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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entering the first days of the new year, leaving behind a year that

many think of as a lost one. Indeed, 2020 was a turbulent year and it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year of fundamental changes. Regardless of which area, the year

has brought severe changes, the economy, politics,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or

culture. And for most of us, the year did not develop as we might have wished or

planned.

Doubtless, the new year of 2021 will also bring changes - as every year does.

As the Greek philosopher Heraclitus put it “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in the

universe”. True, changes can be challenging and uncomfortable bu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y are a necessary part of life. So let us embrace 2021 with an optimistic

view.

And one thing is sure. In 2021, we will continue to inform you about 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Europe. And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Happy New Year!

我們剛踏進新的年度，把很多人認為是消失的一年拋諸腦後。2020年的確

是紛亂的一年，但也因此後人會發現它也是帶來許多根本改變的一年。過去這

一年，無論哪個領域都發生許多變化，經濟、政治、公共衛生、教育，或文

化。過去這一年，並沒有如很多人所期待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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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意外，2021年跟過往每一年一樣，也會來改變。就如希臘哲學家赫

拉克利特所說：「變乃生命唯一的常態」。沒錯，改變很挑戰人，過程也不太

愉快，但別忘了改變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我們還是懷著樂觀的心擁

抱2021年吧！

可以確定的是，在2021年，我們將繼續與各位讀者分享歐洲最新的趨勢

和發展。一起加入我們吧！

新年快樂！

編輯觀點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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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主任
華明儀Armin Ibitz

圖片來源：
圖1 Image by Gerd Altmann from Pixabay



歐洲的數位時代
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

《數位服務法》和《數位市場法》

UG3A 陳筠 、聶立欣

歐洲的數位時代
歐洲主題專欄

不知道您是否想過，為何我們平時所使用的通訊軟體、社群軟體都是「免

費的」？其實這所謂「免費平台」有著數億筆資料的流通，而科技巨頭也利用這

些數據從使用者身上賺取利益及鞏固商業地位。為此歐盟將嚴格執行及控管以下

九大目標，打造一個安全的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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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歐洲資料策略 European data strategy

• 歐洲工業策略

European industrial strategy

• 高效能運算

High Performing Computing (HPC)

• 數位市場法 Digital Services Act

• 數位服務法 Digital Markets Act

• 網路安全 Cybersecurity

• 數位技術 Digital skill

• 強化網路連接速度 Connectivity 

圖(1) 圖(2)



歐洲的數位時代
歐洲主題專欄

此篇文章我們將介紹歐盟在12月16號提出兩項新法規的草案，分別是「數

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及「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 什麼是數位服務法？

若科技業者不當收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導致使用者的個人隱私權被受侵

害。數位服務法的設立便能保護使用者的數位安全和所有數位用戶的隱私權。再

者，數位服務法也要求增加廣告的透明度，讓數位使用者清楚辨別資訊本身是否

為廣告和公布廣告的出資者等。此外，社群媒體也必須嚴謹的審查平台、刪除有

害或非法的宣傳內容，保護所有數位用戶的基本權利。

• 什麼是數位市場法？

大型數位平台，例如：Google, Amazon, Apple, Facebook等狹持大量的使用者

數據來穩固他們在數位市場的地位，而數位市場法則是要提供網路市場一個公平

競爭的環境，要求在網路市場上有重大影響力的資訊「守門人*」禁止拿大量的

用戶數據來進行市場競爭，獨佔網路市場。如果違反以上兩項規定，這些科技巨

頭將面臨年營業額6-10%的罰款。

5圖(3)



在資訊蓬勃的時代下，使用者的個資常常在不知情的情況被科技業者使

用，造成使用者的個資洩漏。我們在搜尋器留下的關鍵字時常成為廣告投放的根

據，推行此草案正好能保護使用者隱私並維持網路市場公平競爭。然而，這勢必

會引起科技龍頭們的不滿，當Google得知歐盟即將推行此法案時，Google隨即拉

攏美國盟友抵制此法案，反擊目標是要「移除歐盟對我們公司祭出的不合理限

制」，Google也認為此法案將有害大西洋兩岸的跨國關係。同時，Google也表

示：「目前網路使用者對科技業的要求越來越多，新的法規必須考量到這一

點。」

歐洲的數位時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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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規都是雙面刃。歐盟和科技公

