議題的濾網，過濾不需要的，留其所需，正是法

規連著科技進步的關鍵。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pdY0Wa(原文)  
https://reurl.cc/O1R607   
\https://reurl.cc/8G9Mo7(原文)  
https://reurl.cc/yZKOED   
https://reurl.cc/0oW0pA    
https://reurl.cc/g7nrWb 
https://reurl.cc/4RNep3    
https://reurl.cc/lVYreA 
https://reurl.cc/Y13NXa  
https://reurl.cc/QdV2dq 
https://reurl.cc/qdKKM0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xZ3M1V 
https://reurl.cc/Aqb9RQ 
https://reurl.cc/KkO2py 
https://reurl.cc/MvM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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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世界觀點 

[YT4A 馬劭瑄/整理] 

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2月11日將武漢肺炎定名為「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為方便讀者閱讀，以下稱「新冠肺炎」。截至本月19日，新冠肺炎

在全球確診人數將近5百萬，死亡人數破31萬。此次疫情不僅重創了世界經濟、社

會發展，也使許多國際盛事活動無法順利舉行。 

 

在歐洲國家中，西歐疫情比東歐嚴重許多。世界第一位確診新冠肺炎的國際

領導人，正是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甚至還一度住進加護病

房，幸好最後平安出院。如今，歐洲疫情逐漸趨緩，各國也陸續籌備解封，準備

復工、復學。 

(圖1) 疾管署5月13日世界疫情 

(圖１) 疾管署5月19日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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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指出，歐洲東部疫情較西部輕緩的原因

包括：平均壽命較低即老齡人口較少、人口分布較稀疏、較少飛往中國的航

班、篩檢率較低等。同時，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東歐及中歐即時採取封鎖措

施。東歐及中歐國家的政府，在看到義大利疫情慘況時，就立即實施封鎖措

施，然而英國及西歐國家，直到3月中仍然沒有取消大型公眾活動與集會，

錯失防疫黃金時間。 

為什麼西歐疫情比東歐嚴重？ 

    若只將歐洲分成東西部來看，相較起歐洲東部國家，西部國家的經濟發

展比較發達。然而，在歐洲西部國家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卻遠遠超過東部。

儘管各國統計死亡人數的標準各不相同，數字方面會出現許多誤差，但毫無

疑問，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比利時都位

於歐洲西部。 

除此之外，東歐國家的人民對自己國家醫療體系的不信任感，也使他

們更願意去遵守政府的封鎖措施。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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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歐洲各國紛紛著手進行防疫時，英國的「佛系防疫」令人印象深刻。 

事實上，英國防疫可分為三個階段：防堵、延緩和抑制。疫情爆發後，英國

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於2月10日將疫情風險上調至「嚴重和急迫」

等級，賦予公衛部門強制隔離感染者的權限。 

然而，英國在3月12日累計逾600人確診，內閣因此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抗疫

行動從第一階段「防堵」進入第二階段「延緩」。英國政府打算趨緩感染病例增

加的速度，避免疫情在短期內失控，導致國家醫療服務（NHS）體系無法負荷，

因此規定出現發燒和持續咳嗽症狀者在家自我隔離一周，但商店仍舊照常營業，

學校也沒停課，亦未禁止大型公眾集會。同時，英國政府還採取「群體免疫」，

認為大多數輕症者在染病痊癒後會自然產生抗體，若6、7成人口獲得免疫力，即

能達到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之說引起各方爭議，這種作法也使英國防疫被稱作「佛系防疫」。

倫敦帝國大學3月16日公布的報告中顯示，參考義大利的疫情發展狀況，若英國

政府不加強防疫手段，會造成近27萬人死亡。因此，英國自3月18日起陸續實施

停課、關閉餐飲娛樂場所等措施，並於23日發佈全國禁足封鎖令，禁止2人以上

的公眾集會，除購買必要物資、工作等理由外不得外出。國會也於25日通過緊急

法案，賦予警方對違反封鎖令的民眾開罰及逮捕權限，違規外出者可被處約新台

幣2100元罰款。 

英國防疫與解封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隔離感染者 防堵 
減緩疫情 
群體免疫 

延緩 全國封鎖令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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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疫情逐漸趨緩，英國政府也在5月10日宣告將有條件分階段解

封。自13日起，允許民眾外出運動，但仍要保持社交距離，否則仍會面臨

高額罰款。第二階段的解封在6月1日，從小學開始恢復上課，部分商店可

望恢復營業。最後階段的解封在7月，可望餐旅業與更多公共場所恢復營業。

原本的宣導口號「待在家中、保護國家醫療保健服務（NHS）、拯救性

命」，也將改成「保持警覺、控制病毒、拯救性命」。 

 

儘管如此，對於該不該解封仍有許多質疑聲浪，蘇格蘭和威爾斯地方政

府則宣布不會跟隨這個解封方案。 

(圖2) 英國首相約翰遜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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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中，捷克防疫成效算是顯著。3月疫情爆發時，便採取關閉學

校、商店及邊境等措施。4月1日與台灣發表聯合聲明，建立防疫夥伴關係，

成為第一個與台灣簽署防疫聯合聲明的歐洲國家。 

捷克與台灣在快篩檢測試劑、疫苗與藥品的研發生產方面建立夥伴關係，

在醫療物資和設備方面等也有進行交流。此外，台灣贈送呼吸器、防護面

罩、消毒噴霧等防疫物資給捷克的舉動，也讓布拉格市長特別拍影片感謝

台灣。（影片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948531835209133） 

 

 

 

 

台捷防疫外交 

         

捷克解封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目前，捷克也陸續恢復經濟活動，解除各種外出限制，但在公共場所仍

須配戴口罩。 

4月24日 

•允許民眾自由外出 
•允許10人以下聚會 

4月27日 

•以店內坪數大小為考量，開放部分商家營業 

•駕訓班及健身中心恢復營業，但不開放使用淋浴間及更
衣室 

5月11日 

•開放餐廳、酒吧和咖啡廳戶外用餐區 

•美容院、博物館、美術館和展覽館可重新營業 

5月25日 

•開放餐廳室內用餐空間 

•旅館、飯店、電影院恢復營業 

•取消社交活動限制，開放文藝場館 

•允許體育活動舉行，但有人數限制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94853183520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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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洲各國解封概況 

義大利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西班牙 

5月11日起，除了首都馬德里和第一大城巴塞隆納外，其餘70%的地

區放寬禁足令，允許10人以下的聚會，民眾在可以到餐廳、酒吧和博物

館，但仍須戴口罩。同時，允許西班牙民眾搭機和搭船，但仍需遵守14

天居家檢疫，外國旅客至少要等到六月底才會開。 

法國 

5月11日起 有條件地逐步解封。重開餐廳、酒吧和小學。學生須嚴

格遵守防疫規則。中學則維持關閉至6月底。 

德國 

    5月6日放寬封鎖限制後不到1週時間，確診人數飆升。目前大多數

地區的企業、公共交通與商店已恢復營業，學生逐漸重返課堂，德國頂

級足球聯賽近期也會重新舉行。 

5月18日 

•餐廳、酒吧、
理髮院等商
家恢復營業。 

•允許民眾自
由外出或跨
大區移動，
大型集會仍
被禁止。 

5月25日 

•健身房、游
泳池和體育
中心重新開
放。 

6月3日 

•開放邊境，
准許義大利
本國人跟歐
盟地區人士
自由進出，
無須接受為
期兩周的治
療。 



  

