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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歐盟園區電子報第100 期囉!!

2008年歐盟園區電子報創刊至今已四個年頭了，歷經無數電

子報編輯小組員之筆，共發了100期的精彩內容；感念歷年來

盡心負責的編輯人員，也謝謝一路相伴給予支持的讀者。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各位舊相識和新朋友若想一窺歐盟電子報的轉變歷史，就請

接著閱讀「歐盟電子報大事紀」吧！

歐盟園區電子報將持續為大家帶來精采可期的歐洲、歐盟最新

資訊報導，感謝支持與鼓勵。



歐盟園區電子報歐盟園區電子報歐盟園區電子報歐盟園區電子報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

• 97學年度上學期發行創刊號學年度上學期發行創刊號學年度上學期發行創刊號學年度上學期發行創刊號（（（（2008/10/22））））

• 13期增加學術期增加學術期增加學術期增加學術專欄專欄專欄專欄（（（（2009/03/04））））

• 18期期期期-22期增加期增加期增加期增加Armin Ibitz（（（（華明儀老師華明儀老師華明儀老師華明儀老師））））

專欄專欄專欄專欄（（（（2009/04/15~05/20））））

• 27期改為期改為期改為期改為雙週出雙週出雙週出雙週出刊刊刊刊、、、、

增加主題增加主題增加主題增加主題專欄並進專欄並進專欄並進專欄並進

行 第 一 次 改 版行 第 一 次 改 版行 第 一 次 改 版行 第 一 次 改 版

（（（（2009/10/01））））

歐盟電子報大事紀



• 28期增加校外活動快訊期增加校外活動快訊期增加校外活動快訊期增加校外活動快訊（（（（2009/10/14））））

• 38期加入編期加入編期加入編期加入編按按按按（（（（2010/06/21））））

歐盟電子報大事紀



• 39期增加深度報導期增加深度報導期增加深度報導期增加深度報導、、、、Do you know（（（（2010/10/11））））

• 99學年度下學期學年度下學期學年度下學期學年度下學期，，，，46期再次期再次期再次期再次改版改版改版改版（（（（2011/03/22））））

• 100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54期期期期改版改版改版改版（（（（2011/10/07））））

歐盟電子報大事紀



• 58期增加歐洲期增加歐洲期增加歐洲期增加歐洲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2011/12/02））））

• 62期增加歐洲藝文期增加歐洲藝文期增加歐洲藝文期增加歐洲藝文報導報導報導報導

（（（（2011/03/12））））

• 64期改為直式期改為直式期改為直式期改為直式版面版面版面版面，，，，

並將歐洲觀點改為並將歐洲觀點改為並將歐洲觀點改為並將歐洲觀點改為

世界觀點世界觀點世界觀點世界觀點（（（（2012/04/10））））

歐盟電子報大事紀



• 102學年度起增加好書學年度起增加好書學年度起增加好書學年度起增加好書專欄專欄專欄專欄

（（（（2013/10/07））））

• 89期特別新增卡夫卡徵文專欄期特別新增卡夫卡徵文專欄期特別新增卡夫卡徵文專欄期特別新增卡夫卡徵文專欄

（（（（2013/11/19））））

• 101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71~77期期期期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法國與歐盟法國與歐盟法國與歐盟法國與歐盟]投稿投稿投稿投稿專欄專欄專欄專欄

（（（（2012/10/19））））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羅文笙羅文笙羅文笙羅文笙））））

看完了精彩的歐盟園區電子報大事紀後看完了精彩的歐盟園區電子報大事紀後看完了精彩的歐盟園區電子報大事紀後看完了精彩的歐盟園區電子報大事紀後，，，，想必忠實想必忠實想必忠實想必忠實

的舊雨們一定非常懷念的舊雨們一定非常懷念的舊雨們一定非常懷念的舊雨們一定非常懷念，，，，而新知們也為歷經多年的電子而新知們也為歷經多年的電子而新知們也為歷經多年的電子而新知們也為歷經多年的電子

報感到驚訝吧報感到驚訝吧報感到驚訝吧報感到驚訝吧！！！！非常感謝各位同學及師長的支持與鼓勵非常感謝各位同學及師長的支持與鼓勵非常感謝各位同學及師長的支持與鼓勵非常感謝各位同學及師長的支持與鼓勵，，，，

接下來歐盟園區也會讓電子報內容更加豐富且繼續帶給接下來歐盟園區也會讓電子報內容更加豐富且繼續帶給接下來歐盟園區也會讓電子報內容更加豐富且繼續帶給接下來歐盟園區也會讓電子報內容更加豐富且繼續帶給

