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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3學年度第2學期，歐盟園區電子報歷經寒假的沉潛後，今日發行本
學次的首篇電子報。 
 
歐盟和希臘間的糾葛看似逐漸明朗卻又未完全開朗，如同烏雲旁鑲著
銀邊，有些人眼中看見烏雲密佈，而在有些人心中則又期待著撥雲見
日。 
 
在歐盟經濟局勢未明朗之前，《歐盟學術專欄》中所報導的陽光動力
二號（Solar Impulse2，簡稱：IS2），則成功地達成人類史上第一次
以太陽能飛行全世界的目標，代表著綠能科技的里程碑! 
 
然而，正當大家歡心鼓舞地傳播Solar Impulse2的壯舉時，執委會則
瞭解到並非每件事情都需要被寫入歷史中，為尊重人民的「被遺忘權
（Right to be forgotten）」，歐盟正想方設法，努力讓「What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stays in the past」。 
 
想遺忘的事情很多，想切割的內在情感外在事物也時時糾纏著我們，
但所有非自願的選擇都是不人道的，如同仍存在於現今社會中的FGM
手術（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女性生殖器官切除），將自然的
贈與視為需盡快收服的洪水猛獸，抗爭仍持續進行中，只要我們仍視
著想要改善這個世界，它永遠都會是最好的時代。 
 
而這樣的時代中，有著精采絕倫的藝文活動，如「SUTRA空間」和特
派記者在德國的生動遊記；當個人生命的格局大到足以撼動人心，後
人更會執筆紀錄妳/你的獨特故事，如同描述美籍奧運選手Louis 
Zamperini受俘故事的傳記《永不屈服》（Unbroken）般，在時間流
轉中仍持續觸動讀者。 
 
很高興能藉由電子報的發行，與各位讀者開始充滿無限可能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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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使用反恐全力，屏蔽五家網站 

http://goo.gl/t0zQ9t  (BBC中文網 3月17日) 

 

 希臘總統下周訪德，紛爭有望解決？ 

http://goo.gl/MbgH4s  (德國之聲 3月16日) 

 

 歐盟：對伊朗核談仍有障礙須克服 

http://goo.gl/DRmrgn   (大紀元 3月16日) 

 

 烏克蘭衝突：普京「曾凖備拉響核警報」 

http://goo.gl/GnhHMV （BBC 中文網 3月15日） 

 

 著作等身 英奇幻文學大師普萊契辭世 

http://goo.gl/4esx3S  (大紀元 3月13日) 

 

 挪威罷工：沒有贏家 

http://goo.gl/QOBlwr  (大紀元 3月11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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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債危機：德國同意延長希臘援救項目 

    2015年2月28日，德國國會通過一項影響未來歐盟與歐元區經濟政策

走向的重大決議，多數德國政界人士同意延長希臘援救項目直至今年6

月。同時希臘也在該提案中獲得最後一筆高達150萬歐元的援助基金。

為此雅典政府已提出一份改革措施報告，往後將強力打擊逃稅、走私與

貪污等問題，並加強對希臘富商的徵稅執行力。 

[YG4A 鄒人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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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5年2月27日德國國會表決通過延長希臘救助項目 

    此次表決有541名議員同意通過，32人持反對票，13人棄權。儘管德

國政界多數同意延長援救，仍有許多人對於希臘繼續留在歐元區抱持疑

慮態度，認為將對歐盟與德國造成傷害。德國新選項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黨主席路克（Bernd Lucke）認為希臘雖提出改革措

施，卻沒有標明確切數據與計畫時間，未來希臘危機依然無法得到妥善

的解決。 

歐債危機： 
德國同意延長希臘援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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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政府表示感激，但人民不買單 

    對於此次表決結果，希臘總理齊普拉斯（Αλέξης Τσίπρας）表示非常

感激德國議會給予信心，並承諾希臘人民將會努力工作，且會確實實施

改革措施。然而這番言論卻違背了當初希臘選舉時執政黨曾向選民許下

的「拒絕緊縮計畫」，並且放棄改革的承諾，使得部分希臘左翼聯盟的

支持者走上街頭抗議。 

(圖2) 希臘左翼聯盟走上街頭 

德國民眾僅有21%同意此項決議 

    除了德國新選項黨始終對於希臘援救計畫保持懷疑態度，德國許多媒

體也對於歐盟持續援救希臘感到不滿，關於此次決案的報導多數表示不

樂見，並抗議此項決議；根據調查，僅有21%的德國民眾同意持續救援

希臘。 

歐債危機： 
德國同意延長希臘援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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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希臘政府應該表現誠意 

(圖3)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Αλέξης Τσίπρας) 

