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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世界〉  鹿團子

因持續高溫，日本奈良市最近每到傍晚就有奇景出

現。

多位網友最近都在推特發布訊息，指奈良國立博物

館前的草地上，每天下午5點過後，就有不知從何處

來、至少上百隻的鹿聚集，且隻隻都是腹部貼著地面

，看起來應該是在休息，網友以「鹿堆」、「鹿團子

」等形成這批博物館休息鹿，消息很快就掀起熱議，

好奇的人們也好奇來找牠們合照。

根據朝日新聞的追蹤報導，這片草地位於奈良博物

館佛像館銜接東新館、西新館地下通道的上方，附近

有通風口，因此有人認為鹿極可能是為了吹到從博物

館流出的冷氣才聚集在此。

不過有時鹿群也會聚集在道路的排水溝，或人行道

。據管理鹿的奈良鹿愛護會表示:「可能是回家途中

先休息一下，但不知道詳細的原因。」

據了解，在秋天繁殖期的9月前後，鹿群就會逐漸

以一頭雄鹿為中心的小團體，因此大量聚集的景像將

會慢慢不見。� (圖／取自朝日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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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故事：

上半個月，北半球多處發生嚴重水患。對

於發生的原因、如何有效對抗洪水，除了老

生常談的氣候變遷，人們也開始注意到城市

發展的問題。

因颱風天鴿威力大發，離我們最近的澳門

，一度幾乎全城癱瘓，停水、停電、停網路

，也把民怨堆上了最高點，氣象局長第一個

被點名下台。這場澳門歷來最大災難，讓人

們開始反思，就算建了大量富麗堂皇的賭場

後，澳門的防災能力卻脆弱至此。另外，印

度和巴基斯坦也因水災，數十萬人受影響。

美國德州則是受到颶風哈維的摧殘，市區

嚴重積水，機場停擺，連公路也無法通行，

因災區太大，至今仍有大片區域泡在水裡，

損失慘重。因政府單位救援不及，民眾自發

組織搜救隊救人、救動物。經估算，光德州

的災後重建就至少要450億美元。

對這起美國史上罕見的洪水，有專家提到

，近十年休士頓的人口快速增加，道路面積

就增加了25%，這都讓土地、大自然的調節能

力大為減損，加上破紀錄的雨量，所有不利

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巨大災難。

好讀本周五問：

1.颱風和颶風有什麼不同？

2.你有經歷過水災嗎？

3.水災會引那些問題？

4.預防水災應該做好那些準備？

5.�有專家認為城市發展導致水患加劇，你怎

麼看？

土豆der繪畫部落

民眾用床墊充當小船，等待救援。(路透)

救難人員在避難所安撫飽受驚嚇災民。(路透)狗狗也成了「災民」。(路透)

美國哈維颶風強襲，降下500年難得一見的豪雨，使休士頓部分地區變成水鄉。（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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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到海嘯 日本的防災對策
文／陳威臣

訓練法令緣起

日本自古就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度，舉凡地

震、火山、颱風，都讓日本人一直學習與災

難共處；日本由於地震頻繁，防災重心多擺

在地震及火山方面。但近年卻出現歷史上從

未有過的超級豪雨，屢屢造成重大災情，這

幾年就有北海道、九州北部、廣島、茨城、

秋田等地，因暴雨造成土石流或大淹水。

探究原因，因地球暖化，海水溫度升高，

原本應該在赤道附近生成的颱風卻北移，路

徑也跟著往北推進，過去經常襲擊菲律賓或

是台灣的颱風，變成老往日本跑。再加上近

年來負北極振盪的影響，造成梅雨鋒面移動

緩慢形成滯留鋒面，降雨時間拉長，讓日本

原本的基礎排水設施與水利系統無法承受。

此外，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與2016年的熊

本大地震之後，日本許多地方的地質變得相

當脆弱，一旦遇到前所未有的豪雨，土壤無

法吸收龐大水量就會導致土石流，造成嚴重

災情。有鑑於此，日本政府近年除將「豪大

雨」列為防災系統之一，也意識到在氣候變

遷狀態下，未來這類超出過去經驗的極端天

候將會成常態，所以開始針對這類極端天候

形成的天災，進行防災準備與演練。

二戰期間，日本曾面臨多次地震與颱風等

大型天然災害，且因戰時無法預警的影響，

導致人命損失，所以在戰後的1947年，日本政

府制定了《災害救助法》；1959年伊勢灣颱風

造成近5千人死亡及失蹤，當局再於1961年制

定了《災害對策基本法》——這兩部法令，

成了目前日本各類防災與救助對策的基礎。

這些法令規範了政府的防災角色、災害對

策的處置以及違反法令時的罰則等，也因此

各級政府在災害來臨時，需成立災害對策本

部，進行各項防災單位與資源的統整，而內

閣府的中央防災會議，則是日本最高災害管

理單位。

法令除規定防災主管機關之外，也規範了

防災專門機關，以及各種災害的負責單位，

並且根據各種災害狀況，制定不同或是特別

的法律（例如防砂法、水防法、特定都市河

川浸水被害對策法，或是活動火山對策特別

措施法、豪雪地帶對策特別措施法等）。

另外災害對策法也規範了防災計畫、災害

預防、災害應急對策、災害重建、財政金融

措施等，例如災害應急對策中，便規定政府

須提供民眾災害預警之責。

日本自明治時代起，參考歐美先進國家，

引進現代化的災害預防制度，並由自身經驗

逐漸發展出大規模防災體制，不過天災不斷

的日本，也讓日本的防災不斷的學習與進化

。例如1995年的神戶大地震，由於當時的兵庫

縣知事沒有向中央請求援助，導致駐地的自

衛隊雖然早已整裝待發，但卻仍慢半拍而遭

民眾質疑。有鑑於此，日本之後修改法令，

讓自衛隊可以不需要地方首長同意，直接由

中央下令，基地（駐地）司令即可指揮自衛

隊進行救災。

此外，日本政府也同步加強防災教育及訓

練，讓民眾熟悉災害來臨時的狀況，才能有

條不紊的避難，減少人命損失。因此日本的

防災訓練，除官方的救災訓練之外，多半著

重在一般民眾的避難方式，讓民眾能自主避

難，也彌補救難人員的不足。

所以各地方自治體不但興建災害體驗館，

讓民眾了解各項災害的真實狀況，以及如何

避難與防災；各地方也不斷的動員民眾參與

各種防災訓練，並將相關資料數位化，透過

電腦模擬尋找更加快速的避難方式。

（文轉P5）

建體驗館 了解災害

教育民眾 自主避難

兩部法令 防災規範

各種災害 各有法規

超級豪雨 屢釀災情

極端氣候 列入防災

日本人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學習與災難共處。 （路透） 1995年的神戶大地震，由於當時的兵庫縣知事沒有向中央請求援助，導致駐地的自衛
隊雖然早已整裝待發，卻仍慢半拍。  （路透）

新任務
最近北半球處處有水患，

從澳門、印度、巴基斯坦，

連美國也降下500年罕見的豪雨，

造成休士頓大片區域泡在水裡。

處於火山地震帶的日本，

很早就發展出一套防災應變系統，

從演習到復建，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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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缺失就改進 應變更快更迅速
文／陳威臣