各位最精采的歐盟資訊各位最精采的歐盟資訊各位最精采的歐盟資訊各位最精采的歐盟資訊！！！！也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持續支持也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持續支持也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持續支持也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持續支持，，，，

並提供寶貴的意見並提供寶貴的意見並提供寶貴的意見並提供寶貴的意見！！！！歐盟園區謝謝您歐盟園區謝謝您歐盟園區謝謝您歐盟園區謝謝您！！！！

歐盟電子報大事紀



歐盟雙週新聞

� 制裁俄國 俄：歐盟應考量歐企

http://goo.gl/W3htPO (中央社 05月24日) 

� 亞洲第一個 南韓與歐盟簽安全協議

http://goo.gl/AMNr4J (人間福報 05月24日) 

� 槍擊案後比利時加強對猶太設施的安保

http://goo.gl/ycyhkq (BBC中文網 05月25日) 

� 首演只為學生 皇家歌劇院吸引新觀眾

http://goo.gl/Yv2Rsd (BBC英倫網 05月24日) 

� 波羅的海論壇聚焦歐盟「東部夥伴關係」計劃

http://goo.gl/NQ3MGa (中評社 05月25日) 

[UE2A彭千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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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委歐委歐委歐委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

去年12月，德意志銀行、法國興業銀行、摩根大通等六家金融機構

涉嫌串通操縱關鍵基準利率，而遭歐盟處以總額17.1億歐元的罰款（約

新台幣701億元）。換句話說，因為這些金融機構的介入，扭曲金融市

場上的普遍參考指標（基準利率），其他利率或金融資產價格也跟著受

牽連，進而藉機壟斷金融市場。此行動影響歐元區18國的利率市場以及

許多非歐元區國家。

今年，法國農業信貸集團（Credit Agricole）、匯豐（HSBC）以

及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 ）歷經去年12月的慘痛代價後遲

遲未和歐盟監管部門達成和解。此次又因合謀操控歐元利率衍生品（利

率期貨、利率期權等）定價正式遭起訴。

[UE2A彭千芸/整理]

歐委會歐委會歐委會歐委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

(圖1) 匯控發言:會就有關操控拆息訴訟作出激烈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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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39MoYn
http://goo.gl/i5Gb3Y
http://goo.gl/IVqlrq
http://goo.gl/D0K6DA

事實上早在去年3月起，歐盟官方針對這三家金融機構，為「操控

歐元利率衍生品訂價」一案展開調查至今，並發出「異議聲明」闡述歐

盟委員會所關注的事項，但這三家金融機構仍對此警告辯駁到底。到目

前為止他們都可以靠書面以及聽證來為自己進行辯護，整個過程需要花

一年或更多時間進行。

此次風波後，歐委會（European Commision）反壟斷機構主管阿

姆尼亞（Joaquín Almunia Amann）表示，下一步將調查每天交易量達

到5.3兆美元的外匯市場。這次事件也成為揭開清查匯率市場的序幕。

(圖2) 利率壟斷 歐盟的重磅罰單呼之欲出

10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2uDTE
圖2：http://goo.gl/IVh0OB

歐委歐委歐委歐委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會進行操縱利率大搜查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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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論壇歐洲文化論壇歐洲文化論壇歐洲文化論壇
《《《《眼睛與焦距之間眼睛與焦距之間眼睛與焦距之間眼睛與焦距之間：：：：歐洲電影怎麼看歐洲電影怎麼看歐洲電影怎麼看歐洲電影怎麼看》》》》

[YG3A林佳緯/整理]

臺灣歐盟中心（European Union Center in Taiwan）迄今已成立

五年，在臺灣歐語學界以及探討歐洲與歐盟相關政經議題及資訊上不遺

餘力。而同時今年也是東歐「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 V4）

加入歐盟十週年，藉著這樣特別的一年，臺灣歐盟中心舉辦了第一屆

「臺灣歐洲文化論壇」，並以「歐洲電影」為題，希望透過近期舉辦的

《臺灣V4中歐電影節》與西班牙知名導演－阿莫多瓦系列影展，深化

臺灣在歐洲與歐盟的的文化研究與探討。

活動中，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了臺大外

文系教授－張淑英擔任主持人，另外由三

位與談人分別針對歐洲電影的各層面進行

演講。

政大廣電系教授－陳儒修，介紹了中

歐影展的其中三部電影：《舞向死亡的少

女》、《希望之子》、《復活四人組》；

臺大電影系副教授－吳珮慈，以「光影歐洲」為題，詳述歐洲電影的美

學及產業；而文藻外語大學西文系副教授－林震宇，則針對阿莫多瓦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的作品以及匈牙利電影《我太太，我