    目前希臘歐債危機再次得到暫時解套。然而此次決議並非解決所有問

題，只是給予希臘政府更多時間。德國期望希臘能夠確實改革並改善國

內經濟亂象，以贏得外界的信任，並且秉持著歐盟精神，攜手維護歐盟

這個大家庭，一起度過眼前的危機。 

資料來源： 
http://goo.gl/VeL0sZ 
http://goo.gl/WDLhxr 
http://goo.gl/9jGGM3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lbXGeg 
圖2: http://goo.gl/MrJ13F 
圖3: http://goo.gl/gfNcTO 
 

歐債危機： 
德國同意延長希臘援救項目 

http://goo.gl/VeL0sZ
http://goo.gl/WDLhxr
http://goo.gl/9jGGM3
http://goo.gl/lbXGeg
http://goo.gl/MrJ13F
http://goo.gl/gfN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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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3C 桂敏瑄/整理]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銀）總裁德拉

吉（Mario Draghi）周四（5日）在塞浦勒斯召開記者會宣布，9日起正

式啟動  1.1 兆歐元的刺激計畫。其中量化寬鬆行動（Quantitative 

Easing, QE）第一階段的計畫是，每月將以600億歐元（約台幣2兆934

億元）買進債券，希望可藉此結合低油價，收復消費者信心，達到提振

成長與通膨的目的。另外，除了購買各國主權債券外，還將會購入資產

支持債券（ABS）和資產擔保債券。且QE將持續直到通貨膨脹穩定於

2%。消息發出後，歐元對美元匯價因此下滑到11年來最低點，歐洲主

要股市則同步走高。 

(圖1) 歐銀總裁德拉吉(左)宣布9號正式啟動「QE」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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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在2009年因隱瞞債務赤字而爆發財政危機，為了向歐盟（EU）、

歐洲央行（ECB）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三巨頭」借款大筆

的紓困金，希臘必須達成嚴格的財政緊縮要求。如今，希臘人面對的是

超過1/4的失業率、減半的工資和大不如前的社會福利。這些生存壓力

使希臘人民的處境更加困苦，而也是因為這樣的背景，主張反對撙節、

承諾償還債務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得以贏得民心，於今年一月獲

選為希臘國會最大黨。 

(圖2、3) 希臘樽節政策奪去了許多人民生存的希望    左圖為一名臨時遭解雇的員工

威脅要跳樓，右圖為一名愛滋病患者因國家醫療系統減少開支而失去醫療保障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不過，並不是所有與會者都為此會議成果感到滿意，根據賽普勒斯

媒體報導，會議過程中希臘記者因不滿遭到冷落而中途離席，為會議添

上不少緊張氣氛。而德拉吉也表示，在希臘與歐盟討論出完整的債務處

理協議前，雅典都將無法參與這次的購債行動。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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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齊普拉斯獲勝後承諾  將償還債務並贏回希臘的尊嚴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新政黨激進左翼聯盟希望廢除1/3的撙節條件，恢復原來的最低薪資

水準及公務員的優渥退休金制度。其財政改革方案強調打擊貪污、逃稅

及燃料、香菸走私，目的是鎖定地下經濟及貪官汙吏，追回國庫收入。

此改革計劃還包括了向富人課的稅，加總後將有望取得高達70億歐元的

稅務。除此之外，領導者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也承諾將耗資近

6,000萬歐元，為窮人提供免費電力，並在膳食補貼計劃上耗資7.5億歐

元。另外，也將會為未承保的失業者提供住房保障和免費醫療等服務，

希望透過這些措施來減緩國內的貧窮現象。 

新政府推改革方針 反對樽節政策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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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新政府的改革政策

也受到不少來自歐洲各國的批評。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齊普拉斯推動

的反緊縮口號讓希臘在歐元區內樹

立了不少敵人，像是也被歐盟緊縮

政策壓制的葡萄牙和愛爾蘭右翼執

政派，因為這些國家的選民也可能

會選舉出一個極端派政黨上臺，大

幅度增加公眾支出，並堅持讓歐元

區其他國家為自己買單，同時也威

脅了傳統黨派的領導地位。 (圖5)  希臘反對黨上街 
抗議新政府與歐盟協議的紓困延長條款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希臘債務問題不但為國內人民造成許多傷害，也對其他歐洲國家

也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先前，當歐盟尚未同意紓困計畫時，國際普遍

的擔憂是希臘將有可能因繳還不出債務而被迫退出歐元區。而對於希臘

退出歐元區的影響，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一種說法相信，沒

有希臘的歐元區將會更加強健，就像通過手術切除毒瘤的病人；另一派

則認為這會對歐元區帶來巨大的傷害。首先是傳染效應，恐慌將蔓延歐

洲，市場會立即懷疑誰是下一個退出的國家。其次，希臘退出歐元區將

會大大損害人們對歐元的信心，歐元將被看成僅僅是一種增強版固定匯

率安排，而非一種真正的貨幣。 

希臘債務情勢對歐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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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w4vYaI 
http://goo.gl/dTYyMB 
http://goo.gl/rnPt0r 
http://goo.gl/EAoTdF 
http://goo.gl/WwbAwY 
http://goo.gl/uqq22h 
http://goo.gl/CTrAc9 
http://goo.gl/H6l3to 
http://goo.gl/X3RGwZ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asiqzP 
圖2： http://goo.gl/X7sJlr 
圖3： http://goo.gl/Lm5hBx 
圖4：http://goo.gl/Bqyzia 
圖5：http://goo.gl/YGYwVm 
圖6：http://goo.gl/bIR1jX 
 

