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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2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本次為您準備了... 

第十屆歐洲魅影影展為歐盟園區揭開了新學期序幕； 

深度剖析伊斯蘭國組織行動，中東地區國家的發展情勢， 

越演越烈；而蘇格蘭獨立公投在國際間投下一枚又一枚震 

撼彈，指標性的科技演變、最新鮮的時代用語、藝文資訊、 

好書推薦，都在最新一期的電子報裡。 

 

另外，文藻外語大學第一屆歐亞語文國際研討會匯集國內

外菁英學者專家與校內外師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

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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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眾所矚目的歐洲魅影又來囉！今年第10屆的歐洲魅影將帶來15部不同國

家的精采電影，在全台30個地點放映！ 

全片皆有中、英文字幕，免費入場， 

歡迎全校師生及校友一起來共襄盛舉！ 

時間：10/13(一) ~ 11/5(三) 18:00~21:00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 求真樓 Q002 

片單與場次表：http://goo.gl/s97bpb  

主辦單位： 

歐洲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上苑文化藝術  Infine-Art 

http://goo.gl/s97bpb
http://goo.gl/s97bpb


歐盟雙週新聞 

 烏國衝突未歇 歐盟持續制裁俄國 

http://goo.gl/j0gt4k (中央社 10月01日)  

 

 歐盟：愛爾蘭蘋果稅務安排屬國家補貼 

http://goo.gl/7PCP7J (信報 10月01日)  

 

 加泰隆尼亞公投受阻 首長反嗆解散議會 

http://goo.gl/uXEDi3 (聯合新聞網10月01日)  

 

 英催淚彈供應商：檢討銷港條款 

http://goo.gl/ywN50e (蘋果日報 10月02日)  

 

 【置業英倫】投資·未來 漫談學區房           

http://goo.gl/l58YRI (大紀元 10月02日)  

 

 

 

 

 

[UE3A 彭千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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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j0gt4k
http://goo.gl/7PCP7J
http://goo.gl/7PCP7J
http://goo.gl/uXEDi3
http://goo.gl/uXEDi3
http://goo.gl/ywN50e
http://goo.gl/ywN5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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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伊斯蘭國組織對歐洲的影響 

  911事件後，伊拉克戰爭隨即展開，使得屠殺行動接連持續著。伊

斯蘭激進派組織以血之名，燃起建立伊斯蘭國組織（IS, Islamic State）

的野心。就在英美人士慘遭殺害後，日前傳出的第四位法籍犧牲者讓一

場未知的大戰進入白熱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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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組織對歐洲的影響 

[UE3A 彭千芸/整理] 

  正當歐安議題鬧得人心惶惶時，超過三千位來自歐洲各地的人們竟

想著投入聖戰。事實上他們深受IS的建國宣言所吸引；而另一方面，與

侷限於恐怖攻擊的蓋達組織相較之下：IS是軍事、政治兼顧，因此在追

隨者心中加分了不少分。儘管如此，IS的高調行事、低調籌劃使組織壯

大的速度，讓眾人看了毛骨悚然，更使各國不知所措。 

(圖1) IS壯大  超過3000名歐洲人投入聖戰 



新聞深度報導 

  反觀參戰各國採取空襲行動，對於一個無所不在的組織來說並不是

一個長遠之計，既無法治標更不能治本。每一次的空襲行動對原本財政

吃緊的歐洲國家經濟上都是一記沉重的打擊；然而經濟上的缺陷加據了

恐怖勢力在歐亞大陸上的擴散和肆虐。雖然當美國全力轟炸IS所佔領的

油田時，會直接影響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但事實上美國所釋出的能源

優惠目的是拉攏歐洲國家成為盟國；然而，這些國家可能受到能源優惠

的牽制，此次的優惠能否成為歐洲整體經濟上的墊腳石抑或是絆腳石仍

是未知數。 

  如今，IS追隨者不斷增加，其組織的勢力也隨之膨脹。此現象間接

使恐怖攻擊的條件成熟，進而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此時各國應再多方

且冷靜地思考應對IS的崛起，否則終究只停留在燒錢和傷亡的惡性循環

當中，這是各方都不樂見的結果。 

(圖2) 紅色區域為目前IS所佔領 

伊斯蘭國組織對歐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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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http://goo.gl/bIwNaJ 
http://goo.gl/skZmE7 
http://goo.gl/nMsAOG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WD2dh 
圖2：http://goo.gl/aMvYkU 