然而日本所面臨的防災課題也

相當多，例如地方政府因預算與人員的不

足，加上鄉間地帶人口高齡化等問題，都

降低相關避難計畫的執行力。此外，跨縣

跨區的防災整合等問題也值得關注，畢竟

近年來的大規模災害，影響範圍相當廣大

，因此未來如何統整各一級地方政府的防

災體系，加強各階層的執行力，還需要日

本政府的努力。

台灣經歷921大地震後，在2000年通過《

災害防救法》，至此才開始有完整的防災

體制，然而目前仍著重官方救難訓練，一

般人民的防災演練依然缺如，而每年的萬

安演習也僅於軍事防空演習，實屬可惜。

除了軍事需求外，地震、洪災、土石流

甚至海嘯，各種災害演練都需全民參與，

畢竟受害對象不分你我，唯有平時做好防

災準備，災害來臨時也才能從容面對。

從2011年的東北大地震的經驗

中，日本政府也發現在特大型天然災害之

後進行災區重建時，雖然有《激甚災害法

》、《災害弔慰金法》、《被災者生活再建支

援法》、《都市再開發法》等各種法令來應

對，但由於分野太細，行政機關執行起來

仍有遺漏，且耗時耗力。也因此，為整合

各方資源，讓災民們儘速恢復原本的生活

，日本政府在2013年另外制定《大規模災

害復興法》，將大規模災害提升至國家等

級，除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之外，也可制

定特別法規，針對單一大規模災害，進行

救援與重建。

法令的與時俱進，也讓日本強化了指揮

系統，健全防災與救災體制，並以更嚴苛

的法令保障建築與都市規劃的安全性。這

些經驗都顯示了日本在各項防災上所做的

努力。

至於近年所遇到的超級豪雨，

日本政府目前朝兩個方面來進行防災，首

先是豪雨觀測的部分，加強氣象雷達的機

能，並且縮短觀測資料更新時間，由原本

的10至30分鐘縮短為1至5分鐘，並且增加

可以監控積雨雲的都普勒雷達，讓整個觀

測網更加完整，也能在第一時間即可掌握

豪大雨情報，有利提前進行人員疏散。

第二的部分則是天災情報的確實傳達與

疏散，並強化地方自治體的應變能力 。

近年來所發生的大型災害，由於許多地方

政府人員與預算不足，因此僅能依靠民眾

自行組成的自主防災組織（如消防團等）

；目前日本政府已利用手機、電視、廣播

等，建置更迅速傳達防災情報，而未來也

要加強民團的防災能力，期望讓各項災害

來臨時，有更快速的應變能力。

日本當前的防災體系，其實已經相當健

全，避難方式與計畫亦相當完備，如東京

都就在兩年前，對都民贈送每戶一套的東

京防災手冊，裡面有各種災害包括地震、

海嘯、火山、超大豪雨、土石流、大雪、

感染症甚至於飛彈來襲時的SOP，以及平

日需準備的物品，堪稱是日本防災的精華

；許多都道府縣也都有製作防災地圖等資

料給民眾。

2014年9月27日，岐阜縣與長野縣交界的御嶽山火山噴發，55人死
亡。� �（美聯社）

法令的與時俱進，也讓日本強化了指揮系統，健全防災與救災體
制。� （路透）

日本政府已利用手機、電視、廣播等，建置更迅速傳達防災情
報。� （美聯社）

鄉間人口高齡化 降低避難執行力

加強觀測 掌握情報 確實傳達 強化應變

大型災害 變國家級 方便整合 迅速復原

困境

挑戰

重建

本文選自「轉角國際」網站 https://global.udn.com/

● 好讀周報玩任務

好讀每周精選一篇文章，邀老師同學上線一起玩。本周就是這篇！

educoco學習平台每周四有最新閱讀任務等你挑戰！

ducoco怎麼去？https://educoco.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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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課業、人際、社團 學長姐有撇步
文／記者張錦弘

高中新生即將入學，未來3年到底要怎麼準

備，才能考上理想大學？大考中心刊物《選

才》請兩位台大新生以過來人經驗指點迷津

，建議高一生首要學會時間管理，才能兼顧

課業、人際關係與社團。

最新一期《選才》特別製作「高一學習小

叮嚀」專題，請自然組、社會組各一位台大

新鮮人給高一新生學習及生活上的建議。

建中畢業生郭凡傑透過個人申請，即將就

讀台大政治系，他指出，有人說高中生活是

「學業」、「社團」和「人際」三個面向的

綜合體，最理想是三者兼顧，但若應付不了

，務必成本效益分析，排出優先次序，避免

焦頭爛額。

首重勇於嘗試 探索自己性格

他建議高一生，首要任務便是「勇於嘗試

」，不要畏懼任何課業、活動、人際方面的

機緣與挑戰，探索自己的性格、特色，進而

找到定位，才能在3年後申請進入理想校系。

國文要重理解 英文培養字彙

針對社會組考科，郭凡傑指出，高一國文

，能否理解文意主旨才是重點；英文則要培

養字彙量（達7千字），建議養成閱讀英文教

學雜誌（《空中英語》等）的習慣。

地理最重觀念 自然組做科展

至於地理科，高一上通論地理，尤其高一

上學期要學「自然地理」，舉凡投影、地圖

判讀、各式地形地貌，國中未曾觸及，郭凡

傑提醒要「重觀念、懂定義」，明瞭成因的

來龍去脈。

錄取台大醫學系的台南女中畢業生生黃千

慈提醒新生，高一社團等各種活動比國中多

，要讀的書也較多，一定要學會自我時間規

畫、善用時間，尤其想以繁星推薦為目標的

人，更要懂得自我節制；升上高二在接社團

幹部前，也應先評估自己的能力。

高二比高一多學了一年知識，又不像高三

都忙著準備學測，黃千慈建議自然組學生，

不妨參加科展、奧林匹亞或智慧鐵人等競賽

，增廣眼界；也可報考多益、全民英檢等有

助升學的外語檢定。升上高三，則要做拚指

考的最壞打算，高三課程絕不能隨便學學。

 （摘自聯合報）

種田通常都要到田裡，新竹高中學生

卻到學校去種田？新竹高中作田人團隊

日前參加第二屆高中職青年學子創意提

案活動「點燃創意‧跨出想像」順利入

選，發展出農村作田學習的專案，透過

參訪農場或聚落，定期的投入深刻理解

農村、耕作問題的途徑，並向同學傳達

分享農村教會他們的事。

新竹高中校園內建置實驗水稻田，實

踐生態農作，由於校內的實驗水稻田僅5

坪大小，校方為了讓學生能夠參與水稻

田耕作的實際操作，決定另於新竹縣竹

東三重埔地區向有機農友莊正燈租一分

地進行水稻田實作。

校方認為，莊正燈是全國十大經典好

米得獎者，靠著鴨間稻跟無毒種植，從

1885組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是新竹竹東

地區生態農作的模範，並能夠傳授學生

生態農法的技巧，於是向他租一分地，

提供學生進行水稻田實作，年底收成後

將辦「謝田祭」，除有參訪學習經驗及

詳細介紹，包含學生從翻土、插秧、除

草至收成的歷程，並展示示水稻田周邊

的生態紀錄，同時邀請友校與社區民眾

一起謝田感恩。

新竹高中

到學校去種田

創意教案

文／記者張雅婷

開學停看聽

前輩
經驗篇

新竹高中學生在校內規畫約5坪的實驗水稻田。
� 圖／新竹高中提供

開學在即，過來人提醒高一生，首要之務應學會時間管理。（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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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考試靈活 「背多分」行不通
文／記者張錦弘