世界觀點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kdn6qG 
https://reurl.cc/b5Wv8M 
https://reurl.cc/D9q0mO 
https://reurl.cc/4RLxQY 
https://reurl.cc/lVz1vE 
https://reurl.cc/vDQM0a 
https://reurl.cc/O1R6QA 
https://reurl.cc/0oam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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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Wd0nVD 
圖2： https://reurl.cc/d0QYqD 

 

      每天打開新聞，一定會看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及相關資訊，於是決定本

篇也以新冠肺炎為主題去編寫。從剛開始疫情爆發，到現在逐漸趨緩，看到

了不同國家的改變，也見證不同文化風情對於疫情的反應。很難想像在21世

紀，科技如此發達先進的時代，人類竟然還會遭遇如此災禍，人滿為患的都

會區成了空城，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變得難能可貴。 

      在查找資料及比對各國疫情的同時，對台灣防疫表現感到驕傲及欣慰，

儘管在國際舞台上受到諸多打壓，台灣仍然堅持盡自己最大努力幫助他國，

並且在疫情初期就嚴謹認真地防疫。 

      不知道這波疫情會持續到什麼時候，不知道世界會不會迎來下波疫情。

透過這次疫情，我們發現了世界依舊存在許多的弊端，發現了人類的渺小。

疫情過後需要長時間的修補與平衡，希望世界接下來能有更多的合作，而不

是自私為己。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 東西不同調 

 

 

https://reurl.cc/kdn6qG
https://reurl.cc/b5Wv8M
https://reurl.cc/D9q0mO
https://reurl.cc/4RLxQY
https://reurl.cc/lVz1vE
https://reurl.cc/vDQM0a
https://reurl.cc/O1R6QA
https://reurl.cc/0oamV6
https://reurl.cc/Wd0nVD
https://reurl.cc/d0QYqD


Do you know 神秘的維京文化 

39 

        提到維京人，大家普遍聯想到的都是卡通北海小英雄裡頭的兇猛的海盜，

他們兇惡的形象早已深深的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但其實不然，現實生活中的

維京人有著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維京人就是野蠻人的代

表，但其實這對維京人是個很大的誤解。實際上，維京人不僅生活不邋遢，還

很注重自身的乾淨和自己的儀表呢！ 
 

         維京人起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就是現在的挪威、瑞典和丹麥。在

英語中，「vik」的意思是「海灣」，「ing」的意思是「從……來」，加起來

「維京」意思是在海灣中從事某種事，「vikingr」是在海灣中從事這種事的人。

雖然大家普遍都認為維京人就是海盜的化身，但其實大多數的維京人平常是以

農夫的身份過活，只有小部分時間才會化身為海盜，而且一年只會在春播或秋

收的時候外出去掠奪。 

  

神秘的維京人 Vikingr 
 

〔XE5A/ 黃亭娟整理〕 

圖一：維京人的傳統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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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人的飲食習慣 

        維京人處在一個自給自足的時代，他們種植蔬菜和飼養大量家畜

以攝取蛋白質，例如：牛、馬、豬以及羊。食用家畜之後，維京人會

將骨頭和皮用來製作衣服和工具，包括針和勺子。而因北歐的天氣寒

冷，為了長時間保存食物，因此維京人會將肉類和魚類進行醃製。維

京人最重要的營養來源是魚類，其中最重要的是鯡魚。而且他們有26

種不同類型的魚可以做選擇，這也使得捕魚成了一項重要的職業。 
 

        在維京時期，野生的水果和漿果大量生長。維京人可以從樹林中

獲得樹莓、越橘、榛果和野生蘋果等。在當時維京人已經得知吃蘋果

有益健康，因此他們常將蘋果製成料理。他們的甜食以漿果、水果和

蜂蜜為主。也因為這樣的飲食習慣，形成維京人最著名的蜂蜜酒—米

德酒。 

圖二：越橘 

圖三：醃製過的鯡魚 圖四：米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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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人的武器 

    武器對維京人來說，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掠奪襲擊和

自衛方面必不可少。在維京時代，使用了許多種不同類型的武器：劍、斧頭、

弓箭和長矛。維京人擁有的武器取決於其經濟能力，由於劍在當時是昂貴的

武器，而斧頭和長矛對於平民來說是較為負擔得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普遍對於維京人的印象皆是戴著一個有牛角的頭盔，

但其實這只是一場誤會。對於當時需要時常戰鬥和航海的維京人來說，有牛

角的頭盔容易阻礙視線，船上的空間也無法讓他們放置體積這麼龐大的頭盔。

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其實維京海盜的頭盔上根本沒有牛角。會被這樣的誤

會可能是維京人喜歡將角杯或者號角葬在頭的兩側，而在出土的時候就被認

為是裝在頭盔上的角。 

圖五：常被誤解的牛角頭盔 

圖六：維京時期的劍 圖七：維京時期的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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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維京節  
VIKING FESTIVAL 

        在872年時，維京國王哈拉爾德·費爾海爾（Harald Fairhair）選擇了阿瓦

爾斯內斯作為一個能讓外國人和本地人交流文化的聚會場所。 

哈拉爾德·費爾海爾（Harald Fairhair）之所以會選擇阿瓦爾斯內斯，是因

為其不僅處在卡姆松德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其位置也十分靠近諾托貿易站。

也因此維京節延續了當時維京王室的理念，繼續將維京節設立在此地，讓外

國遊客能夠更加了解維京文化。 

 維京人在1千年前大多都在北歐生活，所以有許多北歐的國家皆有慶祝

維京節的習慣，例如：冰島、丹麥和挪威。而其中挪威的維京節是較為盛大，

因此在每年六月中旬，挪威的阿瓦爾斯內斯將會舉行為期四天的維京節。而

這個節日會邀請200多名來自歐洲各地的維京人在阿瓦爾斯內斯搭起帳篷並販

賣一些維京手工藝品、體驗當地文化和提供遊客一些有關維京時代的知識。 
 
  

圖八：維京節的體驗活動 圖九：維京節的手工藝品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O1YEQr 
https://reurl.cc/O1YEzr 
https://reurl.cc/mnxZ7V 
https://reurl.cc/d0Qe82 
https://reurl.cc/Wd0qW7 
https://reurl.cc/kdnqvG 
https://reurl.cc/j79ROy 
https://reurl.cc/3DK3ZR 
https://reurl.cc/GVnXl3 
https://reurl.cc/62qq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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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維京文化 Do you know 