http://goo.gl/bIwNaJ
http://goo.gl/bIwNaJ
http://goo.gl/skZmE7
http://goo.gl/skZmE7
http://goo.gl/nMsAOG
http://goo.gl/nMsAOG
http://goo.gl/qWD2dh
http://goo.gl/qWD2dh
http://goo.gl/aMvYkU
http://goo.gl/aMvYkU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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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獨立公投 

蘇格蘭獨立運動的歷史 

             

(圖1) 蘇格蘭地理位置圖 (右上藍色區塊) 

         

        歷史上，蘇格蘭曾數度獨立，又數度被英國占領。  

  1707年，蘇格蘭和英格蘭兩國共同簽署通過《聯合法案》（Act of 

Union），大不列顛王國成立，蘇格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過去這三百

年來，蘇格蘭要求獨立的呼聲從未中斷。 

  蘇格蘭獨立運動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34年主張獨立的蘇格

蘭民族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 SNP）成立。1998年英國政府作出

妥協，公布法案確定恢復已消失接近三百年的蘇格蘭議會，但仍然未能

平息要求獨立的聲音。 

  推動獨立的靈魂人物是「獨派」民族黨領袖、蘇格蘭首席部長亞力

斯‧薩蒙德（ Alexander Elliot Anderson Salmond ），他在2011年宣稱

要推動舉行2014年全民公決，直到2012年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與薩蒙德簽署協議推行公投。 

[XE3C陳逸庭/整理] 

蘇格蘭獨立公投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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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促使了獨立公投？ 

        根據民調顯示，多數蘇格蘭民眾並不贊成獨立；進行獨立公投，許

多人感到意外。 那麼，是什麼促成了獨立運動份子得以舉行公投呢？答

案是工黨的「權力下放」政策。諷刺的是，工黨政府原先認為權力下放

能夠殲滅獨立的民族主義，卻沒料到間接促成公投。在1997年的權力下

放政策中，蘇格蘭成立了蘇格蘭議會及行政院。2011年5月蘇格蘭議會

選舉，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取得了議會過半數的席次，並組成政

府，開啟蘇格蘭推動獨立的新篇章。 

        

過程中的競爭 

蘇格蘭獨立公投 

(圖2) 反對獨立陣營 

       支持獨立的陣營指出了二

大原因：其一，蘇格蘭擁有蘊

藏量豐富的北海油田，有足夠

經濟條件可以獨立，能避免資

源被英國所利用。 

       其二，為了落實真正的政治民主。唯有獨立，所有攸關蘇格蘭人民

的決定，才能自己作主；獨立能讓蘇格蘭決定自己的命運和未來。 

       面對蘇格蘭必須重新申請才能加入歐

盟的問題，獨立派表示：蘇格蘭人口雖然

只佔歐盟人口的1%，但卻擁有歐盟20%的

漁業資源、25%的可再生能源及60%的石

油資源；他們相信歐洲接受民主結果，也

相信蘇格蘭的經濟會給歐盟帶來貢獻。 (圖3) 支持獨立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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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獨立派則認為獨立後，蘇格蘭的金融系統將陷入充滿不確定性的

危險境地，因為英國三大黨皆不同意薩蒙德（Alexander Elliot 

Anderson Salmond）提出持續使用英鎊的要求，將使這種局勢引發更

多的資本外逃。關於石油的問題，卡麥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則表示：隨著北海油氣田資源開採日益艱難，它更需要得到

整個英國國力的支持。另外也有人認為，薩蒙德的作法將會使經濟希望

寄託在遲早將耗盡的資源北海油田資源。 

 