升上高一後，不論教學或考試內容，都比

國中靈活、艱深，不再「背多分」。各科老

師普遍建議高一新生，除要大量閱讀課外書

、關心生活時事，更要搞懂基本及核心概念

，務求理解，再透過練習考題檢視學習成果

及盲點，是學習致勝關鍵。

國文／掌握旨趣方法 多看多想多寫

大考中心刊物《選才》這一期請高中各科

老師給新生叮嚀。例如花蓮女中國文老師許

舒絜提醒新生，高中國文課本除文言文變多

、課文加長加深，還要掌握課文寫作旨趣及

方法，能鑑賞、批判，首要培養良好閱讀習

慣，除多看、多想，還要多寫，隨手作筆記

，抄錄主題句、圈出關鍵字，讀後寫摘要及

感想。

地理／多讀課外讀物 別被低分嚇到

高一上學期的地理加深加廣，不再只是「

背多分」，新生常被第一次期中考的低分驚

嚇到，北一女地理老師黃靖媛提醒幾個關卡

要突破，包括地理學分析方法、地圖判讀、

地圖投影、GIS、冰河地形、土壤等，須釐清

因果關係、有分析理解的能力。建議多閱讀

課外讀物、嘗試畫各種地圖、整理個人專用

筆記。

歷史／要看大小標題 5W1H是重點 

高中歷史一樣不簡單，不再能隨便考80、

90分，台南二中歷史老師張碧月叮嚀，除精

讀課文，也要有正確讀書方法，一定要看大

小標題，何時、何人、何事、何地、為何、

如何等，5W1H常是重點。

理化／物理理解定理 化學消化再背  

升上高中後，理化是很多學生的「死穴」

，常考不及格。武陵高中化學科老師郭珉翔

指出，想學好化學，要先了解化學的本質，

就是把原子分子在微觀世界的微小變化，經

實驗或數學方法轉換成能理解的圖像或數值

；化學應透過理解、消化後再去背，「是一

門有一點點背科的理科，而不是披著理科皮

的背科」。

至於物理，屏東女中物理科老師蘇俊銘教

新生幾個「撇步」，首先基本的名詞、定義

、定理及公式，須確實理解、分辨與牢記；

其次要多觀察、多思考，理論和日常生活相

互印證；最後透過多練習題目增進理解。

科目 學習關鍵

國文 1.多看：增加閱讀的深度與廣度

2.多想：讀後要體會、思考涵義

3.多寫： 隨手作筆記，寫下重點、摘要

及感想

地理 1.多課外閱讀

2.多畫地圖、整理筆記

3.多到戶外觀察大自然

歷史 1.熟讀課本

2.讀書方法要正確：記住5W1H

3.練習考古題

公民 1.抓住核心概念、關注新聞時事

2.理解、歸納學習重點

3.練習考題、檢視盲點

物理 1.牢記基本名詞、定義、定理與公式

2.多練習題目、增進理解

3.多觀察、多思考

化學 了解化學本質，

透過理解、消化後再去背

生物 善用圖片及視覺化技巧，

駕馭繁瑣專有名詞及名詞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大考中心  製表／張錦弘　 █聯合報

高中老師給新生的叮嚀

開學停看聽

師長
叮嚀篇

上圖：高中生活是「學業」、「社團」和「人際」3個面
向的綜合體，學業外的其他兩面向也值得經營。

左圖：各科老師建議高一新生，準備課業之餘要大量閱
讀課外書、關心生活時事。 （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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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導彈 日本居民急逃難   

北韓上月29日清晨朝日本

方向試射飛彈，但此次飛

彈未落入日本海，而是飛

越日本北部及東北上空，

落入北海道東方的太平洋

海面，讓東北亞情勢空前

緊張。日本政府緊急呼籲

東北民眾尋找堅固建築物

避難。南韓軍方則派遣4

架F15戰鬥機在邊境的太

白市投下8枚炸彈，展現

壓倒性武力反制。

●僵持兩月餘 中印對峙落幕   

僵持兩個多月的中印洞朗

邊界事件8月29日在金磚五

國高峰會召開前一周落幕

。大陸表示印方將越界人

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

方一側，但共軍仍將持續

在洞朗地區巡邏；但印度

外交部則強調，「雙方」是

相互脫離接觸。

記者之死
謀殺？意外？ 業餘潛艇製造家涉嫌重

文／陳韻涵

新聞故事：丹麥上月發生一件離奇的潛水艇命案，30

歲的瑞典女記者基姆‧瓦爾（Kim Wall）8月10日為了

採訪丹麥發明家梅森而登上他的潛水艇；不料潛水

艇意外沉沒，梅森獲救，瓦爾失蹤。一名單車騎士21

日在柯奇灣發現一具沒有四肢的無頭女屍，經DNA比

對確認為瓦爾，梅森被以謀殺罪和過失殺人起訴。

46歲的梅森（Peter Madsen）為自學工程師、發

明家、創業家和藝術家，在丹麥頗有名氣，著迷於

建造潛艇和載人太空船，自稱「發明企業家」。梅

森多年來四處募資，最引人注目的是「梅森火箭太

空實驗室」。許多太空迷投資梅森打造載人太空船

，期望「火箭梅森」成為第一位透過自製火箭上太

空的業餘太空人。不過，梅森脾氣不好，常與人吵

架。傳記影子寫手澤辛說：「梅森跟每個人都能吵

，我們也吵過，但被激情驅動的人通常是這樣。」

瓦爾上月10日登上梅森打造的「鸚鵡螺號」潛水

艇，兩人從哥本哈根港出發，航行於丹麥和瑞典間

的松德海峽，原定晚上返航。但瓦爾的家人聯繫不

上她，男友11日通報失蹤；梅森因嫌疑最大而被警

方拘留，並供稱10日晚間就將瓦爾送上無人島。

警察搜救小組11日發現16.7公尺長、重達40噸的鸚

鵡螺號在哥本哈根南方的柯奇灣沉沒，且是梅森蓄

意弄沉的。梅森見警方發現證據，改口說瓦爾在潛

瑞典女記者基姆‧瓦爾(左圖)及嫌疑重大的丹麥科學家梅森。
� （美聯社、法新社）

一周大事
給你抄

艇上意外死亡，於是他為瓦爾海葬。瓦爾的遺骸21

日浮出柯奇灣水面，被路過的單車騎士發現。哥本

哈根首席謀殺案調查官莫勒說，女屍身上被綁了金

屬，以防屍體浮上水面，她的頭顱與四肢仍下落不

明。根據潛艇內採集的血液透過DNA比對，確認為

這具泡水浮腫的屍體就是瓦爾，但死因仍待調查。

梅森被檢方以過失殺人、謀殺和不當處理屍體等

罪名起訴，訂9月5日再次受審。瓦爾畢業於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是一名特約記者，她的作

品曾出刊登於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

英國《衛報》，並曾在香港的《南華早報》實習，

遇難前已與北京房仲簽約，準備移居大陸工作。

《鏡頭在敘利亞》

回收品藝術

敘利亞大馬士革一間女子學校舉辦「工作與希

望」藝廊，展示學生們利用家庭回收物品創作的

藝術作品。 （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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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紐約橋
全美最大基礎建設 創造7千工作機會

文／陳韻涵

新聞故事：美國紐約州新塔潘澤大橋（Tappan Zee 

Bridge）上月25日開放西向橋面通車，大橋明年底全

面完工後，估計每天會有14萬輛車次跨越哈德遜河。

這條耗資40億美元（約合台幣1217億元）建造的

新橋蓋在有62年歷史的舊塔潘澤橋旁，全長約4.96

公里的大橋橫跨哈德遜河最寬的河面。橋的興建位

置取決於政治考量，因為距離自由女神像40公里範

圍內的建設歸紐約與新澤西港務局管，而這座橋「

剛好」在港務局的轄區之外，由紐約州全權控制。

新橋分目前只有往洛克蘭郡奈亞克的西向橋面

車道通車，通往威徹斯特郡泰利鎮的東向道路預計

明年底前完工。這座橋有很多別稱，有人用舊橋的

名稱叫它「新塔潘澤大橋」（Tappan Zee Bridge

），也有許多人稱它為「新紐約橋」（New NY 

Bridge）。不過，紐約州州議會已通過，以現任紐

約州州長葛謨的父親馬里奧‧葛謨（Mario Cuomo

）之名，將橋改名為「葛謨大橋」。老葛謨曾三度

當選紐約州州長，2015年元旦逝世。

葛謨24日主持新橋剪綵時表示，父親將為此感到

驕傲。葛謨當天駕駛1955年的雪佛蘭科爾維特跑車

，載著高齡96歲的老兵葛雷拉（Armando Galella）

駛過新橋。葛雷拉曾參與美國珍珠港戰役，他1955

年在舊塔潘澤大橋通車當天，也曾開車通過舊橋。 

新塔潘澤大橋是目前全美最大型的公共基礎建設

施項目之一，興建期間創造了7千個工作機會。可

●南韓藝術咖啡 日限量3杯

南韓首爾咖啡師李康秉（

音譯）將奶泡拉花變成畫

布，不管是梵谷的星空、

達文西的蒙娜麗莎，還是

時下流行的獨角獸或卡通

人物都難不倒他。李康秉

的藝術拉花咖啡一杯要價

7500韓元（約合台幣217元

），採預約制，每天限量供

應3杯。（圖／leekangbin91 

IG）

●鬼影惡作劇貼紙 鬼月被抓

南韓警方日前逮捕一名駕

駛，他涉嫌在後車廂的擋

風玻璃上張貼3個鬼怪人

影的遠燈反光貼紙，嚇壞

不少駕駛人。挨罰駕駛供

稱，他去年10月就購買並張

貼這種惡作劇貼紙，被罰

之前已用10個月。警方說，

任何會嚇到或影響其他駕

駛人的行為，都屬於違規。

（圖／韓聯社）

●祖克柏夫婦 喜迎二女兒

臉書創辦人兼執行長祖克

柏上月28日在臉書上宣布

二女兒奧古斯特（August

）出生。他給她寫了一封信

，希望她未來生活的世界

教育更好、疾病更少、社群

更強大且人們更平等。

望成為民主黨2020年大選總統提名人的葛謨說：「

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停止建設，讓國人付出沉痛代

價。如今，紐約州要重新出發，開創新局。」葛謨

在新橋通車典禮上，重申100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計

畫，矢言整頓紐約機場和車站等重要運輸工程。

造價40億美元的紐約葛謨大橋西向車道8月底正式通車。（美聯社）

紐約州長葛謨駕駛復古跑車，載著96歲老兵通過葛謨大橋。
� （路透）

紐約州長葛謨（右三）主持葛謨大橋剪綵典禮。�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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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鎔之妹 可能接任
重大決策 牢中遙控

