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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我們與歐洲詩人告別，轉而迎向：奧地利著名畫
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懷抱。

歐盟園區將於6/3-6/14與奧地利台北辦事處合作，假本
校至善樓16樓舉辦《流金－克里姆特150週年誕辰紀念特
展》，並展出克里姆特著名畫作共計17幅，包含畫家最
負盛名的畫作： Nuda Veritas、Hygeia、Adele Bloch-
Bauer I、Judith I，以及： The Kiss。

本期將由畫家的生平介紹，看處於世紀末的 (Fin de
siècle)克里姆特，如何帶給我們不朽的金迷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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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繼2010至2012年以「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能源、森林」為主題之《環
境系列攝影展》後，為幫助我們更能了解星球並關懷當今的環境問題，歐
盟園區於2013年延續與台灣法國文化協會之合作，再次邀請該巡迴展來校，
並展出由法國 Good Planet 基金會所策劃之《水》系列，以震撼人心的照
片來述說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水是生命元素之一，是萬物細胞運作和代謝不可或缺的物質。儘管水資源
非常豐饒，但過度開發和浪費淡水已使此資源逐漸枯竭，造成部分人類和
很多生態系統面臨缺水危機。

歐盟園區竭誠邀請本校師生蒞臨參觀本次特展，並與我們共同關注此一重
要的環境議題！

【展覽資訊】

展出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求真樓B1)
展出日期：2013/4/10-2013/5/30



歐盟雙週新聞

 孟加拉大樓倒塌至少96死700傷 (大紀元4月26日)
http://goo.gl/bNlRQ

 踩紅線？美初步判定敘利亞使用化武 (大紀元4月26日)
http://goo.gl/S3A4K

 6大成員國對歐盟信任度降新低 (聯合新聞網4月26日)
http://goo.gl/4i3PU

 終結政治僵局義新內閣出爐 (中央社4月28日)
http://goo.gl/JFOJe

 團結力量大義酒莊合抗危機 (中央社4月28日)
http://goo.gl/C4ogS

 新國王登基荷蘭舉國騰歡 (自由時報電子報4月30日)
http://goo.gl/xCe00

 希臘裁1.5萬名公僕換取紓困款 (中國時報4月30日)
http://goo.gl/843Rk

[UJ2B王家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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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長達兩個月政治僵局

義大利於2月24日進行國會大選，依據法規，任何政黨聯盟必須同時

贏得國會兩院多數議席才有資格組閣。由於未有政黨能夠贏得穩定政局

所需的絕對多數，使得義國陷入左右拉鋸的政治僵局。參議院方面則完

全陷入膠著狀態，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拿下過半席次，這是義國二次

大戰後首度出現，沒有任何政黨聯盟同時贏得國會兩院多數的局面。義

國政局混沌不明導致義大利國債殖利率大漲、歐元大跌。

4月20日，義大利國會以738票支持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Giorgio

Napolitano)連任，成為義大利史上第一位連任總統。納波利塔諾原訂5

月15日卸任，他原本堅持不競選連任，但國會自18日起經過五輪投票，

都無法選出各方均有共識的繼任者，在左派和右派跨政黨要求下，才改

變心意，同意競選連任，任期7年。義大利總統是虛位元首，除了任期的

最後6個月期間之外，總統有權解散國會、重新大選。

納波里塔諾(中)成為義大利史上第一位連任總統(圖1) 5

新聞深度報導

[UJ2B王家鳳/整理]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資料：
http://goo.gl/hgtgr
http://goo.gl/Eo88x
http://goo.gl/r8y3M
http://goo.gl/3O60r
圖1：
http://goo.gl/r8y3M
圖2：
http://goo.gl/3O60r

4月24日，義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任命中左翼民主黨前副書記恩裏

科‧雷塔(Enrico Letta)為新一屆政府總理，結束了兩個月來因大選未產

生議會多數黨而導致的政治僵局。

雷塔近幾日不斷與各黨高層協商。日前曾與人民自由黨(PDL)的前

總理貝魯斯康尼(Silvio Berlusconi)會面，期盼化解歧見。此外，恩裏

科·雷塔亦與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前總理蒙蒂(Mario Monti)，以及

人民自由黨全國共同召集人阿法諾(Angelino Alfano)展開一系列冗長的

協商。

雷塔表示，他將迅速行動，以解決目前高達11.6%失業率，並且提

振經濟成長。雷塔的新政府也加入法國行列，要求遭經濟危機重創的歐

元區政策轉向，希望擺脫前任總理蒙蒂所採取的撙節做法。

恩裏科‧雷塔(圖2)

