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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5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迄今已有一百年的時間， 

戰火，雖然為許多民族帶來沉重的哀痛與悲戚 

但卻帶來了新文化、新思想、新發明 

邀您一同來與我們一起回顧這場刻骨銘心的戰爭 

《1914 破碎歐洲 2014斑駁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過去種種，已成回憶 

現代G20 高峰會、羅賽塔任務為政經、社會、文明與科技 

帶進新的希望與未來 

如同戰爭般使人人心惶惶的伊波拉病毒 

透過了解，才能夠百戰百勝 

 

而本期海外特派記者， 

奮不顧身的投向迥異的西班牙文化與生活， 

要如何才能融入、調適？ 

 

105期電子報也編輯團隊也推出了全新的專欄 

邀您一同來品味藝文 

 

 

 

 



主辦單位： 

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European Union Center 

 

圖文靜態展 

展覽地點： 

歐盟園區文化走廊 

Gallery of  Art, EU Center 

展覽時間： 

2014/12/01 至 2014/12/15 
 

 

 

 

專題演講 

講者：史文鴻 博士 

講題：一戰電影省思 

演講地點： 

歐盟園區Q001 

Q001, EU Center 

時間： 

2014/12/11  15:30-17:00 

 

 

 

 

 

 

園區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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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歐洲禽流感蔓延 世衛高警戒 

http://goo.gl/Pu18Lj (中央社 11月19日)  

 

 繼瑞典、英國 西班牙承認巴國主權 

http://goo.gl/SSLp96 (台灣醒報11月19日)  

 

 IS武力不弱 聯合國：可再戰2年 

http://goo.gl/ZHyGAa (聯合新聞網 11月19日)  

 

 瑞士移民公投日近 反對占多數 

http://goo.gl/U6qDJV (大紀元 11月20日) 

 

 歐盟：荷當局未能妥善調查伊拉克槍擊案 

http://goo.gl/Hu7wzl (大紀元 11月24日) 

 

 

 

 

[HE3C 桂敏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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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項計畫的關鍵部分就是，由澳大利亞為首的八個國家將共同創

造一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該中心將以雪

梨為基地，扮演政府、私營部門和開發銀行以及其它國際組織之間提供

知識共享的平台和網絡。 

新聞深度報導 

成員國元首達成共識   
G20高峰會宣布促進全球經濟方案 

   

[HE3C 桂敏瑄/整理] 

5 

(圖1) G20與會成員國領導者合照 

成員國元首達成共識   
G20高峰會宣布促進全球經濟方案 

  以刺激經濟增長和創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為行動目標，G20高峰會

領導人於本月15日齊聚澳大利亞布里斯本（Brisbane），經過兩天的會

議後達成了多項共識。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領袖們計畫在五年之內，

藉著基礎建設的擴大投資及國際間貿易交流的增加，提升G20國集團成

員國GDP的2個百分點，全球經濟總量（global GDP）也將因此增至兩

萬億美元，創造數百萬個工作機會。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2jzxu7 
http://goo.gl/EdVaMj 
http://goo.gl/93mYuW 
http://goo.gl/SA6cyy 

  今年度的高峰會將另一個焦

點放在如何面對氣候的變遷。其

中，美國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呼籲各國採取行動，堅

持將氣候變化納入G20議程，並承

諾為綠色氣候基金（ the Green 

Climate Fund）提供30億美元的

資金，日本則同意提供150億美元

資金，希望2015年在巴黎舉行的

聯合國氣候會議上達成一個具有

法律效力的協議。 

(圖3) 俄總統普京受到西方各國元首的
重大壓力 

成員國元首達成共識   
G20高峰會宣布促進全球經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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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83h7JC 
圖2：http://goo.gl/1sX2y1   
圖3：http://goo.gl/wLM2kN 

  另外，除了聚焦經濟增長及商

議氣候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

營也利用峰會機會乘勢向莫斯科施

壓，共同孤立俄羅斯總統普京

（Vladimir Putin），並針對其在

烏克蘭的軍事干預提出嚴厲指責。

美國和英國領導人還表示，若普京

仍不遵守國際法─明斯克（Minsk）

協議，繼續向烏克蘭的分裂分子提

供重型武器，他們便會考慮對俄羅

斯採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 

(圖2) 各國領導人於G20高峰會中交流意見 

http://goo.gl/2jzxu7
http://goo.gl/2jzxu7
http://goo.gl/EdVaMj
http://goo.gl/EdVaMj
http://goo.gl/93mYuW
http://goo.gl/93mYuW
http://goo.gl/SA6cyy
http://goo.gl/SA6cyy
http://goo.gl/83h7JC
http://goo.gl/83h7JC
http://goo.gl/1sX2y1
http://goo.gl/1sX2y1
http://goo.gl/wLM2kN
http://goo.gl/wLM2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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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A 林佳緯/整理]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展品概覽 

