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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歲末年初，《歐洲城市色彩》攝影展 
從旅者的角度，深度品味歐洲的城市文化 
 

  伊斯蘭的認同及土耳其的入盟之路 
引起國際間的關注 

 
過去逐日遽漲的石油價格近日卻屢創新低 
背後隱藏的故事，一一揭露 
 

讓生活更加便利，成為了科技進步的原動力 
而2014年最具影響力的發明又是什麼呢？ 

 
本期海外特派記者 
一個不斷突破自我的女孩，將她的夢想由台灣 
跨足西班牙，而後又展開了美國夢 
 

更多的藝文專欄報導： 
動態的電影、靜態的書本文字，展覽藝術 

 
 
 
本期電子報帶您由不同角度，進入歐洲 



歐 洲 城 市 色 彩 攝 影 展 
European Color Code - Trave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歐洲對你來說是甚麼顏色？ 

十九位年輕的漫遊者，飛向西方，用自己的腳步與氣息深入地方， 

展開了一場路上觀察：城市特色、族群、文化，及行為。 

透過一雙雙棕色的雙瞳，一絲一縷地詮釋出，屬於我們的，城市色調。 

2014 / 12 / 22 - 2015 / 01 / 16  8:00-17:00  

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園區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European Center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園區 

園區活動預告 



園區活動報導 

專題演講 
鄭家慶─《臺灣與歐盟》 

[YG4A 方怡雯/報導] 

4 

  歐洲是什麼色？《歐洲城市色彩攝影展》的十九位青年為我們娓娓

道來。今年底巡迴到文藻歐盟園區的攝影展，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European Union Centre in Taiwan，以下簡稱中心）與臺灣大學圖書

館主辦，同時也很榮幸邀請到該中心的執行長－鄭家慶蒞臨文藻演講。 

  講座一開始由歐盟園區張守慧主任點出此次主題《台灣與歐盟的回

顧與展望》，接著簡短地介紹執行長同時也是文藻的校友後隨即開始。 

  鄭家慶（以下簡稱講者）曾擔任歐亞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熟稔歐

盟相關議題，並具備歐語及國際溝通能力，積極推動中心成功扮演臺歐

交流之平台角色。 

   



園區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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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開場先向詢問同學，是否了解歐盟底下的組織？其實中心就是

其中一個非官方的外交組織。中心存在的目的是為公眾外交，藉由公眾

事務活絡台歐人民之間的交流，進而促進政治外交。而後講者開始介紹

中心歷史，1998年起在全球先進工業國家選擇重要學府設立「歐洲聯盟

中心」。首先在美國設立，然後逐步擴展至加拿大和紐澳，並於2004年

在日本東京成立第一個亞洲的歐盟中心。2008年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

中興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中山大學和東華大學等六校締約結盟，

成立「大學聯盟」在各校設點，此舉也為首例有大學聯盟方式爭取歐盟

中心設點。文藻則是與中山大學締結歐盟中心校外聯盟而成為其中一員。 

接著講者提到中心目前的交流活動，像是歐洲文化及政經論壇，以及學

生可以參與的歐盟代表訪談。除此之外也提及了志工獎學金，鼓勵台灣

及歐盟在台學生到偏鄉宣導歐盟相關知識。 

明年中心將開發與歐盟知

識相關的桌遊，讓更多民

眾深入了解歐盟，並達到

寓教於樂的效果。其中，

講者點明台灣目前可以發

展的層面，像是歐盟認為

台 灣 最 強 的 應 用 科 技

（Applied Science）可往

老年人需求方向發展，預

防勝於治療的概念能夠替

國家省下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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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最後提到根據2009年簽訂的《里斯本條約》，歐盟政經的大整

合逐漸邁向國家方向發展。例如最近歐盟與韓國簽訂了FTA，對臺灣的

影響非同小可。臺灣有沒有立場和歐盟簽訂類似的合約？臺灣是否有比

日本、馬來西亞、印度甚至中國更多優勢？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因為未來的臺灣就掌握在這代年輕人的手中。 

圖片來源： 
歐盟園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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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布重貶生活困難 俄國外籍勞工想逃離
http://goo.gl/Tv1ZpP （ 大紀元 12月25日） 
 
 
 

 英國超越法國居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http://goo.gl/dfjhkX   (BBC中文網 12月26日) 
 
 

 
 克羅埃西亞大選 現任總統呼聲高 

http://goo.gl/P0UBBO （ 大紀元 12月28日） 
 
 
 

 希臘1月底大選 反撙節政黨恐勝出 
http://goo.gl/XL8u3G （ 大紀元 12月29日） 

 
 
 

 梅克爾親信的電腦「被黑」？ 
http://goo.gl/z9prnd （ 德國之聲 12月29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http://goo.gl/Tv1ZpP
http://goo.gl/dfjhkX
http://goo.gl/dfjhkX
http://goo.gl/dfjhkX
http://goo.gl/P0UBBO
http://goo.gl/P0UBBO
http://goo.gl/XL8u3G
http://goo.gl/XL8u3G
http://goo.gl/XL8u3G
http://goo.gl/z9prnd
http://goo.gl/z9pr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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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伊斯蘭 

 

 

[XE4A 林育如/整理] 