南韓財閥 
風光不再？

三星少主恐入獄

南韓首爾中央地方法院8月25日以行賄等5項罪名

判處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5年徒刑，此案到三審

才會定讞。三星律師團宣判後立刻提出上訴。南韓

媒體以「最後審判日」形容這場「世紀判決」，此

一判決結果對收賄的前總統朴槿惠及其閨密崔順實

不利。

南韓去年傳出總統閨密干政案，扯出49歲的李在

鎔涉嫌向朴槿惠及崔順實行賄433億韓元（約合台

幣12億元），換取協助他接掌三星集團。三星坦承

捐款給與崔順實有關的基金會，但李在鎔否認知情

。

由3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認定李在鎔行賄、違反

「特定經濟犯罪加重處罰法」、非法向海外轉移資

產、違反「隱藏非法收入相關規定和處理法」、在

國會聽證會上作偽證等5項罪名成立，判刑5年，是

法定最低刑期。檢方8月初對李在鎔求刑12年，當

時李在鎔在庭上強忍淚水，重申清白。李在鎔8月

25日聆判時則面無表情。

法官金錦東（音譯）說：「被告並非主動懇求總

統協助並行賄。看來是被動地接受總統的主動要求

。」這解釋了法官對李在鎔判處「最低義務刑期」

5年的原因。南韓法律規定，判刑3年以上不得改判

緩刑，須至少服完三分之一刑期才能假釋。律師表

示「對判決結果無法接受，所有罪名都將上訴爭取

清白」。

李在鎔恐將成為首位入監服刑的三星領導人。李

在鎔的祖父李秉喆曾因走私糖精而受調查，但未被

起訴。李在鎔的父親、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兩度遭

定罪，但都改判緩刑並獲特赦，從未入監。李健熙

長年臥病，如今李在鎔可能入獄服刑，三星將面對

長期的領導真空，但也可能打破慣例，讓李在鎔的

妹妹李富真接掌集團。三星是南韓最大企業，營收

占南韓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0%。

南韓法官往往考量財閥對南韓經濟的貢獻，於二

審或三審時減刑後再給予緩刑，或由總統特赦。南

韓總統文在寅早就表明不會再特赦，如果李在鎔被

判刑定讞且服刑相當時日，將代表南韓揮別過去，

新政府正式宣告財閥過去那一套做生意的方式已經

行不通了。

彭博社產業專欄作家雪莉‧班潔認為，南韓5大

財閥（三星、現代、SK、LG和樂天）在1980、90

年代帶領南韓經濟起飛，但財閥與官員勾結、賄賂

、逃稅等時有所聞，就算遭判刑也會獲總統特赦。

此外，南韓5大財閥持有的股票占總體股市的一半

，扼殺新創與中小企業的發展契機。若從政治與社

會角度來看，李在鎔被判刑將敲響一記警鐘，而文

在寅也欲藉此打造清廉政府的形象，並展現根除官

商勾結陋習的決心。

分析家認為，李在鎔被判行賄罪成立，矛頭指向

朴槿惠與崔順實的收賄罪嫌，將對兩人的判決產生

關鍵性影響，法院訂10月宣判。依南韓刑法，收賄

的刑責比行賄重。

三星實質領導人李在鎔可能坐牢，集團將會

面臨領導真空。南韓觀察家說，儘管李在鎔無

法直接管理三星，但他仍可能在牢房「遙控」

，至少重大決策須請示李在鎔。彭博社則推測

，三星可能打破男性接班的慣例，讓李在鎔的

妹妹李富真（右上圖／路透）接掌集團。

韓聯社引述觀察家說法報導，三星集團原本

期望李在鎔能獲釋，但從法院判決來看，現在

可能得考量李在鎔無法主持大局的情況。過去

幾年來，副會長李在鎔實質管理這家南韓最大

財團，如今三星必須把李在鎔無法當家視為長

期局勢，而非短暫情況。

李在鎔雖然無法進辦公室直接管理三星，但

他可以在牢房裡遠端經營三星，至少重大決策

須請示李在鎔。三星7月宣布未來幾年將投資

半導體生產線30兆韓元；觀察家說，只有李在

鎔才能做出這類重大決策。

過去不乏南韓財閥領導人在獄中辦公的案

例。鮮京集團高層在會長崔泰源入獄期間探監

1700次，讓崔泰源照常管理業務；2014年，崔

泰源在獄中轉讓集團旗下資訊科技公司的股權

給鴻海。

行事低調顯笨拙
不稱職的改革者

外媒
看他

三星
未來

NEW

新聞中的教室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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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韻涵