  西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淪為主要戰場，無數的性

命在烽火之中喪生，但也有無數代表新世代來臨的「新生命」誕生於西

元1918年戰爭結束之後。透過本期的展品概覽，與您一同回顧這場撼動

世界至今的戰爭。除此之外，也請別忘了到歐盟園區，品味完整的展覽。 

王儲之死─戰爭導火線：塞拉耶佛刺殺事件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與

其妻子在出訪波斯尼亞首都－賽拉耶佛。王儲夫婦抵達賽拉耶佛車站時，

數百名群眾熱烈歡迎他們，然而塞爾維亞反奧組織「黑手黨」的七名刺

客也在人群中伺機而動。 

  王儲的車隊在前往市政廳的途中遭到手

榴彈襲擊，所幸斐迪南大公及時反應，逃過

了一劫。兇手查布林諾維奇（Nedeljko 

Čabrinović）立即遭逮捕，其他刺客則逃跑。

之後，斐迪南大公改變預定行程，至醫院探

訪受傷的官員，但隨從人員卻忘記通知帶隊

車輛，因此車隊仍按原計畫路線行駛。載著

王儲夫婦的禮車在前往拉丁大橋的途中，剛

好在刺客普林西普站立的街角停下，車輛與

他距離不到兩米，刺客把握此機會，用手槍

射出兩枚子彈，雖普林西普立即遭逮捕，但

王儲夫婦雙雙中彈身亡。 

(圖1) 斐迪南大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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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發一個月後，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獲得德國的支持後正式

向塞爾維亞宣戰。而俄國則根據相關條約，支持塞爾維亞並於7月30日

宣布軍事動員。8月1日，德意志帝國先對俄國宣戰，8月3日再接著向法

國宣戰。隔日，英國不滿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向德國宣戰。第一次

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圖片來源：   
桑德貝克  

Gideon Sundback 
http://goo.gl/F04i
Xa 

輻射效應─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亞洲 

  青島戰役：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對中國的貪婪日漸增

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覬覦德國在中國的勢力，決定投身協約國，發

動青島戰役。當時的德國在歐洲戰場上自顧不暇，日本藉此宣稱佔領德

國於遠東建立的軍事基地，可以削弱德國勢力，合以協約國利益，獲得

英軍相助；1914年9月2日，展開青島戰役，歷經兩個月的圍攻，德軍終

究寡不敵眾，於同年11月7日投降。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圖2) 拉丁大橋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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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桑德貝克  

Gideon Sundback 
http://goo.gl/F04i
Xa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餘燼燃燒─從一戰到二戰   

  協約國（美國、大英帝國、法國、義大利王國、大日本帝國）和同盟

國（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在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

協約國為解決戰後問題以及穩固和平，於隔年1月18日舉行巴黎和會進行

協商。但此和會並未邀請戰敗國及中立國，且由戰勝國中的大國首領－美

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

（David Lloyd George）以及法國總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主導。而在此協商前，法國、英國和美國便已明確表態不同立場。在歷史

上受到德國數次戰爭傷害的法國，主張嚴懲並削弱德國；而英國以歐陸整

體局勢著想，希望保持一相對強大實力的德國；美國則以維持長久和平為

出發點，既想獲得利益同時也要德國進行賠償。        

(圖3) 簽屬凡爾賽條約之景象 

  經過六個月的談判後，1919年

6月28日，協約國與德國於法國巴

黎凡爾賽宮鏡廳簽屬了《凡爾賽條

約》（Treaty of Versailles），全

稱為：《協約國及參戰各國對德和

約》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and Germany），亦與德國之盟國

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史稱「凡爾

賽體系」。這份合約象徵著第一次

世界大戰正式結束。經國際認證，

於1920年1月20日始生效，巴黎和

會正式落幕。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劫後重生─《凡爾賽條約》 

  英、美都因為和德國有長期的經貿交流，基於長期利益考量下，並

未提出對德國太過嚴苛的要求；法國，意外地，被外界形容為報酬心作

祟；對德國提出一連串嚴苛的懲罰條款，不只有軍備限制，連割地、賠

款等要求也非常多。在一連串苛責下，激起日耳曼民族的民族主義，間

接為二戰埋下種子。 

民族主義、民族自決 

  歷經長期多種族帝國的種

族紛爭，許多民族紛紛渴望

「單一種族、單一語言、單一

文化」的國家，因此，同一種

民族漸漸團結起來，甚至成為

國家。可惜後來，這種單純的

想法變調，不只對「非我族類」

實行極端的排擠，甚至混合其

他思想，產生不只為世人詬病

的帝國主義或右翼思想，更甚

是如今仍然折磨著部分世人的

左派共產思想。 

(圖4) 凡爾賽條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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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桑德貝克  

Gideon Sundback 
http://goo.gl/F04i
Xa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迷惘世代─新興文學風格竄起  

「你們這些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將上述的句子放在《太陽照常升起》

（The Sun Also Rises）一書中，泛指經歷過一戰災

難的藝術家及文學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常常可見

戰爭對於人類的殘害、資本階層的描述、夢想幻滅

而必須面對現實的無奈……等等。海明威也透過一

戰時的經歷，創作出了家喻戶曉的代表作《戰地春

夢》（A Farewell to Arms）。以半自傳的方式描寫

在前線受傷的士兵與醫院護士的感情作為故事主軸，

呈現出戰爭中的荒謬及人們的悲哀。 

  除了海明威外，德裔美籍的作家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也是「迷惘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作