(圖6) 受齊普拉斯鼓舞的我們可以黨領導者伊
格萊西亞斯將目標放在今年底的西班牙大選 

歐洲央行宣布QE啟動  
希臘國債危機當前遭排除在外 

    例如西班牙新崛起的左

派 政 黨 「 我 們 可 以 」

（Podemos），也受到了希

臘激進左翼聯盟勝利的鼓勵，

其 領 導 者 伊 格 萊 西 亞 斯

（Pablo Iglesias）於演講時

提到：「希臘將迎來一位代

表自己國家和民眾利益的領

導人，而不是德國總理梅克

爾的代表。」並表示： 「今

晚，我們在希臘聽到了那個

聲音。我們希望有一天，也

能在西班牙聽見。」 

     在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與準備後，歐盟希望能夠藉著眾所期待的

量化寬鬆政策來振奮歐元區內的經濟，擺脫衰退期。然而，雖然希臘目

前仍礙於債務問題被排除在外，不過只要新政府努力實踐向人民及其他

債權國承諾的政見，並妥善改革國內經濟問題，也將能夠同其他國家一

起進入歐元區的新時代。 

http://goo.gl/w4vYaI
http://goo.gl/w4vYaI
http://goo.gl/dTYyMB
http://goo.gl/dTYyMB
http://goo.gl/rnPt0r
http://goo.gl/rnPt0r
http://goo.gl/EAoTdF
http://goo.gl/EAoTdF
http://goo.gl/WwbAwY
http://goo.gl/WwbAwY
http://goo.gl/uqq22h
http://goo.gl/uqq22h
http://goo.gl/CTrAc9
http://goo.gl/CTrAc9
http://goo.gl/H6l3to
http://goo.gl/H6l3to
http://goo.gl/X3RGwZ
http://goo.gl/X3RGwZ
http://goo.gl/asiqzP
http://goo.gl/X7sJlr
http://goo.gl/Lm5hBx
http://goo.gl/Bqyzia
http://goo.gl/YGYwVm
http://goo.gl/bIR1jX


瑞士團隊－全太陽能飛機 挑戰環球之旅 

綠能科技新突破！將以全太陽能環球的陽光動力二號（Solar 

Impulse2，簡稱：IS2）歷經長達十二年的研發與測試，於三月九號日

出（03:12UTC）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المتحدة العربية اإلمارات دولة  ）起飛，

並在13小時後抵達阿曼（سلطنةُعمان）首都馬斯喀特（ 完成第一，（ مسقط

階段的飛行。航行中完全沒使用任何一滴燃油，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僅以太陽能飛行全世界的偉大計畫。 

 

歐盟學術專欄 

(圖1)陽光動力二號(Solar Impulse 2)首站阿布達比(Abu Dhabi) 

瑞士團隊－全太陽能飛機 
挑戰環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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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5A 鄭百喬/整理] 



歐盟學術專欄 

資料來源： 
http://goo.gl/mKIwDU 
http://goo.gl/T8INzk 
http://goo.gl/0X3ylk 

(圖2) 兩人為了達成任務，每次最多
只有20分鐘的小睡，還會做瑜珈、
打坐和自我催眠以保持良好的狀態 

   

13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Ghp80 
圖2： http://goo.gl/1HrGDa 
圖3： http://goo.gl/FdTdkW 

(圖3)SI2的環球地圖。據稱
從中國飛往夏威夷的班次
最為艱難，除了要飛越太
平洋，駕駛還得獨自連續
飛行五天五夜，對整個團
隊和飛行員都是個大挑戰 

  這項世界創舉預估在未來五個

月內，飛越各大洲，並橫跨大西洋

與太平洋，約500個飛行時數、總共

12梯次的航班由兩名瑞士飛行員皮

卡德（Bertrand Piccard）和博爾施

伯格（André Borschberg）輪番上

陣，他們希望以行動向大家證明：

綠能科技可以改變全世界！ 

   全太陽能環球飛機此驚人之舉源自瑞士團隊的構想，飛行任務的控

制中心設立於摩納哥（Principauté de Monaco），由世界各地的企業和

夥伴們共同大力推行。每段航班之間，不只維護飛機和提供駕駛休息時

間，同時也在當地，向各機關學校和團體宣導潔淨能源，讓我們知道

「環保飛行不是夢！」亦展現了綠能科技的一大進步，以此呼籲世人可

再生能源的重要性－－陽光動力二號（Solar Impulse 2 ）持續飛行中，

想觀看最新進度，或更深入了解這傳奇的故事，請至官網：

http://www.solarimpulse.com/ 一起追蹤吧！ 

 