司如何在協調後取得兼併保護網路用戶和維

持科技公司利益的平衡，將是全世界高度關

注的議題之一。

＊守門人：來自傳播學領

域中對於訊息控制與篩選

的概念，通常指涉那些控

管組織內正式或非正式資

訊傳播的範疇與近用性的

個人。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ygp2zO
https://reurl.cc/Gr977Z
https://reurl.cc/R1pAAr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EzOZNA
圖2 https://reurl.cc/R1abln
圖3 https://reurl.cc/0OYxbk

https://reurl.cc/ygp2zO
https://reurl.cc/Gr977Z
https://reurl.cc/R1pAAr
https://reurl.cc/EzOZNA
https://reurl.cc/R1abln
https://reurl.cc/0OYxbk


世界觀點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YE3A 邱怡瑄、黃亭娟

世界各國籠罩在COVID-19 疫情的肆虐下，即將屆滿一年。原本該充

滿聖誕氣氛的12月，卻因疫情而顯得一片愁雲慘淡。歐洲各國在兼具防疫與

慶祝聖誕節的考量下，又該進行什麼相對的應變設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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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先前英國政府為了讓民眾能夠好好的享受聖誕節，祭出了

為期五天的『聖誕防疫放鬆期』，並允許最多來自三個不同家庭

的成員相聚。但是隨著不斷飆升的感染人數，英國政府取消了原

定為期五天的『聖誕防疫放鬆期』，將在20日將倫敦等地的防疫

規範提至禁足等級。對於英國國內尚未列入禁足等級的其他地

區，原先允許三個不同家庭的相聚，也將從原定的五天時間縮短

至僅聖誕節25日一天。由於這緊急的防疫禁令，使得許多人趕在

20日前離開倫敦，返回自己的家鄉。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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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2月15日起，即將執行為期五個星期的封城措施。非必

要的商店，例如：學校、電影院、理髮店和健身房都將在12月15

日起禁止營業，學校也自12月16日起關閉。為了避免群聚傳染，

荷蘭政府也要求國民在明年三月中旬前，減少不必要的旅行。

為了因應盛大的聖誕節，

荷蘭

荷蘭政府將放寬為期

三天的聖誕節『封城

禁令』。原先一戶家

庭僅開放邀請兩位客

人，在聖誕節期間將

增至三位。

圖(2)



世界觀點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義大利至目前為止，為歐洲染病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

因此義大利政府為了避免確診人數的攀升，將在聖誕節和新年

期間實施全國性出入禁令。並依疫情最嚴重的「紅色區域」等

級進行封城，且維持晚上10時至隔日凌晨5時的宵禁。非必要商

店、餐廳和酒吧一律禁止營業，民眾也僅能因工作、健康和緊

急原因進行外出至其他城市。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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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國家，法國目前的確診人數並沒有明顯的攀

升。因此，法國政府將讓人民們享受得來不易的聖誕節。12月

15日，法國當地解除了封城禁令。雖然還是保有每天晚上8點的

宵禁及其他防疫措施，但現在人們可以出門與家人過聖誕節。

法國政府對此表示，在聖誕節前並不會採取額外的封鎖禁令。

法國

圖(3)



目前在德國境內感染及死亡人數於近幾周內再度攀升，當

地政府也將執行更嚴格的封鎖政策。自12月16日起至明年1月10

日，非必要商店及學校都將關閉。此外，聚會人數也規定，來自

兩戶不同的家庭，只限五個人參加，而十四歲以下的兒童不包含

在內。為了避免更多群聚感染的風險，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市集和

跨年的煙火活動也被迫取消。

德國

從12月23日至明年1月6日，西班牙政府規定地區間的旅

行只限於拜訪家人和朋友。另外，於平安夜、聖誕節、跨年夜

和元旦的人數上限放寬至十人。與大多歐盟國家不同的是，此

人數限制亦包含兒童。此外，宵禁時間也在平安夜及跨年夜期

間，延長至半夜一點半。而每年一月五日盛大舉辦的「主顯

節」遊行，政府建議在此刻嚴峻的疫情下，應避免如此多數人

參與的活動。

西班牙

世界觀點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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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奧地利政府的禁令，聚會人數於聖誕節當日上限十個

