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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在期末考的荼毒之下，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員依然

衝衝衝衝衝衝衝衝衝衝衝衝，為各位讀者整理最新的歐洲歐盟資訊；本期的電

子報發燒內容有西班牙王室存廢動盪報導、歐洲足球聯盟簡

介、歐洲議會大選結果、酒精與肥肉的邂逅、假日好去處臺

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介紹和教宗的和平祈願。

閱讀101期的電子報，讓你在繁忙的考試週依然能獲得

最新的歐洲時事脈動;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同仁也在此感

謝大家這一學期的支持與指教，我們下學期見囉~



歐盟雙週新聞

� G7倡自由貿易涵蓋80%全球經濟中俄排除在外

http://goo.gl/DUA8JT (大紀元 06月07日) 

� 台與歐核組織簽約推藝術駐村

http://goo.gl/Z37wvF (聯合新聞網 06月06日) 

� 波羅申科：與普京會面開啟危機對話

http://goo.gl/NTBDxN (BBC中文網 06月07日) 

� 歐洲將毒品性交易納入GDP 

http://goo.gl/dP054c (聯合新聞網 06月08日) 

� 法國辦大型諾曼底登陸70週年紀念活動

http://goo.gl/FejBiU (大紀元 06月07日) 

[YG3A高婕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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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
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在過去三年的在位期間醜

聞不斷，因此決定自行退位，並預計將王位傳給46歲的兒子－菲利浦

（Prince Felipe），但大多數的西班牙人已對君主制度很失望，希望恢

復共和政體，因而紛紛走上街頭高喊舉行公投來決定王室的存廢。

[YG3A高婕容/整理]

(圖2)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紅、金、紫三色旗

4

由左翼政黨和公民團體組織在首都

馬德里上演示威遊行，參與者高達幾千

人，他們高舉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紅、

金、紫三色旗，要求透過公投廢除君主

制。

(圖1)左是王儲菲利浦，右是國
王卡洛斯

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
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1lzIkD
http://goo.gl/5o4ovR
http://goo.gl/xe5Rfd

此次遊行高喊共和政體的示威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世代，他們對於

1975年軍政府領袖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猝逝，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登基帶領西班牙從獨裁政權走向民主的經歷無感，加上王

室內不斷爆發貪腐醜聞，因而更不滿西班牙的世襲的君主立憲制。但是

另一邊，也有一部分挺王室的民眾認為總統制並不如王室的團結。

西班牙王儲菲利浦（Prince Felipe）預計將在6月19日登基，未來西

班牙是維持君主立憲制還是恢復共和政體，目前還無法斷定。

西班牙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表示，此次西班牙國王退位

的舉動，是歐洲王室近兩年來繼荷蘭、比利時後，第3個宣布退位的王

室。

(圖3)數千人走上首都馬德里示威，要求由全民公投決定王室的存廢

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西班牙千人大遊行
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主張廢除世襲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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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H50Rvp
圖2、3：http://goo.gl/AEICCv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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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 鄒人郁/報導]

2014歐盟大選歐盟大選歐盟大選歐盟大選結果出爐結果出爐結果出爐結果出爐！！！！

對歐盟缺乏信任對歐盟缺乏信任對歐盟缺乏信任對歐盟缺乏信任反歐盟勢力掘起反歐盟勢力掘起反歐盟勢力掘起反歐盟勢力掘起？？？？

2014年歐洲議會第八次大選已於5月22日至5月25日在所有28個歐盟

會員國內完成，同時也會選出新一任歐盟執委會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本次大選更是2009年簽訂的里斯本條約

（the Treaty of Lisbon）生效後第一次大選，與前次選舉規則不同。本

次選舉全歐盟會員國總投票率約為45.1%，稍微扭轉了逐年下降的歐盟

大選投票率，但仍沒有預期的高。

讓讓讓讓-克洛德克洛德克洛德克洛德·容克容克容克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
歐洲人民黨歐洲人民黨歐洲人民黨歐洲人民黨
(EEP)

馬丁馬丁馬丁馬丁‧‧‧‧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
Martin Schulz

歐洲社會黨歐洲社會黨歐洲社會黨歐洲社會黨
(PES)