南韓三星少主李在鎔上月25日出庭，他試圖以文件遮掩上銬的雙手(上圖)，民眾在首爾法院外抗議，呼籲法官重判李在鎔（下圖）。（歐新社）

姓名 公司 罪名 刑期（年分） 假釋

李健熙 三星 賄賂、逃稅 2年（1996）；3年（2008） 是

鄭夢九 現代汽車 挪用公款 3年（2007） 是

崔泰源 鮮京集團 挪用公款；詐欺 4年（2013）；3年（2003） 是

金升淵 韓華集團 挪用公款；傷害 4年（2012）；1.5年（2007） 是

李在賢 希杰集團 挪用公款、逃稅 2.5年（2014） 是

金宇中 大宇集團 賄賂；詐欺 2年（1996）；8.5年（2006） 是

逃過牢獄之災的南韓財閥

資料來源／彭博社  製表／陳韻涵   █聯合報

為接班鋌而走險
財閥繼承者悲劇

其人
其事

三星少主李在鎔涉嫌賄賂等罪一審被判刑5

年，有人用韓劇《繼承者們》形容這是南韓財

閥接班人下場的縮影。李在鎔將上訴，但社會

大環境氣氛丕變，李在鎔恐將成為三星成立79

年來第一名被判刑定讞且需坐牢的掌門人。

李在鎔生於1968年，父親是南韓首富、最大

企業三星集團的第二代掌門人李健熙，母親

是南韓「中央日報」會長的女兒洪羅喜。李在

鎔與三個妹妹外型出眾，像極了韓劇《繼承者

們》中的豪門子弟。作為家中獨子，李在鎔早

就被作為接班人精心培養。他未辜負家族期

望，拿到南韓頂級學府首爾大學、日本慶應

義塾大學MBA學位，並在美國哈佛商學院攻

讀博士課程。留學歸國的李在鎔2001年返回三

星，但行事卻相當低調。

作為財閥第三代的李在鎔有著普通韓國人難

以企及的華麗履歷。2014年李健熙心肌梗塞昏

迷不醒之後，當時46歲的李在鎔接下三星的權

杖。外界一度期待，深受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理

念薰陶的李在鎔，或將革除父親時代慣有的政

商勾結、祕密資金、內線交易等財閥弊病，引

領三星走上更健康的成長軌道。但父親突然倒

下使李在鎔得倉促完成接班大計，他不僅沒能

與舊式財閥弊病一刀兩斷，反而為了接班鋌而

走險，捲入總統閨密干政醜聞而陷入困境，甚

至被判刑。南韓財閥鬧出醜聞被判刑者甚眾，

他們的違法行為多與家族企業的繼承有關。李

在鎔也沒能逃脫這樣的宿命，「繼承者們」的

身分早為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埋下伏筆。

有媒體評論，如果不是三星的繼承者，李在

鎔或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商人或學者。然而，

當他背負整個家族的責任時，李在鎔似乎難以

擺脫財閥家族的宿命。從某種意義上講，李在

鎔的悲劇，正是韓式財閥繼承者困境的縮影。

紐約時報報導，李在鎔被譽為放眼世界、銳

意進取的改革者，但也被形容為超然的領導人

，不太熟悉三星內部工作。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遭彈劾下台，李在鎔遭羈

押且可能坐牢，連串事件動搖南韓經濟基礎。

李在鎔和律師堅稱李在鎔清白，並說他對三星

或南韓政治情況不了解，不足以犯下那些罪行

。三星則表示，李在鎔雖負責制定策略並維繫

全球聯盟，但幾乎沒有參與日常經營業務。 

南韓檢察官面臨南韓民眾反財閥的龐大壓力

，對李在鎔尋求12年重刑，卻缺乏李在鎔「直

接」賄賂任何人的「鐵證」。因此，李在鎔的

個性和管理風格成為法官裁決的關鍵。李在鎔

和律師說，三星給予前總統閨密崔順實基金會

的款項，是李在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簽字的。

李在鎔也自稱他只看美日刊物，對南韓政壇、

媒體圈不熟悉，所以他「不清楚需要影響哪些

官員」。

李在鎔相當低調，偶爾公開露面也顯得「笨

拙」。即將出版關於三星書籍的作者凱恩說，

「李在鎔受審畫面給人的印象是，他不稱職，

不了解自己的公司。他總是盯著地面，看起來

很緊張的樣子。他缺乏像他父親那種領導人的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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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視覺敏銳度
傑出運動員快速反應的祕密

文／王孟祺
　　（珍世明眼科院長）

先來試個小遊戲：拿一張百元新鈔，請朋友

將食指和中指分開，紙鈔置於兩指之間，請朋

友在你把紙鈔放開時，用食指與中指夾住落下

的鈔票，99%的人都無法夾到。看起來很簡單

，但卻不容易呢！ 

當眼睛看到鈔票下落，訊號由眼睛傳送到

大腦視覺中樞，再啟動手指的運動神經元，命

令由大腦傳遞至脊椎神經再到指尖肌肉，最後

將手指夾起來，這就是整個運動過程。百元紙

鈔約14公分，所以如果要在落下7公分距離內

夾住紙鈔，反應速度要快於0.12秒，你的反應

速度有這麼快嗎？

半秒內揮棒 棒球也是極限運動

以國人最喜愛的棒球為例，職棒選手面對90

英哩（約145公里）的速球，從投手丘至本壘

板只有18.5公尺，球約0.46秒到達本壘板。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打擊者要判斷投手投出的球

路，決定是否揮擊、何時揮擊及揮擊的角度方

向，要做的決定比夾鈔票複雜得多。

據研究，由視覺觸發的身體動作，約需0.25

秒反應（比聽覺0.17秒，觸覺0.15秒長）要在適

當時間，做出揮擊，擊出安打真是不容易！

而野手呢？面對不知往何方向飛竄的球，要

靠著眼球追視（Persuit）與掃視（Saccades）

的眼球運動來追蹤球的軌跡。

什麼是追視？就是把有興趣的運動物體，保

持在視覺最敏銳的視網膜中心窩上。例如看到

心儀的異性走過，會行注目禮跟隨他的腳步，這

樣眼盯著追隨物的眼球運動就叫做「追視」。

掃視就不同了，是將視野中不在中心的物

體快速移動到視網膜中心。例如投手要牽制跑

者時，眼球常常在本壘與跑者間快速來回的轉

動，這樣的眼球轉動方式就是「掃視」。眼球

掃視運動時，會犧牲視覺敏銳度，在掃視前20

毫秒，掃視後75毫秒，幾乎不會形成任何視覺

影像，這樣的掃視抑制作用是為了避免過多訊

息刺激視網膜造成混淆。

拍不到蚊子 跟視覺敏銳度有關

在日常生活或運動時，我們綜合運用這兩種

眼球運動，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例如半夜出

現惱人的蚊子，我們明明追視著飛行速度不快

的可惡傢伙，但是當我們出掌時，蚊子忽然朝

著不可預期的方向逃離，我們必須很快掃視，

在掃視到時，它又朝另一個方向飛去，因為掃

視時視覺敏銳度變差，才會反覆拍紅了掌心而

空自懊惱。 

在運動時，除了視覺訊號外，還有賴身體各

部位知覺，例如聽覺、肌肉皮膚觸覺、本體感

覺等，傳送到大腦整合分析後，再由大腦傳送

訊號指揮肢體動作，這個過程要不斷的回饋微

調，直到精準動作。要能精準且快速的反應及

動作，都要經過反覆練習，練習動作的反射記

憶，才能縮短反應時間。

協調眼腦手 除了練習還是練習

視覺與運動協調的動作，光在視覺系統運

作就要耗時約100毫秒，這是生理上視覺電訊

傳達極限了！所以每位傑出的運動員都需要透

過反覆練習，盡可能縮短並精準掌握肢體動作

反射時間，運用視覺專注力跟累積長期經驗，

才能造就出一場場精彩的賽事。要成為一位優

秀的運動選手，除了天賦好、反應快，不斷的

苦練、精進淬煉才能在賽事舞台上大放光明！

 （摘自聯合報）

上圖：棒球從投手丘投出，約0.46秒會到達本壘板，打
擊者得瞬間決定揮棒與否。� （本報資料照片）

左圖：運動時除了視覺訊號外，還有賴身體各部位知
覺，傳送到大腦整合分析後，再由大腦傳送訊號指揮肢
體動作。� （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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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中 情緒性教室