瑞士團隊－全太陽能飛機 
挑戰環球之旅 

http://goo.gl/mKIwDU
http://goo.gl/T8INzk
http://goo.gl/0X3ylk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KGhp80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1HrGDa
http://goo.gl/FdTdkW
http://goo.gl/FdTdkW
http://goo.gl/FdTdkW
http://goo.gl/FdTdkW
http://goo.gl/FdTdkW
http://goo.gl/FdTdkW
http://www.solarimpul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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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3月10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以一篇＜EU 

Seeks to Tighten Data Privacy Laws＞的報導，敘述歐洲國家在記取美

國史諾登事件的教訓後，美國企業駐歐，因個資問題備受考驗。    

－ － －－－－－－－－－－－－－－－－－－－－－－－－－－－ －
背景資料：近來歐盟的資料保護法案漏洞百出，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歐盟以保

護個資為由，認為非涉及公眾利益的資訊，應授予「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但同時卻放寬了草案原有的約束力。人們往往認為跨大西洋貿易及投

資夥伴協議（TTIP）是個避風港，並將雙方B2C（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對消

費者）在歐盟境內直接交涉視為正當取得個資的管道。隨著Google事件發生而逐漸

惡化，歐洲議會和德國監管機構急著跳出來喊卡，欲推出一套歐盟各國通用的隱私

保護法，只為賦予人民的隱私權多一層保障。 

 

[UE3A 彭千芸/整理] 

《華爾街日報》 
歐盟為資料隱私找良方 

(圖1)被遺忘權聽起來很吸引人，但也需為此權利付上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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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盟資料保護法案的起源 

  為實踐《歐盟憲章》第七條「私生活與家庭生活受尊重」權利，以

及第八條的「個人資料受保護」的權利，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於1995年10

月24日頒布《1995年資料保護指令》（EU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of 

1995），目的是確保在歐盟會員國境內的個人隱私權，以及個人資料的

自由流通。然而，此指令僅為法規框架，歐盟國家依據此框架，將該指

令的概念納入國家法律中，使得每個歐盟國的資料保護法案良莠不齊，

進而讓歐盟整體在施政上障礙重重。 

  歐執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開始修擬此項指令，其

中點修正包括「被遺忘權」、「刪除權」、「歐盟境外資料的管轄權」

等，旨在減輕企業族遵守多國法律的負擔（至少每年可省下23億歐元的

支出），此外這項倡議也將影響網路購物的消費信任度，以及經濟成長。 

2012年時歐盟委員會信息社會和媒體事務委員雷丁（Viviane Reding）

曾說：「17年前的歐洲人用網路的人數還少於1％，如今大量個資在轉

瞬間交換傳送並遍及全世界。」儘管歐盟大多數會員國因受到個資等問

題侵擾，進而支持此草案，但該草案仍待各方深度探討。 

 

 

   

(圖2) 歐盟委員會信息社會和媒體
事務委員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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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盟對資料保護的態度 

  歐洲資訊保護監督官布達賴伊（Giovanni Buttarelli）在今年3月5

日的訪談中闡述，因史諾登事件的發生而記取教訓，近年來歐盟境內在

處理資料隱私漏洞上格外謹慎，而美國總統歐巴馬暗示，只把歐洲網路

資訊鎖在歐洲之中，此舉只為保護歐盟國的國家商業利益，並認為歐盟

的做法有如入井望天。此外歐巴馬也暗示，需放寬2014年所提出的「被

遺忘權」，目前開放歐洲人可刪除網路上、標示個人資訊的連結，例如

可以要求線上叫車服務系統Uber慧手環Fitbit，刪除民眾的購買或服務

資訊。布達賴伊承認法律生效後可能會阻礙言論自由，但現在能做到的

僅是把過去的個資加密，防止所有人都能輕易取得，但事實上這也不代

表這些資料會永遠深埋在網路世界而不被發掘。 

 

原文： 
http://goo.gl/chDdpp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Z12KjT 
圖2： http://goo.gl/eUYUvT 
圖3： http://goo.gl/udJjPS 
 

(圖3)布達賴伊在2014年比利時布魯塞爾
舉 辦 的 IAPP 的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資料保護大會上發表演說 

資料來源： 
http://goo.gl/rzra2P 
http://goo.gl/sWMx4O 
http://goo.gl/dXtWUA 
 

http://goo.gl/chDdpp
http://goo.gl/chDdpp
http://goo.gl/Z12KjT
http://goo.gl/eUYUvT
http://goo.gl/udJjPS
http://goo.gl/rzra2P
http://goo.gl/sWMx4O
http://goo.gl/dXtW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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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 方怡雯/整理] 