居伊居伊居伊居伊‧‧‧‧伏思達伏思達伏思達伏思達
Guy 
Verhofstadt

歐洲自由民主歐洲自由民主歐洲自由民主歐洲自由民主
改革黨改革黨改革黨改革黨
(ELDR)

史卡史卡史卡史卡‧‧‧‧凱勒凱勒凱勒凱勒
Ska Keller
歐洲綠黨歐洲綠黨歐洲綠黨歐洲綠黨
(EGP)

阿列克西斯阿列克西斯阿列克西斯阿列克西斯·‧‧‧‧
齊普拉斯齊普拉斯齊普拉斯齊普拉斯
Αλέξης 
Τσί0ρας

歐洲左派黨歐洲左派黨歐洲左派黨歐洲左派黨
(EL)

(圖1)有參與電視辯論的各大黨領袖

本次歐盟大選更反映出經歷過歐債危機後，歐盟公民對於歐盟的信

任感與及對於歐盟未來持續發展的信心，尤其是歐豬五國（PIIGS）葡

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與西班牙的投票率更受到關切。本次投票

反歐盟及左派勢力也在本次大選後增加了席次，英國與法國反歐洲黨派

皆於本次進入歐洲議會，為歐盟未來發展更增變數。

2014歐盟大選結果出爐！
對歐盟缺乏信任 反歐盟勢力掘起？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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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5/23 5/24 5/25

荷蘭、英國

愛爾蘭
拉脫維亞、馬爾他、斯洛
伐克、法國海外領地

奧地利、比利時、保
加利亞、克羅埃西亞、
賽普勒斯、丹麥、愛
沙尼亞、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匈牙利、
義大利、立陶宛、盧
森堡、波蘭、葡萄牙、
羅馬尼亞、西班牙、
斯洛維尼亞、瑞典

捷克

歐盟大選投票時序表歐盟大選投票時序表歐盟大選投票時序表歐盟大選投票時序表

「歐盟不性感歐盟不性感歐盟不性感歐盟不性感，，，，但是很重要但是很重要但是很重要但是很重要。。。。」

在歐盟大選前，為了提高投票率，荷蘭做了一個「歐盟不性感，但

是很重要。」的宣傳廣告。強調雖然歐盟政治無聊也不吸引人，但重要

性卻需要大家關注。 請點我

做為一個完全政治組織的歐盟，該怎麼吸引所有歐洲公民注意並

且關注？這是歐盟一直以來致力的重點。雖然在歐洲理事會上，主席─

比利時籍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被視為「歐洲總統」，但

對於歐盟公民來說卻是個陌生人物。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法拉吉

（Nigel Farage）曾經說過：「范龍佩先生，你是誰？我們不認識你，

而你卻是歐盟五億公民的領導人？」雖然歐盟事務與歐洲公民息息相關，

但真正運作的政治領袖與政治活動卻彷彿與人民毫無關聯。

各個政黨於選後各自發表了自己的勝選宣言，挺歐派與反歐派各自

說自己贏了這次選戰；但從不到一半的投票率看來，歐盟還擁有超過半

數人是沉默、不關心歐盟運作的公民，此是造成投票率低瀰的源因之一。

且歐洲議會大選的宣傳海報與訴求，皆將重要議題以二分法簡化，挺歐

派與反歐派的政治口號也皆是簡單的二分法「要歐盟還是不要歐盟？」，

很難拉到中間選民的票數。加上歐盟政策與組織仍處於混亂階段，多數

歐洲人分不清楚，也是投票率偏低的主因。

2014歐盟大選結果出爐！
對歐盟缺乏信任 反歐盟勢力掘起？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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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票結果顯示，投票率最低的斯洛伐克只有13%，而坐擁歐盟