品《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成為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代表作。以19歲的年輕男子因受學校鼓舞而上前線作戰的故事為主

軸，以戰場的無情與人民對政府信任做為對比。用主角在前線經歷的生

死離別，強烈地表現出反戰精神。 

(圖5) 海明威  

(圖7) 雷馬克  (圖8) 西線無戰事  

(圖6) 戰地春夢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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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桑德貝克  

Gideon Sundback 
http://goo.gl/F04i
Xa 

破碎歐洲‧斑駁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 

拼國劃界─歐亞版圖重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亞地區版圖重整，原本歐洲四大帝國：沙俄

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紛紛覆滅，歐洲國

家之間的疆域也重新劃分，新國家和民族國家隨之興起。 

(圖9) 1918年的歐洲 

圖片及資料來源： 
圖1：http://goo.gl/ENxtCT 
圖2：http://goo.gl/BYsy9t 
圖3：http://goo.gl/pWREm9 
圖4：http://goo.gl/J0Gmbc  
圖5：http://goo.gl/Wuj0WE 
 
 
 
 
 
 

 
圖6：http://goo.gl/RVOe7K   
圖7：http://goo.gl/6yC8uN 
圖8：http://goo.gl/LS12js  
圖9：http://goo.gl/Scakx0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http://goo.gl/F04i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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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BYsy9t
http://goo.gl/BYsy9t
http://goo.gl/BYsy9t
http://goo.gl/pWREm9
http://goo.gl/J0Gmbc
http://goo.gl/Wuj0WE
http://goo.gl/Wuj0WE
http://goo.gl/RVOe7K
http://goo.gl/6yC8uN
http://goo.gl/6yC8uN
http://goo.gl/LS12js
http://goo.gl/LS12js
http://goo.gl/LS12js
http://goo.gl/Scakx0


羅賽塔任務 

探測器菲萊成功登陸彗星 

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簡稱ESA）於本月台北

時間13日凌晨，正式宣布菲萊（Philae）登陸器成功登陸編號67P/C-G

楚留莫夫－格拉希門克（67P／Churyumov-Gerasimenko，簡稱67P）

彗星。由德國主導共14個歐洲國家及美國，歷經20年的研究及10年的飛

行時間；搭載菲萊登陸器的彗星探測船羅賽塔號（Rosetta）原本預定於

2003年1月藉由亞利安五號火箭（Ariane5）發射升空，但發射前一個月，

同款火箭卻在升空時爆炸，為了避免造成損失，ESA決定延後計畫，這

也讓羅賽塔錯失了原先探測目標沃塔南彗星（Wirtanen），改由形狀極

像黃色小鴨的楚留莫夫－格拉希門克（Комета Чурюмова — 

Герасименко）彗星登陸。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菲萊登陸器登陸黃色小鴨楚留莫夫－格拉希門克彗星 

羅賽塔任務 

探測器菲萊成功登陸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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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圖3) 魯特希亞小行星 

  羅賽塔在歷經7年的飛行後，隨著距離太陽系愈來愈遠，而停止運

作、飛行；途中它曾經過斯坦斯（Karlis Steins），這是以蘇聯天文學

家尼古拉．切爾尼赫（Nikolay Stepanovich Chernykh）所命名的小行

星，在這之前人類還未曾造訪過。另外它也探測了表面擁有巨大隕石坑

的小行星－魯特西亞（Lutetia）。 

         終於，在長達兩年七個月又十二天的休息後，科學家在今年1月20

號喚醒羅賽塔號，繼續它的冒險之旅。羅賽塔號於五月時追趕上彗星，

並開始繞行蒐集相關資料，在研究團隊仔細評估後，選定菲萊登錄器登

陸地點；本月12日於台北時間午16點35分脫離羅賽塔號，以時數3.5公里

展開為期7個小時的降落，13日凌晨0點08分ESA正式對外宣布，菲萊登

陸器登陸成功。這項歷史上前未有的創舉，是為了找尋地球生命與彗星

的關聯；菲萊最新發現67P表面含有有機分子，有機分子被視為生命不

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歷史上也有許多學者主張，地球生命的原始成分，

就是來自彗星的水與有機分子。 

14 

 

 

(圖2) 形狀像鑽石的 魯特希亞小行星 

羅賽塔任務 

探測器菲萊成功登陸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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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降落位置的偏離，菲萊降落在懸崖一處，導致部分機身被陰影

壟罩，太陽能電池板無法完全充電，電力已用盡，再次進入休眠狀態，

ESA表示菲萊在電力耗盡前，用盡最後一點力氣進行探鑽，並將採樣資

訊上傳至羅賽塔號；菲萊登陸器的一小步，卻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步。 

資料來源: 
http://goo.gl/vtsVES 
http://goo.gl/UcYWdv 
http://goo.gl/wkJluJ 
 

圖片來源: 
http://goo.gl/UAnBZ6 
http://goo.gl/uxDlwl 
http://goo.gl/uxDlwl 
http://goo.gl/yE7nQa 
 