歐洲與伊斯蘭 

(圖1) 伊斯蘭移民在歐洲各國的分布密度  

新聞深度報導 

(圖2) 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                                                                                                                                             

  1990年開始，大量伊斯蘭移民以難民身分進入歐洲，其中以德國為

移民最佳選擇。 

  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於12月24日發表聖誕演

說時，呼籲德國人民要友善包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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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演說中，高克不斷褒揚為境內200,000新移民提供住所及援助的國

民，此舉在外人看來除了表達感謝外，還間接抵制了德國國內新興的反

中 東 移 民 團 體 － PEGIDA （ 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該團體於今年十月發源於德勒斯登

（Dresden），起因是無法接受境內庫德族（ Kurd）與傳統伊斯 / کورد

蘭守舊人士（ السلفية / Salafi）在漢堡（Hamburg）發生的街頭混戰和庫

德武裝團體（ ：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i，簡稱 / کوردستان کارکەرێن پارتيا

PKK）所發起的抗議活動。該團體擴張迅速，十月成立的時候只 / پکک

有12名成員，到了12月7日時突然暴增到10,000名，甚至在短短8天後的

抗議遊行中，又多出了5,000名新成員。 

(圖3) PEGIDA

位於德勒斯登
抗議 

  同樣的情形也在英國、法國中上演。《BBC》曾經在國內不使用英

國教材的伊斯蘭小學中調查該校教科書，沒想到，竟然意外在內容中發

現教導孩童如何讓人斷手斷腳的方法。消息一傳出，嚇壞許多英國人，

甚至要求伊斯蘭小學關閉。而法國參議院也因考量到公共安全的關係，

在2010年9月14日頒布公開場合禁止蒙面的條款。當時，許多伊斯蘭婦

女上街抗議，認為這是對伊斯蘭文化的屠殺。當地一名巴基斯坦裔的法

國女性甚至將此提交至歐洲人權法院審議，在今年7月1日，該項案件遭

駁回。 

歐洲與伊斯蘭 



10 

      

(圖6) 伊斯蘭支持者對歐盟的嘲諷 

新聞深度報導 

(圖4) 教人如何截肢的教科書 

(圖5) 伊斯蘭婦女捍衛傳統和個人尊嚴 

資料來源： 
http://goo.gl/qeqvzm 
http://goo.gl/uKOACu 
http://goo.gl/cp6i 
http://goo.gl/NnPp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JES96G 
圖2： http://goo.gl/qeqvzm 
圖3： http://goo.gl/R77gGg 
圖4： http://goo.gl/zgWFaO 
圖5： http://goo.gl/29YejO 
圖6： http://goo.gl/8XWOQs  
   

  站在許多歐洲人的立場來看，這並不一定是對伊斯蘭文化有厭惡感，

因為法條內容是禁止任何蒙面方式，包含安全帽和頭盔。因此，就治安

的觀點來看，要求不能在公開場合蒙面是合理的。無奈許多無法認同該

項觀點、極度支持伊斯蘭主義的人，認為歐洲人權法院這項決定無疑是

得了「伊斯蘭恐懼症」。 

歐洲與伊斯蘭 

http://goo.gl/qeqvzm
http://goo.gl/uKOACu
http://goo.gl/cp6i
http://goo.gl/NnPp
http://goo.gl/NnPp
http://goo.gl/JES96G
http://goo.gl/JES96G
http://goo.gl/JES96G
http://goo.gl/qeqvzm
http://goo.gl/R77gGg
http://goo.gl/R77gGg
http://goo.gl/R77gGg
http://goo.gl/zgWFaO
http://goo.gl/zgWFaO
http://goo.gl/29YejO
http://goo.gl/8XWOQs
http://goo.gl/8XWO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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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3C 桂敏瑄/整理]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2014年度的調

查，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在180個國家裡排名第154名（台灣名列第53），

新聞自由程度相當低，妨害媒體報導自由的事件層出不窮，一直都是入

盟困難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上月14日，為了打擊政治對手古倫

（Fethullah Gullen），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以「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為由，對媒體進行大規模掃蕩行動，陸續逮捕

至少27名媒體從業人員。據了解，他們不是和古倫交情匪淺，就是曾經

撰文批評埃爾多安政府，其中包括知名媒體集團《時代報》（Zaman） 

的總編輯杜曼勒（Ekrem Dumanli）。 

 

(圖1) 杜曼勒遭逮捕時 有為數眾多的支持群眾環繞現場抗議警方行為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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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深受土耳其人信賴的網民「阿弗尼」（Fuat Avni）於Twitter

透露可靠消息，宣稱總統埃爾多安將聯合司法部長、內政部長與國家情

治組織首長，進行三階段的秘密行動，逮捕數百名知名媒體公司成員，

包括《時代報》（Zaman）、《今日時代報》（Today‘s Zaman）、

《今日報》（Bugun）等多家報紙的總編輯。他還進一步警告，在行動

的第二與第三階段，逮捕範還會擴大到知名商界人士、媒體老闆、公民

社會代表以及更多記者。消息一出，在土耳其境內引起了軒然大波，此

逮捕行動也被當地人喻為「土耳其之恥」，引發歐盟及國際間的關注。 

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平等

程度低落是眾所皆知的，

遭迫害入獄的記者人數

已連續兩年超過伊朗與

中國大陸。當十四日警

方突擊報社，逮捕總編

輯，及2000名支持者聚

集報社外抗議的畫面發

布後，更是讓土耳其政

府的丟臉行徑實況轉播

到全世界。 

 

(圖2)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強硬手段 
引發民眾不滿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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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記者是為了報復媒體? 