終結政治僵局 倡改變撙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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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長達兩個月政治僵局



。克里姆特

[UF1A范秀瑞/整理
UE3B楊杼嫻/校正]

克里姆特(圖1)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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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奧地利知名象徵主義畫家，創辦維也納分離
派，為維也納文化圈代表人物。其藝術表現出維也納中上階級社會中
一種末世般的氛圍，作品頻繁地出現於大眾媒體。

(Gustav Klimt，1862-1918)



1862 年 ， 克 里 姆 特 出 生 於 維 也 納 郊 區 的 包 姆 加 藤 鎮

(Baumgarten)，排行第二。他的父親恩斯特‧克里姆特(Ernst Klimt)

是位雕金師，出身波希米亞，爾後遷居維也納。

克里姆特於14歲時進入奧地利皇家帝國藝術暨工藝博物館

(K.K.Österreichisches Museum für Kunst und Industrie)附設的應用

藝術學校(Kunstgewerbeschule)就讀，並在該校就讀至1883年，受訓

成為一名建築學畫家。

克里姆特的風格主要呈現了兩種極端不同的特色，介於嫻熟的

寫實技巧和抽象的成分之間，也介於平面性的裝飾性圖形和對三度

空間中人物雕像般的表現法。無疑的，這些特質都得自應用藝術學

校所傳授的廣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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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皇家帝國藝術暨工藝博物館附設應用藝術學校(圖2)

歐洲主題專欄



他早期的作品可被歸類為學院派(academic art)註。1877年，他的兄弟

恩斯特(Ernst Klimt)，跟隨其父的腳步，成為一位雕刻匠，亦進入該校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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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願教堂內部(圖3)

註 在設計與藝術上的採用起於十九世紀末新
的藝術與新的設計興起之時，學院派用來
泛指嚴守傳統技術、因襲傳統形式，以及
缺乏創造性與自由性的藝術家與設計家(當
時主要指建築家)。

歐洲主題專欄

還願教堂內部(圖4)

克里姆特是應用藝術學校十九世紀時，唯

一甫出校門藝術事業便已輝煌燦爛的學生。他

的老師們和該博物館的創始人魯朵夫‧凡‧艾

特柏格(Rudolf von Eitelberger)都曾助他一臂

之力。他的老師請求克里姆特和他的同儕法蘭

茲‧麥希(Franz Matsch，1861-1942年)與克林

姆的弟弟恩斯特一起製作環城道路上第一座最

大的建築物還願教堂(Votivkirche)的彩色玻璃

窗，因此里澤和艾特柏格對克里姆特之獻身繪

事功不可沒。



從1886年到1888年，克里姆特為布爾格劇院(Burgtheater)的兩個樓梯

間繪製天花板畫。那時刻克里姆特也在繪製他的〈泰斯庇斯的三輪車〉(編

按：源自希臘劇作家泰斯庇斯，意為巡迴演劇團)、〈倫敦的球型劇院〉、

〈戴奧尼索斯的聖壇〉、〈陶米那的劇場〉、〈維納斯的聖壇〉等作品。

身為「藝術家工作室」(Künstlercompagnie)的三人後來也參予了宮廷藝術

史博物館(Kunsthistorisches Hofmuseum)的樓梯間裝飾工作。他也因為布

爾格劇院的樓梯間裝飾贏得了「金十字勳章」(Golden Cross of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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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宮廷藝術史博物館(圖5)



除了從事劇院裝飾之外，克里姆特另外接受委託，依循十九世紀

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審美觀，繪製了老布爾格劇院的觀眾。1887年，因

為劇院即將拆除，最後一場表演定在1888年舉行，維也納市議會委託

克里姆特和麥希繪製老劇院的內部景觀。克里姆特的〈老布爾格劇院

觀眾席(Zuschauerraum im alten Burgtheater)〉呈現的並非一般的劇

院景觀，而是以如攝影般精確的手法顯示了維也納上流社會的實況。

這幅畫不但證明了克里姆特對自由派中產階級文化的認同，同時他也

因這幅畫獲頒帝國獎章，而後建立起了自己的名譽。

老布爾格劇場觀眾席(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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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99年，克里姆特開始接受一件私人的委託案，這件委託案與先前