羅賽塔任務 

探測器菲萊成功登陸彗星 

http://goo.gl/vtsVES
http://goo.gl/UcYWdv
http://goo.gl/wkJluJ
http://goo.gl/UAnBZ6
http://goo.gl/uxDlwl
http://goo.gl/uxDlwl
http://goo.gl/yE7n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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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1/14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了一篇報導

《Ebola in graphics》（圖解伊波拉），以清楚的圖表分析現在伊波拉

的地理擴散情形以及對這些被病毒肆虐的國家的影響。 

－－－－－－－－－－－－－－－－－－－－－－－－－－－－－－－

背景資料：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是絲狀病毒科的其中一種病毒。

無論對人還是對動物，所有治療藥物和疫苗都仍在實驗階段。早在1976

年中非就出現首波伊波拉疫情，近期西非的伊波拉疫情則是史上最大規

模的災情。根據科學家觀察，這些西非國家民眾對當局缺乏信任，加上

衛生系統不良、醫護人員缺乏充足的防護設備或手套，才會讓這個可怕

的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XE3C 陳逸庭 /編譯] 

《經濟學人》 

圖解伊波拉 

(圖1) 伊波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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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起人類伊波病毒感染案例可以追溯至2013年，在西非國家幾內亞

（Guinea）東南方，一座盛行獵捕果蝠的村莊蓋杜凱省（Gueckedou）

中，發現一名嬰兒成為首位感染者。嬰兒的家人表示，他們曾獵捕兩種

攜帶伊波拉病毒的蝙蝠。 

(圖2) 果蝠被認為是伊波拉的自然宿主 

(圖3) 伊波拉疫情分布圖 

  蓋杜凱省的地點在賴比瑞

亞與獅子山的邊界附近，五月

時，賴比瑞亞已經有八個疑似

伊波拉的案例，獅子山則有六

個。短短一個月後就有759人

感染病毒，467人死亡，讓伊

波拉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疫情。 

2014年8月時，WHO將疫情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  



18 

世界觀點 

  至今全世界已有14413個感染案例與5177個人死亡，有許多人認為

此數據是低估了影響人數。除了西非地區以外，美國和西班牙也有頗嚴

重的疫情。「R0」是指沒有外力作用下，且所有人都沒有免疫力的情況

下，一個感染某種病的人會將病傳染給的人數。 如果「R0」小於1，傳

染病會逐漸消失；如果R0大於1，傳染病會以指數方式散布，成為流行

病，而這正是伊波拉擴散的關鍵。伊波拉在不同地區的「R0」也不同，

大致上的範圍在1.5-2.2。雖然在幾內亞和賴比瑞亞的情況普遍已經改善，

但超過1的「R0」都是具有危險性的，更何況它的致死率高達70%，代

表伊波拉病毒的影響力仍遠遠勝過其他病毒。 

(圖4)西非感染人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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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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國家醫護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伊波拉病毒如此蔓延的因素。西班

牙最後一個案例距今已經21天了，政府在醫療體制上花了超過3000歐元

在每個患者身上；而在獅子山只花不到300歐元治療每位伊波拉感染者。

在美國則有245個醫生治療100,000個患者；在幾內亞只有10個。 

  這麼脆弱的醫療體系導致這樣的悲劇：目前在西非國家有570醫護

人員被感染、324人死亡。 

         

(圖5) 圖解各國醫療制度 

        伊波拉不只是醫療上的緊急狀況，在經濟上也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

響。受感染的人不能工作；害怕被感染的人阻止他人工作；交通和旅遊

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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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goo.gl/H51Hd3 
 
資料來源： 
http://goo.gl/1buO4A 
http://goo.gl/EpzAsN 
http://goo.gl/qtwS9I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1buO4A 
圖2： http://goo.gl/ItAipZ 
圖3： http://goo.gl/vhYVLf 
圖4、圖5、圖6皆來自原文報導 

世界觀點 

        世界銀行在10月8日發表他們的估計值：短期以來，幾內亞、賴比

瑞亞和獅子山因為伊波拉導致GDP減少了359億。雖然還不確定這場疫

情會進行得更快抑或者是更慢，可以確定的是，這將會繼續造成傷害。 

        在世界銀行的預測情景下，賴比瑞亞在2015年的經濟損失將會高達

12%的GDP值。 

(圖5)西非三國的經濟損失(上到下分別為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 

http://goo.gl/H51Hd3
http://goo.gl/1buO4A
http://goo.gl/EpzAsN
http://goo.gl/qtwS9I
http://goo.gl/1buO4A
http://goo.gl/ItAipZ
http://goo.gl/vhYV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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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2B 蔡佳勳/整理] 

(圖1) 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2014年9月27日至 
2015年1月18日 

 
高雄市立美術館104、105展覽室 

 
 

建築的藝術 
The Art of Architecture 
福斯特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台灣首度主題特展 

《建築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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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法國的米洛高架橋（le 
Viaduc de Millau） 

《建築的藝術》 

   

(圖3) 北京國際機場 

  由國際建築大師諾曼‧福斯

特（Norman Foster）領軍的福

斯 特 聯 合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Foster and Partners）所打