人，可來自十戶不同家庭。而新的封城措施將於12月26日實施，

持續至明年1月24日。在這段期間，非必要商店一律不開放營

業，餐廳也僅提供外賣。到了明年1月15日至17日將採取大規模

檢測，而1月18日也將重新開放商店、餐廳、劇院及學校，讓呈

陰性的檢測者可提前回到各個公共場所。至於不接受檢測的人，

將必須等候至原訂結束封城的1月24日。

奧地利

波蘭政府對於全國性的封城措施將於12月28日開始，預

計於1月17日結束。從11月7日便停止營業的劇院、電影院、博

物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一樣持續關閉至1月17日。政府更呼籲

民眾，除了進行必要性的活動，否則從跨年夜晚間七點至隔日

元旦早上六點不應外出。公共聚會人數也不得超過五人，且彼

此之間須保持一點五公尺的距離。此外，所有搭乘公共運輸的

入境者將進行為期十天的隔離。

波蘭

世界觀點
出乎疫外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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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UA2A 朴善熙

在疫情期間也會導致整形率增加?疫情重創許多行業的期間，在我們的

認知裡，除了醫院及診所有源源不絕的人進出外，其餘的行業皆因疫情的緣

故，一個接一個地分崩離析。甚至那些曾捱過金融危機的知名老店也不敵疫

情的威力，關門大吉。那麼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整形業在百業蕭條之際，

仍有不減反增的趨勢呢?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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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現象分析

報告指出，在澳洲美國、英國、日本和韓國的醫美及整形手術和看診量激

增了好幾倍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在疫情期間接受整形手術的人們表示因為

疫情，大部分的時間都必須在家工作，外出也須強制佩戴口罩，這段時間實在

是整形的好時機。他們可以在家等到整形後的腫脹情況消退後再出門，且在疫

情期間即使整形，外出時因每個人都戴口罩的關係並無人會察覺也不會因此感

到丟臉。因此，即使術後尚未痊癒，他們既不必遮遮掩掩，也不用遭受別人的

異樣眼光。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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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多數的公司都要求使用Zoom來

召開視訊會議。進行視訊會議時，人們必須聚精會神地參與。當長時間專

注於螢幕時，難免會因為螢幕裡自己的面部造成些微分神。這時，那些從

前並未發現的皺紋、下顎及下垂的眼皮等面部細節都會逐漸被放大檢視，

人們也因此產生對自己外觀不滿的想法。人們從螢幕中盯著自己的時間越

久，對自己的滿意度就會越低。此種現象在心理學稱為知覺失真

(Perceptual distortion)，進行視訊時由於拍攝角度會影響整體的比例，當

我們不習慣看到自己在螢幕上的樣貌時，就會開始自我放大且執著於那些

「缺陷」，於是知覺失真隨之出現。

再者，因疫情期間，人們的情緒較低落，因此他們對於自我的評價

和思維也會有負面的傾向。於是他們開始想改變自身形象以提升自信與自

尊，這也是為甚麼整形率在疫情期間仍蓬勃發展的原因。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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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從整形看文化差異&美的標準

從整形來看，歐美國家和亞洲國家對美的標準有很大的差別。那些

東方人認為美麗的臉孔，在西方人的審美標準中或許是再普通不過的外

貌，由此可見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文化差異。舉例來說東方人在整形時

會喜歡打造V型臉，他們傾向把下顎角變成柔和線條的弧度。而這正與追

求稜角分明、立體五官的西方人恰好相反。對東方人來說，女性美的標準

是白皙的皮膚和纖細的身材。西方人則偏好麥色肌膚和有曲線的體格。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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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危機就是轉機? –疫情中逆向成長的整型業