(圖1) 表演一開始的對峙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who knows the sutra knows it to be thus” 

－Vayu Purana 
 
  “sutra” 字面上直譯為「空間」，在佛教與印度文中可譯為「佛經」

或是「箴言」，而梵文的 “sutra”則意為將事物連結起來的線。看似風

格迥異的中西文化，就這樣被比利時舞者阿里‧薩比特（Ali Thabet）

與二十幾位中國武僧們串聯由心而生的言語。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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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6號、7號、8號連續3天在高雄衛武營演出的SUTRA 空間，是由

比利時編舞家西迪．拉比（Sidi Larbi Cherkaoui）與中國嵩山少林寺武

僧聯手武出藝術的精神面。現場還有來自波蘭的交響樂團量身訂做並演

奏背景音樂，東西文化交匯出煥然一新的饗宴。 

 

         如同舞蹈的旗艦指標吸引各界前來關注。進入舞台與觀眾席的戶外

園區，馬上感受到座無虛席的震撼，在詢問工作人員後，得知來臺巡迴

演出的三場票全數售完，許多觀眾都是特地從北部南下到高雄觀賞全台

唯一的展演。《Sutra空間》巡迴27個國家、55個城市，獲得無數讚賞，

以及五顆星的評價。 

 

(圖2) 武僧在木箱上的蜈蚣拳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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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舞者阿里與小沙彌全是中西舞
與武的結合 

(圖3) 舞者阿里與小沙彌在箱子內的
親密互動 

    開演沒多久，各個武僧獨

自秀出武術本領，從醉拳打到

螳螂拳。而後的溫馨戲碼則是

小沙彌在箱子裡與阿里的互動。

突破東西武藝及舞藝的合一，

柔剛並重舞出小空間的無限可

能。 

    心情由原本的緊張剛硬轉為

放鬆的柔性，其中穿插許多精神

所在。像是武術強身自保的傳承，

又或者是太極的陰陽調和。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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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武僧們穿上西裝與舞者阿里的手語會意 

         比利時編舞家西迪．拉比（Sidi Larbi Cherkaoui）親訪少林拜學武

功並參悟Sutra（佛經）的內涵，體驗無念、無欲、無私、無我、無牽、

無掛的修行歷程，再以身體書寫這部舞蹈箴言。因此「波若波羅蜜多心

經」也出現在表演當中，武僧們不僅雙手合十朗誦心經也用肢體表達其

真諦，不因時空轉換而改變，但要起心動念皆修行。 

         透過人形和木箱的無盡陣列，好似開啟轉變舞台空間的金色鑰匙，

有時木箱像是他們得以隱身、彈跳及打坐的空間，有時也像是駝在身上

的包袱或壓力。時而宛如入定高僧，氣定神閒；偶爾也像是躺在棺木中

的軀殼，無氣無息。於是，最物質性的身體展現出最精神性的空無。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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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舞者與武者的對峙 

  少林武僧的拳法招式，每一刻都在變化；堆疊木箱的舞台空間，每

一刻都在重組。一人與另一人的對峙，一處與另一處的對峙，這就是

《Sutra空間》所欲展開的微型神話學。 

  舞者阿里‧薩比特呈現單人的武術展演，即使出現群舞的編制，也

非對打形式，令每一人僅與自己過招，不因對手存在而展示技藝。這也

謂為自己的敵人永遠是自己的道理。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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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g48D2d 
圖2： http://goo.gl/m4zpud 
圖3： http://goo.gl/1I64V7 
圖4： http://goo.gl/cJ6P9v 
圖5： http://goo.gl/Yt7z2E 
圖6： http://goo.gl/8P694U 
 

  這次在衛武營戶外的演出，特別在舞台外圍搭建互動空間，由英國

知名雕塑家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所設計的大木箱提供

民眾體驗武僧們與木箱的探試與追擊。這回記者也在演出開始前先感受

在歪斜的木箱裡，身體的有限舞動與空間感的壓迫，但同時也能夠製造

安全感。 

(圖7) 記者體驗木箱內的肢體伸展與感受 

歐洲藝術家與中國武僧下棋－SUTRA空間 

資料來源： 
http://goo.gl/W79VLu  

校外藝文報導 

http://goo.gl/g48D2d
http://goo.gl/m4zpud
http://goo.gl/1I64V7
http://goo.gl/cJ6P9v
http://goo.gl/Yt7z2E
http://goo.gl/8P694U
http://goo.gl/W79V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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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臺灣媽寶‧德國馬堡 國外特派記者 