  而迫使土耳其總統不計後果掃

蕩媒體的原因就是要去除其最大政

敵 ─ 目 前 流 亡 美 國 的 古 倫

（Fethullah Gulen）帶來的威脅。

古倫是伊斯蘭教精神領袖，同時也

是 志 願 服 務 運 動 （ Hizmet 

Movement）領導人，該運動在土

國有大批媒體、學校及文化中心，

致力於提倡現代伊斯蘭的愛好和平

精神，在當地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古倫曾是埃爾多安的政治

盟友，但自去年底埃爾多安與

親信捲入貪汙風暴之後，兩人

之間的關係就陷入緊張，多年

來的政治惡鬥也浮上檯面。因

為埃爾多安認為，是古倫在背

後策畫操控其貪汙的指控。因

此鎖定古倫及其親信，展開一

連串肅清，企圖剷除所有異議

份子。 

(圖3)埃爾多安的最大威脅─古倫   
被控指揮「武裝恐怖組織」 還被祭出追捕令 

(圖4) 埃爾多安與古倫  
昔日的政治夥伴 今日卻成勢不兩立的競爭對手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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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歐盟代表譴責土耳其政府迫害媒體自由  

迫害媒體事件引關注   入盟變數增大 

  土耳其於1987 年提出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在2005正式成為歐盟候

選成員國。為了順利加入歐盟，土耳其在政治上改善國內民主政治，追

求歐洲認同；經濟上則致力於加入歐洲共同市場進行經濟合作，在1995

年與歐盟正式締結關稅同盟。不過，儘管做出了這些變革，要達到入歐

盟的條件仍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以伊斯蘭教為主體的土耳其，與

歐盟以基督教為核心的國家有巨大的文化背景認知問題；另外，國內民

主化改革緩慢及其與賽普勒斯的糾紛，也讓其他歐洲國家無法認同土耳

其合乎進入歐盟標準。 

  這一次的大規模逮捕媒體記

者事件，更是違背了民主國家基

本的媒體報導自由，大大地降低

了土耳其進入歐盟的可能性。歐

盟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批評土

耳其政府的行為違反歐洲的價值

與標準。歐洲議會議長舒茲

（Martin Schulz）說，新聞自

由受侵害問題在土耳其不是新鮮

事，但土耳其政府的整肅行動仍

令人震驚，土耳其駐歐盟大使應

解釋事件。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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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LQsXpv 
http://goo.gl/9ziLME 
http://goo.gl/uvLFZb 
http://goo.gl/P57PI7 
http://goo.gl/epPSwr 
http://goo.gl/8UprVM 
http://goo.gl/j6wUV4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W7oWi 
圖2：http://goo.gl/cNNbkN 
圖3：http://goo.gl/anSRcr 
圖4：http://goo.gl/CIJWTj 
圖5：http://goo.gl/1MR1wq 
圖6：http://goo.gl/6Munal 
圖7：http://goo.gl/PYMhJ2 
 

 

  沒想到埃爾多安的回應非常強硬，要歐盟管好自己的事，別插手他

國安全事務，完全不把歐盟的譴責放在眼裡。看來對當前的土耳其政府

來說，跟加入歐盟與否比起來，打擊古倫的反對勢力並鞏固埃爾多安的

政權才是最重要的事。 

(圖6,7) 土耳其民眾手持看板 於報社大樓外高喊口號抗議逮捕行動   

土耳其逮捕媒體異議人士引國際關注 
入盟之路更顯漫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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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anSRcr
http://goo.gl/CIJWTj
http://goo.gl/CIJWTj
http://goo.gl/CIJWTj
http://goo.gl/1MR1wq
http://goo.gl/1MR1wq
http://goo.gl/6Munal
http://goo.gl/6Munal
http://goo.gl/PYMhJ2
http://goo.gl/PYMhJ2


揭曉2014最重要的科技發明 

玩過遙控車的人都曉得操控遙控車的快感，那麼坐進像遙控車一樣

的「無人駕駛車」會是什麼樣的感覺？英國每日電報（The Telegraph）

的「21世紀最重要的發明」結果出爐，今年谷歌（Google）再次拿下寶

座，而此次發明將在汽車歷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21世紀最重要的發明 

揭曉2014最重要的科技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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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3A 彭千芸/整理] 

2001年 Apple Ipod 

2002年 火狐瀏覽器(FireFox) 

2003年 Skype 

2004年 Facebook 

2005年 YouTube 

2006年 任天堂 Wii 

2007年 

1. Apple Iphone 
2. BBC iPlayer 
3. Amazon Kindle  
     (開啟電子閱讀市場) 

2008年 
1. Google Android 
2. Spotify 數位音樂服務台 
3. 4G行動上網 

2010年 
1. Apple Ipad 
2. Nissan Leaf 電動車 

2011年 IBM Watson人工智慧電腦系統 

2014年                         無人駕駛車 

  Google街景功能研發者特

倫（Sebastian Thrun）又有新

稱號了。在「2005美國國防部

無 人 駕 駛 自 動 車 競 賽 」

（DARPA Grand Challenge）

中，帶領15人團隊拿回兩百萬

美元獎金，同時搖身一變成為

谷歌的無人車之父。 



  雖然無人駕駛交通工具的概念早在數年前已成形，但至今仍無廣受

使用。在此款車推出之前已出現有半自動駕駛車，但谷歌研發團隊發現，

正當駕駛酒駕或不小心打瞌睡時，車內乘客安全仍受威脅。因此，谷歌

決定將其改良為全自動車，進而省略掉方向盤、油門、剎車、排檔等裝

置，幾乎全靠機器自動運轉，唯一手動操控為緊急停止或前進。此外，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Z4NUJb 

