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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4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時序入冬，期中考將至； 

電子報小組仍然日以繼夜的為大家帶來歐洲最新資訊 

 

多元文化下的衝突，香港的占中行動 

體現了人民的自由意志； 

歐盟執委新時代，容克的來臨 

眼前是考驗也是機會 

 

開創性的醫療技術，讓癱瘓的病患重獲新生 

漢莎航空事件，以激進的手段換取人道制度 

2014國際劇場藝術節-奧塞羅、好書響讀、新知新訊 

以及法國實習交換生的親身體驗 

都在104期電子報與大家共享！ 

 

 

 

 

 



歐盟雙週新聞 

 德國臭名昭著的納粹達豪集中營大門被盜 

http://goo.gl/Hjj1zM  (BBC 中文網 11月03日)  

 

 曼切斯特將由直選市長管理 

http://goo.gl/ztZTPC  (BBC 英倫網 11月03日)  

 

 明鏡：梅克爾憂心英國退出歐盟 

  http://goo.gl/AQogt6  (大紀元 11月02日)  

 

 英媒：前瞻APEC 中美聯手對付IS 

 http://goo.gl/QUxrtI  (BBC 中文網 11月02日)  

 

 英國限制歐洲移民的可行性分析 

 http://goo.gl/WpNtch  (BBC 中文網 10月31日)  

 

 

 

 

[XE4A 林育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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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文化衝突－中國、英國、香港 

  自97年英國將香港移交中國後，雙方屢次因為民主和居民間的文化

差易發生衝突；從先前的奶粉掃貨、雙非嬰兒到今年九月爆發至今的占

中行動，每次衝突都尚未得到解決，怒火延燒至今。 

[XE4A 林育如/整理] 

(圖1) 香港在港英時期的旗幟 

   

多重文化衝突－中國、英國、香港 

(圖2) 香港政權移交中國人民共和國時舉行的的交接儀式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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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站： 
http://goo.gl/kRNimb  
http://goo.gl/7WPXV5 
http://goo.gl/1DXBWn  

  經過英國155年的殖民，香港當地居民雖然以華人為主，但街上仍

充滿了各個人種，有些來自歐洲、有些來自印度、更有些來自東南亞。

雖然大多數當地居民是道道地地的亞洲人，但其生活習慣、教育背景和

認知思考，仍和近年接手的中國華人有著迥然不同的差異。以文化背景

來說，香港就像是混血兒一樣，長年以來殖民文化盤根錯節，現今不僅

難以被歸類到中英任一方的單一文化背景，還獨樹一格。有些香港居民

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因而在「九七回歸」時出售房產、移民歐美國家；

有的則認為是時候回歸祖國，而留在原地；也有的認為自己並不屬於中

英任何一方，每當有人問其身分，則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類似的複雜心情也出現在最近的占中事件：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

英國《議會》雜誌中表明，中方並不希望英國以「中英協議」為藉口，

藉機插手中國國內事務，並強調「反占中」也同時是部分港人的立場；

相對的，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也提及占中港人爭取民主

的意志，而且要求英國官方必須伸手幫助香港人。同時，也有部分香港

民眾對這種黑白分明的選擇感到兩難。各種因為殖民時期而起的相異立

場不斷地持續著。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VG871  
圖2：http://goo.gl/a9cP5N  
圖3： http://goo.gl/0PKO3D  

多重文化衝突－中國、英國、香港 

(圖3) 目前仍持續的香港占中事件中立場及人種多元 

新聞深度報導 

 

http://goo.gl/kRNimb
http://goo.gl/7WPXV5
http://goo.gl/1DXBWn
http://goo.gl/NVG871
http://goo.gl/1lzIkD
http://goo.gl/a9cP5N
http://goo.gl/0PK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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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1A葉宛恩/整理] 

歐盟執委會－容克時代來臨 
 

歐盟執委會－容克時代來臨 

今年五月中結束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大選，不僅選出

751名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議員，也選出了新任歐盟執委

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勞德‧容克（Jean Claude 

Juncker）。歐洲議會也於上月22日，投票通過容克所提名的27位內閣

名單；這批全新團隊，已在本月1日正式上任，容克將引領歐盟走向另

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歐盟內部到西非伊波拉、烏克蘭危機、歐盟與美國

貿易協定等，都將會是容克上任後的重大考驗。 

(圖1) 容克(右)與歐洲議會主席馬丁‧舒爾茨 （Martin Schulz）(左) 



歐洲主題專欄 

         

7 

   

 

 