s e x

文／周明文（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圖／何小芬

小明與小玉是一對情侶，當小玉有情緒時，

總希望小明安慰她。但是小明常常手足無措，

被逼急了，反而會怪小玉無理取鬧。這時候，

小玉就覺得兩人之間的距離好遠好遠！

小英今天感冒不舒服，情緒有點低落。晚上

向男朋友阿仁訴苦。阿仁說：「你怎麼老是生

病？你應該飲食均衡、多多運動，提高你的抵

抗力才是。」小英生氣地說：「我不需要解決

的方法，你只要聽我說就可以了。」

情緒是人們受到某種刺激，所產生的心理

感受。個人都難免會有情緒，更何況是錯綜複

雜的兩人世界。所以學習情緒的處理，是愛情

學中的必修學分，也是愛情能否長久的關鍵。

情緒的學習包含5個面向：

①基本情緒有8種

有8種基本情緒：喜悅、贊同、盼望、驚訝

、害怕、討厭、悲傷、憤怒。其他的情緒都是

由基本情緒衍生而來。一般而言，女性對情緒

比較熟悉，男性則否。這也就是小明會手足無

措的原因。

你可以常常探索自己究竟處於何種情緒，也

可以時時推測伴侶的情緒，再與對方確認。只

要不斷的練習，你必然可以認識複雜的情緒。

②你的解釋決定情緒  

遇到事情，大腦必須先賦與它某種意義，才

會引起你的情緒。相同的事件經由不同的解釋

，會產生不同的情緒。譬如說，朋友讚美你很

會唱歌，如果你認為他是真心的，會很高興。

如果你認為是諷刺，就會很生氣。

所以決定情緒並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

你的解釋。影響解釋的因素很多，如原生家庭

、過去的經驗、價值觀、對事情的了解程度，

以及當時的心情。因此當面對事情，伴侶的情

緒反應與你截然不同時，不要太訝異。

③適時察覺伴侶情緒

與伴侶相處時，要經常觀察對方的臉色、口

氣以及行動，以了解他的情緒。不確定的時候

，可以適時地詢問，以表達你的關心。如：「

你好像有點生氣？」如果對方願意告訴你，就

要仔細地傾聽。 

如果對方不想講，就必須耐心等待，不要催

促。等到對方心平氣和之後，多半就會告訴你

事情的始末。當你了解伴侶的情緒之後，再給

予適當的處理。

④傾聽認同伴侶情緒 

A. 接受對方的情緒，給予支持與安慰，陪他走

出情緒的低谷。

大部分的時候只要傾聽就夠了。請暫時放

下自己的觀點，發揮同理心，無條件的接受對

方的情緒。可以說：「難怪你會生氣，換成我

，我也會。」

千萬不要否定他的情緒，如：「這種小事，

你也要生氣。」更不要批評伴侶，即使他真的

有錯。無論如何，都必須先與他站在一起。

男人通常是問題導向，常常急於分析，批評

或建議，如阿仁。女人有情緒時，通常不需要

這些。事實上，只要溫柔地傾聽就夠了。

B.探究引發情緒的解釋是否適宜

對於情緒，要無條件地接受；但引發情緒的

解釋，卻有討論的空間。等伴侶的情緒過後，

不妨探究伴侶究竟作了何種解釋，解釋是否合

宜，以及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解釋。

譬如說，伴侶很生氣，因為小明沒向他打招

呼。你可以回應：「原來如此！」「小明真不

應該。」等他氣消後，再提醒伴侶，「你認為

小明故意不理你，或許他根本沒看到你，下次

你可以試著叫他看看。」

⑤學會暫停負面情緒 

除了注意伴侶的情緒外，也要察覺自己的情

緒，並作適當的處理。請不要壓抑自己的情緒

，應該設法抒發。散步、聽音樂、運動、看電

影等，都是很好的方法。但請不要採用酗酒、

吸毒等不好的方法，以免惹來更多麻煩。

當負面的情緒太過強烈時，要學會「暫停」

。請立刻離開現場，去上廁所，或出門走一圈

。離去前，記得與對方約好回來討論的時間，

最好在幾個小時後或幾天內。以免對方有被你

拋棄的感覺。

要學會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並避免指責

伴侶。如：「你開車那麼快，我好擔心。」而

不是「你開車為什麼那麼快，很危險，你知不

知道？」

總之，在戀愛中，如果你有能力察覺自己及

對方的情緒，並給予適當的處理，令雙方的心

靈都能得到安頓，滿足，那麼愛情必能長長久

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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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
力創意在巷弄

圖／取自boredpanda網站

這種街角塗鴉絕對不會討人厭

，事實上還大受歡迎。

美國藝術家湯姆包伯以紐約的

小巷當畫布，他專找一些實在說

不上美觀的外露瓦斯管線、水管

或電表等，再以生花妙筆讓它們

以全新面貌重出江湖。例如一整

排的水表變身成一箱的螃蟹，排

水管變成大象的鼻子，連用來阻

擋車輛進出的倒U型鐵柵，都可

以被畫成可愛的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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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寫作教室
系列176

用創意寫心意
107學年大學學測的國語文寫作能力測驗將同時施測

知性作文與感性作文兩種題型。知性作文考核的是學生

能否針對各種現象提出自己的見解；感性作文則希冀學

生能真誠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情感。

寫出心中真想法

兩類題型皆要求考生依據題目開展出屬於「自己」的

文章。意即書寫知性作文時，不作違心之論，當自己的

見解與大多數人抵觸時，亦敢於擺脫傳統思維的枷鎖，

說服他人認同自己的看法；創作感性作文時，能真誠自

然不造作，務求情盡乎情而不流於巧言令色。最怕的是

心中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這時就該學習如何用心地觀

察體會，從生活中積累寫作素材，進而形成自己的價值

觀。

立意取材有創意

此外，寫作還需要創意和新意，最忌「千人一面，千

部一腔」的呆板無趣。舉例來說，寫知性作文時，題目

要你針對「大學生穿拖鞋上課」一事發表自己的看法，

你會認為無傷大雅，或是覺得這反映出學生對於求學殿

堂的不夠尊重？假如「無傷大雅」才是你心中真正的想

法，你又要如何說服位處學術殿堂的閱卷老師認同你的

觀點？若能從「大學的可貴正在於它的開放」的角度切

入，舉出古代女子裹小腳以及從前中學的「髮禁」做為

例證，說明「種種的外在約束，皆隱含著達成某種特定

意識型態的意圖」，如此論述，比起違心地搬弄生硬大

道理，更能令人耳目一新。

至於感性作文的要領，我們舉104年的學測作文題目

「獨享」為例。當時大多數考生皆以「閱讀的收穫」做

為寫作主軸，創意略顯不足，因此雖好發揮，卻不見得

能拿高分。像遇到這類容易與他人「撞文」的題目時，

若能在立意上稍加變化，便能從眾多雷同的文章中脫穎

而出。就有考生以獨享「閱讀自己的日記」為立意，在

一片「讀書樂」中別開蹊徑，並以抒情的筆觸寫下自己

的感悟：「只有我能記錄下自己的日記，也唯有我才

能讀懂每一刻的意義。……因為生命無法重塑，無法

複製，我喜歡獨享。」獲得閱卷老師的好評。

考試能引領學習，而學習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應付

考試。若能藉著一次次知性與感性的書寫鍛鍊，培養我

們的邏輯思考能力以及溝通表達能力，那麼面對未來的

挑戰將會更有競爭力。

聯合報寫作教室講師／吳玫香撰寫

（本文同時見刊《聯合報》教育版）

給高中生的寫作絕招
核彈威脅

好讀上周五問：

1.�你知道最近這次美國和朝鮮的衝突

嗎？你從哪裡知道？

●江尚霖（新北金山高中205）　

A.�不知道，我是經由這次的圖擊隊才

知道有這件事。

●何亞妍（新北永和國小612）

A.�知道，最近電視上都有播。

●吳睿芸（花蓮海星國小六忠）

A.�知道，是看新聞和許多人在講的話

題裡知道的。

●沈佳惠（新北金山高中205）

A.知道，從臉書、新聞、報紙。

2.歷史上發生過幾次核戰？

●張宇潔（新北金山高中205）

●賴瑞宗（中市居仁國中208）��

A.�只有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美國為了使日本投降，在廣島和長

崎投下原子彈，這是核武器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被用在戰爭。

3.�你有注意過住家附近的避難所位置

嗎？

●余芷綺（新北金山高中205）

A.�有，在金山國小附近。

●邱素鈺（新北金山高中205）

A.�有，在我家隔壁就有一個避難集合

點。

●馮筠晴（新北三和國中821）

A.�沒有。我從來都不知道台灣有避難

所這種東西，也從未聽人討論過。

●黃致鈞（新北金山高中205）

A.�沒有，因為就算真的爆發災難，也

沒有機會逃。

4.�日本和南韓這次做了很多民眾避難

演習，近鄰的我們要擔心嗎？

●何優（新北金山高中205）

A.�要，因為我們離朝鮮的位置並不遠

，演習不見得就代表安全。

●吳依真（新北金山高中205）

A.�要，因為核彈爆炸是很恐怖的威力

比我們想的還要大很多。

5.從這起事件，你有何心得？

●李芊蓉（新北金山高中205）

A.�希望北韓可以停止，不要打其他國

家，戰爭是無意義的。

●李承峻（新北金山高中205）

A.�為什麼要發起戰爭呢？為什麼要讓

無辜的人民受苦？

●許君佩（彰化鹿港國中101）

A.�我覺得國與國的戰爭不要傷害到其

他人。

●簡似丞（新北金山高中205）

A.以後要知道逃生路線。

圖擊隊上周回答

南韓地鐵站內裝有防護面罩等用具的和緊急應變箱。� 圖／取自網路

此欄榮獲世界報協

2014年輕讀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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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