總部的比利時，則以90%的投票率成為最高投票率的歐盟會員國，這樣

的高投票率是比利時強制投票的結果；同樣實施強制投票的義大利投票

率卻只有60%。大多數國家都在周末投票，僅英國與荷蘭於周四投票。

因此，非假日投票是否也因此影響投票率也是歐盟討論重點。

雖然歐盟不夠性感，不夠吸引人，也因為這次歐債危機引起歐洲人

的恐慌與不信任感，但未來該如何激發歐洲人的公民意識與增加信任感，

將是歐盟新的挑戰，大選後的五年是否能夠看見不一樣的歐盟局面，值

得令人期待。

(圖2)歐盟選舉的落幕為歐盟的未來設下一個里程碑

2014歐盟大選結果出爐！
對歐盟缺乏信任 反歐盟勢力掘起？



歐洲主題專欄

9

參考資料：
http://goo.gl/5z7Vso
http://goo.gl/Y8dTJB
http://goo.gl/mlSBbl
http://goo.gl/lZEtWN
http://goo.gl/U07pul
http://goo.gl/QiynKT
http://goo.gl/MCXTzZ
http://goo.gl/zMLS4q
http://goo.gl/eh8vsP
http://goo.gl/f3hBi9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5z7Vso
圖2： http://goo.gl/xNqHDz
圖3： http://goo.gl/eh8vsP

(圖3)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法
拉吉在競選過程中拉票

反歐派掘起反歐派掘起反歐派掘起反歐派掘起？？？？

儘管本次大選親歐派的歐洲人民黨仍然穩坐歐洲議會最大黨寶座，

但支持率明顯下滑；主張反移民、反歐洲一體化的英國獨立黨也在本次

歐洲議會地方選舉中拔得頭籌；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以25%的得票

率贏得法國區的歐洲議會大選。.

經歷過2009年後的歐債危機，歐洲人民認為歐盟反應過慢，使得危

機擴大；反對歐洲統一的聲浪響起，認為各自國家利益應大於歐盟利益。

在本次選舉中，歐洲人民黨宿命對手－社會民主進步聯盟及歐洲綠黨不

但未獲得更高的支持，反倒丟失席次，顯見經濟至上主義、分配正義與

環境議題皆非民心所向。「脫離歐盟」是目前歐盟怨民的訴求。今後歐

盟要如何重拾民意，將是大選後未來五年的最大挑戰。

2014歐盟大選結果出爐！
對歐盟缺乏信任 反歐盟勢力掘起？



英國研究英國研究英國研究英國研究：：：：美食美食美食美食下酒一下酒一下酒一下酒一夜痛飲夜痛飲夜痛飲夜痛飲，，，，每周增每周增每周增每周增0.9KG

雖然我們時有耳聞飯後一杯紅酒可促進血液循環，增強身體健康。

但近日來英國一項研究發現喝太多酒也不見得全然是好處，並且對2042

名受訪者訪問時發現，半數的受訪者習慣在夜店狂飲，而隔天也繼續大

吃大喝、暴飲暴食，對高熱量食物全然不忌口。而最大的主因其實是因

為酒精會開啟人體大腦內的放鬆機制，使人處於一種過度「relax」的狀

態，因而食物越吃越多，越吃越美味。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高熱量美食披薩加啤酒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美食美食美食美食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
飲飲飲飲，，，，每周每周每周每周增增增增0.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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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3A洪俞安/整理]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特別是「英國」

研究，而不是其他歐陸國家像是法國或

者德國呢？原因是許多年來，英國年輕

人「盛名」於豪飲，且似乎漸漸地把飲

酒量的多寡視為社交的手法。不過依英

國的國民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議，一個男

人每天不要飲用超過3或4個單位（unit）

的酒精，而女人則是不超過2~3個單位，

而一瓶酒的酒精含量通常是10個單位。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kWynly
http://goo.gl/CZm1tp

(圖2)美味可口的葡萄酒

不過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否超過

「臨界點」的話，這裡倒是有一個參

考值：男士暢飲的啤酒量不得超過

1892CC，女士的話則是三大杯葡萄酒，

一旦控制好在這個範圍，並且節制飲

食，就不怕肥肉肥油找上身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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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8MJ0bV
圖2： http://goo.gl/jUlzZK
圖3：http://goo.gl/m2FLWm

(圖3)醉如泥的英國年輕人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美食美食美食美食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下酒一夜痛
飲飲飲飲，，，，每周每周每周每周增增增增0.9KG

但近年來這種酗酒文化已改善許多，不僅要感謝當局的推廣，主要的原因也

來自於英國年輕人們的自制力以及宗教信仰改變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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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6月10日《梵蒂岡電台》（Vatican Radio）以一篇「Card.