(圖2)無人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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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表格內的Google： http://goo.gl/YnrLOh 
圖1：http://goo.gl/khL7zi 
圖2： http://goo.gl/iZtaak 

揭曉2014最重要的科技發明 

所調整，像是比起石油更依賴電力、 

所有和「司機」相關職業將面臨人力資源大地震。另一方面，美國許多

州極看好無人駕駛車，已率先修州法，如加州、佛羅里達州等已開始實

行無人駕駛車的法律以及發行無人駕駛車之駕照。而谷歌的無人駕駛車

預計在2017到2020年之間將推出，你能想像在不久的將來，當車上人全

部睡著，車子仍持續安全行駛嗎？那將成為未來馬路上的一抹風景。 

 

谷歌的無人駕駛車仍在測

試階段，像是成受不了雪、

大雨所擾又或者不會自已

停車等問題仍層出不窮，

這也是奧迪、TOYOTA

及Lexus合作大廠共同努

力的目標。目前的無人駕

駛車為電動車，也預示著 

能源及產業結構方面會有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xuweIX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Z4NUJb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YnrLOh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khL7zi
http://goo.gl/iZtaak
http://goo.gl/iZtaak
http://goo.gl/iZtaak
http://goo.gl/iZtaak
http://goo.gl/iZtaak
http://goo.gl/iZt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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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2/14日《Business Insider》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報導《OPEC 

Is Not In Control》（失控的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多樣數據呈現出目

前國際油價的趨勢，並描述該情況對於全球的影響。 

－－－－－－－－－－－－－－－－－－－－－－－－－－－－－－－

背景資料：國際油價大跌到5年新低，國內外石油界人士分析不單純是

「供需」之影響，背後涉及複雜的「政治較勁」，一時之間，陰謀論四

起，不少人開始對此懷疑，認為背後有著不可告人的原因。 

[YG4A 方怡雯 /編譯] 

《Business Insider》 

國際油價跌慘慘，全球影響也很慘？ 

 

(圖1) 2014布蘭特原油（Brent oil）與西德克薩斯
中間基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價格。 



19 

世界觀點 

  談陰謀論前，先由較簡單的供需面及經濟面分析油價走跌之因。全

球各大經濟體，只有美國獨強，表現良好；歐盟陷停滯；日本掉到衰退；

中國成長走緩；新興市場表現亦不佳，整體對原油的需求下降。石油輸

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

OPEC）預計明年石油的需求量將降到三十年來最低，若不降價求售，

將難以維持收支平衡。因此決定不減產，準備打一場經濟戰爭。 

  此外，成員國之一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在OPEC會議中就告訴

其它國家：「我們必須對抗美國頁岩油的衝擊。」沙國的目的很清楚：

先打落油價修理並淘汰高成本生產的汰頁岩油廠商，再讓油價上升；對

沙國、OPEC而言，這才是可「長治久安」之計。美國選擇忍受也接受

此一結果的原因，也是有其盤算，因為低油價可重創美國敵手俄羅斯、

委內瑞拉、伊朗等國家的經濟與政府財政。 

(圖2) 世界石油需求量與非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供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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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3) 俄羅斯與美國的政治政治角力戰。 

  經濟發展專家一致認為，俄國經濟過度倚賴石油與天然氣出口，沒

有做到多元化發展，導致國內經濟灰頭土臉。俄國必須在油價超過104

美元以上才能維持財政平衡，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不平地

說：「石油價格不是以市場為基準，而是摻雜了很多國家的政治因素。」

同時也在18號的記者會上表示，政府未來可能降低社會福利支出，並調

低經濟成長預期。但他強調，頂多再過兩年，俄羅斯經濟就會谷底反彈。

但現實生活中，人民大量將盧布兌換成美金，並且因為通貨膨脹而進行

採購；許多國際的品牌也開始停售甚至撤出俄羅斯。 

  俄羅斯今年3月併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

4月強力介入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動亂，導致美國與歐盟聯手祭出經貿

與外交制裁。像是禁止歐盟28個成員國的企業對克里米亞進行投資，也

不得出口運輸、電信、能源領域的商品與科技。普京承認，盧布貶值有

25%至30%要歸於這些制裁措施；並指控美國與歐盟企圖搞垮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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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j6lrqI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0BmvG5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UCYJ3T  
http://goo.gl/dGQf2h   
 

圖片來源： 
圖1、圖2：http://goo.gl/EOqCaf  
圖3：http://goo.gl/2XrpIb  
圖4：http://goo.gl/t9SQ6X  