    對於生長在亞洲的我們來說，北歐的維京文化是較為陌生的，藉由

這次的搜尋資料，我意外獲得很多新奇的知識，不但打破了我對牛角頭

盔的迷思，也讓我更加了解到維京人的文化。對於我來說，維京人的代

名詞已經不再是野蠻和海盜了。而且閱讀過這些資料之後，其實維京人

是個既單純又可愛的民族呢！ 
 

    雖然今年的維京節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可惜地取消了，但是將來如果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去拜訪這些維京人駐足過的國家和參加這個節日，

體驗真正維京人的生活！ 

圖片來源： 

圖一：https://reurl.cc/ZO41gg 
圖二：https://reurl.cc/E7VXvn 
圖三：https://reurl.cc/ZO41og 
圖四：https://reurl.cc/E7VXNn 
圖五：https://reurl.cc/Wd0qW7 
圖六：https://reurl.cc/mnxZjj 
圖七：https://reurl.cc/kdnqvG 
圖八：https://reurl.cc/4RLXVv 
圖九：https://reurl.cc/4RLX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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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因近年來歐洲的景氣回升，在區域經濟的表現上，北歐經濟表現最亮眼，

其次為西歐、中歐、南歐，目前總GDP最低的區域仍然為東歐。 

        而電商的市場比例是以西、北歐占最大，除此之外根據SimilarWeb的流量

分析，歐洲地區電商平台競爭激烈。東歐地區是阿里巴巴集團的天下，北歐、

英國和葡萄牙等國最大的電商平台是eBay，而西歐地區則以Amazon為主。另

外，在跨國電商平台如Amazon、Alibaba等等…，占全歐洲跨境電子商務一半

以上的比率。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各國民眾透過網路購物的比率卻相差極大，像是

「過去12個月中有自網路購買商品／服務的比例」，其中超過七成以上皆為

西、北歐國家，而中、南歐國家比例較低，最後則是東歐國家。 
 
 
 
 
 

〔USE1A 林彥丞/整理〕 

歐洲經濟概況 

▲(圖一)世界銀行公布的「經商容易度」指標 

在全球前二十名的國家中，歐洲國家即有10國上榜，
更以北歐、西歐國家佔多數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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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曉將面臨的挑戰 

    我們時常將歐洲視為單一市場，卻很難將歐洲的電子商務產業視為一體，因為

歐洲的電商產業是由多個區域組成，且各自扮演著不同角色。因此，深入了解不同

國家的產業特性是必要的。 

    在歐洲拓展電商業務時，文化和法規即是兩大挑戰。文化挑戰來自於不同的語

言和消費者購物習慣，舉例來說，在德國，很多人通常會在實體商店購物，因此在

網購時，會比較重視到貨的速度；在法國，網上購物額通常會在年底上升，且其銷

售額主要來自於節慶消費。因此，商家要抓準銷售旺季並推出促銷活動。 

    而相關法規也因國家而有所不同，從產品的設計、檢驗、售後服務、付款及退

貨也是需要注意的環節，因此，進入歐洲市場時，了解將面臨的挑戰以發展在地化

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 （圖二） 歐洲聯盟的國旗 

跨界歐洲說台灣 

    每個國家皆有不同的消費習慣，像是德國會因應折扣的結果，找到最

便宜的交易；在波蘭則是使用務實以及高度安全的網購；在西班牙，購物

者專注在“特價優惠”的網路交易；在英國，國民網路消費機會高所以特

別喜歡買新品，最後，法國追求簡單得網購程序，但也會有務實的消費行

為。 

     

▲ （圖三）電商區域分析圖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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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電商 

        在台灣，電商分成很多種不管是食物類、衣物類，還是電器類都是很好

選擇的，此外在台灣著名的網購平台就是蝦皮購物、露天拍賣、momo購物

網、PChome 與博客來等等。 

 

▲ （圖四）momo購物網LOGO 

▲ （圖五）蝦皮購物LOGO 

▲ （圖六）博客來 

如何讓台灣電商與歐洲電商合作 

    台灣跟歐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要跟歐洲電商合作的話，首先，

必須先通過跨境電商，在通過兩國的相關法規、還有文化差異這樣才可以

讓兩國的合作更圓潤且流暢！ 

    跨境貿易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理解： 

1.狹義的跨境交易是國與國之間進行的商品和勞務交換。對貿易當

事國來說是對外貿易。 

2.廣義的跨境貿易則進一步涵蓋了與上述跨境貿易行為相關的對應

跨境進出口安排、跨境貿易模式、跨境結算等過程。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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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正確的平台 
        對於許多考慮發展線上銷售的小型企業而言，自行開發一個完整的網

站是不符合效益的，尤其將一些現有平台納入考量－如亞馬遜、PChome

等網站皆提供了簡易且現成的平台空間，讓商家可以輕鬆銷售他的商品。

事實上九成的歐洲購物者是透過當地的網購平台購買商品，因此這些平台

是接觸歐洲新顧客的理想方式。 

        在進入任何市場之前，需要先研究當地狀況，因為獨佔所有市場的平

台並不存在，儘管亞馬遜在一些歐洲國家中十分活躍，卻依然有幾個國家

的當地平台領導著各自的市場 

        一個出口商可以選擇經營多種平台，以爭取最多在消費者面前曝光產

品的機會；然而，在此應該注意的是，不同的交易平台，對賣家有不同的

要求和規定，事先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 （圖三）歐洲、美國最大購物平台amazon website 

▲ （圖四）台灣有名的網購平
太pchome購物網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7XbErd 
https://reurl.cc/5lb3Av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7XbErd 
https://reurl.cc/z8KQQe 
https://reurl.cc/exVplW 
https://reurl.cc/L3Q2O3 

 

筆者觀點 

48 

        筆者認為台灣跟歐洲是一個Team，因為不管是汽車業、精品業、還是食品

業，都跟台灣有非常大的關聯，像是台灣人非常喜歡買歐洲的名車例如：BMW、

福斯等等……，反之外國人也很喜歡喝珍珠奶茶，所以我們可以透過良好的電商

合作來維持我們與歐盟之間的關係！ 

        因為我也是喜歡在網路上購物，像去法國旅遊時就使用他們的AMAZON平

台，發現它們平常喜歡在網路上買的東西和我們台灣不太一樣，覺得是蠻有趣的。 

        我相信，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飲食習慣、消費習慣，我們台灣的文化也與之

截然不同，相信在兩國文化、合作上的磨合，兩國的感情可以更上一層樓!! 