歐漫菁華‧沉醉台中

時間：即日起至9月24日

地點：台中文創園區雅堂館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

官網：www.facebook.com/TaiCAF

主題有別於大眾熟悉的日漫風格，聚焦

歐洲漫畫，主打漫畫新銳艾文仕（Brecht 

Evens）個展。艾文仕來自比利時，首部

作品《狂歡夜寂寞》就奪得法國安古蘭國

際漫畫節新銳獎，去年獲邀替LV創作巴

黎百景，並蒐集成LV旅遊書。

除艾文仕個展，會中另安排原創小誌

市集、國際動畫放映秀與手作工作坊，

還有少見的「台中漫畫大歷史」專區，

回顧中台灣豐富的漫畫創作能量。

老漫展新生

你還記得第一次受漫畫感動的時候嗎？好

笑的、感動的、熱血的、浪漫的，漫畫主題

千百種，魔力難以言喻，有人買書支持、也

有人沉醉在畫自己的故事。來自比利時的菲

利浦‧卡帕（Philippe Capart），則是從動畫

師轉行，接手一間瀕臨倒店的漫畫老書店，

更做起研究傳遞漫畫背後迷人的運作奧秘。

今年暑假的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以歐漫為

主題，舉辦多場台法漫畫座談，其中一場談

「歷久彌新的老漫畫」，邀到比利時漫畫書

店「活力地窟」（La Crypte Tonique）店長

卡帕與台灣漫畫研究先驅洪德麟對談，兩人

交流許多藏書經驗。

到老書店朝聖 意外變店長

卡帕說，至今仍記得自己當初受漫畫感動

的瞬間：周遭有誰，甚至是當下的聲音跟氣

味。大學時他讀動畫，常到比利時一間專收

老漫畫的書店朝聖，店老闆有個性，藏書之

豐多到讓他有「山洪爆發」的感受──沒想

到漫畫主題可以這麼多、這麼廣，大大開啟

他的視野。

後來老書店經營不善，快被法拍之際，卡

帕挺身接手20塊棧板之多的藏書，以「活力

地窟」為名重起爐灶。

想了解漫畫家 意外出季刊

「活力地窟」賣老漫畫，也出版漫畫研究

季刊。卡帕說，原本只是調查幾位感興趣的

漫畫家，沒想到資料越查越多，讓他興起「

自己看太可惜」的念頭，遂開始有系統的編

排發行。由於卡帕有動畫師背景，因研究需

要訪談漫畫家時，更能從專業角度切入，彼

此身分對等，而非小粉絲追星的心態。

讀漫不要盡信 保持敏銳度 

卡帕建議讀者看漫畫時，保持敏銳感，不

要照單全收。他提醒漫畫有時會被有心人士

當成工具，傳達特定的意識形態，極權國家

如此，自由社會也可能發生。有些創作者本

身懷抱著特定價值觀，畫入作品裡隱而未顯

，「不要天真的被牽著鼻子走」，卡帕說享

受看漫畫的樂趣，也觀察作者企圖，再決定

接不接受。

數位時代下，網路上隨時有漫畫可看，但

卡帕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書店一角堅持與

讀者面對面互動。他鼓勵讀者有意見直接反

應，不滿可以揍他，他笑稱「目前有因錯字

或文法錯誤」被糾正，但還沒被打過。

漫畫帶給讀者的樂趣歷久不衰，老少各有

不同體會，卡帕看漫畫看出學問來，你呢？

〈漫畫193〉

漫迷變身店老闆 研究漫畫出季刊 文／林雅儀
圖／主辦單位提供

看展覽

卡帕與洪德麟對談，分享各自如何與漫畫結緣。

卡帕於比利時漫畫書店「活力地窟」門前留影。
(圖取自書店網站，Saskia Vanderstichele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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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與創新
歐漫新秀艾文仕攜作訪台

文／林雅儀
圖／主辦單位提供

布雷希特‧艾文仕

(Brecht Evens) 

1986年生，畢業自比利時盧

卡藝術學院。2011年獲法國安

古蘭國際漫畫節好書競賽最有

膽識新銳獎，得獎作品《狂

歡夜寂寞》已出版荷語、法語

、英語與德語版本。至今獲得

美國漫壇奧斯卡「艾斯納獎」

(Eisner Awards)6次提名。

暗夜裡，巴黎鐵塔頂端的探照燈正照亮著城市一

角，每個窗格中，花都男女有的彼此依偎、有的談笑

風生。換個場景，女孩房間裡，正蜷伏著一隻皮色艷

麗的花豹，配合房間主人的期待隨時變換花色。兩幅

場景不同，卻都用色繽紛，皆出自歐漫圈當紅新人艾

文仕之手，正於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展出。

色彩多樣 構圖打破日式分鏡

首屆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漫畫新秀艾文仕帶來

《狂歡夜寂寞》（Les Noceurs）、《我們愛藝術》（

Les Amateurs）、《花豹紳士》（Panthère）以及《

艾文仕LV巴黎百繪》（Louis Vuitton Travel Book 

Paris by Brecht Evens）4組作品與讀者見面。色彩

多樣是作品的最大特色，構圖又打破台灣讀者習慣

的日式分鏡與對話框，巧妙運用線條和顏色做區隔，

透過角色行為自然帶動作品流動，過目難忘。

開展時，艾文仕與策展人林莉菁舉行「狂歡夜寂

寞」對談會，一來一往透露許多創作哲學。

跳脫框架 透過插畫實踐畫圖

「先毀滅、再建構」是艾文仕總結自己自藝術學院

獲得的最大收穫。艾文仕表示6歲時就開始拿筆畫圖

，美術課畫圖成績總是第一名，上了藝術學院才發現

「原來自己只是高手中的平凡人」。大四時他遇見嚴

厲的指導老師，參考老師建議，挑戰有別以往的畫圖

手法，逐漸奠定自我風格。他說過去受漫畫形式制約

，很多表現方式是不加思索的「自然反射」，甚至當

成理所當然，接觸插畫讓他跳脫以往框架，反思漫

畫以外，如何透過插畫實踐畫圖這件事。

畫錯是驚喜 學習如何救筆誤

《狂歡夜寂寞》是艾文仕的畢業製作，場景發生

在一場即將開始的派對，最受歡迎的核心人物還沒

到，透過他人之口讓讀者認識這位主角是多麼的光

彩有魅力。他笑稱創作本書時還是20出頭的小夥子，

描述青少年人際間的敏感與孤立成為他關注的主題

。艾文仕透露畫圖時多不打草稿，直接拿顏色在紙上

堆疊。聽眾問畫錯怎麼辦？他說每次畫錯都是「驚喜

」，表示又有機會把筆誤搶救回來，讓自己更進步。

他鼓勵有志者不要過度限縮創作領域，他以自己

為例，委託他畫圖的品牌多從漫畫作品認識他，但商

業插畫才是他可仰賴的收入來源。漫畫是他的最愛

，是他的使命，漫畫創作像正職，商業委託則像工作

間喘口氣的度假，靠漫畫累積知名度，靠插畫討生活

──艾文仕戲稱自己「度假賺的比上班多」，幽默之

餘也顯現多元發展對創作者的重要性。

看作者

歐漫新銳艾文仕參加台中國際動漫博覽會，他的作品首度在亞洲展出，現場有民眾排隊等待簽名(小圖)。� 記者洪敬浤／攝影

《艾文仕LV巴黎百繪》

《我們愛藝術》

《花豹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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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內容出自《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9月號

常春藤有LINE@生活圈帳號，可以更即時地學英文啦！

LINE→其他官方帳號→搜尋處輸入@cuy2538o

→�看到「常春藤英語」→按加入就好嚕！

1. ceiling                       n. 天花板

2. ceiling fan                       n. 吊扇

3. air conditioner        
     n. 空調設備，冷氣機

4. cuckoo clock                            
        n. 布穀鳥鐘，咕咕鐘

5. grandfather/ floor clock  n. 落地擺鐘

6. TV stand   �n. 電視座台

7. fireplace ���������������n. 壁爐

8. sofa / couch  ����������n. 長沙發

9. throw pillow                      n. 抱枕

= toss pillow                    n.
10. armchair                 n. 扶手椅

11. rocking chair                     n. 搖椅

12. coffee table���n. 茶几，咖啡桌

13. end table    n. 小茶几，短桌

14. floor lamp���n. 座地燈，立燈

15. hardwood floor       �����������������n. 硬木地板

16. rug　������n. 小地毯

客廳的傢俱物品怎麼說？

The World in Pictures

客廳
The Living Room圖解世界

It is really cold in here. Can you start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so we can warm up?
這裡面真冷。你可以在壁爐裡生火好讓我們暖和暖和嗎？

Don't leave your wet towel on the hardwood floor. It 
will leave a stain on the wood.
別把你的濕毛巾留在硬木地板上。它會在木頭上留下汙漬。

We should buy a new end table to put next to the 
couch.
我們應該要買一張新的小茶几放在長沙發旁。

It isn't hot enough to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Just 
turn on the ceiling fan.
現在還沒熱到要開冷氣。開吊扇就夠了。

You will see a beautiful cuckoo clock on the wall as 
you enter the living room.
你一進到客廳就會看到牆上有一個美麗的咕咕鐘。

 在國際地球村的趨勢下，英語成了升學、出國的必

備利器，《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為使讀者可以輕鬆

與外國人對話，特別推出「生活FUN學堂」，內容有

生活性的實用對話、時事主題及新知，讓你輕鬆跟外

國人打開話匣子！

生活

FUN學堂

● 聽雜誌廣播 http://www.ivy.com.tw/broadcast/

‧

客廳相關實用句



Before World War I, most houses had a parlor. This room 
was set apart1 and used only when guests visited. Because the 
room had the nicest furniture, the family didn't use it that much. 
During World War I, millions of people died. Often it wasn't 
possible to bury2 the body right away, so it was put in the parlor. 
By the 1920s, families were doing better and growing again. But 
the parlor came to represent3 a place for the dead.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is room, it was renamed4 the "living" room and 
became the place where the whole family would gather5.