歐盟執委會－容克時代來臨 

  根據歐盟於2009年簽訂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原

本經由歐盟各國總理協商推崇、提交歐洲議會行使同意權的作法，更改

為歐盟執委會主席提名候選人，並經由歐洲議會相關委員會的聽證、質

詢和投票通過後，方可上任 。2015年後，歐盟執委會的人數也將由原先

的主席加委員人數28人，更改為18人。斯洛維尼亞首位前任女總統阿倫

卡‧布拉圖舍克（Alenka Bratusek）就因沒能通過歐洲議會的聽證，於

10月初時放棄出任歐盟執委會副主席。這份內閣名單，也因女性席數過

少，引發外界質疑。 

  打破過去舊有傳統，成為歐洲歷史上第一屆，經由歐洲議會投票通

過的歐盟執委會，成員分別來自歐盟28個會員國。扣除容克本人，有5

人擔任過國總理、4人擔任過副總理、19人擔任過部長，其中11人出身

財金背景、其餘8人皆擁有豐富的外交經驗。為了提高辦公效率，容克

也實行了新制度：7名副主席與20名委員會在各領域中不斷變換工作小

組進行協調。此外，擔任首席副主席的荷蘭前外交大使弗蘭斯‧提馬曼

斯（Frans Timmermans）在立法建議中擁有直接否決權，容克表示：

這項新機制是對全體歐洲公民負責的承諾。 

全新改革 

(圖2)歐盟執委會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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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克所訂定的首波任務為，在聖誕節前夕注入3000億歐元（3800億

美金）投資聖誕節時，所創造出來包裹寄送費用，將會刺激消費市場、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法國、義大利先前遭歐盟執委會警告預算案

違反歐盟財政規範後，本來將提振經濟放為首要目標、削減赤字為次要

目標的兩國，紛紛於上月底向歐盟經濟暨貨幣事務執委卡太寧（Jyrki 

Katainen）致函，表示願意將削減赤字數目，希望歐盟當局能放行明年

的預算案。歐盟執委會也於稍早，同意法義兩國的所提出的改善方案，

以作為交換。 

       卡太寧也在上任四天後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一期秋季經濟預測結

果。由於經濟復甦緩慢、通貨膨脹率偏低，德國、義大利等歐盟大國經

濟成長遠不如預期，因此調降經濟預測值。今年的經濟成長，由原先預

期的1.2%下調至08%。2015年的經濟成長率，從1.7%下修至1.1%，2016

年的經濟成長則為1.7%。此外，歐盟執委所預測的最新歐元區通膨率為

0.5%，低於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所預測的0.6%；2015

年的0.8%更低於央行所預測的1.1%，2016年的1.5%，仍然低於歐洲央行

原先所設定的2.0%目標。 

歐盟執委會－容克時代來臨 

而台灣方面，也將對這批新上任的歐盟執委會團隊有所行動，盼能

加強雙方關係。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張銘忠，在先前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我方除了將會持續加強台灣、歐盟關係之外，也希望能盡速與歐

盟簽訂《台歐貿經合作協定》，促進彼此關係。 

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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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FO1ubc 
http://goo.gl/bhVUIL 
http://goo.gl/xzLjN2 
http://goo.gl/ki6zVf 
http://goo.gl/89H526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bhskMJ 
圖2： http://goo.gl/yAZ2H3 
圖3： http://goo.gl/2cBOe0 
 

         

歐盟執委會－容克時代來臨 

(圖3) 28個會員國、28個代表，將攜手帶領歐盟走向另一個新時代 

擁有五億人口的歐盟，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國際社會，卻同時也被國

際社會關注著。他們是社會的焦點、領導者，歐盟的壓力，不單單來自

於內部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等，全球化下的國際情勢也牽引著他們。究

竟歐盟所面臨的困難，是時代的糾纏，還是經濟上的衰退，就請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這批擁有豐富經驗的團隊，是否能化解一切危機。 

http://goo.gl/FO1ubc
http://goo.gl/bhVUIL
http://goo.gl/xzLjN2
http://goo.gl/ki6zVf
http://goo.gl/89H526
http://goo.gl/bhskMJ
http://goo.gl/yAZ2H3
http://goo.gl/2cBOe0


全球首例鼻細胞移植   
癱瘓男子重獲行走能力 

根據美國《細胞移植》（Cell Transplantation）雜誌報導，一名保

加利亞消防隊員德雷克‧費迪卡（Darek Fidyka）在四年前遭搶劫犯持

刀襲擊，脊髓嚴重受損且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從此癱瘓在床。藉著

波蘭醫生及英國科學家聯手研究的神經重生技術，利用鼻腔細胞修補了

脊髓，現在的他已能在支架的協助下再次行走。而這項前所未有的醫學

突破，也被譽為是比人類登陸月球更偉大的成就。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費迪卡在支架的輔助之下練習行走 

全球首例鼻細胞移植   
癱瘓男子重獲行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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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3C 桂敏瑄/整理] 

        這項開創性治療的幕後功

臣就是病 患自己嗅鞘 細 胞

（olfactory ensheathing cells, 

OECs）裡的嗅球（ olfactory 

bulbs）。嗅鞘細胞具有神經營

養的作用，在移植時能幫助受

損神經修復，如鞘化、再生和

脊髓功能恢復的作用，是促進

中樞神經再生的理想候選細胞。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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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嗅鞘細胞及嗅球位置圖 

