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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學期進行至今已經一個多月，每年的5月-6月，都是歐盟園區

舉辦歐洲日相關慶祝活動的季節，今年的歐洲日將與校外機構和

企業緊密合作，深化歐盟園區與企業、政府機關、法人機構和畢

業校友間的關係，為今年的活動帶來活潑的氣象! 

於藝文活動類，我們已於高雄市文化局和衛武營藝術文化中

心合作，提供有團體購票優惠(註)，更將邀請表演團隊來校舉辦

講座，讓初夏的校園充滿藝文的芬芳。 

於實體的活動籌辦之外，電子報的發行也一直是歐盟園區致

力於歐洲重要議題整理和台歐文化交流的重要產出，希望能粗略

地撿拾起散落於各領域的觀點與視角，彙整於電子報中提供閱報

者不同的資訊。 

本期的電子報內容包含有：亞投行魅力橫掃歐洲各國、二戰

七十年紀念特輯、創新石墨烯燈泡上市、氣候變遷對經濟的影響、

德國影集《我們的父輩》賞析、《希特勒回來了》專書介紹、海

外特派記者專欄、校外藝文報導、日本澀谷區通過亞洲首條婚姻

平權條例等。 

希望你們跟我們一樣喜歡本期的內容！ 

註： 

《2015高雄春天藝術節》購票優惠說明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購票優惠說明 

http://c047.wz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230&Rcg=1
http://c047.wz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230&Rcg=1
http://c047.wz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230&Rcg=1
http://c047.wzu.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228&Rcg=1


 義大利在地中海3天查獲5千多偷渡客 

http://goo.gl/k7ilqj (大紀元 4月14日) 

 

 解放乳頭的冰島 再度證明男女平等是常態 

http://goo.gl/B4V9uP (地球圖輯隊 4月14日)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格拉斯逝世 

http://goo.gl/FH4hlA   (大紀元 4月13日) 

 

 烏克蘭國會歷史性決定：清除共產流毒 還歷史正義 

http://goo.gl/ZP5Uxl (大紀元 4月11日) 

 

 2.5萬人集體控告臉書違反歐盟隱私法 求償4億 

http://goo.gl/k90e7J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4月10日) 

 

 倫敦蓋特威克機場附近發現大量石油蘊藏 

http://goo.gl/6Qfl6n (BBC 中文網 4月9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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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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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魅力橫掃歐洲各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縮寫：AIIB），它是一個開放各國政府對亞洲國家之

基礎建設進行開發的銀行，其目標是優先投資低所得的亞洲國家，如寮國、

緬甸等東南亞國家。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估計，

2010至2020年間亞洲地區至少需要八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然而亞洲開

發銀行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無法供應如此龐大的借貸，因此籌備亞

投行向世界各國招資以支應所需的差額。換而言之，即是中國以經濟攻勢

打亞洲政治意圖戰，但為何吸引看似不相干的歐洲國家進行投資呢？ 

[YG4A 方怡雯/整理] 

(圖1) 去年年底於北京召開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簽約儀式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魅力橫掃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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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截至3月31日，同時也是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向中國

提出申請的國家總數已達46個，頓時成為國際間最夯的話題。而英國是

歐洲首先無視美國的反對而申請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的國家，此背景因

素可追朔至二次大戰結束，歐洲經濟低迷的狀況下，美國在1947年提出

「馬歇爾計畫」，運用130億美援助及穩定歐洲的重建工作，使殘破不

勘的歐洲迅速復興。 

  至於美國持反對意見之由，當然脫離不了其所主導的世界銀行與亞

洲開發銀行出現強而有力的勁敵—亞投行。隨著歐洲強國與其在亞洲的

友邦—澳洲、韓國甚至是臺灣依序提出申請，美國的財政部長路傑克

（Jack Lew）不得不改口表示美國隨時歡迎亞投行的設立。 

(圖2)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意向創始成員，以及擬加入國家和地區的分布情況。海
水藍為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的國家和地區（首批意
向創始成員）。藍綠色為申請並已批准的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家和地區。青綠色
為申請但尚未批准的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家和地區 。黃色為宣稱「正在考慮加入」
「有可能加入」的國家和地區 。咖啡紅為宣稱「暫不參加」的國家和地區。灰色為
未表態的國家和地區。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魅力橫掃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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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此議題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歐洲影響力弱化的問題十分嚴重。這

次歐洲並非以「歐盟（European Union）」名義加入亞投行，而是各

國自行決議。這表示歐洲本身內部出現縫隙，無法團結使得對國際的影

響力大幅下降，與美國的互信也基於國家利益而暫時擱置。如果說亞投

行表現的是中國勢力成為主流趨勢，那麼同時也代表歐洲相對弱化問題

的嚴重性不容忽視。 

 

           

 

 

 

 

 

 

  歐洲各國對於加入亞投行均持有正面觀點，像是瑞士表明亞投行的

成立有助於亞洲經濟發展，奧地利也認為亞洲市場的吸引力甚大，在歐

元緩慢成長中帶來另一絲希望。歐洲經濟強國德國與法國抱持樂觀正面

態度加入亞投行，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表示希望借助德國的經驗使亞投行獲得國際的高聲譽並且加