從疫情來看整形率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這也將現代人對美的追求體現地

淋漓盡致。在這個網路化的世代，人們無法避免觸及社交媒體和視覺化的

資訊。當網路上的名人和明星展現的美成為大眾所追求的唯一標準，我們

也會更加注重自身的外表形象。我們愈來愈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隨著現

代人追求越來越多，即便物質充足，也無法掩飾空洞貧乏的靈魂。在追求

那既定的美的標準的同時，我們也同時在迷失自己，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可

怕也令人擔憂的現象。美應是多樣性、百花齊放的，不應成為腐蝕靈魂的

兇手。人們都有欣賞美的自由，然而我們必須在心中豎立一把尺，避免為

了迎合大眾而迷失真實的自我。作家林語堂說的:「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

自由， 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如此情懷正是我們這代人需要學習的精

神。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MdapXW
https://reurl.cc/n09aZe
https://reurl.cc/2g21WE
https://reurl.cc/8nKEby
https://reurl.cc/14d6k8
https://reurl.cc/Q30mM5

圖(5)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2gXNGr
圖2 https://reurl.cc/Gr7Q6y
圖3 https://reurl.cc/j5xaKp
圖4https://reurl.cc/k0mkAn
圖5 https://reurl.cc/R1A8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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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學術專欄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 emerged as a global

leader in the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Backed by its climate policies, the

E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ropped by 24% between 1990 and 2019,

while the economy grew by abound 60% in the same period.2 The EU is

often cited as an example of how to achieve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missions output. True, the EU could achieve substantial reductions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owever,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it 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large parts of its industrial production were relocated

outside the EU - including its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leakage). Now,

imported goods carry a substantial carbon footprint. The EU imports goods

and services containing over 700 million tons of carbon dioxide (CO2)

generated outside its territory.3 This represents about 20% of the EU's own

territorial CO2 emissions.

Carbon leakage has been an issue discussed and evaluated regularly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UNFCCC. There are two major forms of carbon

leakage. First, the energy‐price‐driven leakage.4 It refers to carbon leakage

through the energy markets. When countries implement climate mitigation

Prepared for th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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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and switch from fossil fuels to renewable energies, the demand for

oil, gas, and coal is lowered. The leading drop in prices increases the usage

of fossil-based fuels in countries without climate policies. In that case,

climate policies do not result in a reduced overall emissions output but the

relocation of global emission sources.

The second form is related to the greenhouse gas intensive industr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ase of the EU, extensive climate policies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European manufacturers, particularly in energy-

intensive sectors. As a result, trade-exposed manufacturers are put at

disadvantage against non-EU producers from countries with no carbon

pricing. Some European industries may cease operation or consider

relocation outside Europe.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clude job losses

and increas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utside Europe (carbon leakage).

Hence, carbon leakage can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a climate

policy when only one group of countries applies climate policies and others

do not.5 For the EU, it seems meaningles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side Europe and to import carbon-intensive goods later fro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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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Green Deal and Climate-neutrality by 2050

Under the 2019 European Green Deal, decarbo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goals - with the ambitious target to make Europe the first carbon-

neutral continent by 2050.6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target of climate

neutrality by 2050, European leaders agreed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55% from 1990 levels by 2030.7

The EU commits itself to modernize its economy and to decarbonize its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However, achieving climate-neutrality requires

increased efforts across all sectors and there are concerns that

decarbonization efforts could weak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industries and result in carbon leakage.

As pointed out by Stiglitz, neglecting to integrate the costs of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can be perceived as a subsidy.8 While industries in countrie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ay the cost of pollution in the form of

taxes (e.g., on fossil fuels, carbon taxes), manufacturers in countries without

carbon pricing are subsidized. To prevent carbon leakage, the European

Union plans to implement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basically, a tax to compensat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costs to protect

European companies against unfair and carbon-intensive competition from

the outside.9 Goods that are imported from non-EU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a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installed would face a tax at the border.

The mechanism aim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between EU and non-EU

manufacturers and en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goods.

19

6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Green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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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s roadmap, the proposal for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is to be released by June 2021, and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could enter into force by 2023. Unsurprisingly, the plan

raised intense opposition from within and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 as it

triggers enormous consequences for domestic industries but also EU trading

partners. For non-EU trading partners without an appropriate carbon pricing

scheme in pla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at the

EU border would mean that exports to the EU would see a price hike.