情人，我女友》進行深入探討。

而在與談過後，匈牙利駐台代表雷文德（Levente Szekely）也為現

場播映的匈牙利電影《舞向死亡的少女》進行導讀。

(圖1)臺灣歐盟中心LOGO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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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中歐中歐中歐V4電影電影電影電影節節節節

今年春天，時逢中歐「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 V4 ）

加入歐盟十週年，與臺灣互動良好的這四個國家－捷克共和國（Česká

republika）、匈牙利(Magyarország）、波蘭共和國（Rzeczpospolita

Polska）和斯洛伐克共和國（Slovenská republika），特別舉辦一系列

的活動慶祝這特別的一年，而「V4電影節」就是其中之一。

(圖2) V4電影節8部電影海報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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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向死亡的少女舞向死亡的少女舞向死亡的少女舞向死亡的少女（（（（The Maiden Danced to Death））））

A halálba táncoltatott leány

導演：Endre Hules

2011 / 匈牙利 / 劇情片 / 100分鐘 / 普遍級

兩位出身在匈牙利共產時期的兄弟，在20年前創立了一個舞團。但

兩人最後分道揚鑣，一人走向象徵自由的商業世界，另一人則繼續為創

立舞團的初衷跳著。20年後，兩人再次相遇，原本邁向世界的哥哥已成

為國際舞蹈界知名的經理人，而弟弟則依舊為這窮困的舞團煩惱。而久

違重逢的兩人，決定一同合作，將舞團最新的作品《舞向死亡的少女》

搬上國際舞台。哥哥將他在商業界打滾多年的人脈、資金、手段，通通

投注在弟弟的作品上；而弟弟也試著接受與以往不同的風格與舞者，打

造出耳目一新的舞蹈作品。然而，在這樣傳統與現代、共產與商業的融

合過程中，將產生一連串的花火，而兩人將會如何突破呢？

(圖3)舞向死亡的少女電影海報

(圖4)電影劇照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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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子希望之子希望之子希望之子（（（（Wałęsa, Man of Hope））））

Wałęsa. Człowiek z nadziei

導演：Andrzej Wajda

2013 / 波蘭 / 劇情片 / 127分鐘 / 保護級

身為一名造船廠工人的Walesa在抗議活動中遭到政府無情地鎮壓，

這段過往在他心中無法抹滅。十年後，他站上了政治的舞台，頑強地抵

抗蠻橫無理的政府，帶頭推動工會運動，成為了造成東歐共產政權垮台

的重要人物，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外，更在1990年成為了總統。這則激

勵人心的真實故事，被翻拍成電影「希望之子」，讓人們看見波蘭歷史

上最真實的一面。

(圖5)希望之子海報 (圖6) Wałęsa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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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復活四人組海報

復活四人組復活四人組復活四人組復活四人組（（（（Revival））））

導演：Alice Nellis

2013 /捷克共和國 /喜劇片 / 115分鐘

/保護級

榮獲捷克2013《卡羅瓦利國際影

展》（Mezinárodní filmový festival

Karlovy Vary ）的「觀眾大獎」，是

近年來捷克眾多電影中，被廣大觀眾

讚賞的喜劇電影。劇中四位主角都是

捷克的資深老演員，揣摩70年代非常

瘋迷的「SMOKE」樂團成員。如今白

髮蒼蒼、被眾多年輕人嫌棄的老人們，

卻因為某位成員瀕臨破產而打算重建樂

團，因而開啟了這趟意外的「復出之

旅」，也讓他們逮到機會，向他們的生

活「復仇」！

(圖8) The Smoke樂團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kvnG4
圖2：http://goo.gl/gBQxzq
圖3： http://goo.gl/gBQxzq
圖4：http://goo.gl/Dxsb1o

圖5：http://goo.gl/SB2EwS
圖6：http://goo.gl/aa9OHK
圖7：http://goo.gl/gBQxzq
圖8：http://goo.gl/P2NrKE

參考資料：
http://goo.gl/gBQxzq
V4電影節贊助企畫書
http://goo.gl/ZkvnG4



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 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

最近幾週在比利時發現有大量的蠑螈死亡，經研究人員實驗結果指

出，這是由一種具傳染性的真菌疾病「壺菌病（chytridiomycosis）」

所引起的。2008年時，首次在荷蘭發現此真菌感染，而原本也只單單在

荷蘭境內傳播；然而，今年4月卻在比利時南部森林內發現大量蠑螈屍

體。現在，連德國南部也疑似有類似情況發生，但還尚未被證實。

歐盟學術專欄

[XE4C黃云柔/整理]

(圖1) 火蠑螈

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 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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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這次蠑螈大量死亡的原因，則是由另一種蛙壺菌致病病原體