世界觀點 

(圖4) 莫斯科中央交換辦公室外面，行
人走過12月16日外匯板，美金與歐元

對俄羅斯盧布 

下了買油的外匯支出，通膨壓力降低也讓央行有更大的寬鬆空間以提振

景氣，人民更是直接受惠。 

  但是中經院院長吳中書指出：「我們最擔心的是說，當俄羅斯的經

濟不穩定所引發一些金融上問題，是因為他外債高，所以擁有他債務的

金融體系是來自世界各國，而這種金融體系的動盪會造成我們經濟成長

稍微受到壓抑。」由於歐洲是台灣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俄羅斯的經濟動

盪會間接影響台灣的出口表現，因此還是有負面影響的可能性。 

  當多數人還在懷疑世界會不會

走向「新冷戰」時，其實「經濟戰」

早已火熱開打，這包括一連串的經

濟互相制裁、西方對原油價格的影

響、各式各樣的能源貿易阻擾，影

響層面之廣，身為石油進口國的台

灣，低油價有助於降低成本、支撐

經濟增長。對整體國家而言，是省 

http://goo.gl/j6lrqI
http://goo.gl/j6lrqI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0BmvG5
http://goo.gl/0BmvG5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UCYJ3T
http://goo.gl/UCYJ3T
http://goo.gl/dGQf2h
http://goo.gl/dGQf2h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EOqCaf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2XrpIb
http://goo.gl/t9SQ6X
http://goo.gl/t9SQ6X


校外活動快訊 

[XG5A鄭百喬/整理] 

 (圖1) 丹麥工藝大師漢斯．韋格納（Hans Jørgensen We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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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J. Wegner 10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spiration 

觸動之旅：超越啟發，見證經典 

A Touching Journey：Beyond Inspiration. 

「一路走來，我都只保持著一個念頭，那就是──我要做張好椅子。」 

－－－ Hans Jørgensen Wegner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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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60美國總統大選，
漢斯‧韋格納的作品「The 
Chair」被選作電視辯論會
座椅 

  2014年適逢丹麥設計巨擘漢斯‧韋格納

（Hans Jørgensen Wegner，1914-2007）百年

誕辰，日前台北華山文創園區的《漢斯．韋格納

百年特展－啟發》已圓滿落幕，為台灣首次完整

呈現的韋格納展。現在，展覽移師高雄駁二藝術

特區，讓我們一同瞭解他創作的心路歷程、回顧

經典，並向這位設計大師致敬。 

  一生創作超過五百多張椅子的韋格納，作

品屢獲各大國際殊榮及博物館蒐藏，本次展覽

集結各國收藏家的寶貝家具，七十餘件的作品

中亦包含代表作之一－風格簡約、坐起來十分

舒適的「The Chair」，而回首歷史，1950年

美國雜誌《室內設計》（Interiors）曾譽它是

「世界上最美麗的椅子」。此外，1960年美國

總統大選時，更被選作甘迺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與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電視辯論會座椅－此展品由

丹麥名工坊（PP Møbler）為了百年紀念展，

依原始版本特別製作，先前於米蘭、丹麥和英

國展出，現在來到高雄！ 

(圖2) 丹麥工藝巨擘
漢斯‧韋格納 

Hans J. Wegner 10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spiration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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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大師漢斯‧韋格納（Hans J. Wegner）的圓
環椅連丹麥女王也愛不釋手 

  高雄場展出的是韋格納二次大戰後

代表性的成名作，展品出自大師合作逾

半世紀的夥伴PP Møbler工作坊－－工

藝細膩、凡事講究的PP Møbler深獲韋

格納信任，件件皆以手工打造大師作品，

延續極品工藝，妥善還原精心設計，以

及保留細膩手作的溫度。 

  展覽除了各種名椅作品，

令人為之驚豔的還有大師設

計的桌子，如1953年為匹配

The Chair所設計的「建築

師 之 桌 」 （ Architect’s 

Desk），精銳的鋼鐵線條結

和木頭雕刻，呈現細緻工藝

之優雅。 

(圖5) 建築師之桌（Architect’s Desk） 

Hans J. Wegner 10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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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韋格納自宅的休閒旗繩椅「Flag 

Halyard Chair」，他曾說: “We must 

be careful that everything doesn‘t get 

so dreadfully serious. We must play - 

but we must play in a serious way” 

他認為在他的工作過程中，「玩耍」也

是必要的。 

(圖9)、(圖10) 讓丹麥國王King Frederick IX心甘情願等上兩年的侍從椅「Valet Chair」 

(圖7) 享受被熊緊緊擁抱的舒適感－－

相傳這張泰迪熊椅「Teddy Bear Chair」

讓國際影星布萊德．彼特（Brad Pitt）

舒服地睡著 

Hans J. Wegner 10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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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http://goo.gl/muyVt0 
圖4：http://goo.gl/muyVt0 
圖5：http://goo.gl/7AZdx6 
圖6：http://goo.gl/7AZdx6 
圖7：http://goo.gl/7AZdx6 
圖8：http://goo.gl/7AZdx6 
圖9：http://goo.gl/muyVt0 
圖10：http://goo.gl/7AZdx6 
圖11：http://goo.gl/92PSxF 
 
 
 
 
 

資料來源： 
http://goo.gl/rhtyGF 
http://goo.gl/desomB 
http://goo.gl/MTUSSE 
http://goo.gl/d3JkD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XEEGHA 
圖2：http://goo.gl/mULW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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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丹麥工藝巨擘漢斯‧韋格納 