官方大型環城道路的建築案完全不同。工業家尼可勞斯‧頓巴(Nikolaus

Dumba)委託馬卡特、麥希與克里姆特三人為他位於公園路(Parkring)那座

巨宅的三個房間從事建築設計與室內裝飾。克里姆特負責的是音樂室，他

設計了壁飾，同時還繪製兩幅門間的圖畫(說明: 鑲嵌入門上的圖畫)，包括

〈音樂II(Die Musik II)〉和〈彈鋼琴的舒伯特(Schubert am Klavier)〉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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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音樂II(圖7)

註 兩件作品皆於1945年在印門朵夫宮(Schloß Immendorf)焚毀。



克里姆特為音樂室所繪製的門間圖畫，是他從早期歷史學院派作品轉

型到分離派的分水嶺。尤其他的〈彈鋼琴的舒伯特〉一畫，更顯示了他與

學院傳統的決裂。雖然這幅畫也可歸入歷史畫(他可能受到以穩健風格創作

的各種舒伯特畫作的影響)，克里姆特卻完全捨棄對過往歷史精確的描摩。

即使是畫中人物的服飾也是當代的，而熒熒的燭光則醞釀出一般印象派的

氣氛來。克里姆特此畫的初稿，遠較最後完成的畫作更富裝飾性，更見優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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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鋼琴的舒伯特(圖8)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早期的作品和他獲得社會認可時，恰巧與自

由主義和自由派的中產階級危機不謀而合。文化歷史學者秀斯克(Carl

Schorske)因此以「開放的自我之危機」為基礎來詮釋克里姆特的一生

和他的作品，將此視為是一種由經濟和政治的巨大變革所引發，而影

響了藝術家和他的作品危機。

1900年維也納的藝術和文化繁榮興盛，多半歸功於奧地利的自由

派中產階級所遭遇的危機，這種危機與他們爭取政治參與權所經驗的

艱辛與矛盾的過程息息相關 。早在1848年，中產階級便已無法實現他

們在政治上的要求，而中產階級的「革命」也遭到新專制主義王朝反

革命軍事力量鎮壓，因此中產階級必須對其他階級做出重大的讓步，

以便獲取一點點政治上的勢力。

在朝向世紀末的路上挺進時，中產階級面臨了兩難的局面。一方

面，他們必須在面對貴族和皇室王朝時保留他的的階級意識和權益；

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由新興群眾政黨所代表的民眾現代化社會運動。

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政治勢力逐漸消減，由此引發的危機因而

借助各種文化上的反叛來加以彌補。當中產階級在政治或是社會上只

有一點，甚或完全沒有影響力時，他們只能將注意力與活動重點移轉

到科學、文學和藝術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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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分離派(Secession)一直到1897年重視成立，這個團體中年

輕藝術家們曾屬於古典傳統派的「藝術家之屋」的成員，但是他們

現在卻起而反對老一輩的藝術家們。克里姆特自1893年起為舊式

「藝術家之屋」的一員，但是他也是第一批脫黨的成員。在1897年，

克里姆特被推選為分離派的第一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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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分離派會館(圖9)

分離派會館(圖10)

依底帕斯叛變－分離派



分離派(Secession)之名源自古羅馬字secessio(意為分離、分裂)，

分離派的宣傳雜誌被稱為《聖春(Ver Sacrum)》，這是古羅馬時期因

為面臨危機時為年輕人舉辦的成年禮。他們所選的這兩個名稱：分離

派與聖春，明顯的表示，這一新的運動想與中古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

劃清界線，宣布藝術與社會一種近乎宗教性的革新。

在經過與奧地利美術家公會(Genossenschaft bildender Künstler

Österreichs)的激烈爭議之後，分離派終於在1897年誕生。

16

歐洲主題專欄

第二屆分離派展覽海報(圖12)

第一屆分離派展覽海報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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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圖13)

註 三幅畫作皆於1945年在印門朵夫宮(Schloß Immendorf)焚毀，。

到了1894年，克里姆特已經因為他替維也

納環城道路的大型教育機構建築物所做的裝飾

工作而聲名大噪了，因而他和麥希受到了教育

部的委託，為環城道路新建的大學大禮堂的裝

飾，繪製不同學系的象徵圖畫。

〈學系繪畫〉設定的共同主題「光明戰勝

黑暗」，立意在推崇理性的科學以及其對整體

社會的貢獻。但是在克里姆特所繪製的〈哲學

(Philosophie)〉、〈醫學(Medizin)〉和〈法學

(Jurisprudenz)〉註三幅畫中，卻拒絕強調這種

理性的世界觀。

與官方審查制度徹底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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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圖14)