造的《建築的藝術》（The Art 

of Architecture）之前曾經在許

多個國家中展出，這回首次在

台灣推出主題展覽。展覽主題

有「公共建設」、「摩天大

樓」、「都市規劃」、「文化

與市民」。 

  呈現了精采多元的風格，

也包含了世界知名的建築，像

是 法 國 的 米 洛 高 架 橋 （ le 

Viaduc de Millau）、柏林的國

會大廈（Reichstagsgebäude）， 

 以及世界最大建築物之一的北京國際機場，帶領大家進入建築的藝術世

界。英國「福斯特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自1967年創立以來，致力以建築

創造永續的未來，包含了博物館、機場、工廠、政府機構、劇院與辦公

大樓。在這些計畫的背後，皆實踐了福斯特創造永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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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建築的藝術在吉隆坡展出時的相片 

《建築的藝術》 

  展覽特別呈現事務所內的工作情景，讓世界最有創意的建築事務所，

設計流程大公開。也介紹整體規劃的步驟，讓觀眾了解規劃的流程。在

這裡，建築師和工程師和許多來自其他領域的專家一起工作，像是室內

設計師、城市規劃師、環境分析師以及幾何學專家。 

(圖5) 建築的藝術在吉隆坡展出時的相片  

  展覽中也探討如何使用

不同的工具技術來進行設計。

現今電腦已改變了設計師的

工作方式，然而手繪稿和模

型製造依舊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包括原始設計草圖、模

型以及從建築師與客戶的第

一次會面到建築完成的驗收，

讓觀眾可以實際參與在計畫

之中。 

  超過80座的建築模型

將在你的眼前呈現，從70

年代的桑斯伯里視覺藝術

中心，到2013年最新月球

居所的3D列印模型，甚至

還特別展出了諾曼‧福斯特

親筆設計手稿，讓觀眾一

睹設計大師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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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 

《建築的藝術》 

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 

  生於曼特斯特，英國建築師，於1961年自曼徹斯特大學畢業到大耶

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於1967年創立自己的事務所Foster Associates。 

  被喻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建築大師，也是高科技建築師的代表人

物。他以設計金融證券類商業建築和機場建築而聞名。是第二位兩次獲

得斯特林獎的英國建築師，也是1999年的普利茲克獎得主。 

資料來源：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GniSOi 
http://goo.gl/NMGfb5 
http://goo.gl/S1DzOK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YRiwc 
圖2：http://goo.gl/5yXo9B 
圖3：http://goo.gl/xbVq4i 
圖4、圖5：http://goo.gl/MS9GDb 
圖6：http://goo.gl/tlkK97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GniSOi
http://goo.gl/NMGfb5
http://goo.gl/S1DzOK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qYRiwc
http://goo.gl/5yXo9B
http://goo.gl/5yXo9B
http://goo.gl/5yXo9B
http://goo.gl/xbVq4i
http://goo.gl/MS9GDb
http://goo.gl/MS9GDb
http://goo.gl/tlkK97
http://goo.gl/tlkK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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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人闖蕩西班牙奔牛節大城 
潘普洛那 那瓦那大學 

文藻人闖蕩西班牙奔牛節大城 
潘普洛那 那瓦那大學 

[XS44A 莊雨涵/報導] 

  兩年前，我作為文藻大學赴西班牙薩拉曼卡的交換學生，手上拿著

護照，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歐洲這片大陸，信誓旦旦地向當地的朋友保證，

有朝一日一定會回來；兩年後，拿著畢業證書的我，為了完成大學學歷，

再度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回到我人生中的第二個家－－西班牙。 

(圖1) 兩年前在薩拉曼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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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普洛那 那瓦那大學 

留學動機 

  五專人通常畢業後的出路有以下：插大、二技、就業、或出國。由

於我對久遠的未來不會有太大的規劃，總是把自我期許限定在一兩年的

短時間內，所以在我還是文藻新生時，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以交換學

生的身份出國唸書；在我交換學生的那段時期，也沒有想過畢業後會再

回來讀書。在決定畢業出國念書的這段期間，我經歷了許多選擇上的難

題：由於那瓦那大學與文藻有合作方案，我們來這邊只需要花兩年的時

間，就可以得到大學文憑，不像其他不承認五專學歷的學校，需要大學

四年重新來過。但另一方面，這所學校發給我們的文憑是自頒的，換句

話說，假如未來想要申請很好學校的碩士，學歷可能不會被承認。而我

們文藻學生來這邊，只會自動被歸納在人文學類學院，雖然在私底下我

們可以選擇很多不同領域的課程，也沒有必修的限制，但有些人會開始

擔心，拿著這個名稱的文憑，在未來回台灣找工作時，是否會有一定的

阻礙？但經歷過交換學生後，我對西班牙文的熱情日漸深厚，加上家裡、

老師的支持，以及那顆想要獨立在外生活、認識新朋友、文化的心，我

還是在出國唸書這個選項，按下了「確定」。 

(圖2) 兩年前在薩拉曼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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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普洛那 那瓦那大學 