漢斯.韋格納 百年特展 - 啟發 

展覽期間：2014.12.27（六）－2015.01.25（日） 

展覽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8:00；週六至週日 10:00-20:00 

展覽地點：駁二藝術特區B6蓬萊倉庫 

官方網站：http://WWW.WELLWOOD.TW 

  名揚四海的韋格納一路走來始

終懷抱初衷，堅持扮演好工匠的角

色，悉心打造每一件作品，而功成

名就的他態度也十分謙和－ 1997

年，日本大阪（おおさかし）第八

屆國際設計大賞頒獎典禮上，請他

的夫人代讀獲獎感言「我的作品並

不是什麼藝術品，就是日用工藝

品。」他認為：當人們坐在我的椅

子上，這張椅子才算是個完成品。 

Hans J. Wegner 10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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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轉英文，一圓我的美國夢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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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前的暑假，就讀文藻五專西文科的我踏上歐洲的土地，在西班

牙展開為期兩個月的遊學生活。雖然只是短短60天，但在西國的每分每

秒都令我難忘。在那裡我不但西文能力大幅進步，也體驗了當地的生活

與文化。於是在今年，升上二技，轉為英文系的我，決定更進一步挑戰，

申請來美國交換一學期，也一圓我的美國夢。 

  說起美國印象，一般人腦海中浮現的應該都是紐約和洛杉磯等高樓

林立交通繁忙的大城市，但我所選擇的交換學校是位於中西部愛荷華州

的史東姆湖，這裡是個以農業為主的淳樸小鎮。有別於大城市，這裡放

眼望去都是農田，距離學校開車10分鐘的距離有一間Wal-Mart，是當

地居民添購日常生活所需的最好去處。這裡的學生常常開玩笑說Wal-

Mart就是他們的百貨公司了。 

西文轉英文， 
 一圓我的美國夢 

[YE4A 陳逸柔/報導] 

(圖1) 校園四季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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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Buena Vista University 
舉辦的活動ex.拼布，彩色派對，
聖誕晚餐 

西文轉英文，一圓我的美國夢 

  這樣的環境對於從小在都市長大的我來說真的有些不習慣，不過後

來我發現，因為不像大城市有那麼多的娛樂，這裡的學生生活中心就是

校園，因此大家的關係都很好，時常走在校園就會有人熱情地向你打招

呼。而學校也會時常舉辦像是演唱會，賓果遊戲，聖誕晚會等各種大大

小小的活動，這些都是可以認識新朋友，拉近與當地學生距離的好機會。

而且因為是農業城鎮，這裡的空氣清新，風景也美得像畫一樣。學校附

近就是一座大湖，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變化不同的風景，有閒暇時間時

我們就會去湖邊走走玩耍，享受著不受時間拘束的人生。久而久之你會

愛上這裡的步調，這裡的親切，這裡的生活。這就是史東姆湖鎮的魔力。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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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American Culture戶外教學與莊園主人合照 

西文轉英文，一圓我的美國夢 

中西部文化體驗 

  在我來交換的這所Buena Vista University，他們有專門為交換學生

開了一堂American Culture課程，目的是為了要讓我們透過每周的校外

教學及課程，深入認識美國文化、了解美國人的思維模式及他們的生活

態度。每周我們的老師都會安排我們去不同的地方，藉由親身體驗、動

手做、鼓勵我們勇敢嘗試新事物，讓我們體驗美國文化，並進而反映出

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的了解。藉由這堂課，我們一群交換學生跑遍了整個

愛荷華州，到處體驗一些可能連美國在地人都沒體驗過的事物，像是駕

駛牽引機或黃豆採收車等大型機具、跟著瘋狂的群眾一起看冰上曲棍球、

親手做餅乾及拼布、野放猛禽救援中心的老鷹、參觀警局和美術館等大

大小小的活動。我們在這堂課中確實執行了「做中學」的精神，而每周

一次的戶外教學也成為我們在這裡面臨沉重課業壓力的小解脫，就像在

餓得發慌時眼前突然出現一個杯子蛋糕一樣令人振奮以及期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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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轉英文，一圓我的美國夢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在美國的教育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環，而每位教授在教學

過程中都會將這個精神完整的融入到課程中。在美國，課前預習及課後

複習是很重要的，因為老師的職責並不是在課堂上帶著學生一字一句的

去了解、講授，而是為學生解答他們在課本上自行閱讀但看不懂的部分，

這同時並凸顯出學生必須主動提問的重要性。美國的教授都會期望看到

學生主動的學習，像是在課堂上踴躍發言、有問題馬上發問，並且他們

非常鼓勵學生要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果有學生對於教授授課的內容

存疑的話，教授們會與同學一起討論或是來場辯論賽，這種方式是讓學

生及教授都有思考的空間，不會被侷限在只有特定答案的世界裡。 

  雖然來美國交換只有短短的半年，但這是我成長最多的一學期，除

了英文能力增加，這趟美國行也讓我更獨立，視野更寬闊也對於未來更

有想法。而在過程中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好朋友，參與了很多不同

的活動，認識了很棒的室友，並且在感恩節時還邀請我去他家體驗真正

的火雞大餐。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無法體驗到的事物。我很開心也覺得很

幸運能有個樣難得的機會。距離回台灣的日子越來越近，我會更加珍惜

在這裡的時光，並且期待著重新踏上這塊充滿回憶的美好土地的那一天。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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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地中海曾經變成沙漠嗎？ 

 

 

   

[XE3C 陳逸庭/編譯]  

(圖1) 地中海、大西洋與直布羅陀海峽 

你知道地中海曾經變成沙漠嗎？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你知道這樣的事在五百萬年前確實發生過嗎