此時克里姆特已經不願去描繪或歌頌

社會機制和學院知識所扮演的理性及樂觀

的角色了。「這不是大學教授們眼中喜愛

的世界。他們對光明終將戰勝黑暗以及對

此一主題如何在自己神聖的象牙塔中表現

也另有看法。」結果一共有87位教職員反

對這些壁畫，因而激起了文化歷史學者秀

斯克所謂「轟動一時的訴案」，最後將一

場原為藝術上的爭議發展成了文化上的戰

鬥。起初，教育部不理會抗議教授們和來

自保守派新聞界的攻擊，但是當克里姆特

的第二幅作品〈醫學〉的初稿出籠時，爭

議之火又開始復燃。



當克里姆特在《聖春》發表他的〈醫學〉初稿時，甚至使當期的雜誌

遭到沒收，但是這並沒有導致任何控入或是定罪等情事，檢察官或許不認

為裸體的藝術表現足以當作一種罪名來起訴。

1904年於聖路易斯(St. Louis)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克里姆特的作品〈法

學〉並沒有獲准展出，於是克林姆決定辭退〈學系繪畫〉的委託案，甚至

退還他已經收到的委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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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圖15)

在一場針對該事件的訪談中，

克里姆特質問了國家資助藝術的方

式：「我受夠了審查制度！我決定

自救，我需要自由，擺脫這一切煩

人又羈絆我工作的瑣事，重得我的

自由！(...)政府別以為他們有權力

可以主導藝術展覽和藝術理論，它

應該辦好一個仲裁者和商業仲介的

角色，就將藝術的歸還給藝術家

吧...」。

可惜的是，1945年5月，黨衛

軍 (Schutzstaffel)在奧地利撤軍時

燒毀了巨宅印門朵夫宮 (Schloß
Immendorf)，三幅畫作也因此付

之一炬。



1892年，克里姆特的父親與兄弟恩斯特皆逝世，克里姆特必須承擔

其父與兄家中的經濟責任。這次的悲劇也深深影響了克里姆特的藝術理

念，很快的克里姆特便轉向開創了新的個人風格。

1890年代早期，克里姆特認識了艾蜜莉‧芙洛格(Emilie Flöge)，儘

管他與其他女人糾纏不清，芙洛格仍成了克里姆特終其一生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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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蜜莉‧芙洛格(Emilie Flöge)(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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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時期」為克里姆特帶來了正面評價與成功。克里姆特此時

期的作品常使用金箔，奪目的金色可於〈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與〈茱蒂絲I(Judith I)〉初次見到，金色時期最著名的作品

則是〈艾蒂兒肖像I(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與〈吻(The

Kiss)〉。

1904年，克里姆特與其他藝術家於奢華的史托克列宮(Palais

Stoclet)，富裕比利時企業家的住家進行合作，其亦是新藝術時代最

堂皇的建築物之一。克里姆特特負責餐廳的部分，貢獻了包括《實現》

(Reality)與《期望》(Hope)等他最傑出的裝飾作品，他曾為此公開表

示：「大概是我裝飾作品發展的巔峰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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巔峰：金色時期

艾蒂兒肖像I(圖18)吻(圖17)



克里姆特在於特殊的象徵式裝飾花紋，並在畫作中大量出現，

克里姆特畫作特色使用性愛主題。喜歡他畫作的人稱讚有其「沉悶

美感」與大膽象徵寓意，但是卻也招致不少保守派畫家的負面評價。

克里姆特畫作另一特色為畫中主角大部分都是女人，主題則為

「愛」、「性」、「生」與「死」的輪迴宿命。

克里姆特 1918年因西班牙流感而身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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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p54tT
http://goo.gl/4Tu1B
弗里德爾(Fliedl, Gottfried)(1998)。古斯塔夫‧克林姆 : 以女性形式存在的世界。
科隆 : 塔森。

圖片來源：

圖1、圖16 、圖18：
http://goo.gl/p54tT
圖2：http://goo.gl/9Z3Ib
圖3：http://goo.gl/aGCfn
圖4：http://goo.gl/mvZ26
圖5：http://goo.gl/oKDtr
圖6： http://goo.gl/D9XkE
圖7： http://goo.gl/yZbwt
圖8：http://goo.gl/8SXqm