全球首例鼻細胞移植   
癱瘓男子重獲行走能力 

  另外，人類呼吸時，空

氣中各種氣味分子會持續地

接觸鼻內的神經細胞，在這

樣與氣味不斷接觸的過程中，

因為有嗅鞘細胞幫助它們不

斷重生，所以負責嗅覺的神

經細胞不會被破壞。也是因

為這獨特的修復功效，讓研

究人員聯想到用它來修復脊

髓的可能性。 

  這項實驗性質手術分成兩個階段，醫生們先將費狄卡的嗅球取出，

並置於實驗室中培養嗅鞘細胞。兩個星期後，再將新培養成的嗅鞘細

胞植入病患脊髓裡八釐米寬的裂縫中，重新連接傷口上部和下部的組

織，像是搭起一座橋一樣，幫助脊髓修復接通。這項醫療方法最重要

的創舉就在於引用的是病患自己的細胞，因此完全不會有其他移植手

術中可能出現的異體排斥現象。 

(圖3) 手術過程示意圖 



  而就在費狄卡接受手

術過後三個月，原本毫無

起色的病情開始出現好轉，

先是左腿肌肉開始生長，

並恢復知覺；一年後，就

能夠在支架的協助下，用

自己的雙腳踏出癱瘓多年

以來的第一步。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axyAhI 
http://goo.gl/Xqblqf 
http://goo.gl/VXiuoP 
http://goo.gl/ih3pza 
http://goo.gl/3yypv1 
 

  雖然此移植手術還有待改進的地方，像是更適合的嗅鞘細胞來源，

以及脊髓之間的差距如何修復等等問題。不過，有了費狄卡這個成功的

案例，研究人員們能夠確認此療法的安全性，並著手安排接下來等著接

受相同療法的三個波蘭病患們。負責操刀這項技術的英國雷斯曼教授 

（Geoffrey Raisman）說，只要此項研究再投入更多資源，將會為現代

醫學帶來歷史性的創新，幫助更多遭受行動障礙所擾的病患們擁有重獲

新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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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SK3P5n 
圖2： http://goo.gl/5TiFQD 
圖3： http://goo.gl/YRzSDz 
圖4： http://goo.gl/mQopDm 

(圖4)費迪卡每天進行五小時的物理治療 

全球首例鼻細胞移植   
癱瘓男子重獲行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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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0月21日《BBC新聞網》以一篇「Lufthansa strike declared 

legal as union warns of more action」的報導，敘述德國漢莎航空罷工

事件的前因後果。 

－－－－－－－－－－－－－－－－－－－－－－－－－－－－－－－

背景資料：10/21日，德國飛行員工會（Vereinigung Cockpit）帶領漢莎

航空 （Lufthansa）的機師們開始了他們今年的第八次罷工，目的是希

望公司能停止改變退休制度。現有制度為：機師們在55歲時退休，在55

歲到60歲的過渡期（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他們可以領原本薪水的

60%。但漢莎航空意圖將退休年齡調高，引起了這場造成世界航空混亂

的罷工。 

[XE3C 陳逸庭 /編譯] 

《BBC》 

漢莎航空罷工事件在法庭上被視為合法， 

工會警告將擴大罷工行動 

(圖1) 漢莎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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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程中，漢莎航空曾做出讓步，提出對現有員工不改變制度、但

對新進員工仍採用新政策的提議。德國飛行員工會認為漢莎航空只是在

試圖暫緩這場罷工，而不是誠心想改變政策：「我們將擴大行動，讓漢

莎航空更了解我們的要求。我們相信他們未來會變得更圓融」。 

     

(圖2) 漢莎航空班機取消示意圖 

         「這次事件恐怕會成為歷史上最具分裂性的罷工行動。」知名撰稿

人塞西莉亞．德里格斯（ Cecilia Rodriguez）這麼說道。目前已有超過

1500班班機已被迫取消，其中大部分航班都在德國最大的機場－法蘭克

福機場（Frankfurt airport），另外也有在慕尼黑或漢堡的航班，造成

公司的全球飛行網路混亂。 

  雙方各自喊話，「漢莎完全沒有接受我們的和解提議，而且正在持

續推動他們的政策。」德國飛行師工會代表人如此說道。 漢莎航空的財

經經理西蒙．曼（ Simone Menne）表示 ：「擴大罷工行動對飛行師的

權益完全沒有幫助，只會造成更多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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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這場罷工的另一個原因，其實是漢莎航空計畫的低成本運作方