For the EU, the carbon adjustment mechanism provides several benefits: to

counter carbon leakage, to shield domestic industries from unfair carbon-

intensive manufacturers, to tap a new source of revenue, and to put pressure

on non-EU countries to step-up their decarbonization efforts in their

industries. The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border mechanism in Europe would

have major consequences for European trading partner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Taiwan is tightly embedded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holds crucial

positions in technology supply chains (e.g., semiconductors,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s Taiwan's four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behind China, the USA, and Japan). Taiwan runs a

trade surplus with the EU, and over the past years, trade volum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Most traded goods between the

EU and Taiwan are offic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chinery,

transport equipment, and chemical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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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parts of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trade-related and some

are emissions-intensive (e.g., steel, chemicals, metals, semiconductors).

Emissions-intensive and trade-exposed industries account for 38% of

manufacturing gross value-add and employ nearly a million people.10 The

introduction of a carbon border mechanism on goods imported to the EU

has the potential to harm local exporters, endanger jobs, and weak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ese exports to the EU. But it may also support

local efforts to increase efforts to a price on carbon emissions.

Under the 2015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Taiwan

committed itself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50% below 2005

levels by 2050. However, Taiwan faces massive challenges in achieving its

targets. The 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ached new records in 2017

(see Figure 1). Particularly the energy sector requires substantial reforms, as

the electricity sector alone accounts for 59% (2017) of local carbon

emissions.

21

10 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 (2020).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wp-content/uploads/2020/11/Carbon-pricing-options-for-

Taiw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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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nds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Taiwan by source,

1990–2017

22

Five years after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Taiwan has neither implemented a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nor a carbon

pricing instrument. While some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in the past, it must be doubted if local measures find proper

acknowledgment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proposed mechanism

has the potential to inflict major harm on EU-Taiwan trade relations and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Based on Taiwan’s economic profile and

energy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puts some

Taiwanese export industries at great risk. However, with the European

carbon border tax on the horizon, there is hope that Taiwan is accelerating

its sluggish climate policies.



莫內計畫

The European Union funded Jean Monnet Module (JMM) on “EU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olicy, Achievements and main Challenges” led by

Prof. Vincent Rollet and Prof. Armin Ibitz goes into its second year. JMM is

a teaching programme in the field of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globe. The aim of the module a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is to offer a tailor-made course on EU policies and

concrete action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tudents learn how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potentially affect health. The course focuses on

the EU'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ttempts to respond to some of the most

urgent and common global issues link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such as

chemical hazards, air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water quality, plastics use.

The module runs between 2019 and 2021 and includes a semester-based

seminar, where students work 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prepare an exhibition that is displayed in various locations around the

country.

EU Jean Monnet Module a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Goes Into Second Year

23

Dr. Armin Ibitz



莫內計畫

文藻外語大學接受歐盟贊助所執行的莫內計畫「歐盟與環境衛生：

政策、成就與主要挑戰」，由羅文笙老師(Prof. Vincent Rollet)和華明儀老師

(Prof.Armin Ibitz)所指導，計畫目前已進入第二年。莫內計畫是項針對全球

高等教育機構關於歐盟研究的教學計畫，文藻外語大學所執行的莫內計畫

旨在提供學生，探討歐盟在環境健康方面的政策與具體行動，精心規劃的

課程。學生從中將可學習到環境的因素無形之中如何影響人類健康。課程

關注歐盟區域性與跨國性應對環境與健康最急迫與最全球化的議題，例如

化學危害、空汙、氣候變遷、水質、塑膠應用等。這計畫橫跨2019年至

2021年，包括學期課程，學生研究健康與環境議題，並在全國不同地點舉

辦相關成果展示。

Picture 1: The JMM Exhibition at the Wenzao EU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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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JMM here! 