Arinze: Pope‘s Invocation for Peace an historic event」的報導，敘述教

宗方濟各在五月底出訪中東時邀請以巴領袖為和平祈禱後，在梵蒂岡花

園與以色列總統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以及巴勒斯坦主席馬哈

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舉辦祈禱會。

－－－－－－－－－－－－－－－－－－－－－－－－－－－－－－－

背景資料：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的中東聖地之旅首先於

五月廿四日前往約旦首都安曼（Amman），廿五日搭乘直升機飛越約

旦河，抵達位於巴勒斯坦西岸的伯利恆（Bethlehem），最後於廿六日

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Tel Aviv）。期間教宗方濟各也向穆斯林、猶太

教徒以及基督宗教的信徒們喊話，望彼此尊重，不要濫用上主之名使用

暴力。

[YG3A林禹臻/整理]

《《《《梵蒂岡電台梵蒂岡電台梵蒂岡電台梵蒂岡電台》》》》

教宗方教宗方教宗方教宗方濟各與以巴領導人濟各與以巴領導人濟各與以巴領導人濟各與以巴領導人

同為中東和平祈禱同為中東和平祈禱同為中東和平祈禱同為中東和平祈禱

(圖1)教宗方濟各與以色列總統希蒙‧佩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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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距距距距保祿六世首次拜訪聖地已過保祿六世首次拜訪聖地已過保祿六世首次拜訪聖地已過保祿六世首次拜訪聖地已過50年年年年

出生南美洲的教宗方濟各作風較不同於以往的神職人員，他的見解

為天主教會帶來一股新的視野，方濟各表示距離保祿六世第一次於1964

年拜訪聖地已經過了50年，接下來陸續是若望保祿二世於2000年時拜訪、

2009年本篤十六世後，方濟各是第四位拜訪聖地的教宗。

出訪出訪出訪出訪中東中東中東中東拒談政治拒談政治拒談政治拒談政治

教宗方濟各在此次聖地之旅中，以祈禱與和平為出發點，不談政治，

並希望能改善穆斯林、猶太教徒以及基督宗教信徒的關係。方濟各在五

月廿四日抵達約旦安曼（Amman）與國王以及皇后見面後，便前往體

育館主持彌撒，受到民眾熱烈歡迎。教宗接著在廿四日晚間會見敘利亞

難民，而巴勒斯坦也想藉教宗來訪的機會，表達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後

居無定所的困境。但梵蒂岡表示教廷立場為：「在國際認同邊界之中，

以色列享有和平生存之權利，巴勒斯坦人則享有主權，並可以自由遷

徙。」在此次旅程中，教宗方濟各要求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西岸圍牆

靜默祈禱，此舉撫慰了巴勒斯坦人的心靈。而這座高牆是以色列為防止

巴勒斯坦發動攻擊而建造的，但它不但分散了家庭也限制了巴人的自由。

但就算國際法庭同樣認為高牆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自由，但此裁決不具

約束力，因此這道長達六百多公里的高牆至今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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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方濟各在伯利恆馬槽廣場（Manger Square）舉行彌撒後，親自邀

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馬哈茂德‧阿巴斯主席（Mahmoud Abbas）

和以色列的總統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六月初在梵蒂岡花園

一起懇切地祈求天主能賜予和平。

教宗不斷呼籲應該結束「越來越令人難以接受的以巴衝突」。

方方方方濟各說濟各說濟各說濟各說：：：：「「「「是時候了是時候了是時候了是時候了，，，，每個人都應拿出勇氣促成和平每個人都應拿出勇氣促成和平每個人都應拿出勇氣促成和平每個人都應拿出勇氣促成和平，，，，這植基於這植基於這植基於這植基於

各方承認兩國都有權生存各方承認兩國都有權生存各方承認兩國都有權生存各方承認兩國都有權生存，，，，並在國際認可的邊界裡享有和平與安全並在國際認可的邊界裡享有和平與安全並在國際認可的邊界裡享有和平與安全並在國際認可的邊界裡享有和平與安全。。。。」」」」

(圖2)教宗方濟各在西岸圍牆前靜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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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為為為為中東和平祈禱聚會中東和平祈禱聚會中東和平祈禱聚會中東和平祈禱聚會