式所導致，本來的目標是為了和廉價航空競爭，卻造成了公司內部的分

歧。包括安全部門員工在法蘭克福機場的另一場罷工，估算漢莎航空的

損失總額將近有70億歐元，且相關分析學者認為損失在未來將會提高許

多。為了重整秩序及保護名聲，漢莎航空宣布，乘客若是因此次事件滯

留，可以重新預訂或換火車票，都不收取任何費用。同時公司也預訂了

4400間旅館房間，以便滯留的旅客居住。德國工業聯合會（The 

German Industry Federation business lobby）警告，這個行動對物流、

旅遊和商務產業的衝擊將影響德國整體經濟。  

(圖3) 抗議及罷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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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德國交通運輸部部長亞歷山大．道不列德
（ Alexander Dobrindt） 

原文： 
http://goo.gl/Dl4MzC 
 
資料來源： 
http://goo.gl/5CETrv 
http://goo.gl/6kfw13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5CETrv 
圖2：http://goo.gl/ydUslk 
圖3： http://goo.gl/gg8SjY 
 

        德國交通運輸部部長亞歷山大．道不列德（ Alexander Dobrindt）

則指出：「當人們無法獲得工作，貨物無法運輸，經濟將嚴重受創。」

經濟部則表示，雖然此次罷工將影響經濟的各個部門，它仍然不會降低

政府的2014年的經濟成長預期。 

  現在，德國政府正在編制一項法律草案，以防止少數員工透過罷工

行動嚴重影響國家的基礎建設。這項草案將在年底成熟。 
         

 

http://goo.gl/Dl4MzC
http://goo.gl/Dl4MzC
http://goo.gl/5CETrv
http://goo.gl/6kfw13
http://goo.gl/5CETrv
http://goo.gl/ydUslk
http://goo.gl/gg8S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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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2B 蔡佳勳/整理] 

(圖1) 活動宣傳海報  

演出資訊： 

11/14(五)19:30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11/15(六)19:30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11/16(日)14:30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阿姆斯特丹劇團 
奧塞羅Ot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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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14的國際劇場藝術節，邀請來自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劇

團」演出莎士比亞經典鉅作《奧塞羅》（Othello），將由表演由

歐洲視覺影像金獎導演伊沃‧凡‧霍夫（Ivo Van Hove）執導，他擅

長運用劇場語言表達人性，以多媒體技術及前衛科技的呈現方式也

是他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他的作品中更能感受到影像與音樂的完美

結合。 

  「阿姆斯特丹劇團」是荷蘭最大型的劇團，由伊沃‧凡‧霍夫領

軍，創作出很多優秀的作品。「阿姆斯特丹劇團」曾經重新詮釋許

多部經典劇作，創作風格獨特多元。除了伊沃‧凡‧霍夫執導外，也

邀請多位國外知名導演共同合作，打造出令人驚豔的舞台魅力！ 

(圖2) 網頁宣傳圖片 

荷蘭阿姆斯特丹劇團 (Tonnelgroep Amsterdan) 

阿姆斯特丹劇團 
奧塞羅Othello 



19 

校外藝文報導 

《奧賽羅》（Othello） 

(圖3) 奧賽羅劇照 

資料來源 
http://goo.gl/CxGqZ0 
http://goo.gl/VZUbk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E6ME0 
圖2：http://goo.gl/xRd3Fk 
圖3：http://goo.gl/mL8PkS 
 

  《奧賽羅》是莎士比亞筆下四

大悲劇之一，在1565年出版。劇情

圍繞四位角色：威尼斯部隊將軍奧

賽羅（Othello）、奧賽羅的妻子

黛斯迪蒙娜（Desdemona）、副

將凱西奧（Cassio）、和騙取他信

任的伊阿古（Iago）。 

  由於《奧賽羅》戲劇情節高潮迭起、充滿張力，並涉及種族、愛情、

忌妒等多種議題，直到今日依然常常於大小劇場中演出。 

  劇中透過的反派角色伊阿古與剛正不阿的奧賽羅，呈現強烈對比。

伊阿古總是操控著奧賽羅，利用言語灌注她邪惡的思想，在奧賽羅心中

埋下邪惡的種子。不實的謠言使得奧賽羅對妻子黛斯迪蒙娜強烈的情感

轉變為偏執，仇恨毀滅了他們的愛情，在奧賽羅殺死的她親愛的妻子後，

他才發現自己犯下大錯，最後奧賽羅自刎殉情，成為悲劇中的英雄。  

阿姆斯特丹劇團 
奧塞羅Othello 

http://goo.gl/CxGqZ0
http://goo.gl/CxGqZ0
http://goo.gl/VZUbk1
http://goo.gl/VZUbk1
http://goo.gl/VZUbk1
http://goo.gl/qE6ME0
http://goo.gl/qE6ME0
http://goo.gl/xRd3Fk
http://goo.gl/xRd3Fk
http://goo.gl/mL8PkS
http://goo.gl/mL8P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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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美好夢想與殘酷現實交織的旅程 