(圖4)北海油田 

        在公投前夕，英國三大

黨的領導人聯署了一份承諾書，

向蘇格蘭人保證，如果公投否

決了獨立，將向蘇格蘭下放更

多權力；其中包括財政、稅務

和福利等方面。 

(圖5)三大黨領導人：英國保守黨黨魁首
相卡麥隆(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左)、自民黨領袖副首相克萊
格(Nicholas William Peter Nick 

Clegg)(中)以及反對黨工黨領導人米利班
德(David Wright Miliband)(右) 

     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陣營形

容這一承諾是對選民的「侮

辱」，質問為什麼等了這麼久

才拿出這些承諾。 

        9/19日公投結果出爐，

「反對獨立」者約為 55%，

「贊成獨立」約占45%。許多

人認為，蘇格蘭人決定留在英

國是因為最後一波的權力下放

政策。 

蘇格蘭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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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LkKvI4 
http://goo.gl/Scyc7I 
http://goo.gl/nuS7ZV 
http://goo.gl/T5TJg5 
http://goo.gl/m5kPmR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2UuWLb 
圖2： http://goo.gl/KcPcRM 
圖3：http://goo.gl/ODUrO6 
圖4：http://goo.gl/nuS7ZV 
圖5：http://goo.gl/nuS7ZV 
圖6： http://goo.gl/upSUJt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結果並不出人意料。反觀統一派贏了這麼多，與

之前民調相比有一段差距，則稍微有些令人意外。英國最後幾乎傾盡全

國之力，聯合周邊國家及其政治盟友，一起對蘇格蘭作出說服以及施壓，

同時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給出承諾，可以說是軟硬兼施，終於達到

了目的。然而蘇格蘭同時也得到了更多民主空間。 

  BBC報導分析，其實在蘇格蘭獨立問題上，發起者和支持者的動機

並不單純，一直有著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指因為蘇格蘭和英格蘭恩怨

糾纏上千年，導致部分普通民眾在感情和思想上，沒有辦法接受英國的

統治。對於究竟獨立之後會發生什麼？他們不多做猜想。至於另一種，

是期望政治家或社會菁英們出於利益的考慮，把獨立公投作為一張牌，

藉此從英國政府得到更多的實惠。 

         

        總歸來說，這次公投的過程

算是相當和平和民主，兩方也各

自達到了一些想要的目標。 

(圖6)公投選票 

蘇格蘭獨立公投 

http://goo.gl/LkKvI4
http://goo.gl/Scyc7I
http://goo.gl/nuS7ZV
http://goo.gl/T5TJg5
http://goo.gl/m5kPmR
http://goo.gl/2UuWLb
http://goo.gl/ODUrO6
http://goo.gl/nuS7ZV
http://goo.gl/nuS7ZV
http://goo.gl/upSUJt


心電感應 動動腦就辦得到 

歐盟學術專欄 心電感應 動動腦就辦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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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腦與腦訊息傳遞流程示意圖 

根據最近出版的《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期刊（PLOS One）， 

一個由美國哈佛醫學院教學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學中心」 

（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eaching affiliate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與西班牙、法國的研究機構（分別為 Starlab 

Barcelona與Axilum Robotics）組合成的國際團隊，成功地將位於地球

兩端的受測者大腦內的文字訊息，透過網路正確地傳遞給彼此。此項實

驗證明了在沒有語言、手勢的幫助下，腦與腦之間直接交流的可能性。 

[HE3C 桂敏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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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電感應 動動腦就辦的到 

          這項實驗有四名位於不同國家的健康志願者參與，一位負責發送訊

息，另外三位則負責接收。研究人員將訊息發送者在決定單詞時產生的

腦波，透過腦電圖描記器（electroencephalography，簡稱 EEG），記

錄並轉換成二進制，再藉由電子郵件，傳遞給地球另一端的接收者。這

些信息以閃光的形式出現在接收者的周邊視覺（ peripheral vision）裡，

當光出現在某個位置時代表1，出現在另一個時，則表示0，這樣的閃光

逐次性，能夠幫助接收者解碼所獲得到的信息。 

實驗中位於印度特里凡特朗

（Thiruvananthapuram）地區

的一名志願者就是透過這種方

式，頭戴無線連接網路的腦電

圖儀，將腦中想像的簡單詞語:

「你好」和「再見」，成功傳

遞給8千公里之外的法國志願者。 

(圖2) 受測者及實驗裝置 

資料來源： 
http://goo.gl/QRH1rA 
http://goo.gl/vNFXkK  
http://goo.gl/quKwyV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p6Nv2E 
圖2：http://goo.gl/plQ7DS 
 
 

          研究團隊表示，本實驗突破了人類傳統的溝通方式，雖然目前還有

些障礙，像是相當低的位元率：每分鐘只能傳遞兩位元的訊息；不過這

項研究的潛在應用範圍和受惠者相當廣，如同中風者也將能透過此「心

電感應」與他人溝通。 

http://goo.gl/QRH1rA
http://goo.gl/QRH1rA
http://goo.gl/vNFXkK
http://goo.gl/quKwyV
http://goo.gl/quKwyV
http://goo.gl/p6Nv2E
http://goo.gl/p6Nv2E
http://goo.gl/plQ7DS


《BBC中文網》 
歐盟呼籲香港應保持妥協 

編按：<BBC中文網>報導，香港佔中運動的範圍愈來愈大，引發全國新

聞關注，對於此民間運動，各國的看法皆不同，其中歐盟認為香港應秉

持「一國兩制」，同意香港人民參加政治的公平選舉，也認為人民和政

府要保持克制，尋求有用的方案。 
------------------------------------------------------------------------------- 

背景資料：9月28日當天，香港人民為了爭取人民直選而集體佔領中環， 

以香港政府總部為起點，是近來轟動的民間運動之一。中國政府為了阻

止這場運動，派大量的防暴警察前去香港，甚至使用暴力和催淚彈攻擊，

佔中人民指控警察的執法不當、濫用權力。過程中人民用雨傘來阻擋催

淚彈的攻擊，並要求特首梁振英（因為是由中國政府指派）下台。由於

人民用雨傘阻擋政府的襲擊，所以外國媒體將此運動稱為「雨傘革命」。 

(圖1) 香港人民為了追求民主而號召民眾集體佔領中環 

[UD2A 鄭媛/編譯]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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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希望雙方能冷靜協調 

  英國外交部提出聲明，建議政府和占中領袖對話，尋求真正的解決

之道，也強調<中英聯合聲明>（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保障了香港公民的權利及自由，包括集會和遊行。同時，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代表亦關注此運動，密切關注香港社會的後續發展，

認為應該要「一國兩制」｡ 

《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 

  此聲明為英國與中國針對香港問題所共同發表，指出中國對香港應

採用「一國兩制」原則 ，並明確保證社會主義不會在香港發生。之後

這些法條皆由<香港基本法>加以規定。 

世界觀點 

(圖2) 中英於1984年簽署 
<中英聯合聲明> 

(圖3) 占中運動日漸激烈，旺角、銅
鑼灣、金鐘等地都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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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黃絲帶」源自於西洋老歌 

  這場占中活動中，除了雨傘，

黃絲帶也成了象徵。黃絲帶的意義

源自於一首西洋經典歌，描述一男

出獄後，其妻子在樹上細著黃絲帶

迎接他的歸來，從此黃絲帶就象徵

「自由、脫離監牢」之意。占中運

動主要追求民主，並不再受共產黨

的控制，以邁向自由的精神，黃絲

帶的意義和占中運動的訴求同樣都

是追求「自由」的境界。 

(圖4) 在香港，住家、公園、橋樑等地
處處可見到黃絲帶 

(圖5)占中運動又稱黃絲帶運動，圖為香

港學生帶著黃絲帶參加晚會 

美英的亞裔學生上街挺占中 

  在美英求學的亞裔學生帶著

雨傘和智慧型手機的內建手電筒，

10月2日晚上聚集在紐約時報廣場

力挺占中的民主活動。來自香港

的學生在活動稍早發送傳單和黃

絲帶，舉著「團結為民主」的標

語布條表達訴求，企圖讓國外人

民能夠真正了解香港人民的訴求。 

(圖6)數千名學生聚在時報廣場挺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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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法媒預測占中效應將帶領台獨 