     

跨界歐洲說台灣 歐洲電商消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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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文豪：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UT4A/楊佳儒整理〕 

圖(1) 安徒生（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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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生平簡介 
        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年），丹麥19世紀著名的童話作

家，既是世界文學童話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被譽為

「世界兒童文學的太陽」。 

        安徒生出生在丹麥奧登斯（Odense, Denmark），和家人住在一間窄小

的房子裡，在父母自由的教育環境下長大。父親老安徒生雖受到教育不

多，卻酷愛文學，經常念故事給安徒生聽。 

        安徒生文學生涯始於1822年的編寫劇本。進入大學後，創作日趨成

熟。曾發表遊記和歌舞喜劇，出版詩集和詩劇。1833年出版長篇小說《即

興詩人》，為他贏得國際聲譽，是他成人文學的代表作。 

        他最著名的童話故事有《小錫兵》、《海的女兒》、《拇指姑娘》

《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皇帝的新裝》等⋯⋯，其中作品《安

徒生童話》被譯為150多種語言。 

 

圖(2) 丹麥奧登斯安徒生博物館前的雕像 

咱們來吟詩 丹麥文豪：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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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賞析—《茅屋》 
        《茅屋》一詩是以“茅屋”為基點，利用鮮明的對比手法所寫的愛情詩。通過

由遠及近、由表及里、由里及外的描寫，深刻地表明純真的愛情應當摒棄任何物質

的因素，摒棄人世間的榮華富貴。只有這樣，才能享受到愛情的“最大的幸福。” 

        挪威作曲家葛利格（1843－1907）曾為此詩譜成著名歌曲。此處譯文即為供歌

唱的中文版本。然而由於詩作年代久遠，又因安徒生的詩作並不如其所寫的童話故

事有名氣，此詩的原作內容已無從考據，目前僅有從中文譯文回翻的丹麥詩文可供

參考。 

     

咱們來吟詩 

圖(3) 葛利格（1843－1907 

★知識小學堂 

        愛德華·哈蓋魯普·葛利格（挪威語：Edvard 

Hagerup Grieg，1843－1907），挪威作曲家，浪

漫主義音樂時期的重要作曲家之一。 

愛德華·葛利格出生於卑爾根，祖先是蘇格蘭人，

具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傾向，作品大多以

風俗生活、北歐民間傳說、文學著作或自然景物

為題材，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是挪威民族樂派

的人物。代表作有《A小調鋼琴協奏曲》、《皮爾

金組曲》、《霍爾堡組曲》、《鋼琴抒情組曲》

等等⋯⋯。 

丹麥文豪：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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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茅屋》 

         

咱們來吟詩 

茅屋 

在浪花沖打的海岸上， 

有間孤寂的小茅屋， 

一望遼闊無邊無際， 

沒有一棵樹木。 

只有那天空和大海， 

只有那峭壁和懸崖， 

但裡面有著最大的幸福， 

因為有愛人同在。 

茅屋裡沒有金和銀， 

卻有一對親愛的人， 

時刻地相互凝視， 

他們多麼情深。 

這茅屋又小又破爛， 

佇立在岸上多孤單， 

但裡面有著最大的幸福， 

因為有愛人作伴。 

圖(3) 茅屋一詩的回譯文 

丹麥文豪：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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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生活中，你可能常會聽到有些人用“純真”二字來形容一個真摯的愛情。但

是，究竟要“純真”到什麼程度才算是真正的愛情？恐怕目前我們還找不到一個標

準的衡量尺度。可就在讀完了《茅屋》這首小詩的當下，也許你心裡會開始對

“純”和“真”的程度有個底、對愛情觀有新的認識。我們從安徒生的日記及各種

文學作品中可以發現，安徒生對於愛情有著一定程度的理想，常會陷入無法實現的

愛情中，而他寫的不少故事都常被後人解讀為自身渴望愛情的映射，如同此詩一

般，安徒生將他對於愛情的理解，以簡單的譬喻完整而精闢到位的詮釋出來。透過

此詩所描述的意象，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安徒生對於愛的純粹追求與渴望，是如此真

切平淡，又令人滿足。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kdnzvL 
https://reurl.cc/Kk8aDq 
https://reurl.cc/arM0RY 
https://reurl.cc/lVzx4Y 
https://reurl.cc/rxE72y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Kk8aDq 
圖(2) https://reurl.cc/Wd02W9 
圖(3https://reurl.cc/O1R7zA 
圖(4) https://reurl.cc/lVzx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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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咱們來吟詩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UF2A/張乃仁整理〕 

（圖一）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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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 珀西·比希·雪萊生平：政治與哲學、戀愛自由及文學風格 

珀西·比希·雪萊(1792—1822)，英國浪漫主義後期著名的抒情詩人，也

是歷史上最出色的英語詩人之一。他出生在英格蘭的貴族家庭，為當時的英國

政治世家。 在大學時提出無神論思想，雖然引發社會撻伐甚至被牛津大學以

退學處分，雪萊也開始深入哲學和政治議題的道路。具有激進的民主思想，積

極參與愛爾蘭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飽受上流社會譴責，不僅於政治與思

想，雪萊的婚姻和一生的情感態度更是備受矚目。 

• 《告愛爾蘭人民書》、《人權宣言》等參與政治運動及提倡宗教自由。 

• 第一部長詩《仙后麥布》，批判專橫的封建統治，表達社會主義的理想。 

• 創作抒情詩劇《希臘》，讚頌希臘人在土耳其暴政下爭取自由民主。 

｜ 思想與政治的啟蒙主張 

雪萊受威廉·戈德文(William Godwin) 的

政治啟發，為此他一生闡述政治、宗教自由，

具有激進的民主思想，甚至支持希臘獨立和反

對英國殖民等運動。在社會的反對下離開英國，

爾後於義大利生活，並於異地發生船難離世。 

（圖二） Percy Bysshe Shelley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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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 文學風格與評價 

後人稱雪萊為英國浪漫主義

的抒情詩人，被譽為歷史上最出色

的英語詩人之一。《雲》、《致雲

雀》、《西風頌》、《悲歌》等皆

為著名的詩選。雪萊的詩歌獨特，

真摯情感亦充滿對大自然的美與崇

尚哲理的讚美；一部分作品則是表

達對當時的政治專制和社會黑暗的

揭露。後人對雪萊的文學價值兩極

化，讚許抒情創作優美及質疑雪萊

的激進及情感問題。 

｜ 自由戀愛主義 

許多雪萊的詩文靈感來自於

他所仰慕的女性。在他短暫的一生

中，雪萊深信並提倡自由戀愛說，

情感經歷使得雪萊的作品展現不同

的風貌。第一段婚姻不顧家族反對

結婚。婚後與戈德文的女兒瑪莉

（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產

生愛情且私奔，拋下前妻和兒女。

與瑪莉的婚姻背後，雪萊仍與其他

女性有著複雜的情感關係，導致世

人對他的評價兩極。 

• 浪漫主義中詩歌多詠自然景物，景物引發情感問題或個人危機。 

• 表達作者內在狀態的發展與結束構成一首詩。 

｜ 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從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早期，藝術、文學、音樂和哲學領域的一

系列發展，都屬於浪漫主義的範疇。浪漫主義深信能夠超越現實、透過創作

治癒身心、通過想像超脫困苦。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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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Mutability 

We are the clouds that veil the midnight moon; 

How restlessly they speed, and gleam, and quiver, 

Streaking the darkness radiantly! ⎼yet soon 

Night closes round, and they are lost for ever: 

 

Or like forgotten lyres, whose dissonant strings 

Give various response to each varying blast, 

To whose frail frame no second motion brings 

One mood or modulation like the last. 