圖9： http://goo.gl/JI76r
圖10：http://goo.gl/5jpn6
圖11：http://goo.gl/zfpsm
圖12：http://goo.gl/u0Sqd
圖13：http://goo.gl/SxJm3
圖14：http://goo.gl/Z6Qk9
圖15：http://goo.gl/9N7kY
圖17： http://goo.gl/6Zky2
圖19：http://goo.gl/SAqc8

(圖19)



調香師的大腦會隨經驗而改變

發佈時間：2013/04/22

作者：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

文章來源：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歐盟學術專欄

[YT4 王昱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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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對調香師的大腦進行磁振造影
(MRI) (圖1)

專業調香師腦中的嗅覺區域，比「乏味的普通人」還要來得發達。這

些專家的職業生涯越長，其嗅覺區域的灰質量就越多。這是人類大腦驚人

可塑性的新例子，日前剛獲得里昂神經科學研究中心(CRNL)「編碼暨嗅覺

記憶研究團隊」(CMO)來自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與國家衛生暨醫

學研究院(Inserm)的研究員證實。研究員針對專業調香師、香水廠學生與對

照組進行解剖性磁振造影(MRI)，獲得的結果顯示，訓練可以改變一般人嗅

覺區域的灰質量隨年齡而減少的現象。研究結果已於2012年12月12日發表

在《神經影像》期刊(NeuroImage)上。

該研究團隊的前一個研究已經證實，調香師透過訓練，可以在腦中想

像鼻子「聞到」一個在物質上不存在的味道，這份能力是「乏味的普通人」

所不及的。科學家也觀察到，調香師的專業能力越強，嗅覺區與記憶區的

活動力就會越少。這項看似矛盾的結果證明，這些專家的神經元溝通能力

更有效、更快、也更特別。



研究員接下來想要知道，調香師的密集訓練是否會造成腦部嗅

覺區的灰質量增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研究員讓包括Jean-Claude

Ellena與Daniel André在內的14位著名調香師接受磁振造影。同樣

的實驗也在13名「凡爾賽國際香水暨化妝品與食品調味高等學院」

(ISIPCA)的學生、21名沒有任何特殊嗅覺專業能力的「純樸」者身

上進行。磁振造影顯示，調香師原生嗅覺皮層和鄰近嗅溝之眼眶額

葉區的灰質量，多於未受訓練的志願者。這種腦部發展可能是因為

枝狀樹突的數量增加，甚至可能是因為神經元數量的增加，但是這

一點尚未得到證實。

這項研究也證實，灰質量與調香師的經驗有直接關係。調香師

受到的訓練越多，嗅覺區域的灰質量就越多。相反的，未受訓練者

嗅覺區域的灰質量會特別隨年齡而減少。在沒有訓練的狀況下，此

為持續且普遍的現象。這表示在調香師身上觀察到的腦部變化，應

該是訓練的結果，而非先天的特點。

研究結果讓人連想到在音樂家、運動員、多語人士、數學家、

計程車司機等其他專業人士身上觀察到的結構性變化。大腦適應環

境需求並依照經驗自行重組的能力，令人驚奇且似乎沒有極限。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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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香師的大腦會隨經驗而改變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20418003
原文網址：

http://www2.cnrs.fr/presse/communique/2919.htm
圖片來源：

圖1： http://www2.cnrs.fr/presse/communique/2919.htm



世界觀點

編按：4/16《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Capital
Study: 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Hits Record High》的報導，探討目前中國在
歐洲的投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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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已儼然成為中國在世界上最大的外資投資地點。雖然北美洲對中國的

國有企業仍抱持懷疑態度，但經濟衰退和急需現金的歐洲則是熱切期盼。

中國國有企業正擴展在歐洲的影響力。亞歐聯合資本(A Capital)投資基金

註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對歐洲投資126億美元，該金額與2011年相比增長20%。

不僅如此，它甚至超越了北美洲和整個亞洲的總投資金額；其中，約86%的資

金投注於工業和服務業。

《德國明鏡》

資本研究：中國在歐洲的投資金額創下歷史新高

[XE2B周彤/編譯]

投入歐洲的滾滾資金(圖1)

註 亞歐聯合資本(A Capital)是專注於中
國在歐洲投資的領先私募股權基金
公司。集團在北京，巴黎，上海和
法蘭克福設有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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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曾因片面或全面收購德國的旗艦公司而造成一時轟動。