The Living Room: Then and Now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部分的住宅都有會客室。這個房間被空出來，只

有客人來訪時才使用。因為這房間有最好的傢俱，所以家裡人都不大常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數百萬人喪生。通常遺體不可能馬上入土，所以

會被放置在會客室。到了20年代，一般家庭的狀況都好轉並漸漸再度興旺

起來。但是會客室卻開始成為安置死者的代名詞。為了給這種房間注入新

生命，它被重新命名為「生活的」空間，並變成了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Translation 客廳的前世今生

Words & Phrases 單字片語

★號為全民英檢中級必背單字

1. set sth apart (for sth)
留出∕撥出某物（做某事）

This piece of land was set apart for public 
housing.
這塊土地被挪出來蓋公共住宅。

* housing             n. 提供住房

bury           vt. 埋藏，埋入

Larry's dog likes to bury bones in the yard.
賴瑞的狗喜歡在院子裡埋骨頭。

represent                 vt. 代表，象徵

Yellow roses are said to represent 
friendship.
據說黃玫瑰代表友誼。

rename            

vt. 給……重新命名∕改名﹙一般用被動語態﹚

You must rename the file before you save it. 
你在儲存這個檔案前得先給它重新命名。

gather             vi. & vt. 聚集，集合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are gathering in 
the park.
一大群學生在公園裡聚會。

2.

3.

4.

5.

Tips in Use 重點解析

　本文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is room, it was 
renamed the "living" room and... 中的片語breathe 
(new) life into...，表「為……注入（新）生命」。

　本片語中的breathe為動詞，表「呼吸」，與其相

關的一個有趣的片語為breathe down sb's neck，其

字面上的意思為「在某人的脖子後面呼氣」，故可

引申為「緊盯∕監視某人」。例：

This vacation has breathed new life into our 
relationship.
（這段假期為我們的關係注入了一股新活力。）

It's a pain to have a boss who breathes down 
your neck all the time. 
（有個總是緊盯著你的老闆真痛苦。）

「為……注入新生命」怎麼說

Extra Words 補充字詞

parlor                    
n.﹙尤指舊時的﹚會客室，客廳，起居室

英
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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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說明︰請將右列文字填

入遊戲空格，使橫、直排列語

詞或文句正確呈現。

（橫由左至右，直由上而下排列）

遊戲設計：遲驖川 

一 入 工 大 文 之 不 手 父 正

玉 生 以 全 妄 言 災 身 受 金

河 門 風 原 師 陷 動 尊 義 歲

傳 價 髮 遭 線 機 礁 壞 鰲 觀

遊戲說明：請將1至10數字分別合理填入十個

方格內，使馬卡龍上數字都成為其周邊相鄰

方格中數字的總和。

遊戲設計：狄運來

黃色方格內數字總和是10

下課時間／填字圖 解答馬卡龍數字

好讀之友：6分鐘破解  好讀之友：5分鐘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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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讀周報《好讀酷科學》活動信用卡訂報表
本人同意以信用卡刷卡預付好讀周報報費

可獲《好讀周報》52期及《酷科學》套書三冊(酷實驗、酷天文、酷自然，
加贈《酷科學學習手冊》一本，總市價1,920元)

1260□預付 元 贈品碼：74ZH897

您同意以信用卡刷付以下金額參加好讀周報訂報活動。您知悉並同意「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本公司)為「開立收據、寄送好讀周報及酷科學套書等相關服務及行銷宣傳目的」，得
於「本訂報活動期間與結束後一年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下列個人資料，利用方式包含
「電話行銷、EMAIL訊息、簡訊、傳單等」，及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予本公司合作之「遠流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寄送酷科學套書及提供本訂報活動相關客戶服務」。您依照個人資
料保護法所享有之權利及權利行使方式，請參考聯合報系(udngroup.com)隱私權聲明。

訂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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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日)＿＿＿＿＿＿＿＿＿＿＿＿(夜)＿＿＿＿＿＿＿＿＿＿＿＿＿＿＿

行動電話：＿＿＿＿＿＿＿＿＿＿＿＿E-mail：＿＿＿＿＿＿＿＿＿＿＿＿＿＿＿

訂報資料：□新訂戶　　　□舊訂戶（原送報單位＿＿＿＿電話＿＿＿＿＿＿＿）

《酷科學》套書及學習手冊收件人姓名：＿＿＿＿＿＿＿＿＿＿＿＿＿＿＿＿＿＿

《酷科學》套書及學習手冊收件人地址：□□□＿＿＿＿＿＿＿＿＿＿＿＿＿＿＿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西元 ＿＿＿＿＿＿＿＿＿＿＿＿＿年＿＿＿＿＿＿＿＿＿＿＿＿＿月

發卡銀行：＿＿＿＿＿＿＿＿＿＿＿＿＿＿＿＿＿＿＿＿＿＿＿＿＿＿＿＿＿＿＿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持卡人簽名：＿＿＿＿＿＿＿＿＿＿＿＿＿＿＿＿＿（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持卡人電話：＿＿＿＿＿＿＿＿＿＿＿＿＿＿＿＿＿＿＿＿＿＿＿＿＿＿＿＿＿＿

信用卡訂報專用欄

填妥刷卡表格後，傳真專線：(02)8643-3578；客服人員確認專線：0809-080-186(請於傳
真10分鐘後再行確認)

好讀周報�每周一出刊�每份15元

電子信箱 readersclub@udngroup.com
專線:0809-080-186

★聯合報系 1.信用卡訂報：
請剪下信用卡訂報表格放大，填妥資料後傳真至（02）86433578，請於傳真10分鐘後撥0809-080-186
或E-Mail至serve_u@udngroup.com.tw確認。
2.注意事項：
A.雜誌、書籍一經拆封，恕不退換。B.新訂戶約12天（刷卡傳真約一週）後開始送報。C.活動期間如
有加送贈品以雜誌社當期提供方案為主；若有變更將有客服人員和您聯絡。D.本公司及雜誌社保留更
換贈品及訂單交易與否之權利，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E.本聯賣方案報紙及套書無法個別退訂，取消
訂單將扣除已寄發報紙及套書市價後退回差額。

訂報辦法

預付1260元
可獲《好讀周報》52期
及《酷科學》套書三冊
（酷實驗、酷天文、酷
自然，加贈《酷科學
學習手冊》一本，總
市價1,920元）

最強選編 科學帶
著走

專為青少年編撰，每冊均有簡易科普活

動，揭露生活中的有趣科學事實。

輕鬆文字搭配塗鴉式說明，圖文兼具，

小開尺寸好攜帶，科學知識隨手拈來。

加贈好讀讀者《酷科學學習手冊》一本

，收錄學習單檢驗孩子閱讀成效。

《科學少年》金鼎獎團隊精心籌畫《酷

科學》隨身套書，以幽默文筆解釋自然、

天文與實驗概念，一跨頁一主題，活用零

碎時間，沉浸科學無負擔。

1

2

3

統 值

歲 望

剛 之 感

實 體 不

復 牽 而 身

電 膚

關 無 之

整 自 區

程 為

拜 母 堡

歲傳統價值觀正

歲言望文生義

金剛不壞之身風感

河實體不

復原牽一髮而動全身

玉電線膚陷

關手機遭受無妄之災

工整之自區

鰲程以父為尊

拜入師門母大堡礁

1. 望文生義／成語：只照文字表面加

以解說意義，原意容易被曲解

2. 金剛不壞之身／佛教用語，指修成

正果後的法身不會再被困擾侵害

3. 牽一髮而動全身／指任何微小部分

之改變都會對整體造成影響

4. 大堡礁／位於澳洲東北昆士蘭海岸

之世界最大最長珊瑚礁群

5. 歲歲金河復玉關／柳中庸〈征人怨〉

6. 鰲拜／滿清鑲黃旗人，清朝三代元

勳，戰功顯赫

7.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孝經·開宗

明義章》

8. 文風不動／成語：一點也不受影響

原地不動


	30191
	30291
	30391
	30491
	30591
	30691
	30791
	30891
	30991
	31091
	31291
	31391
	31491
	31591
	31691
	31791
	31891
	31991
	32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