在地生活 

  無論是跟外國朋友還是台灣朋友聊上幾句，話題一定離不開「在西

班牙如何？」、「還習慣嗎？」兩年前的我，對於西班牙人八點吃早餐、

三點吃午餐、九點吃晚餐、當地重油重鹹重肉的飲食習慣、以及大部分

年輕人缺乏的國際知識、西班牙人的辦事效率……等，感到相當不習慣

及不解。兩年後，已經可以正常與當地人對話的我，不再繼續住在寄宿

家庭，自己掌管作息的時間、飲食習慣，所以在獨自生活上，可以說是

游刃有餘。唯一沒有改變的地方，就是當地缺乏的國際觀以及效率。當

我還在薩拉曼卡讀書時，只要是頂著亞洲臉，走在路上不時會有人指著

說：「小中國人！」在潘普洛那，這種情況非常少發生，但去辦文件、

簽房子合約，由於護照封面的國名，辦事處的人常常將我們的國籍搞混；

改資料加上解釋的時間，以及本來就很慢的效率，常常一天內原本規劃

好的三件事，卻一件也沒辦成。也因為這樣，在我剛來潘普洛那，要辦

一堆文件時，每天都過得忐忑不安，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安頓好這一切。

所幸有許多學長姐都曾就讀於那瓦那大學，甚至是正在讀碩士、在當地

工作，他們的幫助及經驗，讓我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另一方面，在學校交當地朋友，其實需要莫大的勇氣。以我們學校

為例，學生自己本來就有自己的圈子，上課前一秒才進教室，下課準時

出教室，如果不是找藉口、理由，主動接近、攀談，基本上他們也不會

主動來跟你做朋友。這時候要記得放下心中的矜持，利用各種機會搭話，

才會知道我們眼中以為的冷漠，只是他們的不經意而已。 

   



國外特派記者 

28 

文藻人闖蕩西班牙奔牛節大城 
潘普洛那 那瓦那大學 

   

學語言的未來 

  來西班牙遇見的任何國際學生，都是主修在身、西文為輔，所以除

了必須說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文，他們對於其他領域的知識也有廣泛的

見聞，可能是文學、歷史、商業、藝術……等，這時候有些人會覺得自

己只專精於「西班牙文」是否太過浪費時間？但其實文藻有提供許多非

語言類的課程，例如當初我有選修「國際貿易與實務」，除了很感興趣

之外，也覺得非常受用；我的一位朋友也運用課外的時間，學習會計、

企管等商業課程。所以我不覺得把語言拿來當武器，是一個弱勢。一位

我非常敬佩的老師常常說：「如果拿『想進外商公司』來比喻，你擁有

比別人更好的語言能力以及基礎知識，實務的東西等到進公司學都還不

遲，不用怕沒有飯吃。」不用害怕學了這個，忘記那個，只要找到自己

的方向，秉持初衷，無論語言為主或輔，有實力的人，就不怕窮途末路！ 

  來到國外讀書，我認為是一件很勇敢的行為；用不是母語學專業，

要獨自面對生活，不會有人像媽媽般地來幫你把事情做好，夜深人靜時

會很想念遠在家鄉的家人、朋友、食物，但比起想東想西，更該多多珍

惜這段除了語言加速進步，也是學會自己對自己負責的黃金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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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德國成立了午休法嗎？ 

 

 

  德國，是一個講求高效率的國家，這點眾所皆知。除此之外，德

國的企業還有一個領先世界的管理特色─ ─幫員工補覺。 

以前午休在企業中被認為是懶惰的，結果由於員工高負荷的工作量

，導致企業與國家都損失了將近百億歐元。德國的研究者坎貝爾認為，

睡眠周期是由大腦控制的，午休是自然睡眠周期的一個部分。尤其是以

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級，更可以體會到午休後工作效率會大幅提升。 

因此德國在「勞動工作法」第四款中明文規定了「午休權」：員工

工作6至9小時，其僱主必須給予至少30分鐘的午休時間；若超出工作9

小時，至少得午休45分鐘。近年來，德國企業紛紛開展「午睡運動」，

鼓勵員工中午小睡10分鐘到60分鐘。 

[XG4A 張育茹/整理]  

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圖1) 德國企業讓員工就地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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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你知道歐洲足球聯盟嗎？ 

  德國威能集團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曾有記者走訪該集團位於德國

的辦公中心。辦公中心內設置了一個「靜休區」，裡面擺放了一張又一

張特製的躺椅，每個員工還有專用的枕頭、毛毯等用品。每當午休時間

一到，房間內也僅留下一盞昏暗的燈。中午十二點半到下午兩點半之間，

員工可輪流在這午睡片刻。 

資料來源：  
http://goo.gl/zTJMr1 
http://goo.gl/KG3Gkk 
http://goo.gl/oT0cvX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AvLBX 
圖2：http://goo.gl/6UWelr  
 
 