  法國也在關注這場「雨傘革命」，且認為臺灣對於香港占中的感受

應比其他國家還要深，也更清楚香港的處境，因為中國官方亦將「一國

兩制」的政策加在臺灣。其中更說明了占中效應將會帶動未來台獨執政

的可能性，最快也許會是2016年。 

  法國網站指出，「一國兩制」原本就是一場有名無實的謊言。以西

藏為例，雖有自身軍隊，卻無用武之地。而西藏不斷的爭取獨立以及今

日發生的「雨傘革命」即是「一國兩制」失敗的佐證。 

(圖7) 法媒針對香港占中進行評論 

  同時更預測：台灣將會受到此

運動的影響，最快在2016年轉為獨

派執政。這是因為香港和台灣的情

況相當且交流頻繁，由香港人民所

發起的占中活動更進一步喚起了台

灣人民的民族意識。而今年上半年

的太陽花學運，當時有很多香港、 

澳門人民力挺，也使得臺灣部份人民積極地支持香港。太陽花學運激起

了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而香港占中活動更讓此意識更進一大步，法媒

相信台灣和香港未來會走向獨立，也分析從西藏和新疆的叛變，到台灣

的太陽花學運、香港占中，造成中國統治階層嚴重分裂、動盪不安，因

此呼籲中國學習讓步和尊重，別再自吹自擂。 

資料來源： 
http://goo.gl/Gi8BKA 
http://goo.gl/M6cofm 
http://goo.gl/xnIx39 
http://goo.gl/Pjb6EJ 
http://goo.gl/3HQg3c 
 
 
 
 

http://goo.gl/yNpZ4h 
http://goo.gl/lhuF1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o8Kxl        
圖2：http://goo.gl/xnIx39 
圖3：http://goo.gl/8TkdxM 
 

圖4：http://goo.gl/NmzHss 
圖5：http://goo.gl/thNx6U 
圖6：http://goo.gl/3HQg3c 
圖7：http://goo.gl/1dqz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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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Gi8BKA
http://goo.gl/M6cofm
http://goo.gl/xnIx39
http://goo.gl/Pjb6EJ
http://goo.gl/3HQg3c
http://goo.gl/3HQg3c
http://goo.gl/yNpZ4h
http://goo.gl/yNpZ4h
http://goo.gl/yNpZ4h
http://goo.gl/yNpZ4h
http://goo.gl/yNpZ4h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01_tw_hk_protest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10/141001_tw_hk_protest
http://goo.gl/No8Kxl
http://goo.gl/xnIx39
http://www.ntdtv.com/xtr/b5/2014/10/04/a1143427.html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K_night_Central_Connaught_Road_Central_%E9%BB%83%E7%B5%B2%E5%B8%B6_yellow_ribbons_Aug-2012.JPG
http://goo.gl/thNx6U
http://goo.gl/3HQg3c
http://goo.gl/1dqz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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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圖1) 活動宣傳海報 

主辦單位： 

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1-103展覽室 

展覽日期： 

103/10/10- 104.01.11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校外藝文報導 

[XG4A 張育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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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4AwdFL 
圖2： http://goo.gl/zlOHlu 
 
 
 
 
 
 
 
 
 
 
 
 
 
 
 
 
 
 
 
 
 
 
 

資料來源： 
http://goo.gl/YQtgEz 
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介紹 