6月8日下午，以巴領袖接受了教宗的邀請到梵蒂岡花園一同祈禱，

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holomew I）也在場。教

宗方濟各希望這次的聚會能尋求團結，雖信奉不同宗教、擁有不同文化，

禱詞也以不同語言誦讀，但眾人都渴望中東地區的和平，並不再成為敵

人。教宗方濟各不但為天主教會帶來新的視野，從此次旅程到祈禱聚會

中，也燃起全世界對中東地區之和平的希望。

(圖3)左起開始：
以色列總統希蒙‧佩雷斯、教宗方濟各、君士坦丁堡大
公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馬哈茂

德·阿巴斯主席

原文：
http://goo.gl/Dl4MzC

資料來源：
http://goo.gl/eH3cPm
http://goo.gl/F5ClTJ
http://goo.gl/azFyog
http://goo.gl/5g5vIM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tjIQa
圖2：http://goo.gl/azFyog
圖3：http://goo.gl/XcR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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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XE4C 陳俐心/整理]

(圖1)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已舉辦三年的熱氣球嘉年華，於2013年創造六大全國唯一全國唯一全國唯一全國唯一

6顆合法熱氣球顆合法熱氣球顆合法熱氣球顆合法熱氣球

7位臺灣位臺灣位臺灣位臺灣熱氣球專業飛行員熱氣球專業飛行員熱氣球專業飛行員熱氣球專業飛行員

首度載客自由飛行空中遊覽首度載客自由飛行空中遊覽首度載客自由飛行空中遊覽首度載客自由飛行空中遊覽

成立熱氣球飛行團隊成立熱氣球飛行團隊成立熱氣球飛行團隊成立熱氣球飛行團隊

成立飛行學校成立飛行學校成立飛行學校成立飛行學校

全國唯一心型造型球全國唯一心型造型球全國唯一心型造型球全國唯一心型造型球

2014/5/30~8/10
臺東臺東臺東臺東‧‧‧‧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再次華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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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三年前，臺東因熱氣球嘉年華的舉辦而開始有所改變。

在民國100年的夏天，臺東縣舉辦了首屆熱氣球嘉年華，讓許多臺

灣國民第一次接觸到熱氣球，並在交通部的協助下，在三年內利用最短

時間完成臺灣熱氣球的法制化，再加上中央補助、企業贊助和縣預算的

資助，臺東縣政府於今年達到擁有9顆合法熱氣球以及10位專業飛行員。

三年的時間從無到有，不但替熱氣球產業在臺灣奠定了良好基礎，

更為臺灣觀光旅遊增添了許多新元素和熱門景點。這幾年，前往臺東的

觀光人數大幅增加，許多觀光客湧入臺東，為的就是一探這臺灣熱氣球

的聖地。

(圖2)熱氣球嘉年華活動剪影



比利時
Belgium英國

England

斯洛伐克
Slovakia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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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圖4)本屆受邀熱氣球

(圖3)臺灣熱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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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

(圖5)光雕音樂會

(圖6)自由飛空中遊覽

將熱氣球的花火與音樂的節奏結合，形成一場視覺和聽覺的浪漫饗宴，

現場還有受邀表演團體帶來精彩表演。

////熱氣球光雕音樂會熱氣球光雕音樂會熱氣球光雕音樂會熱氣球光雕音樂會////

2014/5/30

臺東臺東臺東臺東海濱公園國際地標海濱公園國際地標海濱公園國際地標海濱公園國際地標

6/13 6/27 7/11 7/25 8/10

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

18:00~20:00

////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

2014/5/15開始接受預約開始接受預約開始接受預約開始接受預約

2014/6/14開始體驗活動開始體驗活動開始體驗活動開始體驗活動

預約方式預約方式預約方式預約方式：：：：網路或電話預約網路或電話預約網路或電話預約網路或電話預約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8,000元元元元

透過搭乘熱氣球，用緩慢的速度在空中飄浮，360度環視壯麗自然景觀、

田野風情和湖泊水塘等，享受各國飛行員公認最美麗的空中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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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圖7)繫留體驗