？那時，地中海成了大陸包圍的內海；海水的蒸發使得地中海逐漸乾涸

，地中海慢慢變成了鹽水湖、沼澤、最後成為一片荒漠。來自荷蘭烏特

勒支大學（Universiteit Utrecht）的Wout‧Krijgsman和他的同事們已

經完成了一套理論，可以清楚的解釋地中海在歷史上乾涸的原因。 

距今1500萬年前，地中海一直是從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開闊海面。

其後，沙烏地阿拉伯和歐洲的板塊碰撞切割了地中海與印度洋的聯繫。 

若是地中海與大西洋的連接道─直布羅陀海峽遭到阻礙時，整個地

中海海水都將蒸發，最後，地中海將成一片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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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地中海曾經變成沙漠嗎？ 

(圖2) 歐洲足球聯賽標誌 

        這些海洋學家們找出海底的沉積物，發現裡面的化石數量非常少，

但卻有很多厚厚的礦物質層。他們認為這些礦物質層（例如海鹽與石膏）

是海水蒸發時所留下的產物。 

(圖2)世界主要海洋地殼 

  到底是什麼讓5百萬年前的地中海有這樣的變化？要回答這個問題，

科學家必須知道這些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點，才能那時地球有的重大變

化做連結。在「自然」（Nature）雜誌中，Wout Krijgsman和他的同

事們表示，那時似乎正是新的海洋地殼變動的時候，因此，直布羅陀海

峽也在那時被新的海洋地層推擠。 

        按理來說，他們所發現的礦物質層應該差不多有12公尺厚；但事

實上他們所發現的礦物質層厚達幾公里，這代表地中海的海水曾經乾

涸，又再度被填滿，然後又乾涸的重複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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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直布羅陀海峽周圍景觀 

        地中海本來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溫暖海區和鹽分最高的海區之一，靠

著直布羅陀海峽，地中海不斷地把自己溫暖的高鹽分海水送到大西洋，

同時，大西洋也把它的比較寒冷的低鹽分海水送進地中海，以此維持地

中海海水的平衡。直布羅陀海峽一封閉，導致地中海鹽份多於水份，最

終乾涸。 

  今後地中海的命運為何？有人認為，地中海正處於萎縮期，面積不

斷在縮小。一旦地中海萎縮到使直布羅陀海峽封閉的程度，也許還會出

現幾百萬年以前曾經出現過的乾涸局面。 不過那也是幾百萬年後的事了。 

 

你知道地中海曾經變成沙漠嗎？ 

  過了一段時間，地殼又再一次變動，直布羅陀海峽重新開啟，大西

洋的海水也重新灌入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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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圖5) 地中海美景 

資料來源：  
http://goo.gl/mZlrQb  
http://goo.gl/rqsZzo 
 

  不論結論如何，地中海都將繼續帶給人們數不盡的美和無限的謎。 

你知道地中海曾經變成沙漠嗎？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OuilCc 
圖2： http://goo.gl/Hy87qD 
圖3： http://goo.gl/AoF2Qj 
圖4： http://goo.gl/HiIbty 
圖5： http://goo.gl/Y5RAr5 

http://goo.gl/rqsZzo
http://goo.gl/OuilCc
http://goo.gl/Hy87qD
http://goo.gl/AoF2Qj
http://goo.gl/HiIbty
http://goo.gl/Y5RAr5


要命的歌德學院 

[UG1A 葉宛恩/整理] 

Fack ju Göhte   歐洲影劇賞析 

Fack ju Gö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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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電影《去你的歌德學院》(Fack ju Göhte) 



Fack ju Gö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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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被譽為2013年德國最賣座的電影，橫掃德國21.5億台幣票房，六百

萬德國人因此走進電影院。由2013年德國最佳票房電影《土耳其入門語》

導演波拉．達格拉特金（Bora Dagtekin）一手包辦編導，《天使聖物：

骸骨之城》艾利亞斯．穆巴瑞克（Elyas M’Barek）以及《香水》

（Karoline Herfurth）卡洛琳．荷芙斯（Karoline Herfurth）領銜主演。  

  剛從監獄出來的澤基穆勒（Zeki Mueller），一心想找到進監獄前

拜託朋友所藏的一筆贓款，跟著贓款袋裡的衛星雷達來到歌德綜合高中

（Goethe Gesamtschule），但卻發現當初的藏匿地點，已變成學校體

育館，為了拿回這筆錢，澤基決定佯裝成代課老師、潛入學校教書；在

陰錯陽差下，他順利應徵上為期兩個月的代課老師，並且還得到不錯的

薪資價碼。 

歐洲影劇賞析 

(圖2) 電影主要角色演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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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澤基開始了他的「搶錢大作戰」，白天的他是學校的代課老

師，晚上的他則是前科累累，一心只想著錢的出獄犯；直到他被滿腔熱

血的新老師莉西．施娜伯史黛特（Lisi Schnabelstedt）發現他的真實身

分，在條件交換下澤基被迫去教導全校最令人頭疼的班級－10B，學生

上課跑給老師追、處處跟老師作對，本來對學生只是想交差了事的澤基，

也因為受不了攻擊，開始以暴制暴、還擊。 

        同時，澤基也在學生的身上，看見了當年的自己，是多麼無知、愚

蠢；為了不讓學生，步上自己的後塵，澤基決定改變這些學生的未來。

他跳脫課本的內容，鼓勵學生參加話劇比賽、加入科學實驗班等，甚至

親自帶學生去體驗酗酒、吸食大麻者的生活模式。冥冥之中，澤基對這

群學生產生了情感，他開始把學生視為他身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歐洲影劇賞析 

(圖3) 左為女主角莉西．施娜伯史黛特，右為男主角澤基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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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介紹 