  於文藻五專德語系畢業後，插班轉學進入輔仁大學二年級，進去之

後得知大三可以至德國當交換學生一年，當時的我只有一個想法：「學

那麼久的德文，一定要抓緊機會去趟德國！」家裡剛好也有能力供我出

國一年，因此帶著我的行囊及滿滿的期待出發前往我的夢想之地─德國。 

  我所讀書的城市是屬於黑森邦裡的一座小城市─馬堡（Marburg），

同時它也是一座大學城，整個城市都是屬於馬堡大學，而每個學院都坐

落於城市各地。因為範圍不大，所以坐公車繞一圈大約只要40分鐘，且

搭火車至法蘭克福只需一個小時，非常方便。不過因為是交換學生的關

係，我們必須住在學生宿舍，臺灣學生也都被分散在不同棟，因此我們

的室友都是馬堡當地大學生，每個人有自己的臥室，但廁所與廚房是公

用的，德語稱為WG（Wohngemeinschaft），我房間就像聯合國，有

來自德國、義大利、英國以及希臘和中國……等，但大多數學生都是來

自附近的鄰國。 

[XG42B 雷維仁/報導] 

(圖1) 馬堡最高點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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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臺灣媽寶‧德國馬堡 國外特派記者 

  因為是交換學生的關係，課程都是量身訂做的，所以我們不會有不

能抵免課程的問題，相對的，我們的課程名稱與原本輔大系上相同，只

是由馬堡大學的老師來教，而學生也只有我們輔大學生。但這樣的環境

使我覺得學習效果有限，所以我另外自費報名語言班，語言班分為四級，

第四級結束之後，就是DSH德國入學考試的衝刺班，為期六個禮拜的課

程約430歐元，其實是不小的負擔，多了這份開銷，使我必須刪減旅遊

經費，但我打從心底不想浪費這一年，也只能硬著頭皮拚了！經過語言

檢測後，我被分到第三級，早上九點上課上到一點，下午兩點或三點上

輔大課程，每堂課都為兩小時，也是上六個禮拜。 

(圖2) 於青年旅館認識的朋友 

  除了課程之外，更重要的當

然是認識各國朋友，透過語言班

或是青年旅館，我認識了許多不

同背景的外國人，大多都是信奉

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或是敘利亞

人，身為天主教的我，也藉著這

個緣分，與他們交流彼此信仰的

不同，也了解到原來他們與電視

上所看到的「IS」不一樣，屬於

不同支派。他們除了人很親切外，

也很願意討論彼此的不同，甚至

還特別的跟我說：「不論是否有

無不同理論，我很尊重你們的信

仰。」這讓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及友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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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臺灣媽寶‧德國馬堡 國外特派記者 

  初來乍到時，所有的事務都要自行打理，這裡的方便性不如臺灣，

幾乎每餐都要自己下廚，這對在臺灣不曾進廚房的我，根本是個天大的

考驗！不過直到現在，我已經成為另類的小當家囉！我想這就是磨練吧

吧！來到此地大概有半年了，其實德國沒有想像中的好，甚至有些德國

人對亞洲人還抱有歧視的眼光，這對當除對德國充滿幻想的我來說，反

差相當大，也因而有點失望。不過對我來說，這裡真的是學德文最好的

地方！但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就算來這裡當交換學生，心態若不正確，

回臺灣後也是毫無長進，既然有機會出國深造，就該把握機會好好的學

習，雖然相較之下我們擁有很多放假時間，但語言班已經將我的假期塞

滿，這並不是因為我排斥德國的美，或是對之了無興趣，而是我正在把

握時間及機會，等未來有一番成就，再來更輕鬆自在地體驗這一切。 

(圖3) 科隆旅遊 25 



Do You Know 

Q：你知道FGM嗎？ 
 

 

  閉上眼睛、回想一下六歲的自已，是不是左手拿著喜歡的玩具、

右手拿著最喜歡的糖果餅乾呢？接著，再想像一下，有個陌生人拿著刀

子，硬生生地往你/妳身上的某個部位切一刀，這時候的你/妳有多痛呢？ 

   

  相信許多人對於FGM（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女性生殖器官

切除）一詞，一定感到十分陌生，甚至難以置信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

在我們所生活的地球上。FGM盛行於東南亞、非洲、中東等國家；這些

國家裡，女性的生殖器官被視為不潔淨的東西；小女孩通常從四歲開始

到青春期前，父母親為了對女兒未來的婚姻有所準備，而逼迫她們切部

分除性器官。觀念上，他們深信性器官的切除，有助於降低性慾、減少

性行為，甚至可以作為一個女孩在婚前是否為處女的依據以及婚後忠誠

度的判斷標準。 

 

[UG1A 葉宛恩/整理]  

(圖1) 沾染著血的白玫瑰，象徵女
性生殖器官的切除。 

你知道FGM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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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雖然前面提過FGM大多發生於落後國家，但根據歐洲當地衛生部門、