校外藝文報導 

  摩利茲‧柯尼利斯‧艾雪（Maurits Cornelis Escher, 1898-1972）是

一知名的荷蘭版畫藝術家，本次展覽來自於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該

館所有艾雪作品皆由紐約藝術收藏家查爾斯 ‧克萊莫與 (Attorney 

Charles Kramer) 家族慷慨捐贈。展覽概括了艾雪152件的經典作品，包

含版畫141件、素描6件、木刻版4件以及球雕1件，涵蓋其創作生涯各階

段與不同類型代表作。但要將艾雪作品完整呈現於一個展覽當中實屬難

得，而且每件套色都不盡相同，所以說每件都是獨一無二。以版畫秘技、

人物描繪、科學探索、視覺幻象、聖經故事、南歐風景、六個主題，探

索錯覺藝術大師艾雪的魔幻風格。 

(圖2) 《眼睛》 

艾雪描繪自己的眼睛，瞳

孔之中反射出來的是顆骷

髗頭，艾雪提醒觀畫者，

每個人最終都必須面對死

亡這個課題。 

錯覺藝術大師 艾雪的魔幻世界畫展 

http://goo.gl/4AwdFL
http://goo.gl/zlOHlu
http://goo.gl/zlOHlu
http://goo.gl/YQtg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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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HeForShe嗎？ 

 

 

最近網路上流傳著許多張男星手上拿著HeForShe字樣的紙張

拍照，這到底是為了哪個「她」？是媽媽？還是女朋友呢？ 

原來是艾瑪．夏綠蒂．杜雷．華森（Emma Charlotte Duerre 

Watson）不久前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上所發表的演說，邀請眾男星

支持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所舉辦的《HeForShe》活動。

《HeForShe》是一個希望能提倡性別平等、屏除政治、經濟、社

會上等對女性的歧視的活動。 

早在艾瑪華森被聯合國欽點為女性親善大使前，就曾因為奈及

利亞女學生遭武裝份子綁架事件，在社群網站上表達自己的立場，

呼籲國際社會應更重視女權及人權問題。 

[UG1A 葉宛恩/整理]  

你知道HeForShe嗎? 

(圖1) 聯合國婦女署標誌 

請點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Dg226G2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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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你知道HeForShe嗎? 

(圖2) 左起開始：電影《波西傑克森》男主角 Logan Lerman、美劇《Glee》演員Chris 
Colfer 、電影《哈利波特》中演員Matthew Lewis 、《Marvel》電影系列中飾演Loki
的 Tom Hiddleston 、美劇演員 Luke Newberry 

  演說中她也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在她18歲時，身邊的男性朋友 

，因為社會刻板印象，而無法表達自己的真正感受；並明確地指出，不

單單只有女性成為性別歧視下的受害者，男性也是深受其擾。從那刻起，

她決定要做為一位「女性主義者」；並且提到，在現代社會輿論之下，

女性不再敢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因為如此只會被社會視為太過於

強悍、激進、反對男性等負面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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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歐盟在性別平等上的作為   

  歐盟最早制定性別平等法的起源要從1957年開始談起。由當時法國、

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6國政府首腦、外長在羅馬簽署

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 TEEC），建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EEC、歐體）開始，雖然當

時各國，都以經濟為出發點，但基於國家憲法兩性同工同酬的法國，不

得不提出此規範，來保障法國企業的競爭力。 

  1975年「歐體」就曾因性別歧視所造成的薪資差距制定相關條文，

明定各國應維護女性權益，達到與男性同工同酬的標準。1995年「歐體」

改組成「歐盟」後，也於1997年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中訂定多條相關條約，提倡性別平等。甚至近期歐盟理事

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歐洲「2020策略」（The 

Europe 2020 Strategy）中，表達女性參與經濟的重要性，要求各會員

國於研擬改革計劃時，必須特別強調性別平等和對女性的尊重。歐洲法

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簡稱ECJ），在歐盟性別平等法推動中，

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監督各會員國是否有落實性別平等，也曾迫

使會員國採取多項重要改革措施，讓就業性別平等理念更容易達成。 
   

 

你知道HeForShe嗎? 