  其員工受訪時表示：「雖然有時候沒有真正入眠，但是這使她非常

放鬆，壓力也減少了，當然就可以繼續正常工作」。 

        但是，並非人人都必須午睡，也應根據自身的身體狀況和作息。如

果夜晚本來就睡得不好，或是常常有失眠的困擾，就不宜午睡，否則是

會加重晚間失眠的症狀。不過，也有比較需要午睡的族群，像是偶而因

為晚上加班或其他原因沒有睡飽的人，通常需要在白天透過午睡來彌補；

白天工作學習太過緊張的人，如果能在中午睡一會兒，則可達到舒緩緊

張、促進記憶的效果哦！ 

(圖1) 德國威能集團 (Vaillant Group) 

http://goo.gl/zTJMr1
http://goo.gl/zTJMr1
http://goo.gl/KG3Gkk
http://goo.gl/KG3Gkk
http://goo.gl/oT0cvX
http://goo.gl/oT0cvX
http://goo.gl/VAvLBX
http://goo.gl/VAvLBX
http://goo.gl/6UWelr
http://goo.gl/6UWelr


巴黎御膳房 

[XG5A 鄭百喬/整理] 

Les saveurs du palais 歐洲影劇賞析 

Les saveurs du pa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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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巴黎御膳房》（Les saveurs du palais）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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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在印度洋南部的克羅澤群島（Archipel Crozet）上，一組攝影團隊

來到這裡拍攝紀錄片。令他們眼睛為之一亮的是，島上眾多工作人員中

僅有一名女性─霍騰瑟‧拉波利（Hortense Laborie）。經由口耳相傳得

知，她曾經擔任法國總統的私人御廚，但不管流言在耳邊迴盪不止，只

專注於她的烹飪本事，對往事避而不談。 

  一切得回溯至四年前：來自法國西南部一座小城佩里戈爾

（Périgord）的霍騰瑟，是當地頗富盛名的女廚師，因緣際會之下，受

推薦來到愛麗榭宮（Élysée-Palast），獲聘為共和國總統的私人廚師。 

  對於身負國家重責大任，霍騰瑟不免又驚又喜，但是，事情可沒這

麼簡單，在還沒踏進廚房前，即被教育要遵照宮裡各種繁瑣規矩；而她

「空降」御膳房一舉，也令眾男廚們心生嫉妒；至於料理佳餚一事，竟

也只能從侍從模糊敘述中，尋求蛛絲馬跡，再憑著自身靈感和經驗，臆

測總統的口味……。所幸各種疑難雜症都考不倒充滿智慧的霍騰瑟，行

事風格鮮明又強烈的她，霸氣的掌控中央廚房，秉持對烹飪的熱愛，以

及對新鮮和優良食材的執著，她精湛的廚藝著實溫暖總統的胃，喚起他

美好的童年回憶，也萬分感動總統的心。 

   

   

(圖1) 電影劇照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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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感人之舉，令總統數度接見御廚霍騰瑟，兩人總相談甚歡，話

匣子一開，就停不下來似的，然而，即便女御廚很快地抓到總統的胃，

在這國家政治和權力關係交雜之處，總有各種不盡人意和應付不完的要

求，各種阻礙重重襲來，讓她感到萬分力不從心，逼迫她最終不得不遞

上辭呈，與富麗堂皇的愛麗榭宮道別。 

圖(2) 電影劇照 

電影介紹 

  巴黎御膳房（Les saveurs du palais）改編自Danièle Mazet-

Delpeuch的真實故事，1988至1990間，她受指派擔任法國總統弗朗索

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御廚總監，不僅是法國史上第一

位女御廚，更是目前為止僅有的一位！ 

  片中場景除了富麗堂皇的愛麗榭宮外，更豐富展現法國料理藝術之

美，一幕幕烹飪場景可謂極致的視覺饗宴，一道道餐點上桌亦令人垂涎

欲滴，畫面更在女主角凱特琳．芙蘿細膩的詮釋下，更加感受女御廚當

年灑脫自如的風采、對美食的苛刻堅持與追求完美的態度。 

本片由法國導演克里斯蒂安．文

森（Christian Vincent）執導，

凱特琳．芙蘿（Catherine Frot） 

、讓朵爾梅松（ Jean d’Ormesson）、西波里特吉拉多（Hippolyte 

Girardot）等人聯合主演。2012年8月26日於法國上映，更締造法國百

萬觀影人次。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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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事蹟 

資料來源： 
http://goo.gl/xiSJRZ 
http://goo.gl/5GZzfC 
http://goo.gl/LGlFxR 
http://goo.gl/V694T0 
http://goo.gl/ROUCq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pGA7rU 
圖2：http://goo.gl/Iaulh9 
圖3：http://goo.gl/6gPRzq  
圖4：http://goo.gl/MSsPUI  

  本 片 女 主 角 凱 特 琳 ． 芙 蘿

（ Catherine Frot ）曾四度入圍且獲得

法國凱薩電影獎（César du cinéma）最

佳女配角殊榮。 

  而她在此片中別與以往深沉的角色

設定，幽默風趣又細膩的演出讓她以此

片獲得2013年法國盧米埃電影獎（Prix 

Lumières）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圖3) 凱特琳．芙蘿（Catherine Frot）出席  
2013年法國盧米埃影展 （Prix Lumières） 