社福機構及警方等調查發現，歐洲現在仍有部分女性也面臨著相同的問

題。審理過相關案件的法國法院表示，FGM確實可能發生在歐洲國家，

但受害人數的多寡難以估計。2006年2月，諸位歐洲國會議員於議會上

率先提出此議題，呼籲歐洲各國政府應重視此問題；”END FGM 

EUROPEAN NETWORK”正是歐盟所推動的其中一項行動，由AI 

Ireland（Amnesty International Ireland，國際特赦組織愛爾蘭分會）

主導。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議員選舉中，所有候選人中， 355位簽訂了

終止FGM承諾，當中更有106人當選歐洲議會議員。 

(圖2) 抗議者走上街頭呼籲停止FGM 。 

你知道FGM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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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廣播公司BBC也拍攝了一部名為“Stop cutting our girls”的

紀錄片，紀錄英國女演員Zawe Ashton對FGM所展開的一連串調查。她

重回到校園，參加FGM研討會、面對面與FGM受害著談話；她發現在

東倫敦，竟有父母趁著假期期間，將孩子送到非洲進FGM手術。隨後

Zawe也跟隨著這些小女孩的腳步來到非洲，親自照訪居住於肯亞FGM

手術切割者，她坦承確實有英國父母將孩子送來進行切割手術。此外，

Zawe也發現到，當地高達95%的女性都做過手術；該紀錄片已於3月11

號在《BBC Three》播出。 

(圖3)   
根據WHO，FGM可分為四大類 
 
類型一：部分或全部切除陰蒂以及
陰蒂包皮。 
類型一甲：僅切除陰蒂包皮。 
類型一乙：切除陰蒂和陰蒂包皮。 
 
類型二：部分或全部切除陰蒂和小
陰唇，有時也切除大陰唇。 
類型二甲：僅切除小陰唇。 
類型二乙：部分或全部切除陰蒂和
小陰唇。 
類型二丙：部分或全部切除陰蒂、
小陰唇和大陰唇。 
 
類型三：所有外生殖器官（內外陰
唇和陰蒂全部切除並縫合下體。 
類型三甲：切除縫合小陰唇。 
類型三乙：切除縫合大陰唇。 
 
類型四：所有其它無醫療目的的損
害女性器官的手術切除官。 

你知道FGM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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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也於2012年12月20號通過相關決議，呼籲各國、聯合國組織、

非政府組織在每年2月6號時，訂為「殘割女性生殖器零容忍國際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Zero Tolerance to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提高社會大眾意識、採取行動消除殘割女性生殖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 也 於 今 年 零 容 忍 國 際 日 上 提 到 ”Health system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are essential to the wellbeing of societies. They provide 

credible scientific and unbiased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people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violations of their rights.” （衛生系統和衛生

專業人員對各個社會的福祉而言至關重要。他們提供可信的、科學的和

無偏見的信息，可幫助人們保護自己的權利免受侵害。）FGM不僅是一

種徹底違反人權的行為，在方面健康也是一大傷害。根據研究，手術後

的傷口會引起感染，導致囊腫或膿瘡等多種併發症，並提高感染愛滋的

可能。 

“Change can come from anywhere, or anyone.” 

         我們都可以試著改變這個世界，哪怕是多麼微小的地方，讓我們一

起迎向零女性生殖器切割的未來吧！ 

圖片來源: 
http://goo.gl/WS2nfz 
http://goo.gl/8Cig8M 
http://goo.gl/8Fo9pn 
 
 

資料來源: 
http://goo.gl/EEo2DR 
http://goo.gl/mEZ8MO 
http://goo.gl/idJIzr 
http://goo.gl/1Hs6EU 
 

你知道FGM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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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樓怪人 

[HE3C 陳逸庭/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Notre-Dame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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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鐘樓怪人》 
                        音樂劇海報 

  曾被每日電訊報評為「法語世界的歌劇魅影，開啟法國當代音樂劇

之新紀元」的《鐘樓怪人》音樂劇 ，2005年於台灣首演出至今已邁入第

10年。2015年4月將帶著法文版再次盛大演出。經典的法式情懷音樂劇，

結合氣勢磅礡的場景、演員華麗的肢體表演和膾炙人口的歌曲，完美呈

現了人性底層貪婪私慾所擦出的情緒火花。 

Nous les artistes anonyms 

De la sculpture ou de la rime 

Tenterons de vous la transcrire 

Pour les siècles à venir  

我們這些默默無名的藝術家 

用雕琢的意象和詩韻 

試著為你們銘刻生命 

獻給即將到來的世紀 
 

 -譯自《鐘樓怪人》主題曲《教堂時代》 

(Le Temps Des Cathedrals) 