Picture 2 & 3: Students working on thei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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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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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2020台北雙年展主題為「你我不

住在同一星球上」（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以星球區分

檢視現今社會中人們自我價值與生活

環境中的差異，亦將全球地緣政治情

勢與生態危機作為策展核心，提出詰

問。

本屆雙年展由法國哲學家暨人類

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策展

人馬汀.奎納 (Martin Guinard)策劃，並

由林怡華擔任公眾計畫策展人。在策

展團隊與參與者們製作展覽之時，地

球上的人際互動與物業交換正因疫情

肆虐而幾近停擺，讓這檔國際性大型

展覽的如期推出更顯可貴，也凸顯本

屆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所提出的議題是如此重要且急迫。

2020台北雙年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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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策展人Bruno Latour and Martin Guinard

北美館提供
圖(3) 公眾計畫策展人林怡華北美館提供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校外藝文報導

展場設計

「五個星球、五種價值」

好幾種版本的地球，每種星球的性質和傳達價值大不相同，傳達這個世

界正處與截然不同的處境，包含政治、經濟、氣候與更多面向。這些象徵性的

星球將強烈影響著人們如何感覺、如何生活。在這座虛構的星象廳 裡，臺灣或

是觀展正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又將過著什麼樣的日常，即是星球帶來的反思。

28

隨著商業發展與數位科技

讓世界相連，全球化曾經是一個

象徵著和諧共榮的美好構想，然

而跟著全球化而來不只有世界互

通有無的好處，亦有難解的氣候

變遷與經濟、種族等不平等問

題，而「全球化星球」便要帶領

觀眾看見全球化社會的各方各

面。

全球化星球 Planet GLOBALIZATION

其中作品《穆遵古》（muzungu），探討

著國際司法議題，藉由展場內的藝術裝置

邀請觀者參與探討國際法庭案件，從重整

證據開始，為事件展開新的論述。

圖(4) 《穆遵古》（muzungu）北美館提供



You and I Don’t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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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化的理想感到失落並覺

得被背叛的人，他們都會去哪裡? 大

致上，他們傾向去討一塊地、一道邊

界或一座避風港，讓自己可以受保

護，免受別人騷擾。這便是民粹主義

提出的論調，如今此類運動已在許多

國家站穩腳跟。這是另一場白日夢：

獨立生活，忽視所有你所依賴的人類

與非人類。

維安星球Planet SECURITY 圖(5) 《在冷戰裡生火》北美館提供

另類重力星球 Planet with ALTERNATIVE GRAVITY

如果我們都同時生活在幾顆不同

的行星上，便會從骨子裡感受到這些星

體的吸力與斥力。不過這些力量並不像

古老的占星學，而是顯示出一種奇特的

地緣政治。我們必須適應這種地緣政

治，並感受行星間的縱橫捭闔。

其中作品《Mass 質量／彌撒》聚焦於空

無、物質的概念，以及探討讓這個世界

「結合」在一起的因與果。其錄像裝置

呈現擺盪在月球景觀和攝影棚之間的兩

幅畫面，紀實和虛構的成分參半。

圖(6/7) 《Mass（質量／彌撒）》北美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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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極為富有的人有股衝動，

想離開地球，轉而殖民火星。或者由

於到達火星需要的時間超過預期，他

們也可能會投資些「超人類」計畫，

或找塊不受氣候變遷太大影響的地

方，在那裡蓋一座地下碉堡。但這些

解決方案都沒辦法跟被遺棄的數十億

人共享。

脫逃星球 Planet ESCAPE

作品《腐敗的空氣──第六幕》，一個

擁有生存資源者的地下房屋，在發生災

難時可供躲避。透過追蹤有關生態與人

類的統計資料，藝術家產出可視化數

據、地景浮雕、聲音和影像，為末日提

出預言與想像。

實地星球 Planet TERRESTRIAL

逃避與爭執都將無法真正解決

當前的社會問題，唯有正視危機，才

有機會能找到解方。「實地星球」

裡，便聚焦於我們目前賴以為生的地

球，透過作品帶領大家看見地球的不

同面貌，試圖找尋人類文明與自然生

態共存共榮的可能。

作品《 scape.unseen_model-T 》從經濟繁

榮與環境保護中取得平衡，將在太魯閣

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轉換為一個個「地

球臨界區」，亦即透過岩石、空氣和動

植物相互作用，創造生命存活條件的地

球表層。

圖(8) 《腐敗的空氣──第六幕》
北美館提供

圖(9) 《 scape.unseen_model-T 》
北美館提供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14nYMD 北美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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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只想與你相聚-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只想與你相聚》是一部入圍第