「Batrachochytrium salamandrivorans sp. Nov」所引起，此真菌與蛙

壺菌類似，目前都沒有方法能夠抑制及治療。比利時環境保護團體表示：

「就歐洲陸蠑螈而言，此情況令人感到憂心。」目前研究人員正致力於

研究能讓兩棲類生物遠離疾病的共生皮膚細菌，希望能藉此降低傷害。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H8n4T2
http://goo.gl/vBNGrR
http://goo.gl/Ij0ymW
http://goo.gl/Qt3M7k

(圖3) 病蛙之上皮細胞腫脹、變形、破碎

其實早在1970年代，就有一種「蛙壺菌（Bd，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在全球各地傳播，此真菌是造成近幾十年來兩棲動物

急遽減縮、甚至滅絕的原因，包括蛙類、蟾蜍類及蠑螈類。當動物感染

時，牠們的皮膚會遭侵蝕進而脫落，並且變得嗜睡，牠們會失去反射作

用以及出現怪異姿勢。

17

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神祕真菌作祟 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危及歐洲蠑螈

(圖2)蛙壺菌孢子囊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UzNjSM
圖2、圖3：
http://goo.gl/d3wPMl



世界觀點

[XE2C陳逸庭/編譯]

《《《《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經濟學人》》》》
過度特權過度特權過度特權過度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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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5月 10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一篇標題為

「Exorbitant privilege」的專欄，敘述在國際商法上，美國和英國因為

擁有儲備貨幣而獲得的過度特權，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改變。

---------------------------------------------------------------------------------------------

背景資料：「儲備貨幣」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承擔著單一國際貨幣的角

色，美元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美元不僅僅是美國的貨幣，而且也是世

界的貨幣，全球的進口商、出口商、投資者、各國政府和央行、甚至黑

市都在使用它。但如今，隨著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崛

起，以及美國預算赤字的無限擴大，美元和其他貨幣的未來深得研究。

(圖1)本文整理自<經濟學人>

2014年5月10日的International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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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2012年，中國工商銀行（ICBC）和標準銀行集團（Standard 

Bank）阿根廷子公司進行了一項重要的交易。這項交易受到各方擁戴，

被認為是跳脫「南方和南方的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合

併市場，為兩國經濟加上了一條緊密的關係。在這場交易中，中國工商

銀行的代表仲裁由年利達律師事務所（Linklaters，英國的國際律師事

務所)擔任，標準銀行的代表仲裁則是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Jones Day，

美國的國際律師事務所)；而依據的法規則是英國的商法，決定在英國國

際仲裁中心完成交易。

(圖2) 中國工商銀行分行

雖然現在合併市場的交易方式正盛行，但英、美這兩個已開發國家

卻仍然持有跨邊界交易的限制權。美國享有儲備貨幣的優勢，因此它的

前任殖民者，英國，也享有著藉由「儲備法律」管理世界金融的權力。

(reserve law指美國雖有儲備貨幣，而英國沒有，但許多國際貿易依舊

採用英國商法，就如同國際貿易採用美元一樣。）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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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在2010年曾經

做過一項全球性調查，發現全球有40%的商業事務適用英國商法，22%

使用美國商法，其他國家商法中，沒有像英美一樣佔有這麼重大的比例。

(圖3)英美過度特權示意圖

再看看以下統計數據：在世界擁有最顯著地位的100家法律事務所

裡，有91家將總部設在英國或美國；美國的合法法律事業比祕魯的GDP

（國內生產總值）收入還多；紐約公司光是解決國際機商務衝突的年收

入就有18億美元；而英國的法律事業所佔的GDP比例就比歐洲其他國家

多了兩倍。

許多國家想要解除這種過度特權的現象，但苦於國際商法不夠完善，

即使有完善的國際商法，還要花時間培養足夠的、菁英的律師和審判長。

想要擺脫這種現象，國家在做國際交易時，不僅要決定該採用哪個國家

的商法，也要商議好，當紛爭產生時，要如何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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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SIAC的Logo

世界觀點

然而，情況慢慢的不同了。省略仲裁法庭的程序成為了一種國際貿

易趨勢，企業選擇使用私人仲裁的情況越來越頻繁，因為這樣不但省時、

省力也省下龐大開銷，最重要的是：不用再受美國或英國的管制。

最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它在

1991年提供了國際仲裁的場所－新

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新加坡也免除了部分仲裁的課稅制

度，希望能有更多的仲裁聽證會。

過去二十年來，SIAC接到的案子有

四倍的成長。

(圖5) SIAC建築

雖然英國商法在亞洲依然盛行，

但情勢仍很有可能改變。在南美洲

上，其中一個最大的經濟合併體，

巴西，已經以最有效率的速度提出

了一個國內商法。巴西政府在1996

年時構想了這個概念，接著在最高

法院通過後被管泛使用。他們沒有

禁止任何公司棄尋諸於海外仲裁辦

法，他們只是強調，尋求海外仲裁

也有很多缺點，像是可能會延期時

限以及容易被強國所影響交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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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6)仲裁示意圖