 

We rest.--A dream has power to poison sleep; 

We rise.--One wandering thought pollutes the 

day; 

We feel, conceive or reason, laugh or weep; 

Embrace fond woe, or cast our cares away: 

 

It is the same!--For, be it joy or sorrow, 

The path of its departure still is free: 

Man's yesterday may ne'er be like his morrow; 

Nought may endure but Mutability. 

 

無常 

我們有如遮蔽子夜月亮的雲朵； 

不停地奔跑、閃耀和顫動， 

在黑夜中綻放出燦爛的光芒！一但旋即 

夜幕降臨之際瞬間迷失方向； 

 

又像那被遺忘的豎琴，不協調的弦聲， 

每次彈奏都會發出不同的聲響， 

那纖弱的樂器，每次重奏 

都和上次的音調不同。 

 

我們睡下：一場夢能毒戕安息； 

我們起身：游絲又會玷污白晝， 

我們感覺、思考、想像、哭笑， 

不管是抱著悲傷，還是擺脫煩惱； 

 

終究還是一樣！因為在世間， 

一切的悲傷和喜悅都會溜走， 

我的明天不再像昨日， 

除了「無常」，一切都會變幻。 

｜ 作品介紹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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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來吟詩 

｜ 筆者觀點 

雪萊看的生命觀點是自由奔放的看待悲歡，所以看似沒有規律的生

命，其實無常就是規律。追尋子夜又迷失於夜幕的黑；期許再遇那動聽和

弦卻譜出截然不同的樂曲，生命在起落中而蔓延。無常一詩中，值得讀者

閱讀時，不妨回首生命，體會無常給予生命的獨有感悟和成長。 

 

雪萊的文學作品具有兩極的風格，抒情文學和政治社會的批判，雪

萊的生命經歷和每個階段都伴隨著文學。浪漫主義的風格賦予感性、自然

描摹與個人寫照，雪萊的情感生活也在作品中體現，即便是飽受批評和爭

議，毫無隱晦的描述愛情價值觀，雪萊坦然於自我生命核心價值展現。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nzqbZv 
https://reurl.cc/Aq6WyZ 
書籍資料來源： 
《雪萊詩選西風頌 中英對照雙語版》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exGbdb 
圖二 https://reurl.cc/V60ZLQ 
圖三 筆者拍攝 
標題背景 https://reurl.cc/3D6A79 
詩詞背景 https://reurl.cc/3D6A79 

 

 

 

《雪萊詩選西風頌》中英對照 
▻ 文藻圖書館 6F第二中文書庫 
▻ 索書號 873.516 1044 

（圖三）西風頌，由筆者拍攝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珀西·比希·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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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展覽資訊 

        薇薇安・邁爾是一位保母兼攝影師，她被視為 20 世紀美國當代最重要的街拍

攝影師之一。她總掛著Rolleiflex相機在街頭捕捉街頭的人生百態，尤其愛拍社會底

層之人民和小孩。 

        她一生隱姓埋名，2007年被一位歷史學家約翰·馬魯夫（John Maloof）揭開其

神秘的面紗，那在世時拍攝近15萬張絕美攝影底片也才重見天日。至於為什麼大部

分的底片未曾沖洗成照片，而是封存起來呢？說法眾說紛紜，有人說她沒錢沖洗，

也有人認為僅是她重隱私而選擇封存。 

        薇薇安・邁爾的作品分為街拍跟自拍，此次「V.M. 薇薇安・邁爾攝影展」主

要展出街拍系列（Street Photographer），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系列，透過這些作品，

可以看見 50 到 70 年代的紐約與芝加哥，富裕社會貧窮暗角的離奇之處、生活不協

調性，同時亦展現生活中愉悅和溫暖的時刻。 

Vivian Maier薇薇安・邁爾攝影展 
〔YT3A/譚知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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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iflex資訊 

▲ （圖一）Rolleiflex 祿萊雙眼相機 

        薇薇安·邁爾(Vivian Maier)

使用的相機即右方這台Rolleiflex。     

其鏡頭位於上方，拍攝時能將相

機放置低處，眼睛由上往下看眼

前鏡頭擷取的畫面，此特殊構造

便於偷拍，因此據傳以前的記者

每人必備一台Rolleiflex。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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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秘街拍客 

「某種程度上，我有幾分像間諜。」－Vivian Maier  
 

展覽起源 

        薇薇安·邁爾(Vivian Maier)出身於美國，成長於法國，從事保母

長達40年。剛到紐約時，她在血汗成衣工廠工作，有天她意識到自

己想從事能到戶外世界看見太陽的工作，她才開始當保姆。 

她一生隱姓埋名，或用化名（Meyer, Maier, Mayer） 留下紀錄，

這也讓世人難以挖掘她的身世。邁爾的成名要歸功於歷史學家約翰·

馬魯夫（John Maloof）。2007年馬魯夫因要寫一本歷史書，需要大

量的歷史照片，於是他於芝加哥的拍賣會上購得裝滿底片與照片的

老皮箱，裡面擁有超過10萬張的照片、700捲未沖洗的彩色膠片和

2000捲黑白底片。起初因搜尋不到照片的主人邁爾，而使他擱置這

一箱高藝術價值的箱子，之後再次搜尋時，竟是看到了她的訃聞，

這也打開馬魯夫解開邁爾身世的漫長旅程。 

 

 
 

▲ （圖二）歷史學家約翰·馬魯夫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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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口中的薇薇安·邁爾 

    馬魯夫從邁爾信件中的電話聯絡認識邁爾的相關人士，其中幾

乎是邁爾過去曾照顧的孩子，這些現年已中年的孩子為他一層層的

撥開邁爾的真實樣貌。他們認為邁爾個性古怪，是個相當重視隱私

的人，她不喜歡談論自己。當保姆時期，她還曾要求雇主在她的門

上裝上一個鎖，更曾對雇主說：「絕對不準開我的房門。」由此能

略可看出邁爾重隱私、孤僻與自我的性格。  

     

 