91屆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電影，來自

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女主角是一位

荷蘭的理髮師姬咪（Kimmy）在蘇塞

（Sousse）與阿拉伯的突尼斯人納西爾

（Nasier）相遇並結為連理。在阿拉伯

發生革命戰爭爆發時，夫妻倆與他們

的好朋友拉斐爾（Rafaël）逃亡到歐

洲。不幸的是，一行人在途中，納西

爾被攔下，因為沒有相關文件，只能

讓懷孕的妻子姬咪獨自到歐洲。納西

爾與拉斐爾隨後嘗試非法渡海到義大

利，拉斐爾卻在海上遇難身亡。納西

爾最後被關在義大利蘭佩杜薩難民

營，嘗試聯絡自己的妻子。大腹便便

的妻子姬咪在荷蘭跑遍相關部門尋找

拯救丈夫的方法，最後雖然證明了納

西爾是自己的丈夫，但還是無法將他

帶走，無奈的她，最後只能透過媒體

到力量尋求與丈夫重新相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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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茉莉花革命

這部電影在一開始便展示了一場毫無預警的國家革命，無情地摧毀了納

西爾和姬咪從兩人原先幸福美滿的生活，使他們面臨巨大的考驗。迫使他們分

離的，正是發生於2010年至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茉莉花是阿拉伯的國花，革

命也由此命名。革命的背景是由於2008年的金融風暴使旅遊業走下坡，失業率

上升、通貨膨脹，加上政治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非常不滿。導火線是因一名

26歲的大學畢業生在擺地攤時，遭受警察德濫權對待而最終選擇在政府大樓自

焚身亡。人民意識到不能再忍受政府，而紛紛上街對政府進行抗議行動。本次

事件成为總統本·阿里政權垮台的導火線，也是阿拉伯國家第一場因人民起義而

推翻現政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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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難民與庇護者

什麼是難民？難民是因為不同種族、宗教、國際、政治見解，而遭受迫

害，無法回到自己國家的人。而受庇護者則是透過申請正式向其他國家提出求

助要求的人。每人都有權力享受基本人權，其中包括自由平等的被對待。因

此，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互相扶持，以幫助遭受暴力的無辜群體。

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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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強國的難民問題

「我們做得到！」德國總理梅克爾於2015年，開放數十萬來自敘利亞和

伊拉克戰火的難民進入德國並提供庇護。德國總理梅克爾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

領袖之一。但是，自從德東城市肯尼茨(Chemnitz)出現極右派示威者要求難民離

開德國後，陸續出現許多人民及政黨反對難民大量的湧入。根據萊比錫大學的

數據研究，越來越多德國人民對於逐漸增加的穆斯林移民感到困擾甚至厭惡。

在一個採訪中，一半以上的人認為自己在德國如同陌生人一樣，5分之4的受採

訪者認為德國不需要那麼慷慨。梅克爾的這項決定也讓德國另類選擇黨（AfD）

等反移民的極右政黨崛起。在2018年，國內人民對難民課題的抗議聲越來越

大，德國減少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量，也容許行政單位果斷拒絕沒有機會獲得庇

護的人，德國政府才因此免去分裂危機。

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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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難民的課題在台灣看似遙遠，但其實並不然。自從香港「反送中」抗議持

續一年，難民議題在台灣也逐漸浮出檯面。由於台灣目前缺乏獨立完善的庇護機

制，無法制定《難民法》協助來自香港的難民們。根據BBC中文的報導，對於香

港人可能需要的援助，台灣行政院表示將由政府主導和公私協力等原則提供幫

助，依照現有的《港澳條例》第18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

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來救助香港人，因此目前沒有

修法的必要。在今年2020年6月報導中顯示，已有超過200名參加香港抗議活動人士

到台灣尋求庇護。

台灣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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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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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與你相聚 -戰火下的難民悲歌
歐洲影劇賞析