英格蘭的法務官－史蒂

芬 ‧ 蘇 利 文 （ Stephen

O’Sullivan ）說道：「˙我們

對於在巴西進行仲裁完全不

用感到恐慌。」

乍看之下，損失最慘重的似乎是華爾街和倫敦的法律事務公司。他

們失去了重要收入，而政府也不肯伸出援手。

但就長遠的利益來看，發展中的國家可能是最慘的受害者。貿易仲

裁服務可能讓交易更容易進行，但如果因為發展中國家政府所提供的援

助而讓法律事務中心擁有了國際仲裁的龐大生意可做，它們很有可能漸

漸放棄建立當地非仲裁的司法系統，那麼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司法力量將

會日漸減弱。

資料來源：
《The economist》
第8886期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XZx5i
圖2：http://goo.gl/k8Y9yo
圖3：The economist 雜誌

圖4：http://goo.gl/5BomRP
圖5：http://goo.gl/CvbwGc
圖6：http://goo.gl/pKn0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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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YF3A 張易晴/整理]

(圖1)影展海報

親密敵人

『多元社會』
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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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敵人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圖2)愛殺達令海報

主角金斯堡剛進入哥倫比亞大學

就讀，便遇見了玩世不恭的學長卡爾。

卡爾帶著金斯堡體驗各式各樣酒精、

香菸…等紐約瘋狂夜生活，讓兩人的

感情更超越了普通朋友。

某日一位迷戀卡爾放蕩性格的大

學教授克默爾被警察發現陳屍於河中，

而卡爾竟成了整建事件中最大的嫌疑

犯……

高雄電影館從六月起至七月，一連七部歐美多元社會議題的相關電影
將定期輪播上映。影展主題由突破社會體制框架出發，切入多元成家、
抬頭的女性意識、成長的殘酷、仇富等議題探討。亦或是愛情中無可回身
的遺憾與背叛，於「親密」與「敵人」兩者間相反的概念意象的電影。

歡迎影迷前往細膩品味。
影展電影介紹如下：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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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敵人

(圖3)親愛的德國醫生海報

(圖4)惡童日記海報

和《親愛的德國醫生》同樣故事發生在

二戰期間。一對雙胞胎兄弟因安危考量被從

戰場歸來的父親送往鄉下短暫的與外婆同住。

父親離開前給了他們兄弟一本日記，交代兩

兄弟將未來發生的事都紀錄在上面。由於戰

爭使人便的殘暴，而他們為了讓自己變得更

強韌，學會了相互鬥毆，竟而從中培養出忍

罵忍打的堅強意志……。

《親愛的德國醫生》以二戰時期曾

在集中營對猶太人執行人體實驗，外

號「死亡天使」的德國醫生門格勒為

故事藍圖。描述納粹醫生一心想改變

人體基因，創造出最優秀的人種－亞

利安人。納粹垮台後，即便他潛逃至

南美洲，仍然秘密地進行人體實驗，

甚至還成功的在巴西造出一個金法碧

眼的雙胞胎鎮…。

2013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最佳影片大獎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最佳影片大獎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最佳影片大獎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最佳影片大獎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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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敵人

(圖5)愛回來海報

(圖6)腳踏車大作戰海報

10歲的瓦琪達住在沙烏地阿拉伯

的首都利雅德。那是一個保守的國度，

幾乎不容許像瓦琪達這樣喜歡挑戰自

己的冒險家展露自己的喜好興趣。

在沙烏地阿拉伯，女生騎腳踏車

是個禁忌，即便媽媽的反對，她仍然

偷偷的籌錢，但這一切卻不如想像中

容易。正當瓦琪達準備放棄時，意外

發現學校舉辦的可蘭經問答比賽，提

供一筆豐厚的獎金。這一次瓦琪達說

什麼也不肯錯過，她毅然決然決定參

加比賽、為自己的夢想奮戰…。

此部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敘述70

年代一對洛杉磯同志伴侶透過法律體系抗

爭，爭取一個自閉症男孩撫養權的故事。

即使保羅是位地方檢察官，但當政府

在受理收養申請，發現他們的性取向時，

法律體系仍然冷酷的要斬斷他們和保羅之

間的情感連結…。因此迫使他們挺身而出，

對抗存有偏見的法律系統，以挽救這個孩

子的人生。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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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敵人