(圖8)熱氣球飛行表演

在現場用繩子將熱氣球固定，供民眾搭乘和體驗定點昇降的熱氣球高空

冒險。

////熱氣球繫留體驗熱氣球繫留體驗熱氣球繫留體驗熱氣球繫留體驗////

2014/6/1~8/10

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鹿野高台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現場排隊購票現場排隊購票現場排隊購票現場排隊購票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500元元元元////人人人人

////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熱氣球自由飛行表演////

2014/5/31

7:00

2014/6/1~8/10

5:30

熱氣球表演由活動所邀請來自各國飛行員升起各式各樣、五彩繽紛的熱

氣球，為每一天的活動拉開序幕，點綴鹿野高台的天空。

以上四個活動為2014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的主要四個活動，除此

之外，還有其他有趣的系列活動，讓民眾們一同參與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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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io1LAc
圖2： http://goo.gl/Xxl36m
圖3： http://goo.gl/v0J6YV
圖4： http://goo.gl/v0J6YV
圖5： http://goo.gl/io1LAc
圖6： http://goo.gl/io1LAc

資料來源：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http://goo.gl/BOQifK
http://goo.gl/io1LAc

圖7： http://goo.gl/io1LAc
圖8： http://goo.gl/io1LAc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

校外藝文報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熱氣球熱氣球熱氣球熱氣球Walk-in 體驗體驗體驗體驗Walk-in the Balloon/

此體驗活動為2014首推，Walk-in是在熱氣球進行冷膨脹時，讓民眾

走入熱氣球球體中，帶來不同的體驗感受。

/熱氣球彩繪嘉年華熱氣球彩繪嘉年華熱氣球彩繪嘉年華熱氣球彩繪嘉年華Hot Air Balloon Drawing Fiesta/

熱氣球嘉年華不但只能欣賞熱氣球，甚至能夠發揮創意自行彩繪熱

氣球，搞不好還能成為臺東天空中的裝置藝術之一！

/焚風樂團音樂祭焚風樂團音樂祭焚風樂團音樂祭焚風樂團音樂祭The Foehn Bands Contest/

7/27即將舉辦「焚風樂團比賽」初賽，為遴選出對音樂有熱忱的年

輕人，並於7/31-8/23每周三至日於鐵花村音樂聚落每晚安排演出，而

8/24將進行最後決賽。

/臺臺臺臺東野餐生活節東野餐生活節東野餐生活節東野餐生活節Taitung Picnic Holiday/

為展現臺東的生活文化特色，每日將有一位創意主廚利用當地食材，

於大草地上帶來充滿臺東味的野餐下午茶。

/熱氣球婚紗禮讚熱氣球婚紗禮讚熱氣球婚紗禮讚熱氣球婚紗禮讚－－－－Hot Air Balloon Marriage Proposals/

在熱氣球上，以美麗的縱谷和海岸做為夢幻背景拍攝婚紗，讓新人

們在天空上留下他們一生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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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今年第20屆世界盃足球賽（2014 FIFA World Cup Brazil）將

於6月12日至7月13日分別在巴西舉行，由來自世界各地的32支球隊

參與的賽事。

提到世界盃足球賽就不能不提歐洲足球聯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縮寫為UEFA）簡稱歐洲足聯或

歐足聯。歐洲足聯是國際足球總會底下六個洲所組成的足球聯會之

一，許多頂尖球員因為歐洲足球俱樂部優渥的薪水而齊聚於此（例

：英格蘭、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法國足球俱樂部等），歐洲足

球聯盟對世界有著極大的影響力，他的財富及權利也是位居六大足

聯之首。許多足球強國也是歐洲足球聯盟的成員國，在2006年世界

盃32強中，有14支國家隊來自歐洲；在國際足球總會世界排名中，

也有15個國家排在前20名。

[YS3A 翁敔瑄/整理]

(圖1)歐洲足球聯盟標示

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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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圖2)歐洲足球聯賽標誌

歐洲足球聯盟在1954年6月15日成立於瑞士巴塞爾（Basel），

總部設於法國巴黎（Paris)。埃貝‧施瓦澤（Ebbe Schwartz）為

第一任歐洲足球聯盟主席，而歐洲足球錦標賽創辦人昂利‧德勞內

（Henri Delaunay）則為總書記。1995年總部移至瑞士尼永

（Nyon)。剛成立時只有25個成員協會，目前歐洲足球聯盟已有54

個成員協會。

歐洲足球聯盟每年都會舉辦歐洲冠軍聯賽，它不僅代表歐洲足

球聯盟最高的榮譽和水準，也被譽為全世界最高質素、最具影響力

的球會級賽事，亦是世界上獎金最高的足球賽事和體育賽事之一。

(圖3)歐洲足球聯賽前展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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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4)2014年歐洲冠軍盃總決賽皇家馬德里vs.馬德里競技隊伍