例如，世界混凝土巨頭德國普茨邁斯特股份有限公司(Putzmeister)、

全球第二大的德國堆高機製造商凱傲集團(Kion)，以及德國消費性電

子產品製造業梅迪昂(Medion)。

亞歐聯合資本執行長龍博望 (André Loesekrug-Pietri)表示：

「許多中國投資者認為因為歐洲正居於弱勢，正是中國投資的好機會。

他們要追求的是科技、技術和高價值的品牌，而歐洲剛好滿足所有條

件。」許多歐洲公司位居世界工業製造、汽車製造、環境和醫療保健

翹楚。

在中國最新的十二五規劃 (five-year plan)註，中國領導者把這些

關鍵產業列為主要重點。中共國務院以減稅和廉價信貸作為該國公司

在海外擴展的後盾，在歐洲的中國投資公司共有93%屬國有企業。

世界觀點

註 中國「十二五計劃」(2011-2015)：
以七大新興產業為規劃重點，包括節能
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
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製造業、新
材料等。

亞歐聯合資本董事長龍博望(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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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襲擊南歐需要現金

龍博望另提到：「在歐洲，這類投資受到的阻力較其他國家小。」

美國對於中國不透明化的投資方式較持保留態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

會(CFIUS)便曾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國企業收購美國飛機製造商豪客

比奇(Hawker Beechcraft)；2008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亦曾阻

止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收購如今已倒閉的電子產品製造商

美商網康股份有限公司(3Com)。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審議，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在加拿大政府的批准下於2013年2月26日完

成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Nexen)的收購案。但官方表示，未來只有在

特殊情狀下才會通過這類投資交易。

世界觀點

因為歐債危機的影響，導致南歐極度的缺乏資金(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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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rrYJr
參考資料：
http://goo.gl/0mzHd
http://goo.gl/Ow7ij
http://goo.gl/ZCM6J
http://goo.gl/nAx0K
http://goo.gl/LFAiG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rYJr
圖2： http://goo.gl/7gUqE
圖3： http://goo.gl/VAyTb

跟其他國家相比，歐洲儼然極度歡迎中國買家。中國投資有限

責任公司 (China Investment Corp, CIC)去年向倫敦希斯羅機場

(London’s Heathrow Airport)要求10%的股權，也在同年買進了法

國著名衛星通話公司(Eutelsat)7%的股份。2011年，中國長江三峽集

團公司(China’s Three Gorges)收購葡萄牙電力公司(Energias de

Portugal)21%的股份，成為里斯本(Lisbon)紓困案下的最大也是第一

樁私有化交易。

龍博望表示：「歐洲人在看待這事上比美國人還務實。」在不

景氣瀰漫之際，南歐急需新資金注入。德國經濟主要支柱的中小企

業公司希望他們的新股東能讓他們較易進軍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

他另表示目前的現象只是個開端，在接下來的幾年將會呈現出更大

的潛力。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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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時間：
2013 4/24-7/7 (週二至週日9:30-17:30)

展覽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101-103展覽室)

票價：
個人票220元 (憑學生證平日購票，贈精美書籤一張)、團體票180元(大
宗購票30張以上、65歲以上長者)、免票(110公分以下幼童、身心障礙
人士及其陪同者一位

主辦單位：
新聞博物館(Newseum)
紐約「商業娛樂公司」 (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70年大展

宣傳文宣(圖1)

校外藝文報導

[UT1A徐靖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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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

一段歷史

一段控訴

一份反思

一股感動

創辦於1942年的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帶我們透過151張照片 追溯70年的歲月

帶我們透過攝影師的自白 一窺歷史的原貌

開啟2013與1942的對話

建造台灣與世界的橋樑

正視現實與歷史的殘酷

重現人與人之間 最真摯的共鳴

觀賞心得

5月2號，陰雨綿綿的下午，我走進普立茲展區，不同於陰冷的工

作日，展區內竟湧現不少民眾。每個人，都靜靜駐足在不同作品前，

編織著照片中的故事。這次展覽由年代區分，共有八個部分(1940年代

到2010後)。每張得獎作品旁都有照片敘述，以及攝影師的拍攝歷程。

以下介紹各年代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之作。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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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正值二戰時期，因此得獎作品多描述戰爭的殘酷與絕

望。這張作品反而鼓舞了大眾，讓世界體認到戰士們的堅毅不拔。

1945年硫磺島之役，美軍士兵為了宣布佔領折鉢山，拖著疲憊

的身軀，到山頂上豎立旗幟。但這其實是第二面旗幟，因原本豎立

的旗幟太小，且不夠明顯，因此另豎一旗。但遺憾的是，相片其中

的三人，不久後便死於戰場上，令人不勝唏噓。

(圖2)

喬．羅森索 (Joe Rosenthal)
美國國旗升起於折鉢山 (Old glory goes on Mt. Suribachi), 1945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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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講述在1943年二戰結束後，空軍戰事與妻兒將擁而泣的畫面。

除了對彼此的思念，也道出了戰爭終於結束的喜悅。

我們也應該反思，戰爭中是否有贏家，不論輸贏，百姓們都得忍

受生離死別，不是嗎?