旅程的契機 

  在文藻外語大學（舊名：文藻外語學院）就讀了日間五專部法文科

並如期畢業後，我在這個駐紮點猶豫了好一段時間。那是一個交叉口，

有兩條通往「夢想」卻彼此背道而馳的道路；其一是往我從小嚮往的音

樂圈去發展，其代價是放棄我的學業。另一條則是我現在踏上的旅程：

就讀二技部法文系並申請海外研修資格。 

  堅定了前往法國的夢想後，我進入二技就讀，在更艱深進階的課程

中加深自己的法語能力，也和不同專長領域們的法文系師長們請益有關

出國研修的機會選擇。在校級國際交換生、系級交換＋實習生以及系級

法國中文助教等出國的機會中，我最後申請了在法國北部里爾天主教大

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為期一年的「系級交換＋實習

生」，也十分幸運地被系上挑選中。這個計畫所包含的內容是為一學年

的國際交換生並加上三個月的海外實習，研修一年後能夠再額外增加三

個月的海外工作經驗於我而言，會是最佳的選擇。 

  在一次離開台灣前與朋友的聚會上，

一位長住法國巴黎達八年的台灣友人和

我提到：「法國是一條讓人又愛又恨的

路，但每個人遇見的法國，都不一樣。」

六年前從法語基礎發音開始學習，懵懂

無知的我，六年後經過文藻教育的洗禮

以及透過出國研修機會，於是踏上了法

國築夢的旅程。 
(圖1) 離開台灣前的最後整備 

[YF4A 李易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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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巴黎 

  當所有的出國準備工作就緒，再

把眼中鎖不住的不捨流下，帶著家人

朋友們或有形或無形的祝福，一個對

法國語言懷抱熱忱的男孩，第一次從

亞洲台灣起飛往歐洲法國。在飛機上

告訴自己一定要把第一眼的法國深深

記住，這是六年來的學習歷程所換來

的一趟珍貴冒險，希望第一幕的法國

能夠把最初學習法語的熱忱用力地烙

印在我的記憶中。 

   歷經十六小時的飛行，機翼旁的目的地便是法國首都－傳說中的浪

漫巴黎。記得第一腳踏上歐洲的陸地、呼吸第一口法國的空氣以及初入

眼簾的巴黎街景，雖然拂面的風溫度微涼，但內心卻感覺到滿滿熱血澎

湃的衝擊，像是在與這個城市互相擊掌，說聲：「Enchanté, Paris!」 

（很高興認識你，巴黎！） 

   

(圖2) 抵達法國前窗外的景色 

  那一天，巴黎硬實的地板踏著

好像軟軟的，像是走在夢想的雲端

上；巴黎市混雜的交通也亂的迷人，

像是第一次參見歐洲的歡迎禮；城

市建築間遍地撒滿的晨光時而刺眼，

時而又像城市為我披上薄外套般的

溫暖；那一天，在十六小時內眼眶

居然濕了兩回。 (圖3) 巴黎鐵塔前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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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生活 

  與巴黎城市簡單的會面後，隨即搭車前往位居法國北邊的城市：里

爾，到里爾天主教大學所安排的學生宿舍安頓一切。宿舍整頓以及入學

手續辦妥後，是法國生活正式開始。 

  第一件與亞洲文化衝擊最大的事是「效率」二字，不論是銀行或是

郵政系統，在法國處理信件與文件的速度讓剛開始在法國展開生活的我

很是不習慣，在亞洲快速的處事系統下所養成的急性子，在法國可是處

處碰壁。同時這也讓我在歐洲學會了耐心等待，也較有條理地組織手邊

的各項瑣事。 

  由於我所生活的宿舍是屬於國際交換

生宿舍，很多來自不同世界角落的朋友突

然間，甚至在我還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就進

入了我的生活。除了體驗法國文化外，我

更深刻體驗了歐洲甚至世界各國的生活方

式、經驗、文化。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便是

宿舍的交誼廳，課後時間大家常常會在那

裏聚集分享一天的生活，烹煮一些各國特

色料理，也會辦一些同樂的派對。在這樣

的國際場合裡，透過介紹台灣的文化以及

食物給同學，我在自己料想不到的情況下

更加認識了我的國家！在台灣很多我們習

以為常的生活模式，對外國居民來說竟也

會是他們無法設想的情形，而在這樣的文

化比較下，我比先前更能夠了解台灣文化

的優勢及不足。 (圖5) 與宿舍同學慶祝萬聖節 

(圖4) 與里爾市中心教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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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事務課程 