         出生於1978年10月27號德國漢諾威

（Hannover）波拉．達格拉特金（Bora 

Dagtekin）是一名土耳其裔德國人，以小

說家及編劇家聞名，其中最為熱門的電視

劇非《土耳其入門語》莫屬。《土耳其入

門語》為一系列的喜劇小說，內容描述德

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孩與土耳其裔的單

親爸爸同居的故事，兩人分別帶著一兒一

女，組成了混亂熱鬧的大家庭，也因為文

化不同、習慣不同，產生了不少笑話。該

劇也因為太過於熱門而版權出售超國七十

多國，甚至最後翻拍成電影版。 

歐洲影劇賞析 

(圖4) 導演波拉．達格拉特金 

(圖5) 導演波拉．達格拉特金與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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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影劇賞析 Fack ju Göhte   

  筆者利用高中畢業後的閒暇之餘，將這部電影欣賞完畢；那時候正

是12年國教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時候，新聞媒體不斷報導學生因為作文差

一級分，而錯失第一志願學校，筆者也不斷地在思考12年國教的真正意

義在哪 ？ 

  而12年國教真正的意義是在於「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增加國家競

爭力」，但我們所看到情況卻不是如此。筆者認為中後半段的學生，更

應該是我們所關注的焦點，提高中半段學生素質，讓學生在學習上不會

有挫折感。就像電影裡的澤基一樣，不會因為學生的「日常表現」，而

有所放棄。筆者在這裡也期許，所有文藻人秉持著Serviam，不會因為

服務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對待，同時也希望台灣的教育制度能愈

來愈好。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Wcily 
圖2：http://goo.gl/8lNFB2 
圖3：http://goo.gl/UkrMWE 
圖4：http://goo.gl/B4v0WP 
圖5：http://goo.gl/5Ymx9n 
 
 

資料來源： 
http://goo.gl/aKOsAB 
http://goo.gl/5CYPTn 
http://goo.gl/oWZgA9 

觀後心得 

http://goo.gl/AWcily
http://goo.gl/8lNFB2
http://goo.gl/UkrMWE
http://goo.gl/B4v0WP
http://goo.gl/5Ymx9n
http://goo.gl/aKOsAB
http://goo.gl/5CYPTn
http://goo.gl/oWZgA9


[YG4A 林佳緯/整理] 

Stridens Skönhet Och Sorg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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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與哀愁 
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Stridens Skönhet Och Sorg 

他們稱自己為失落的一代， 

但你會在這裏面找到自己的故事 

《紐約時報》 

(圖1) 《美麗與哀愁》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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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

轉變。對亞洲，甚至對臺灣來說，

或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開始；然而

對當年處在激烈戰火中的歐洲各國

來說，卻是一場災難。 

  二十二位來自法國、德國、奧

匈帝國等國家，擁有不同的一戰背

景的人們，各自用日記、信件或是

口述，敘述著他們所看到的一戰。

這些人有的一開始默默無名，戰後

成了英雄；有的曾是貴族；有的戰

後精神崩潰。當然，死神也臨到某

些人的生命中。經歷這場戰役的二

十二個人，他們的生命因此而多了

痛苦、悲傷或是開心、美麗的片段，

一起透過這本書，看見最真實的一

戰印象，感受那樣的美麗與哀愁。 

內容簡介 

(圖2) 《美麗與哀愁》原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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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ezm03  
圖2：http://goo.gl/o3zzfh  
圖3：http://goo.gl/ESGgFr  

資料來源： 
http://goo.gl/eezm03 
http://goo.gl/lU9zbi   

  在《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中，讀者不僅可以讀到

不同人物的故事，也能體會到除了討論一戰的開始、經過、結尾外，那

些小人物的特別經驗。這讓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僅是一件歷史事件，對當

時的人來說，是沒有預期會發生，卻如此慘痛的一件生活事件。除了文

字外，書中也附有敘述者的照片，以及真實的一戰影像，讓讀者能夠真

真切切地體會一百年前的歐洲。旁觀者清，而身在戰火之中的人，又是

怎麼解讀這場戰爭，怎麼看待眼前所發生的事實呢？ 

作者介紹 

(圖3) 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 

  出生於1957年的瑞典，是位作家也是歷

史學家。於 2008年起於瑞典皇家學院

（Swedish Academy）擔任主任秘書，該

學院每年負責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彼得‧英

格朗一生致力於戰爭報導及文學，曾擔任過

戰地記者，獲獎無數。其針對波爾塔瓦會戰

（Battle of Poltava）的著作獲得非常大的

迴響。 

http://goo.gl/eezm03
http://goo.gl/eezm03
http://goo.gl/o3zzfh
http://goo.gl/o3zzfh
http://goo.gl/ESGgFr
http://goo.gl/ESGgFr
http://goo.gl/eezm03
http://goo.gl/eezm03
http://goo.gl/lU9zbi
http://goo.gl/lU9z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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