(圖7)絕命賭局海報

克雷格是個運氣不順又失業的

男人，但他為了家庭甚麼都願意做。

某一天晚上，遇上人生中最倒楣的時

刻，他遇上了同樣人生不順遂的老友

文斯，兩人在酒吧被一對神祕的上流

夫妻掏錢挑釁，被逼玩「你敢不敢」

的遊戲。

倒楣的兩人為了錢什麼都敢賭！

而賭局派對越演越烈，變態夫妻不斷

把賭金加大，舉凡拉屎、斷指、睡人

妻、生吞狗肉....，一椿比一椿血腥

變態，最後究竟誰敢搏命玩到底？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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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EwV7cT
分隔線：http://goo.gl/Otv3Oc
圖2：http://goo.gl/LhTs2I
圖3： http://goo.gl/AaRzqa
圖4： http://goo.gl/8gNLe5
圖5： http://goo.gl/qRAV7U
圖6： http://goo.gl/vFrcKL

資料來源：
高雄電影館
http://goo.gl/do5CJr

親密敵人

圖7： http://goo.gl/8YSkDw
圖8： http://goo.gl/aIhIX1

(圖8)愛的餘燼海報

伊莉絲是一位刺青師，她將她

愛過的人都刻在身上。當感情結束

時，她會設計一個新圖樣來蓋過它。

一次她遇上鄉村樂手迪狄耶，進

入他對美國音樂的狂熱世界。她不

僅加入他的樂團唱歌，還在自己身

上刺下了他的名，兩人的愛熾烈燃

燒著，並和寶貝女兒一起過著無比

快樂的生活。伊莉絲以為她人生不

會再『失去』，直到女兒生命陷入

垂危…。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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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

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

(圖1)歐洲廣播聯盟logo 29

[XE4C潘靖涵/整理]

已舉行超過50屆的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一直

為每位歐洲人每年必觀賞的賽事之一。

「歐洲歌唱大賽」這個名稱常常讓人誤以為只有歐盟國家能夠參加，

其實不然。歐洲歌唱大賽是由「歐洲廣播聯盟」（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EBU）所舉辦的歌唱比賽，並不屬於歐盟的活動。

「歐洲廣播聯盟」於1950年2月12日成立，其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

凡是位於歐洲廣播區範圍內的各廣播電臺與電視臺，只要透過公開

簽約便能加入這個組織。聯盟的會員分為歐洲國家及非歐洲國家，範圍

從烏拉爾（Ural）到撒哈拉（Sahara）。非歐洲國家大多受過歐洲國家

殖民影響，北非國家如：突尼西亞及阿爾及利亞曾隸屬法國，而埃及則

和英國殖民有關。其他像是以色列、約旦和黎巴嫩也為會員國之一。目

前，「歐洲廣播聯盟」共有來自56個國家的74個會員，包括所有歐盟會

員國的廣播電台及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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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所有國家的代表都能在歐洲歌唱大賽中同台較勁，欲獲得決

賽的門票就必須先通過層層預賽的考驗。換句話說，要在比賽中看到所

有歐盟會員國的參賽者的機會並不容易。以2011年為例，決賽中25名國

家參賽代表中僅有16位來自歐盟會員國。

歐洲歌唱大賽的舉辦目的其實與歐盟的成立主旨類似，主張凝聚歐

洲人的團結力量及強化其歸屬感，並讓觀眾能認識其他國家的藝術表演

者。雖說比賽重視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電視台之間的合作，但

有許多潛藏的問題仍無法避免，其中最嚴重的非政治問題莫屬。

依照歐洲歌唱大賽的傳統，下一屆比賽的舉辦地點為當屆冠軍的所

屬國家。2010年由亞塞拜然的選手獲得冠軍，無庸置疑的，2011年的比

賽地點為亞塞拜然的首都巴庫。然而，在舉行決賽時，該國的人權問題

及新聞自由就成了一項議題。

(圖2)參與國家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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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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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Conchita Wurst

不只如此，尤其對於部分伊斯蘭教國家來說，以色列的參賽也造成

了極大的影響。雖然為會員國，但突尼西亞至今仍未參與過一次比賽，

就因為以色列已參與其中。另外一個國家則為黎巴嫩，該國有條法律規

定禁止為以色列宣傳，但於2005年比賽時，電視轉播因牴觸了這項法律

而突然遭中止，只因轉播上播送比賽投票的專線電話，讓該國人有機會

能將票投給以色列的參賽者。

今年五月初，2014年歐洲歌唱大賽才剛於丹麥落幕，由來自奧地利

的「落腮鬍變裝歌手」Conchita Wurst贏得冠軍。從最初比賽開始，

Conchita就一直是歌唱大賽矚目焦點及爭議人物。雖然他的特殊裝扮引

發了俄國、白俄羅斯等國家一些保守派參賽國的不滿與抗議，但憑藉著

實力及各界支持的動力，Conchita就如他於決賽中所唱的歌曲「如鳳凰

般升起」 (Rise like a Phonix)，榮耀的為奧地利奪得2014年的冠軍獎座。

資料來源：
書籍：歐盟的101個問題〈作者：露特．賴希史坦〉
網站：http://goo.gl/WWSIoB

http://goo.gl/dPx7N
http://goo.gl/6hpPW4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JUIa1L
圖2：http://goo.gl/UIXogj
圖3：http://goo.gl/soaCJL
圖4：http://goo.gl/UuEMdF