  在文藻外語大學所選修的一門課「法國與歐盟」，開啟了我對歐洲

事務這門學問的認識。這門科目屬於國際關係，而較專門於研讀歐洲國

家的歷史、文化，另外也學習歐洲聯盟的運作方式、相關法規、政經情

勢等。於是在法國我所選擇的學院便是「歐洲事務學院」，以法語授課

的方式學習歐洲事務也同時精進自己的法語能力。 

  使用法語學習相關國際關係課程並不容易，需要用比其他同學更高

的專注力才得以理解課程的內容，並參與課程中的討論。與台灣教育方

式很大的不同處即是同學們對於課程的參與程度，教授們經常提出一些

具有討論性的主題開放課堂上舉手發表意見，而這些問題通常沒有絕對

正確的答案，而是需要同學們提出自己的主見，來加以討論主題；而很

多問題也經常與時事相關聯，經常閱讀歐洲報章雜誌或新聞報導便能多

了解課堂上的主題。 

      

(圖6) 里爾天主教大學的選課單 (圖7) 學校內讓學生下課時間休
息的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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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方式也多半是開放式的問題，試者必須在約二至三小時的時

間內針對一個或兩個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加以論述。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認為更能夠把課堂上所討論過的、所應用過的主題或教材加以活用，

而非亞洲傳統教育體系的選擇題或是填空題。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學期，

課程的緊湊程度使我的校園生活十分忙碌，常常是這個報告又是那個文

章的，但這也使得我的生活很充實，只是有時在短短幾天之內必須要吸

收大份量的課程內容，真的很勞累。這才體會到海外遊學生活著實要付

出更多更多的努力，在專業領域以及心智鍛鍊上才會變得更成熟也更強。

這兩個月的學習確實讓我在這個領域上，成長了不少。 

旅行的意義 

  經由文藻外語大學法文系的師

長介紹，輾轉承接了一些有關台灣

單位在法國境內辦理展覽的協助工

作，藉由這樣的工作我也能到法國

不同的城市稍作旅遊，並在協助展

覽的過程中累積工作經驗以及語言

能力。 

     一次在法國南部坎城（Cannes）的影視相關展覽中協助了四天，學

習到了很多產業相關的知識，也在這四天中將自己的心態從學生突然轉

為工作者，並細細體會這兩者之中的差距，在學術知識及工作專業的轉

換間試著去抓取一些值得我學習的事物。而北法與南法之間的距離，城

鄉間人們的口音、生活模式、用字遣詞更是有大有不同。北方的蕭瑟與

南方的豔熱也使我的眼界大開，在坎城所體會的生活型態是有關豔陽、

海灘、港口以及熱情，短短四天足以讓我對這個城市深深著迷。   

(圖8) 南法坎城的美麗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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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次在巴黎的電子科技展覽則是讓我十足體會到了巴黎城市的

移動速度、人們無縫接軌的生活時程、大城市所暗藏的巷弄危機，也讓

我在工作之餘有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可以在巴黎用屬於自己的節奏漫

步，用心體會法國首都之美。 

     在這兩次的旅行工作期間，體驗了法國

不同城市的生活民情，並在旅行中的車站起

落之間收拾心情，思考自己人生未來的方向；

翻開那些塵封多年未再提起的生命記憶，在

環山繞海美不勝收的景色間再次進入時光漩

渦；與在既定旅程中所遇見的意外旅客互相

用言語為自己才剛開頭的冒險做一個簡報，

並享受與新朋友在路程中的邂逅；在每個名

勝景點用或眼簾或記憶用力刻下到此一遊的

心靈里程碑；在火車窗外風景飛快地往後飛 (圖9) 與巴黎鐵塔合照 

逝的同時，心之所向卻同樣快速地飛往新的目的地，一分一秒把沙漏般

累積的期待好好存下，等待到達新旅地之時能夠如瀑布般的宣洩。對我

來說，這就是旅行的意義。 

異地的籃球鍛鍊 

  每年九月的第一個周末，是里爾這個城市最盛大的一個周末。「la 

braderie」是全法國規模最大為期兩天的二手市集，就連歐洲其他鄰近

國家的居民也會到里爾來一探二手市集的究竟。之所以幾乎所有里爾城

市的活動都會暫停，也就是那一個周末，我遇見了他們，一群在法國籃

球領域征戰的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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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美好夢想與殘酷現實交織
的旅程 

  那天只是在街頭籃球場和路人隨意鬥牛，卻被因二手市集暫停練習

的里爾當地球隊遇見，就這麼意外地被邀請進入了一支法國的籃球隊。

與法國球隊相處的過程十分有趣，身為亞洲人我必須在球隊中展現我的

籃球專長才能換得相當的比賽上場時間以及隊友的信任。在與球隊四處

征戰比賽的過程中，我也學習到歐洲運動員間的相處模式、歐洲籃球隊

所慣用的戰術走位、法語籃球中的一切術語，在所有的勝利美好與輸球

氣氛中與隊友培養場上絕佳的默契，透過一次一次的球隊練習中鍛鍊我

所深愛的籃球強度。選擇讓籃球成為法國生活的一大部分，相對我需要

犧牲的便是與朋友們的課後消遣時光，也無可避免地需要割捨部分旅遊

的假期來進行更高強度的鍛鍊，但我沒有後悔選擇接觸這一個領域，法

國的籃球路讓我見識到了與其他人完全不同的法國一面，充滿了汗水、

嘶吼、訓練、競爭的那一面。在台灣進行了不少籃球訓練的我，很傲骨

地能挺起胸膛，在每一次的訓練及比賽後告訴觀眾、隊友及對手們：

「我是來自台灣的籃球人」。 

 