(圖4) 電影女主角凱特琳．芙蘿
（Catherine Frot）和故事本人Danièle 

Mazet-Delpeuch合影 

「把食物最美味的一面烹調出來，

對我而言是一門艱難且充滿挑戰的

藝術。味蕾的記憶不會只有食物，

你會因為嗅覺味覺而記住整個氛圍，

這才是身為廚師真正期待能帶給他

人的愉悅美好。」 

  －－ Danièle Mazet-Delpeuch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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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春夢 

[UE3A 彭千芸/整理] 

A Farewell To Arms 好書介紹 

A Farewell To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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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的河流、綿延的山脈連著一望無際的平原，伴隨著第一次世界

大戰的砲彈聲響起，那年夏天的美景以深灰色為基調。對戰爭滿腔熱血

的美國中尉亨利（Frederic Henry）在義大利救護隊服役，偶然間遇上

英國護士凱薩琳（Catherine Barkley），他們彼此間產生情愫，只可惜

戰爭無情拆散這對即將結為連理的戀人，天知道兩人命運將走向何處？ 

(圖1) 小說翻拍成電影《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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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總是由死神作陪，英俊瀟

灑的美國中尉亨利（ Frederic 

Henry）自己也心知肚明。他本不

想愛上任何人，並努力將感情看作

一場遊戲，「玩」才是感情的根本，

直 到 和 英 國 護 士 凱 薩 琳

（Catherine Barkley）相遇後一切

都不同了……。 

(圖2) 《戰地春夢》英文小說封面  

內容簡介 

A Farewell To Arms 

  亨利和大部分人一樣，渴望戰前曾有過的寧靜。內心雖有幾分恐懼，

但也一如往常，一杯咖啡搭配磚塊碎裂聲和窗戶玻璃震動聲，揭開每一

天的序幕。到了晚上人人可以盡情在酒館裡歡飲、開神父的玩笑，或者

在工作時偷偷來一杯白蘭地也不為過。因為誰都不想承認，當你明天在

防空洞中，把最後一片乳酪放到嘴裡再配上紅酒的那一刻，足以證明和

死神擦身而過。亨利在防空洞被炸傷了腳後，輾轉進了美國醫院，而凱

薩琳也正好被調到同一家醫院中，兩人感情升溫，而凱薩琳也不小心懷

上孩子。無情的戰爭把兩人帶向迷茫的未來，由於亨利在軍隊撤退時沒

跟上腳步，他意外與夥伴在途中被捕，所幸逃過敵方槍口的威脅，偷偷

上了列車駛往米蘭和凱薩琳會合，並一同逃命到瑞士。儘管躲掉戰爭的

威脅，凱薩琳仍躲不了死亡的侵擾。最後在下著大雨的夜裡，陰暗的醫

院走廊剩下的只有淚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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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

哥市郊區，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小說家，同時也是記者。從小，母親希望

海明威能在音樂上有所發展；然而事與願違，比起音樂，他更愛運動及

寫作。而他在英語方面的天賦特別突出，初中開始接觸寫作，並在高中

時擔任學報編輯。即使海明威在校成績優異，但卻毅然決然放棄上大學

的機會，進入美國Kansas City Star擔任記者。 

   

作者介紹 

A Farewell To Arms 

(圖4)  海明威中老年時期 

  二○年代中期至五○年代中期是

海明威寫作生涯最活躍的時期。他多

以愛情與戰爭作為寫作題材，而他本

人也曾不顧家人反對，親臨戰場 

。活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海明威，

他對於戰爭再熟悉不過了。1952年他

所著的《老人與海》贏得了普立茲獎，

兩年後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

而本次好書推薦的《戰地春夢》一書

更在2001年被美國現代圖書館列入

「21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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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海明威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辭

掉記者一職並加入紅十字會，前往

歐洲戰地前線當起紅十字會的救護

隊。而《戰地春夢》是一本描述海

明威對戰事的悲嘆及愛情的種種阻

撓的半自傳體小說。故事中所有的

畫面就像黑白的相機底片飛進讀者

的視線，海明威將目睹到前線的殘 

故事背景 

A Farewell To Arms 

(圖3)  1918年海明威隨紅十字會到義
大利擔任救護車司機的工作 

資料來源： 
http://goo.gl/8D75fU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e0UPK 
圖2：http://goo.gl/pCINtT 
圖3： http://goo.gl/JWlkxT 
圖4：http://goo.gl/bgpYAu 
 

酷，化為這篇短篇小說見證了歷史。後來，海明威不幸在奧地利的塹壕

被迫擊炮彈擊中，這才結束了他短暫的戰地生活。他在義大利醫院六個

月的復原期間愛上一位美國女護士，只是後來海明威回到美國後，感情

也跟著不了了之。雖然如此，這段感情在他的心中一直揮散不去，因此

寫成了今日的《戰地春夢》。 

http://goo.gl/8D75fU
http://goo.gl/8D75fU
http://goo.gl/ze0UPK
http://goo.gl/ze0UPK
http://goo.gl/pCINtT
http://goo.gl/pCINtT
http://goo.gl/JWlkxT
http://goo.gl/JWlkxT
http://goo.gl/JWlkxT
http://goo.gl/bgpYAu
http://goo.gl/bgpY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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