歐洲冠軍聯賽主要由三個階段組成，包括外圍賽、分組賽及淘

汰賽。最後決賽採單場決勝形式，如有延長賽仍然以PK大戰定勝

負。場地的選擇會在大會前決定，即使球場為其中一方之主場，賽

事仍會以中立球場的方式進行，與球賽相關的配置（門票分配、座

位分配、更衣室分配、球衣顏色等等）都以公平原則決定。決賽獲

勝者為該球季歐洲冠軍聯賽冠軍，並可以參加同年的俱樂部世界盃、

歐洲超級盃以及下球季的歐洲冠軍聯賽。

決賽通常在每年的5月中旬舉行，決賽球隊於事先選定的五星

級球場比賽，球場會被視為中立場地。目前奪得最多次冠軍的是已

10 次稱霸歐洲冠軍杯的西班牙皇家馬德里隊（Real Madrid），最

早的五屆冠軍也均由皇家馬德里球會獲得。

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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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5)皇家馬德里隊贏得歐洲冠軍聯賽

資料來源：
http://goo.gl/JZvqJb
http://goo.gl/JZvqJb
http://goo.gl/YC7a9g
http://goo.gl/3JwJOO
http://goo.gl/XrDrUl
http://goo.gl/jEzbNI
http://goo.gl/w8LC0n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JZvqJb
圖2：http://goo.gl/rgxnZd
圖3：http://goo.gl/3JwJOO
圖4：http://goo.gl/Nj46yq
圖5：http://goo.gl/CMFzkg

而今年的歐洲冠軍聯賽也於5月25日舉行完畢，由西班牙皇家

馬德里隊伍獲得冠軍。以上為UEFA的簡介，也期待所有的選手能

在近日的世足賽中有優異的表現。

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校外活動快訊

[YG3A翁紹紋/整理]

破銅爛鐵破銅爛鐵破銅爛鐵破銅爛鐵 STOMP
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

(圖1)《破銅爛鐵 STOMP》2014台北演出

破銅爛鐵 STOMP
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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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讓觀眾捉摸不定，融合各種捉摸不定素材的演出，創造出無法想

像的節奏奇觀，打破打擊樂的傳統以及極限，這個揚名世界的英國打擊團

隊－「破銅爛鐵 STOMP」，即將來到台北帶給觀眾一系列驚奇的演出！

該團於1991年，由 Luke Cresswell 和 Steve McNicholas 在英國創

立，曾榮獲奧斯卡、艾美獎以及多項大獎，以生活中的日常用品為樂器，

節奏中表達出對生命的熱情，精彩的代表作莫過於「STOMP OUT

LOUT」，這是一場滿足觀眾聽覺及視覺的饗宴。這次將帶來什麼樣精

彩的演出呢？想知道的觀眾千萬別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了！

在破銅爛鐵的每一段演出中，

融合了戲劇、打擊樂、現代舞以

及喜鬧劇等元素，場場都讓觀眾

們捧腹大笑，不管什麼東西，或

是最平凡的物件，都可以是音樂

的素材，這就是他們所展現的後

現代街頭戲劇。
(圖3)《破銅爛鐵》北京演出

(圖2)《破銅爛鐵 STOMP》美國演出

破銅爛鐵 STOMP
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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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52pGg
圖2：http://goo.gl/Y35QiC
圖3：http://goo.gl/pC5iTf
圖4：http://goo.gl/ez57zT

資料來源：
http://goo.gl/meUI9J 
http://goo.gl/Vc5Szt

【演出資訊】

時間：103.08.27（三）19：30

地點：兩廳院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正區東門里中山南路21-1號）

票價：

800/1600/2400/2800/3200/4200元

其他相關場次及售票詳細資訊請上

寬宏售票系統查詢

(圖4)《破銅爛鐵 ST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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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銅爛鐵 STOMP
一場超越打擊樂的打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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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a Dit Ça 好書介紹