▲ （圖三）薇薇安·邁爾自拍照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62 



校外藝文報導 

    邁爾的另一面則很討人喜歡，她很喜歡冒險，且總愛帶著孩子

一起外出活動。她會把寶寶和皮包放在嬰兒車上，雙手牽著小孩去

郊遊。他們固定行程的第一站是百貨公司一樓糖果店，因總有試吃

品使她可以盡情的享用免費食品。聽起來很討喜吧！另外她還喜歡

出門找垃圾做攝影題材，或拍攝櫥窗內的裸體模特兒，這些他人眼

中無聊的事，在她眼裡都是美的事物。 

她也會帶金屬碎片和舊傢俱回家，問小孩這是藝術嗎？據這些

孩子所述，邁爾很喜歡帶他們到那些被人們忽視的市郊地區去散步，

如堵窄場、充斥窮人的地區。這顯示出她照片能異於凡人的關鍵，

便在於她關心他人視而不見的醜陋面、她看見人性的黑暗面。 

 

 

▲ （圖四）薇薇安·邁爾作品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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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安·邁爾的照片有對人性的理解、溫暖和趣味性等特質。有

人也稱讚其作品具幽默感、悲劇感及生命感。看邁爾的作品，能欣

賞她看生活的離奇之處、不協調性與人類不討喜的一面。她的攝影

集分為兩大類，一為街頭攝影，二為其個人自拍照。 

至今還未能得知為何這位藝術家要隱姓埋名一輩子，甚至將個

人的才華埋沒著，有人猜測主因為貧窮，這促使她未能將所有底片

洗出，也有人認為她的智慧和對事物獨樹一幟的看法，使她覺得很

珍貴必須加以保密。而就部分性格與其相像的小編而言，我認為邁

爾為一個自信十足、相當做自己的藝術家。她之所以不公開作品或

許是她相當珍惜與善待其作品，在以攝影為興趣導向下，她選擇保

護自己的這項才能與產出的作品。另外我想若她生前成名，這可能

會使孤僻的她招架不住突如其來的關注，最終選擇餘生以隱居作結

吧。 

 

 

 

▲ （圖五）薇薇安·邁爾作品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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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初次認識薇薇安・邁爾這位攝影師是2015在圖書館看到紀錄片《尋

秘街拍客》而得知。此片導演便是約翰·馬魯夫（John Maloof），也就

是整理邁爾照片的歷史學家。此紀錄片能使你了解邁爾神秘一生的，其

中最驚人的片段是邁爾曾經照顧的小孩親自述說邁爾如何用不人性的方

式對待他們。 

        了解邁爾後，別人眼中她的孤僻，對我來說那不是孤僻，而是孤獨。

或許她的人生有一些遭遇使她內心擁有很大的黑暗面，促使她總關心社

會底層的一切，而這樣特立獨行、對事物擁有獨樹一幟看法的她，就成

為社會中寂寞的人。我認為邁爾是藉由攝影與自己對話，使她能抒發內

心的空虛與寂寞。選擇不公開作品的原因或許就是基於背後這些傷痕累

累的經歷，而選擇隱姓埋名或許單純是她厭倦做薇薇安・邁爾這個人，

一心可望成為他人吧。 

▲ （圖六）薇薇安·邁爾自拍照 

Vivian Maier薇薇安・ 邁爾攝影展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O1YWzr 
https://reurl.cc/qdGW6E 
https://reurl.cc/pdaEXd 
https://reurl.cc/d0QZ82 
https://reurl.cc/Mv3EDm 
https://reurl.cc/7XKxW9 
https://reurl.cc/exkrYb 
電影 尋秘街拍客 

圖片來源： 
圖一： https://reurl.cc/Y13xVa 
圖二：https://reurl.cc/L3aGZa 
圖三：https://reurl.cc/qdGe3R 
圖四：https://reurl.cc/qdGe3R 
圖五：https://reurl.cc/qdGe3R 
圖六：https://reurl.cc/E7Q3RK 
展覽資訊下圖：https://reurl.cc/d0QZ82 
相機介紹下兩張圖：https://reurl.cc/qdGe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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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 
Contratiempo 

[UG2B 陳箴云／整理] 

▲(圖一)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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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紹 

阿德里•多利亞/Adrián Doria 

馬里奧•卡薩斯/Mario Casas 飾演 

    電影中的男主角，是個年輕有為的

創業家，事業版圖不僅觸及他國，更是

常受到業界表揚。事業有成的他，也有

個漂亮的妻子和可愛的女兒，只是在這

亮麗的背後，也有個不堪的事實－他有

婚外情。電影中因涉嫌殺害外遇對象而

遭起訴，在和律師協調的過程中，坦承

還有犯下另一起案件。 
▲(圖二) Mario Casas 

▲(圖三) Bárbara Lennie 

蘿拉/Laura Vidal 

巴巴拉•蘭妮/Bárbara Lennie 飾演 

    男主角阿德里的外遇對象。在一次

與阿德里密會後的路程中，不慎撞到對

向來車，在慌張下，協助阿德里一起毀

屍滅跡。事後因不斷受良心譴責而患有

焦慮症，並設法聯絡受害者家屬，想要

坦承一切並向警方自首，不料被阿德里

發現其自首意圖後，將其殺害。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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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維吉利亞•古德曼/Virginia Goodman 

湯瑪士的妻子艾維雅/Elvira 

安娜·瓦格納/Ana Wagener 飾演 

    電影一開始就找上男主角阿德里，聲稱是他訴訟案件的負責律師，並

開始與阿德里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過程中不斷用言語和現況的窘境來脅

迫和利誘阿德里說出事情真相，並讓他相信她是可以幫他洗脫嫌疑的好幫

手。 

其真實身份是湯瑪士的妻子，因參加過戲劇社，擁有良好的演技。因

此想透過偽裝成阿德里的律師來讓他親口說出事實真相，除了想找到阿德

里的棄屍地點外，也幫她冤死的兒子和受害的蘿拉討回公道。 

▲ (圖四)Ana Wagener(假冒的律師) ▲ (圖五)Ana Wagener(湯瑪士妻子)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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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Daniel Garrido 

伊尼戈•加斯特西/Iñigo Gastesi 飾演 

    車禍中的受害者，原本只是重傷昏迷，

在醒來後發現正要將他棄屍的阿德里，而被

阿德里將其跟車子一起推向湖裡，最後在湖

中溺斃。雖然電影鏡頭並不多，但丹尼爾也

是電影中整個事件起源的關鍵。 

▲(圖七) Iñigo Gastesi 

▲(圖六) José Coronado 

湯瑪士/Tomás Garrido 

喬伊•科羅納多/José Coronado 飾演 

    為車禍事件受害者的父親。因在路上遇

上無助的蘿拉而主動幫忙，卻在之後發現蘿

拉種種的可疑行為，藉此推知蘿拉和自己兒

子的失蹤有關。後與妻子、蘿拉聯手，想要

讓阿德里說出兒子被棄屍的地方，並在錄下

妻子與阿德里的對話內容後，將證據交由警

方，讓阿德里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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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有雷慎入) 

▲(圖八) 電影劇照(點擊圖片觀看中文版預告) 