31

(圖3) 2014年比賽logo 

歐洲歌唱大賽有哪些國家可以參賽呢？



主辦單位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表演日期 : 2014/06/27（五)～2014/06/29（日）

表演時間 : 6/27（五）19:30 、6/28（六）19:30 、6/29（日）14:00 、

6/29（日）19:30 

表演地點：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校外活動快訊

英國皇家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羅密歐與茱麗葉羅密歐與茱麗葉羅密歐與茱麗葉羅密歐與茱麗葉》》》》

(圖1)羅密歐與茱麗葉 Romeo & Juliet

今年是莎士比亞誕生450周年，暨先前由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及

蘇格蘭國家劇院所帶來的《馬克白後傳》，國家兩廳院又再度推出另一

齣莎翁名劇，是由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所帶來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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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江蕙竹/整理]

The Royal Ballet Romeo & Juliet



維克威爾斯芭蕾舞團（Vic Wells Ballet）是英國皇家芭蕾舞團

（The Royal Ballet）的前身，如今已是世界頂尖的芭蕾舞團之一。自

1931年成立以來，曾與無數芭蕾舞界的名家合作過，包含阿胥頓、麥克

米倫以及有著永遠巨星之稱的紐瑞耶夫、瑪歌‧芳婷等。這群用心投入

的舞者與舞團，傳承著古典芭蕾的藝術、英國文化中深厚的戲劇傳統以

及開創新局的堅持，在情結與角色的詮釋上有著獨特的風格。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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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紐瑞耶夫與瑪歌．芳婷1972年合演的《睡美人》劇照

精湛的舞者們透過語言文字洞悉角色內心的情狀後，將情境融入在

姿勢之中，藉由肢體語言訴說著內心底層、縱橫交錯的故事，同時也探

測靈魂深處的糾結與痛楚。

此次舞團二度受邀來台，將演出由激情詩人間編舞大師的麥可米倫

（Kenneth MacMillam)改編自莎翁名劇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他將

沿用普羅柯菲耶夫樂曲，並再次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相信樂聲與舞蹈

的結合將匯聚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The Royal Ballet Romeo & Juliet



校外活動快訊

參考資料：
http://goo.gl/K77gH6
http://goo.gl/fxxA3y
http://goo.gl/QfRufd 34

這場淒美的愛情故

事，美而烈，如此細膩動

人、充滿戲劇張力的舞劇

將帶給觀眾一個難忘的藝

術饗宴。誰為情所困？誰

為愛犧牲？誰比誰深刻？

就等觀眾們前來親自細細

品味囉！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m5Mtjk
圖2 : http://goo.gl/1E36KD
圖3 : http://goo.gl/5VOKfe
圖4  : http://goo.gl/4nZKDK

(圖4) Edward Watson(左)、Lauren Cuthbertson(右)
是此舞劇其中兩位的舞星

(圖3)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舞者們

The Royal Ballet Romeo & Juliet



活著的感覺是如此美妙，人們卻淡忘了這種感覺；

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喬斯坦•賈德《紙牌的秘密》

紙牌的秘密紙牌的秘密紙牌的秘密紙牌的秘密
Kabalmysteriet

(圖1)《紙牌的秘密》中文封面

[XE2A李育容/整理]

Kabalmysteriet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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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tein Gaarder
喬斯坦．賈德

(圖2) Jostein Gaarder
喬斯坦．賈德

於1952年出生，為挪威的世界級作

家。大學時期主修斯堪的那維亞語言、

哲學、神學和文學，曾任文學與哲學教

師。於1986年出版第一本創作《賈德談

人生》。如今已是當代最重要的北歐作

家。賈德擅長以對話形式述說故事，能

將高深的哲理以簡潔、明快的筆調融入

小說情境。他於1991年成為全職作家，

同年發表的小說《蘇菲的世界》享譽全

球，已翻譯為四十多種語言，全球銷售

量超過三千萬本。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

(圖3) 《蘇菲的世界》書籍

Kabalmyster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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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菲的世界》是進入