(圖3)

校外藝文報導

厄爾‧邦克 ( Earle Bunker)
英雄返鄉 (A Hero‘s Return), 1944



照片背景是在華人工商總會，男童前面是頭舞耍的中國獅子，而

男童與舞獅之間立著一位年輕高大的員警。警察攔住小男孩，提醒他

遠離熱鬧的遊行隊伍。後方的民眾看到此景，也微笑了起來。

雖然照片背後並沒有轟轟烈烈的故事，但男童純真好奇仰望的眼

神，與警察細心彎腰提醒的互動。讓人不禁嘴角上揚。

跨越年齡、種族、身分，只有美好人類的天性– 信賴與關愛。

(圖4)

33

校外藝文報導

威廉‧畢爾 (William C. Beall)
全然信任 (FAITH AND CONFIDENCE), 1958



這張照片上方的線務員因為觸了

四千多伏特的高壓電倒掛在電線桿上

面，他的朋友連忙爬上電線桿對著他

做人工呼吸，幸運的是，這位男子在

他朋友的搶救下活了下來!這位朋友不

畏危險，捨身救友的勇氣不僅令人敬

佩，這張照片更展現出人與人之間無

私的愛與奉獻。

(圖5)

圖中母女為金恩博士的遺

孀與女兒，在金恩博士的告別

式上，大批媒體爭相拍照，但

其妻表示，要由黑人攝影師拍

攝。她們母女倆神情哀戚，眼

神卻堅毅不跋。

(圖6)

小蒙尼塔 (Moneta Sleet Jr.)
哀働 (Deep Sorrow),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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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co Morabito
生之吻(The Kiss of Life), 1968



作品中，孩子們開心奔跑著，像是為這

個社會帶來希望一樣，這影像那時刻，賦予

了生命，具備了快樂與寧靜的新意，很喜歡

這張作品，充滿幸福和喜悅。

在數十年來的得獎作品中，這使少數積

極正面的作品。

每年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

是美國的陣亡將士追悼紀念日。《丹

佛郵報》報社的Suau為了給報紙的頭

版拍一幅照片，在這一天採訪了陣亡

將士陵園。

一個抱著墓碑低頭默默垂淚的女

性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在遠處

用長焦鏡頭拍下了這幅照片。

(圖7)

(圖8)

Anthony Suau
陣亡將士追悼日 (Memorial Day), 1984

約翰‧懷特 (John H. White)
芝加哥眾生相 (Life of Chicago),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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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虛弱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而後面是一隻伺機而動的禿鷹，對於

上面這幅作品，大家應該不感陌生，但在獲獎的同時，這幅作品引起輿

論撻伐，為什麼不抱起女孩？難道拍照比救人重要？雖然照片背後的故

事是，凱文·米特拍下照片後，馬上趕走禿鷹，並將身上的麵包與水給

了女孩，而他選擇拍下這張照片的原因，是希望將蘇丹的現實環境透過

影像傳達給全世界知曉，但是社會大眾仍是繼續抨擊他的作為，因而在

得獎3個月後，凱文·米特自殺身亡，當時他僅33歲。

(圖9)

校外藝文報導

凱文‧米特 (Kevin Carter)
哭泣的蘇丹(Waiting Game for Sudanese Child), 1994



一等士官長法蘭克‧柯戴洛耐心等候自己的名字被叫喚。當他

拿到妻子的第一封來信，他走到一個僻靜角落，閉上雙眼，深深吸

嗅他摯愛的人的香氣。他的深情與思念我們感受到了。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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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兒‧狄亞茲 (Cheryl Diaz Meyer)
前往巴格達的途中 (En Route to Baghda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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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展覽的作品不勝枚舉，我花費了兩個多小時才看完全部照片，