根據目前的狀況，台灣人民也須做好心裡準備，以避免像德國人民一樣面

對無法接受難民的狀況。雖然對台灣來說或許不會面臨相同嚴重的情況，但提前

的心裡準備還是不可忽視的。除了國家願意歡迎難民，國內的人們不歧視，樂於

配合也是很重要的。這部電影中可以透過導演的詮釋看到世界對難民的冷漠。無

論姬咪帶著大肚子辦理手續或打電話詢問都無法真正的的解決問題，收到的都是

「這不是我的工作範圍，我無能為力」等的回覆，最後只好利用媒體的力量尋求

協助。甚至親生的媽媽對女兒的事都漠不關心，還要求女兒繼續求學。另一個更

生活化的例子：姬咪來到義大利時借助於一位好心的奶奶家裡。晚上一同用餐

時，奶奶的兒子把原本播著難民海上遇難的新聞轉到更吸引人的足球節目。想一

想，我們是不是無形中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呢？雖然我們不是有權有勢的政治人

物，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為了更關心難民與相關議題？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pyz4Wr

https://reurl.cc/d5El8y
https://reurl.cc/9Xjazn

https://reurl.cc/e81vLR
https://reurl.cc/Y6y75l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8nK2db
圖2 ttps://reurl.cc/9Xd1zO
圖3 https://reurl.cc/VXkpxR
圖4 https://reurl.cc/zzxgjy
圖5 https://reurl.cc/VXkpbR

https://reurl.cc/pyz4Wr
https://reurl.cc/d5El8y
https://reurl.cc/9Xjazn
https://reurl.cc/e81vLR
https://reurl.cc/Y6y75l
https://reurl.cc/8nK2db
https://reurl.cc/9Xd1zO
https://reurl.cc/VXkpxR
https://reurl.cc/zzxgjy
https://reurl.cc/VXkpbR


歐盟活動回顧Tricky Women 奧地利短片展

Tricky Women 奧地利短片展

Tricky Women影展始於2001年是由奧地利外交部主辦，奧地利和各國

女性藝術家透過電影藝術詮釋女性議題和女性如何面對世界的觀點，藉由

不同主題與拍攝手法，來描繪女性多元且獨特的視角。Tricky Women短片

展的主題為「Bright Spots & Pushing Boundaries」，共有11部影片。109年12

月29日文藻外語大學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辦理「Tricky Women 奧地利短

片展」，特別邀請德國語文系朱真品教授選出五部作品作為導聆。本次電

子報也由編輯自選其中三部短便與讀者們分享。

※ Tricky源自於德語Trickfilm一詞，意思即動畫，而Tricky在英語裡的意思是詭

計多端的、難搞的，因此Tricky Women可表示成女性的多樣化和捉摸不定。

UF3B 吳珮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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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怎麼了？

動畫片當中的蘇菲為了擁有像朋友卡蜜兒那樣的捲髮，她想出門淋

雨把自己的頭髮變捲，所以即使她母親禁止她外出，她還是踏進雨中了，

很快地，蘇菲就因為淋雨而徹底濕透，並且受到嚴厲的指責。當她父親看

到她的模樣時，他說：「愛慕虛榮就是這樣，反而把自己弄得更醜了。」

在現今社會，女性為了迎合大眾的審美觀，將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抹滅，

但其實那些特徵才是我們最美的象徵。

－原本的自己就很美了，不需要為了把自己變得跟別人一樣而做出改變自

己本質的事。

圖(1)

我想要活在當下，成為對這世界的一個禮物

該片是由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的9

名學生在建校150週年之際製作的，主要在探討年輕藝術家甚至是年輕人的

未來，我們該如何去面對未知的未來？害怕或是勇敢向前？

－我們不知道未來會發生甚麼事，但在這個當下，我們可以做出行動去影

響事件的結果。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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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不愛了，只是忘記怎麼愛

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妻似乎已經失去了對彼此的愛，然而在某天，他

們躺在海灘上睡著後，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進而重新喚醒了他們

遺忘的浪漫情懷。我們喚起彼此相愛的記憶，重溫相互陪伴的時刻…

－當激情過後，要如何維持感情溫度是在夫妻關係中很重要的事，而或許

只需要一個小動作就可以重新找回對彼此的愛。

圖(3)

資料來源：

Tricky Women節目冊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2g5QeX 

圖2 https://reurl.cc/D6WOpd 

圖3 https://reurl.cc/e8jkoL 

圖一：https:/reurl.cc/2g5QeX
圖二：https:/reurl.cc/D6WOpd
圖三：https:/reurl.cc/e8j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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