       捲入一場兇殺案的阿德里，在開庭前，請來一位邏輯清楚且推理精湛

的知名女律師維吉利亞，以便整理出對他更有利的證詞來洗脫嫌疑。事情

是從阿德里跟情婦蘿拉的一次密會開始，兩人在開車回去的路上，為躲避

一隻鹿而意外撞上對向來車，導致年輕駕駛生亡，慌張的阿德里原想報警，

卻被冷靜的蘿拉制止，而一同毀屍滅跡。經過一段時間後，兩人因為這件

事遭受他人威脅，迫於無奈的情況下，兩人帶著錢一同去飯店赴約，阿德

里卻不料遭到襲擊，還在醒來後發現蘿拉不幸遭受殺害身亡，阿德里才因

此捲入這場密室殺人案。 

       在談論的過程中，阿德里的說詞隨著維吉利亞的疑問，漏洞越來越大，

導致阿德里必須一張張攤牌，將事實交代清楚。原來事情不是像阿德裡說

的那樣，蘿拉是因為想自首才被阿德里滅口的，在車禍事件中，也是阿德

里主導要將屍體銷毀的。電影的最後，在律師維吉利亞離開後，阿德里發

現身上竟裝有竊聽器，才知道原來律師是年輕駕駛的媽媽艾維雅假扮的。

最後，艾維雅和丈夫湯瑪士將竊聽器錄下的內容交由警方處理。 

點此或下方圖片觀看電影中文版預告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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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照頁次及圖片順序排序) 
https://reurl.cc/1xvmdD 
https://reurl.cc/oLRQ4V 
https://reurl.cc/b5Wr9d 
https://reurl.cc/9Ev1ja 
https://reurl.cc/QdYK8o 
https://reurl.cc/20KRxm 
https://reurl.cc/mnxKWV 

圖片來源： 
圖一：https://reurl.cc/oLRQ4V 
圖二：https://reurl.cc/1xvmdD 
圖三：https://reurl.cc/1xvmdD 
圖四：https://reurl.cc/1xvmdD 
圖五：https://reurl.cc/1xvmdD 
圖六：https://reurl.cc/1xvmdD 
圖七：https://reurl.cc/b5Wr9d 
圖八：https://reurl.cc/9Ev1ja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西班牙電影，我覺得這也是一部很值得推薦的電影，

除了擁有演技精湛的演員們和鋪陳妥當的劇情，讓整部戲劇絕無冷場外，在

懸疑緊張的背後，也帶有很大的思考空間。在電影裡，隨著描述者的不同，

各有各的說法，在一件事情上，就形成不一樣的氛圍跟事實。 

    而這也是這部電影帶給我最大的省思。一件事情不能只是看到表面就下

定論，雖然很多時候真的得「眼見為憑」，但還是要去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就跟現今社會很常出現的假消息一樣，若不去查證，是很容易會有所誤會的。

特別是在一些敏感時期，有些誤會很可能就造成我們身體或心靈上的傷害，

甚至是社會上的恐慌，所以凡事還是得先求證才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和後續的影響或毀損。 

    另外，值得恭喜的是，這部電影在票房上表現亮眼，廣受全球好評。因

此，陸續有些國家宣布要翻拍不同的版本，到時候就期待各國的表現吧!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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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kyfree8899.pixnet.net/blog/post/216672383-%E3%80%8A%E4%BD%88%E5%B1%80%E3%80%8B%EF%BC%9A%E4%BD%88%E4%BD%88%E9%A9%9A%E5%BF%83%E7%9A%84%E7%B2%BE%E5%BD%A9%E5%B1%80%E4%B8%AD%E5%B1%80%EF%B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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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3A 石宇涵/報導] 

明天別再來敲門 

明天別再來敲門  A Man Called Ove 

(

圖
一
）
英
文
書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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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瑞典專欄作家、部落客和作

家。2012年發表處女作明天

別再來敲門A Man Called 

Ove，使他一舉成名，這本

小說被翻譯成25種語言，登

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甚至

翻拍成電影，獲提名奧斯卡

最佳外語片獎。 

作者/ Fredrik Backman 

(圖2) Fredrik Backman 

好書報馬仔 

故事大綱 

歐弗是一名臉臭且頑固的男人，個性難相處

至極，想法古板也不擅言詞，街坊鄰居都視他為

怪人。然而在他古怪的性格下，隱藏著悲傷的過

往，歐弗已經暗自在心裡下了決定，決定離開這

些煩擾他生活的笨鄰居。但計劃總趕不上變化，

一對年輕夫婦搬進隔壁，替他製造許多「麻煩」，

歐弗儼然成為唯一能為他們解決麻煩的人，一次

又一次的不請自來擾亂他的計畫。整本書圍繞著

他和鄰居們啼笑皆非的小插曲，這些鄰居用他們

的方式，陪伴歐弗、溫暖歐弗的心。 

(圖3) 

明天別再來敲門  A Man Called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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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坊鄰居都稱呼他為「地獄來

的惡鄰居」，常常對鄰居大發雷霆，

雖然是個看起來討人厭角色，嘴裡

常常叨叨念念，但骨子裡卻是個善

良的老人。 

(圖4) Ove 

    伊朗裔懷孕的女人，自從他們一

家搬進社區後，徹徹底底打亂歐弗的

計畫，每當歐弗想對新搬來的鄰居發

飆時，他總會想起索雅，因為索雅總

是善待他人，他不想讓索雅失望，所

以歐弗開始幫助新鄰居。 

  

    善良活潑、熱心助人，她包容

了歐弗的一切，他們相扶相持，當

所有一切都令歐弗快抓狂時，索雅

就像是他生命裡的一盞明燈，是他

選擇善良活著的動力。 

  
(圖5) Sonja 

(圖6) Parvaneh 

好書報馬仔 

Ove 歐弗 

Sonja 索雅 

Parvaneh  帕瓦娜 

明天別再來敲門  A Man Called Ove 



    雖然這本書大多是歐弗與鄰居的點滴故事，但在我看來，它更是一本對妻子思念之

書，儘管索雅已不在身邊，歐弗仍努力地活出她的樣子。雖然歐弗表面上苛薄吝嗇，但

他卻比誰都願意幫助他人，當他的鄰居終於學會開車時，他由衷地替她開心，當凍僵的

貓咪終於醒來時，他感到慶幸，當鄰居的小女兒們為他畫了一幅畫，把他稱作外公時，

他感到無比窩心。這些鄰居的出現提醒著歐弗活著的美好。整本書用輕鬆詼諧的方式，

探討愛、死亡與生命的意義。 

好書報馬仔 

筆者心得 

A Man Called Ove是瑞典的暢銷小說，英文版問世

後，馬上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榮登排行榜長

達42週！2015年翻拍成電影，獲得奧斯卡金馬獎

殊榮。此書很適合當作英文閱讀消遣，用詞淺顯

易懂、劇情引人入勝，屬於溫馨小品，推薦給想

嘗試閱讀長篇英文小說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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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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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7VbZ1 
https://reurl.cc/qdGK1p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V60K2b 
圖2：https://reurl.cc/Njb3O5 
圖3：https://reurl.cc/8G6Q7o 
圖4：https://reurl.cc/V60KqN 
圖5：https://reurl.cc/ZOZDqg 
圖6：https://reurl.cc/V60KqN 
圖7：https://reurl.cc/kdMm2K 
圖8：https://reurl.cc/j7Qx21 
圖9：https://reurl.cc/L35Y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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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ourite Quotes 

館藏地：7F 英文書庫 

索書號：839.738 B126 2015 

“Death is a strange thing. People live their whole lives 

as if it does not exist, and yet it’s often one of the greatest 

motivations for living. Some of us, in time, become so 

conscious of it that we live harder, more obstinately, with 

more fury. Some need its constant presence to even be aware 

of its antithesis. Others become so preoccupied with it that 

they go into the waiting room long before it has announced 

its arrival. We fear it, yet most of us fear more than anything 

that it may take someone other than ourselves.” 