(圖3) 兩性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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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195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努力，說明了每當提到兩性平等時，

歐盟總是都是各國看齊的對象之一的原因。 

  或許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能真正做到性別平等，但這在裡引用

艾瑪華森言講中，最後所說的一段話：「Is not me, who ? Is not 

now, when?」從我、從你（妳）、從現在開始，一起HeForShe。 

你知道HeForShe嗎？ 

(圖4) HeForShe官方所發起的活動，邀請全世界男性站出來替女性發聲 

 

資料來源： 
http://goo.gl/ASVLV2 
http://goo.gl/iYRhvJ 
http://goo.gl/14A2Pv 
http://goo.gl/zSqS3Q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WnDdFG 
圖2：http://goo.gl/IciVOR 
圖3：http://goo.gl/27PJF9 
圖4：http://goo.gl/wI9hwy 

 

http://goo.gl/ASVLV2
http://goo.gl/iYRhvJ
http://goo.gl/14A2Pv
http://goo.gl/zSqS3Q
http://goo.gl/WnDdFG
http://goo.gl/IciVOR
http://goo.gl/27PJF9
http://goo.gl/wI9hwy


學術活動報導 

[YG4A 林佳緯/整理] 

第一屆歐亞語文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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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藻歐亞語文學院主辦的「第一屆歐亞語文國際研討會─歐語‧跨

越時空的對話」已在2014年10月4號晚間，於輕鬆愉快的晚宴上畫下完

美句點。 

  歐洲語言教育在臺灣的發展已逾半世紀之久，經過20世紀全球化的

淬鍊，歐語教育的改變與革新已成為臺灣學界上非常重要的一門課題。

為了面對未來的趨勢及變化，在歐語的文化及教育上必須更加地與時俱

進。而此次研討會，即是以探索歐語教育以及歐洲研究為目的，藉由專

題演講及論文發表，共同探討臺灣社會對於歐語教育的需求與發展，與 

如何將其運用於教學現

場。為了達成此目的，

本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

歐洲國家以及亞洲國家

的學者們，進行演講與

研究，並從中加深歐洲

與亞洲學界的交流。 

(圖1) 與會貴賓合照 



學術活動報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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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專題演講 

主持人：Clemens Treter 

(Institutsleiter, Goethe Institut Taipei) 

講者：Ernest W. B. Hess-Lüttich 

(Prof. Dr. Dr. Dr. h.c, Ordinarius für 

Germanistik University Bern) 

講題：Zeichen der Stadt: 

Interkulturelle Sprachlandschaften in 

urbanen Räumen 

主持人：Yu-Chun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rench,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講者：Martine Dubreucq 

(Sciences du langage, Montpellier 

III University) 

講題：Qu‘est-ce qu‘une “veille 

pédagogique” efficace? Les outils, 

les réseaux, les personnes en FLE. 

(圖2、3) 主持人(上)、講者(下) 

(圖4、5) 主持人(上)、講者(下) 



學術活動報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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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專題演講 

主持人：Chen-Yu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anish,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講者：Mah Sangyoung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panish 

Language, Dankook University) 

講題：Comuncación bidireccional y 

la enseñanza 

主持人：Eberhard Weller  

(Leiter der Spracharbeit Region 

Ostasien, Goethe Institut Korea) 

講者：Hyung-Uk Shin  

(Dean of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Professor of German Languages 

Education Departmen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講題：Das HUFS-Modell zur 

Deutschlehrerausbildung auf Basis 

der Intergration des DLL-

Programms 

(圖6、7) 主持人(上)、講者(下) 

(圖8、9) 主持人(上)、講者(下) 



學術活動報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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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而除了專題演講外，在午餐過後也進行了教授們的論文發表。在四