   

  而在異地裡體會完全不同的運動文化，又紮實地將我推向另一層面

的成長。 

(圖10) 與法國球隊練習完畢 (圖11) 到外地與其他球隊舉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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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美好夢想與殘酷現實交織
的旅程 

接踵而來的挑戰 

  在法國的生活已經過了兩個月，較困難的地方即是在學習、旅遊、

社交及運動訓練中取得時間點的平衡。時間的長度並不會因為我接觸了

多重領域而變得更長，卻讓「時間」成為我另一項需要學習的課題。如

何在各個領域之間把握最佳的效率時間，並試著在專心致志於一項領域

的同時不佔有其他類別的時間，則是我生活上最大的挑戰。來到歐洲之

前心裡已經明白這不會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所以才被自己當成夢想般一

步一腳印的踏著，倒也不是希望能夠有天走到道路的終點，只是希望能

夠在每一次用力烙下腳步的同時，能夠把成長回饋在自己身上，並把成

長的重量收進行囊中，帶上這些沉甸的厚實經驗，繼續往前邁進。 

  當生活愈上軌道，所面對的挑戰則是愈來愈多。教室裡更多的作業

報告、行事曆上遽增的旅行計畫、生活上未停止過的文件表格送件取件

以及強度日趨增強的運動鍛鍊和賽事。所謂夢想其實沒有終點線，而是

一站又一站的停駐點，讓夢想的追尋者們能夠稍微整理心態、細數在旅

程中得到的成果，然後再度背起腳邊的期望，於每次黑夜後的黎明，深

呼吸再次往前行。 

(圖12) 南法坎城展覽所核發的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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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麼是「都柏林二號規定」？ 
[UE3A 彭千芸/整理]  

(圖1) 歐洲移民人數2013年急增，許多人轉而冒險渡海登歐。 

「都柏林二號規定」是什麼？ 

   從二戰時期開始，中非以北、中東一帶戰事不斷，難民接連逃向國

外。因為地中海航行便利，多數難民鋌而走險逃命到歐洲諸國。尤其近

年偷渡到義大利、希臘等歐洲國家的人口急遽攀升，難民自然不可能透

過護照、簽證、移民署等合法管道取得移民資格，多數難民逃往歐洲後

成為了幽靈人口。在人權至上的時代，歐盟會員國、挪威和瑞典相繼在

1990年後簽訂「都柏林公約」（Dublin Convention） 保障難民申請庇

護等權益。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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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dMzW0C 
http://goo.gl/wyQjc3 
http://goo.gl/Wx8Syg 
http://goo.gl/Cfoa6o 

  其中＜都柏林二號規定＞

（Dublin II-Verordnung）是對

難民申請者是否具備資格而進行

審核的參考標準，防止難民在歐

盟會員國中重複申請國際保護，

如有重複申請的狀況將把此難民

送回首次申請的國家，而這類案

子大多由移民局或法庭負責作出

決定。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uwTff 
圖2：http://goo.gl/PzDjSo 
圖3：http://goo.gl/zfvnvT 
 

(圖2)歐盟給予的難民證 

「都柏林二號規定」是什麼？ 

  雖然這個公約為難民帶來許多方

便及保障，但也因此間接促成了難民

湧向歐洲的入場券，進而造成27個簽

約國家中只有9個國家接受90%的難

民的現象，導致人口分配不均的問題。

另外和＜申根公約＞（ Schengen 

Aagreement）遇到同樣的窘況，即

是人口跨國頻繁所導致的治安問題。

但目前為止歐盟要處理任何一個問題

都非常棘手，何況＜都柏林公約＞並

非僅僅為一般參考指標，而是已經被

列為歐盟的法律之一呢！ 

(圖3) 希臘向都柏林公約喊停 

http://goo.gl/dMzW0C
http://goo.gl/dMzW0C
http://goo.gl/dMzW0C
http://goo.gl/wyQjc3
http://goo.gl/wyQjc3
http://goo.gl/wyQjc3
http://goo.gl/Wx8Syg
http://goo.gl/Wx8Syg
http://goo.gl/Cfoa6o
http://goo.gl/Cfoa6o
http://goo.gl/buwTff
http://goo.gl/PzDjSo
http://goo.gl/PzDjSo
http://goo.gl/zfvnvT
http://goo.gl/zfvnvT


迷宮中等待果陀 
[XG5A 鄭百喬/整理] 

Landesbühne 好書介紹 

Landesbü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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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迷宮中等待果陀（Landesbühne）中文譯本封面 