   

明天別再來敲門  A Man Called 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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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UE3B  林佩儀／整理] 

英國吉他手、歌手和作曲家 

    曾獲得18座葛萊美獎，目前唯一三度獲得搖滾名人堂成就的藝人 

(圖1) 23歲的Eric Clapton接受BBC採訪講解吉他彈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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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克•克萊普頓（Eric Clapton）生於1945年3月30日，是一名英國吉他手、

歌手及作曲家，由於合弦極盡靈活而穩健，吉他技巧因此備受肯定，被譽為有史

以來最偉大的吉他手之一。 

        克萊普頓的曲風多變，大部分的作品以藍調為主，他被認為是藍調搖滾的先

驅、音樂的改革者，同時，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吉他大師，他還經常熱心的幫助

其他著名的流行音樂家，像是Sting、Bon Jovi樂隊主音吉他手Richie Sambora、

Bob Dylan、Aretha Franklin……等等的音樂家錄製專輯、拍攝音樂錄影帶或為其

擔任吉他手作伴奏。 

        克萊普頓的人生乍看之下十分風光及順遂，實際上他也有不光彩和痛苦的往

事，在經歷了濫藥、酗酒及喪子之痛，他奮發圖強，展開家庭和事業嶄新的一頁，

其傳奇性的人生也被搬上大銀幕推出紀錄片《Eric Clapton: Life in 12 Bars》。 

        如今，已是滿頭白髮的克萊普頓在美國《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一百大吉

他手」中排列第二名，且仍然經常舉辦個人巡演。 

(圖2) 於2017年推出傳記式紀錄片《Eric Clapton: Life in 12 Bars》 

歌手介紹 

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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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成就 

 總共獲得18座葛萊美獎 

 目前唯一三度獲得搖滾名人堂成就的藝人 

 1987年獲得《全英音樂獎》傑出貢獻獎 

 2003年於《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一百大吉他手」中名列第四 

 2004年，英國皇室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2009年於《時代雜誌》評選的「十佳電吉他演奏員」中名列第五 

 2011年於《滾石雜誌》評選的「史上一百大吉他手」中晉升至第二名 

 2017年法國授予藝術與文學勳章 

 總共發行43張個人專輯，其中在美國國內銷量超過一百萬的唱片有12張 

 

(圖3) 艾瑞克•克萊普頓手捧六座葛萊美獎盃 (圖4) 英國皇室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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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品 

1973年 Layla 

• 於1992年重新發行，獲得1993年葛萊美獎最佳搖滾歌曲獎 

• 靈感源自波斯愛情故事《Layla and Majnun》 

1992年 Tears in Heaven 

• 此歌曲獲得1993年葛萊美獎年度歌曲獎、最佳流行男歌手獎、年度唱片獎 

• 艾瑞克·克萊普頓在經歷喪子之痛後，創作這首歌來紀念亡子 

1996年 Change the World 

• 全美抒情榜13週冠軍、電影「第三類奇蹟」主題曲 

• 於1997年二度獲得葛萊美獎年度歌曲獎、最佳流行男歌手獎、年度唱片獎 

1998年 My Father’s Eyes 

• 全美抒情榜5週冠軍、1999年葛萊美獎最佳流行男歌手獎 

• 克萊普頓在歌曲中描述了未能和父親有真正父子情誼的感慨與失落 

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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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 

        艾瑞克·克萊普頓於1997年創立十字

路口中心，這是一間專門治療毒癮者和

酗酒者的醫療中心。 

(圖7) 2019年十字路口吉他節活動海報 

    克萊普頓在1999年拍賣了他所收藏的一

些吉他，粗估獲得五百萬美金，他將這筆錢

捐給了十字路口中心。2004年，他再次拍賣

他所收藏的吉他並將所得全數捐給十字路口

中心，共計7,438,624美元。 

(圖6) 克萊普頓所收藏的吉他 

        在建立十字路口中心之後，他透過每年

一次的十字路口吉他節來募集資金，幫助機

構營運。 

(圖5) 十字路口中心（Crossroads Centre） 

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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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D9Kx5e 
https://reurl.cc/GV5a0v 
https://reurl.cc/exGpYb 
https://reurl.cc/WdAb9Z 

 

 

圖片來源： 
圖1：https://reurl.cc/nzqpGe 
圖2：https://reurl.cc/arZXyl 
圖3：https://reurl.cc/ZOZ2xA 
圖4：https://reurl.cc/d01pZD 
圖5：https://reurl.cc/62jGzd 
圖6：https://reurl.cc/j7Q60m 
圖7：https://reurl.cc/L352Ge 

 

筆者心得 

        艾瑞克·克萊普頓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歌曲，像是《Tears in Heaven》、 

《Change the World》, 《I Shot the Sheriff》……等等，也許光看歌名會覺得

陌生，但聽到旋律一定會覺得十分熟悉。在他的作品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

《Change the World》，剛開始看到歌名還以為是追求正義或為公益所作的曲

子，事實上這是一首輕快而浪漫的歌曲。 

        我認為克萊普頓之所以受人敬重不僅是因為彈吉他的精湛技巧，更重要

的是他是一個十分正向的人。也許他的人生乍看之下十分順遂，但他也有過

不光彩的過去和痛苦的往事。在經歷與妻子失和及喪子之痛後，他開始濫藥

和酗酒的糜爛人生。但是他仍然振作起來，之後甚至創立治療毒癮者和酗酒

者的醫療中心，為的就是幫助那些和曾經的他一樣迷惘的人們。 

        克萊普頓很好的詮釋了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名

言—「每一種挫折或不利的突變，是帶著同樣或較大有利種子」(Each setback 

or adverse mutation is a seed with the same or greater.)，因為在他每一次灰心喪

志時，都能化悲憤為力量，做出更好的曲子、更靠近人心的音樂，他除了是

一名出色的吉他手，也是很好的人生導師。 

Eric Clapton 艾瑞克·克萊普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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