間研討室中，教授們以不同的題目，探討著共同的話題─語言。其中，

某些教授以課程規劃的深入淺出、教材運用上的正負影響、或者中文與

外文間的對比分析為題，在外語教學及學習上進行研討。另外，也有以

戲劇及書籍作品為例，探討文學翻譯的意象與跨文化議題；或者以學生

的畢業公演來探討學生在外語學習上的動機；以飲食文化差異探討其對

於教學及跨文化溝通的影響……等等。 

(圖10-13) 論文發表 



學術活動報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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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服務 

  本屆研討會除了學者及教授外，更多虧了校內的志工們，才讓整場

研討會順利進行。無論是擔任接待及簽到組的法文系及德文系同學、辛

苦布置場地的西文系同學，或是擔任司儀的同學，每一位都是本屆研討

會不可或缺的角色！ 

(圖14-16) 志工服務 



學術活動報導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Asian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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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敘及閉幕 

  在中間休息時間時，教授及學生們也到教室外享用茶點、聊天，除

了延續還未討論完的議題外，也藉此聯繫情感、交流意見，將心情放鬆，

讓研討會除了研討時嚴肅的時刻，也多了幾分輕鬆愉快的時光。 

  在研討會接近尾聲，在歐亞語文學院院長─張守慧，以及國際暨兩

岸合作處處長─林潔的祝福與鼓勵下，研討會完美落幕！ 

(圖15-17) 茶敘交流 

(圖18-19) 閉幕致詞及交流 



百歲老人 
   翹家去 

[UCA2B 蔡佳勳/整理] 

The 100-Year-Old Man Who Climbed 
Out the Window and Disappeared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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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阿人生，想這麼多幹麻？ 

反正事情是怎樣就會怎樣， 

該怎樣就會怎樣！」 

－－《百歲老人翹家去》 

(圖1) 小說翻拍電影 



The 100-Year-Old Man Who Climbed 
Out the Window and Disappeared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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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百歲老人蹺家去電影劇照 

內容簡介 

  在滿100歲的生日派對正要舉行之際，老頑童亞倫（Allan）卻穿著

拖鞋從窗戶爬出，帶著幾張百元克朗，準備逃離這個是非之地，開始他

的冒險之旅！ 

  到了巴士站，一個男人請亞倫（Allan）幫他顧著行李箱，而男人

從廁所回來發現，老亞倫（Allan）竟然偷了他的行李箱！這只行李箱

內還裝了滿滿的鈔票！這下子，亞倫成了偷竊犯，不僅引來了黑道的追

殺，連警方也在找尋他的下落。 

  在這麼多狀況下，亞倫（Allan）的冒險還是持續著，在顛簸的路

上遇到了奇特的好友，甚至連大象都成為亞倫的好夥伴。每當危險迫在

眉睫時，這位100歲的國寶總能化險為夷！ 

  但顛沛流離的亞倫，卻曾經因為一件誤殺意外而被送往精神病院，

連家園都全毀了。在環遊世界的路上，也總是在生死關頭徘迴，可是老

頑童亞倫卻擁有樂天知命的豁達，與不畏艱難的冒險精神！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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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者喬拿思
‧喬納森Jonas 

Jonasson 
 

  作者喬拿思‧喬納森（Jonas Jonasson），1961年生於瑞典。曾擔任

新聞記者、媒體顧問和電視製片， 

  某天，他毅然結束了瑞典的事業，遷居到瑞士的盧加諾湖展開了新

生活。喬納森也在此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百歲老人蹺家去》

（ The 100-Year-Old Man Who Climbed Out the Window and 

Disappeared），高潮迭起的故事情節和幽默風趣的敘事口吻，引起全

球出版界的熱烈迴響，售出三十餘國版權，並即將搬上大銀幕。 

  喬納森表示比較想過簡單的生活，於是他賣掉了自己的傳媒公司，

目前已經搬回瑞典，與兒子和他所飼養的母雞過著快樂的農村生活。他

也在這裡寫下了他的第二本書《拯救瑞典國王的女孩》（The Girl Who 

Saved the King of Sweden）。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DQxze1 

圖2： http://goo.gl/XDclc3 
圖3：http://goo.gl/dDh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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