Lila Dit Ça

29

莉拉（Lila）是一位有著天使臉孔，卻滿嘴淫穢的的少女。西莫

（Chimo）是一位個性靦腆、想法灰暗而放棄自己，滿嘴髒話的少年。

就在這兩人火花的衝撞下，彼此的世界變的不一樣了。這本以男主角西

莫（Chimo）的口吻寫下女主角莉拉（Lila）的話，描述出莉拉的出現

那對他青澀的青春時光產生的影響。

(圖1) 小說翻拍成電影《天使好說性》(Lila Dit Ça)



好書介紹Lila Dit Ça

30

在法國一個落沒的阿拉伯社區，出

現了一位金髮美女－莉拉（Lila），她

就像是垃圾場裡的法拉利，她的白皙，

毫無汙點，讓社區裡的年輕人覬覦擁有

她，對西莫（Chimo）來說也不例外。

雖然莉拉長的像天使，但她的舌尖上卻

滿是汙穢之事，這位看似純真卻滿腦性

事的少女對西莫有著不一樣的感情。她

只對他打招呼、她只對他說話、她只對

他掀裙子、她只對他說了滿嘴的性愛故

事，對於那些其他的年輕人，莉拉則不

理會。至於西莫，他深深地陷入了莉拉

的熱情，他強烈地被莉拉吸引，並將莉

拉所說的話寫成日記，而莉拉也成為了

(圖2) 莉拉說(Lila Dit Ça)的電
影海報

內容簡介

他的謬斯女神。那些青澀且令人臉紅心跳的時光，很快地因為一場誤會

及錯誤造成悲劇。而對西莫來說，放蕩不羈的莉拉，再也不淫穢、再也

不隨便，她是真正的天使，沒有人能了解的天使。不過，西莫再也看不

到他心愛的莉拉，再也不能擁有他唯一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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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律師親手轉交了一份手稿給出版社，且要求不便公開作者身分；

這份手稿的作者竟和故事男主角同名－西莫（Chimo)。就這樣，一份

沒有標題和作者不明的手稿，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根據出版社的的說

法，在手稿第七頁裡的空白處看到－莉拉說（Lila Dit Ca），他們認為

這個名字艇適合作為故事的標題，所以莉拉說（Lila Dit Ca）就是這麼

來的。而關於這位自稱西莫（Chimo）的作者，大家對他有不同的迴響：

有人認為，作者只是一位很有才的作家，匿名的名字和故事的男主角一

樣；但也有人認為，這西莫會不會真的就是男主角，把自己所發生的經

歷來寫成一本書。所以曾有一段時間，在法國文學界掀起了一陣小轟動，

大家開始不斷地尋找作者的真實身分。

(圖4) 莉拉說(Lila Dit Ça)小說封面(圖3) 用筆記本寫成的手稿之第一頁

出版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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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kXDAsa
http://goo.gl/qeBnbV
http://goo.gl/VxRjqN
http://goo.gl/VMVNAm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7BNf7
圖2：http://goo.gl/Nof8kW
圖3：http://goo.gl/qeBnbV
圖4：http://goo.gl/VVj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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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位迷樣的作者，出版社請辨識筆跡專家來鑑定，這位西莫，

到底是一位怎麼樣的人？雖然這些筆跡專家無法從字跡中找出關於作者

的蛛絲馬跡，不過專家表示可以辨別出這位叫西莫（Chimo）的三點特

徵：「高文化水準」、「很聰明」、「感情上受痛苦」。這樣的解答讓

大家開始懷疑猜測，作者的人為、作者的目的，甚至有人認為作者可能

是一位早已有名氣的大作家又或者是一位阿拉伯後裔，但也可能是一位

發言受限制的囚犯。

無論這位作者是誰、無論他是否就是男主角西莫，不置可否的是這

部莉拉說（Lila Dit Ça）帶給人們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一個讓人美好

卻也感到遺憾的青春故事。隨後，小說被翻拍成電影，電影中文譯名為

《天使好說性》，由於因為小說結局過於哀傷，所以電影決定讓莉拉說

（Lila Dit Ça）有個較美好的結局。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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