Notre-Dame de Paris 



故事大綱 

(圖2) 《鐘樓怪人》音樂劇劇照-2014年 伊斯坦堡 

歐洲影劇賞析 

  《鐘樓怪人》的故事發生在15世紀。開頭場景在巴黎聖母院前的廣

場，吟遊詩人葛林果利（Gringoire）主持了一場慶祝愚人節的狂歡會，

因為長相醜陋而獲選愚人教皇的巴黎聖母院敲鐘人加西莫多

（Quasimodo）對舞姿曼妙的吉普賽女郎艾絲梅拉達（Esmeralda）一

見傾心。然而艾絲梅拉達卻愛上了皇家侍衛隊隊長菲布斯（Phoebus），

而菲布斯雖對艾絲梅拉達著迷不已，卻已與世家豪門之女締結婚約。聖

母院的主教弗侯洛（Frollo ），亦因覬覦艾絲梅拉達之美，而陷入了宗

教道德戒律與世俗情慾的天人交戰。 

  作者用了一連串愛恨情仇的故事引向悲劇，整齣劇作隱喻專制國家

的殘暴與噩夢，以激烈的善惡對立，凸顯出人性愛恨掙扎的戲劇張力，

是一部值得深思、一看再看的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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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與編劇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ZdcRQ7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dcRQ7 
圖2：http://goo.gl/VTVbC7 
圖3：http://goo.gl/ZdcRQ7 
 

(圖3) 《鐘樓怪人》演員 

歐洲影劇賞析 

製作人‧尼古拉‧斯泰勒（Nicolas Talar） 

  尼古拉從2000年起承襲父親衣缽，擔任鐘樓怪人音樂劇製作人。

2002年，他和父親共同製作音樂劇「Cindy 2002」。迄今，兩人總共製

作了音樂劇、兒童音樂劇共7,000場表演，累積觀賞人次超過1,100萬名。 

編劇/作詞：呂克‧普拉蒙東（Luc Plamondon） 

  原是記者，在參與百老滙歌劇「Jesus Christ」創作後，發掘自Hair

己對音樂創作的熱愛並全心投入。1970年代起，他和多名加拿大與法國

知名藝人合作，曾在兩地獲得最高藝術獎的榮譽。1979年與Michel 

Berger創作歌劇「Starmania」，創下500萬張唱片銷量與300萬觀賞人次

的紀錄，被喻為法國流行音樂歌舞劇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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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4A 林育如/整理]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圖1) 真實故事主角: Louis Zamperini 路
易‧讚帕瑞尼    

“All my life I had always  finished the race.” 
 – Louis Zamperini   

「我人生中從來都沒有放棄過任何事情。」 
－路易‧讚帕瑞尼 

永不屈服： 
一個二戰中關於生存、堅忍和救贖的故事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圖2) 《永不屈服》(Unbroken) 
實體書本 

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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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請想像自己活在人性史上最腐敗的一頁；當軍國主義籠罩強國，不

論你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只要你還活著，就請乖乖做好被徹底折磨的

覺悟… 

  西元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名天賦異稟的美籍奧運選手

路易‧讚佩瑞尼（Louis Zamperini）入伍，參加美國陸軍航空兵團。

兩年後，原本勉強算得上安穩的軍旅生活在5月27號的一次空襲中，發

生了無人預料的巨大轉折－路易所乘的飛機因為機械故障而意外墜落，

機上11人死亡，只有路易和兩名同伴存活。三人坐在橡皮艇上，靠著稀

少的食物存活；明明每天都看得到無盡的大海，卻無法喝到一滴水。在

這樣艱困的環境中，其中一人在漂流第33天死亡。路易則和另一名同伴

「幸運」多漂流數十天後，抵達馬紹爾群島；並直接被日軍俘虜，展開

一生中最慘無人道的地獄生活。其中，和這段磨難絕對脫不了任何關係

的一個人叫做渡邊睦裕（Mutshiro Watanabe），他同時是看守戰俘的

軍官，也是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眼中最為兇殘的40名

日軍戰犯之一。 

  對於路易異於常人的毅力和耐力，渡邊有著異常的熱情並樂於徹底

發揮人類兇殘的一面。在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前的兩年半間，他除

了不斷努力地找路易麻煩外，還千方百計地想要制他於死地。 

  面對隨時尾隨的威脅，到底要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同時穩住呼吸？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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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者: Laura Hillenbrand 蘿拉‧
希稜布蘭德。 

  《永不屈服》（Unbroken）是美國作家蘿拉‧  希稜布蘭德

（Laura Hillenbrand）第二本小說；寫作風格偏於紀錄真人真事，而

非虛構情節。該本書出版於西元2010年，並在2014年由安潔莉娜‧裘莉

（Angelina Jolie）導演成電影。 

(圖4)  作者和路易‧讚佩瑞尼
(Louis Zamperini)的會面。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nDBExd  
圖2: http://goo.gl/9gnEJ2  
圖3: http://goo.gl/pzq74E 
圖4: http://goo.gl/5pDI5l  
 

資料來源: 
http://goo.gl/zZugVe 
http://goo.gl/Kscyq 
http://goo.gl/VdTRpE 
http://goo.gl/Tq7GSI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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