「你本身的事也將出現在舞台上的戲劇中，經由觀賞，

這些事將變得更清晰，且獲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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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得從位於德國北部的「伊森布特」

監獄開始說起，某日「聯邦劇團」應邀來

監獄表演，當巡迴車駛進監獄的那刻起，

便改變原來苦悶的氣氛，在劇團表演完

「迷宮」這齣劇，一連串的不可思議就此

展開──群獄卒們在觸景傷情之際，藉機逃

獄，開啟人生新扉頁。 

  同為受刑人的克萊門斯教授敘述著這

一切的起承轉合，鑽研「狂飆運動」的他

和古靈精怪的「室友」漢納斯作伴，與其

他獄友們一同來到「格里瑙」這座城鎮，

此時正巧碰上城市慶典「康乃馨節」，市

長和市民們以為是大名鼎鼎的「聯邦劇團」 

(圖2) 迷宮中等待果陀
(Landesbühne) 小說封面 

內容簡介 

來訪，紛紛簇擁上前迎接。為了掩飾身分，這群犯人們硬著頭皮即興演

出，不料結果大受好評，終日盼望小鎮煥然一新的市長更懇求他們留下。 

  不僅呼吸到外頭世界的自由空氣，這群犯人演員們亦在成功的戲劇

表演中，重拾生命的樂趣與自我肯定，在這個小鎮開始新的生活……。

然而，在面對一切曲折離奇的變化下，本計畫逃獄的大夥兒，最終是否

能達到目的，成功脫離囹圄的束縛呢？究竟是人定勝天，還是人終究得

受命運擺佈呢？「等待果陀」用以比喻「永無止境的等待」，這將會是

伊森布特「市民」們的寫照，還是他們將扭轉的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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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國 當 代 大 文 豪 齊 格 飛 ． 藍 茨

（Siegfried Lenz），為德國戰後文學巨擘之

一，出版作品風靡全球，更曾獲德多項傑出

文學大獎。 

  1926年3月17日，藍茨出生原東普魯士呂

克城（Lyck），其位於今波蘭東北部的埃烏

克鎮（Ełk），也在此度過童年時光。1943至

1945年間，受召加入海軍，船艦遭轟炸後，

軍隊駐紮於丹麥。之後逃軍的藍茨被英軍俘

虜，擔任軍方翻譯人員。1945獲釋後，前往

漢堡展開人生新旅途。 

作者介紹 

  1946至1950年，他在漢堡大學研讀哲學、英文和文學，而於1948年

輟學，在《世界報》（Die Welt）實習，1950至1951任報社文藝版編輯。

1981年霍夫曼坎佩出版社（Hoffmann und Campe）發行他的第一本小

說《空中群鷹》（Es waren Habichte in der Luft），之後，藍茨便開

始自由作家的生涯。 

(圖3)1969年的藍茨
(Siegfried Lenz) 

Siegfried L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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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茨的作品多被翻譯成各國語言，代表作非1968年出版的《德語

課》（Deutschstunde）莫屬，此鉅作透過德國畫家埃米爾‧漢森

（Emil Hansen）在納粹高壓統治下被禁作畫的真實故事，探討與反思

當年殘暴的納粹政權，為一部極膾炙人口的戰後文學作品，亦翻拍成

電影。 

  另一部熱銷作品《我的小村如此多情》（ 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1955），充滿自家鄉東普魯士的幽默故事──藍茨撰書目的，

即希望透過生動有趣的筆觸，溫柔表達對妻子的愛意，希望她認識自

己的家鄉，愛上周遭的人、事、物，此書堪稱德國鄉土文學之經典。 

作者介紹 

(圖4) 德語課(Deutschstunde) 
中文譯本 

(圖5) 我的小村如此多情(So zärtlich 
war Suleyken) 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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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文壇卓越傲人的表現，藍茨更以當年身為士兵的角度出發，

藉筆墨表達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1970年，他與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一起受邀，陪同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赴波

蘭簽訂德、波兩國之間的《華沙條約》。 

  生前居於易北河畔敬老院的藍茨，受晚年身體健康因素影響，今年

2014年10月7日，於漢堡逝世，享壽88歲。 

作者介紹 

圖片來源： 
圖 1：h t t p : / / g o o . g l / x 6 k d b I 
圖2：http://goo.gl/Nof8kW 
圖3：http://goo.gl/qeBnbV 
圖4：http://goo.gl/VVjS41 
圖5：http://goo.gl/KICJss 
圖6：http://goo.gl/wjXfUb 

 
 
 

 

(圖6) 2013年藍茨出席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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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x6kdbI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Nof8kW
http://goo.gl/qeBnbV
http://goo.gl/VVjS41
http://goo.gl/KICJss
http://goo.gl/wjXfUb
http://goo.gl/kXDAsa
http://goo.gl/qeBnbV
http://goo.gl/VxRjqN
http://goo.gl/VMV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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