除了照片外，旁邊的敘述更是引人入勝讓你更深入了解照片背景。此外，

這次展覽還提供語音導覽功能，讓你能夠更融入其中氛圍。

雖然歷年作品中，戰亂、天災、人禍等議題占大多數，但其中不乏

深具省思，溫暖人心的作品。也許你看過普立茲的得獎作品；也許你聽

過其背後的故事，但，那些絕對比不上70年的歷史記憶，歷歷在目的震

撼；70年的感動，深刻人心的溫暖。

大家，空出一個一個下午，把雙眼留給歷史；讓心中留下感動；讓

我們，憶起回溯，那些精彩的瞬間。

普立茲新聞攝影展現場(圖11)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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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2jSrS

圖1：http://goo.gl/b72dA
圖2：http://goo.gl/pYLwY
圖3：http://goo.gl/YrG9k
圖4：http://goo.gl/6REmo
圖5：http://goo.gl/THlR6
圖6-8、圖10：http://goo.gl/sV7nC
圖9： http://goo.gl/oskfd
圖11：http://goo.gl/xJOJ1
圖12：http://goo.gl/TtcLL

普立茲展開幕(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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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為什麼母親節要送康乃馨呢? [YT4 王昱婷/整理]

(圖1)

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就是母親節了，每到母親

節我們總會送康乃馨給我們親愛的母親，但你知

道為什麼母親節要送康乃馨呢？

在1908年的美國，母親節的發起人安娜‧賈

維斯女士(Ana Jarvis)發起了全國性紀念母親的

活動。在1908年的5月8日，也就是賈維斯小姐母

親的忌日，賈維斯女士於母親生前所屬的安德魯

衛 理 教 會 (Andrews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舉辦一場紀念活動，她將500朵白色康乃

馨獻給那所教會，由此紀念她已故的母親以及全

天下的母親。白色康乃馨是賈維斯小姐的母親最

喜歡的花，而那次活動可說是第一個母親節。

賈維斯小姐曾說：「白色康乃馨是最適合母

親節的，因為她象徵母親的美德，白色代表純潔

，她的持久代表忠貞；她的香氣代表愛；她在許

多地方都能生長的特質代表博愛；她的外表代表

著美麗….。」(The white carnation is preferred
because it may be thought to typify some of the
virtues of motherhood; ... whiteness stands for
purity; its lasting qualities, faithfulness; its
fragrance, love; its wide field of growth, charity; its
form,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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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1914年，美國總統威爾森(Woodrow Wilson)簽署通過國會決議，

將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母親節」，這才正式有母親節這個

節日。

此後，漸漸開始有了在母親節時獻康乃馨給母親的這項傳統。除

了獻上康乃馨，人們也會於這天配戴不同顏色的康乃馨來紀念母親，

通常白色康乃馨象徵對母親的思念，因此多半是母親已過世的人配戴

白色康乃馨；配戴粉紅色或紅色康乃馨則是向還健在的母親表達敬意

及謝意。

資料來源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ther%27s_Day
http://www.theflowerexpert.com/content/giftflowers/flowersand
occassions/mothers-day-carnations

圖片來源 : 
底圖：http://goo.gl/8rceA
圖1：http://goo.gl/ftJ4N
圖2：http://goo.gl/NvzXV

(圖2)



日本東北 風土、人、生活攝影展

活動型態：攝影

展覽地點：文化中心至高館與至上館

開始日期：102/04/20
截止日期：102/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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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北是日本本州，其北方東邊的區域，有青森、岩手、

秋田、宮城以及福島，共六個縣。以獨特的繩索壓花陶器而廣為

人知的繩文文化就是在這個區域開始發展。本展集結9位以及1組
團隊的日本東北攝影作品。展出1950〜60年代農村風情、民間風

俗與祭典、自然風景、繩文時代遺跡以及無名風景等。其貫穿過

去・現在・未来的個別角度，向臺灣民眾介紹日本東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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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圖片來源：

http://goo.gl/hxb81
http://goo.gl/32OBX
http://goo.gl/7mm24

日本東北是日本本州，其北方東邊的區域，有青森、

岩手、秋田、宮城以及福島，共六個縣。以獨特的繩索壓

花陶器而廣為人知的繩文文化就是在這個區域開始發展。

本展集結9位以及1組團隊的日本東北攝影作品。展出1950
〜60年代農村風情、民間風俗與祭典、自然風景、繩文時

代遺跡以及無名風景等。其貫穿過去・現在・未来的個別

角度，向臺灣民眾介紹日本東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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