哲學思考的入門，讓我們能

再次以「彷彿乍見」的眼光，

審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作者介紹

他的作品動人心弦，啟發無數讀者開

始探討生命、個人於歷史中的定位以及浩

瀚宇宙的主題。其他作品包括《庇里牛斯

山的城堡》、《沒有肚臍的小孩》、《青

蛙城堡》、《依麗莎白的秘密》、《西西

莉亞的世界》、《我從外星來》、《瑪

雅》、《主教的情人》、《馬戲團的女

兒》、《橘子少女》等。

好書介紹

(圖4)《馬戲團的女兒》
中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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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德除致力於文學創作、啟發讀者

對於生命的省思外，對於公益事業亦不

遺餘力。他於1997年創立「蘇菲基金

會」，每年頒發十萬美金的「蘇菲獎」，

鼓勵能以創新方式對環境發展提出另類

方案或將之付諸實行的個人或機構。

(圖5)《庇里牛斯山的城堡》
中文版封面

Kabalmysteriet



內容簡介

故事的主人翁是個名叫漢斯的小男孩，媽媽在他年幼時為了「尋找

自我」而離家出走。數年後，為了尋找媽媽的下落，漢斯和爸爸兩人決

定驅車前往哲學的故鄉－希臘。

途中，漢斯邂逅了一位謎樣的小矮人，小矮人送他一個放大鏡。不

久之後，漢斯意外獲得了一本精巧的小圓麵包書，恰好可以用放大鏡來

閱讀裡面的故事。書中說的是一名水手遭遇船難流落到奇異之島後，他

每天把玩的一副紙牌幻化成鮮活人物的故事。而漢斯必須解開兩百年前

的沈船之謎，才能找到他的母親。

(圖6) 《紙牌的秘密》外文封面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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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宛如童話世界的奇幻故事就這

麼展開。漢斯一面和爸爸繼續開車前進，

一面又在放大鏡底下，看見兩百年前一

座神秘的島嶼上的兩位落難水手，以及

他們身旁，從紙牌走入現實的五十三個

奇妙人物。

這趟虛實交錯、奇妙動人的旅程，

除了帶領漢斯一步步前往母親的所在，

同時也開啟了他對生命和世界最美好的

想像與驚嘆……。

Kabalmysteriet



好書介紹

「我從哪裡來？」漢斯的旅程，對生命提出的大哉問，引領讀者進

一步審視自身的人生。《紙牌的秘密》堪稱是《蘇菲的世界》的姊妹作，

但《蘇菲的世界》寫的是小女孩蘇菲探索哲學的過程，《紙牌的秘密》

則是小男孩漢斯的解謎之旅。全書分成五十二章，結構有如一副紙牌，

每一章由一張紙牌代表，虛實交錯，故事中另有故事，紙牌中的丑角更

扮演關鍵角色。直到故事尾聲，整副被小丑重新洗過的牌才完整地展現，

卻得被世代保存，不容於世。

(圖7) 《紙牌的秘密》
英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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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渺小瑣碎，

但是切莫忘了，

我們每個人的肌膚下都隱藏著一小塊黃金：

曾經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一個潔淨無塵、心如明鏡的赤子……

― 喬斯坦•賈德

Kabalmysteriet

內容簡介



文章導讀

好書介紹

� （引用自本書 P.207）

「我們腳下這片星空，跟頭頂上那片同樣深不可測。」老人伸出手

臂，指了指山谷中的村莊：「他們是誰？來自何處？」「這五十二個人

物，容貌個性都不盡相同。但他們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從不問自己

是誰， 來自何處。因此，他們能夠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他們生存在花

木茂盛的園子裡，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快活得像一群動物。可是，丑

角偏偏在這個時候闖了進來。他像一條毒蛇，偷偷爬進村子裡。」

� （引用自本書 P.366）

同時我也領悟，如果我繼續飲用那瓶神奇的飲料，這種感覺會逐漸

消散，終至完全消失。品嘗這個世界應該適可而止，否則就會被它吞噬，

跟它合而為一。如今我終於明白，魔幻島上的侏儒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他們沒有能力體會人生最深層的奧秘。也許，那是因為他們從不曾當過

兒童的緣故吧。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他們拼命喝威力十分強大的飲料―

彩虹汽水， 結果一個個被周遭的世界吞噬。現在我才體會出，當初佛洛

德和小丑棄絕彩虹汽水，確實需要莫大的意志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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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RNZ2bq
http://goo.gl/Ayt15W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ySznBk
圖2： http://goo.gl/93kBHR
圖3： http://goo.gl/Yps0Lp
圖4： http://goo.gl/3xY8e3
圖5： http://goo.gl/1jd3mZ
圖6： http://goo.gl/uETXZR
圖7： http://goo.gl/mh8mbo

Kabalmyster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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