入亞投行具有戰略意義，誰擁有發言權也就同時獲得在亞投行的實質權

力。法國也很關注這方面的動作，像是各國投票權的亞投行董事會股權

結構分配問題。同時對於中國扮演的國際大使角色更是讚賞有加。各國

都將目光投向亞投行籌備的下一步動作，一丁點的風吹草動可能帶來國

際局勢的暴風雨。 

(圖3) 德國財政部長
朔伊布勒（Schäuble）
與中國代表握手表示

加入亞投行意願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魅力橫掃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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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YKxVLo 
http://goo.gl/0dOuhP 
http://goo.gl/tiaBOz 
http://goo.gl/0WOSBQ 
http://goo.gl/CRkVhn 
http://goo.gl/mHMjnS 

 

    當亞洲需要具有豐富經驗的歐洲協助時，弱化的歐洲也藉著亞洲的

崛起在世界的舞台上站穩一柱腳。凡事總有一體兩面，亞投行的創建雖

能夠解決亞洲國家開發所遇到的基礎建設融資問題，但如何進行最有效

的資源分配及利用，將是一道體制上的難題，權力分配不均與官僚機制

可能造成世界經濟體系的癱瘓。這不僅僅是經濟戰略議題，同時可能提

供世界權力遊戲的戰場。暫且不論中國的「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

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的合作理念是否能落實，若

大國之間能夠摒除地緣政治的紛爭，投身公平且效益高的合作，無疑將

能拓展成雙贏的局面。 

(圖4) 亞投行首批創始國簽約完畢合影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0gr7Jj 
圖2： http://goo.gl/7GP5vv 
圖3： http://goo.gl/EU7VvZ 
圖4： http://goo.gl/PtXq4b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魅力橫掃歐洲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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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8 

[YG3A 鄒人郁/整理]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歐洲戰場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歐洲戰場 

(圖1)位於柏林(Berlin)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西元1939至1945年成為了全人類最難以忘懷的日子。長達6年的二次

世界大戰影響了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所有強國皆參與戰事，主要分成

軸心國與同盟國兩派；總計有1億多名軍事人員投入了戰場、5,000萬至

7,000萬人因戰爭死亡。這是人類戰爭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戰爭，同

時各國經濟也因戰爭而衰退。如今已屆時70年，這場殘酷的大規模戰爭

所造成的傷害與影響仍清楚可見，深深地留下印記。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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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起源 

        普遍認為，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進攻波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此次入侵動後，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與自由法國（France libre 

puis France combattante）向德國宣戰。此後納粹德軍發動一連串的攻擊，

佔領了大部分的歐洲土地。戰爭中期後分為軸心國與同盟國，軸心國由納

粹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組和亞洲戰場上的日本

帝國組成；而大英帝國、自由法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比利時、

亞洲戰場的中國及最後加入的美國都屬於同盟國陣營。 

(圖2) 軸心國與同盟國示意圖。 

歐洲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European theatre of World War II）主

要分為西線、東線與南線三部分。西線指納粹德國、自由法國、大英帝

國與比利時的戰爭；東線為納粹德國、蘇聯與波蘭之間的戰事，同時也

是歐洲戰場最激烈的戰區：南線則為義大利、納粹德國、南歐與地中海

地區的戰事。歐洲戰場著名戰役有西線閃擊戰、巴爾幹戰役、諾曼地登

陸等。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歐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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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  Deutsches Reich 

自由法國 France libre 

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納粹德國（1933-1943）及第三帝國

（1943-1945）時期由阿道夫．希特勒

（Aldolf Hitler）及納粹黨改造統治，

成為一個法西斯主義極權國家。於二戰

期間佔領大部分歐洲領土；更因為種族

主義設立集中營，屠殺猶太人。最後於

1945年4月30日投降，希特勒舉槍自縊，

結束了戰爭。 (圖3) 納粹閱兵 

        1940年6月，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所建立的法蘭西國（ l‘État 
français）向希特勒投降，戴高樂逃往英

國，並透過廣播向法國人民號召，說明

法國不可放棄，開始了自由法國運動

（France libre）。1944年同盟國盟軍光

復了法國後，自由法國政體即解散。 
(圖4) 自由法國旗幟 

        大英帝國，或稱不列顛帝國由英國管理統

治，強盛時期稱霸全球。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加

入同盟國戰營，與法國等國家一同對抗軸心國，

是二戰時期不可或缺的強權。二戰結束後因民

族主義興起，殖民地紛紛獨立，大英帝國逐漸

瓦解。大英帝國的皇家海軍聞名世界，曾多次

打贏海上戰役。 
(圖5) 皇家海軍艦隊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歐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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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七十年的今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因人類武器與科學日益精良也造成了更大與永

久的傷害；當時的種族屠殺、化學武器、飢餓、貧窮與死亡等，都令人

們察覺到了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比彼此的恩怨更可怕。二戰後人們開始學

會檢討省思，並重視國家之間的關係。二戰後制定許多相關化學武器與

核武的使用條約，制約彼此，並正視人權與種族問題。也為了在這場戰

爭犧牲掉的無辜生命建立紀念碑，紀念並提醒全人類不可再重蹈覆轍。

為了降低民族國家意識過剩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威脅，歐盟這樣的國際組

織出現，期望能以協商與合作的方式一起共創美好未來。今日的德國與

法國為歐盟的主要推手，他們並非遺忘了曾經的傷痛，反而是承認過錯，

並謹記教訓，而堅持歐盟精神的重要性與價值。日前歐洲各國與歐盟面

臨其他的挑戰；即使如此，期望今後不僅是全歐洲各國，還有全體人類

都能戰勝傷痛，並走向更美麗的未來。 

(圖6) 德國德列斯登
(Dresden)於2014年舉辦的
二戰轟炸紀念活動 

資料來源： 
http://goo.gl/MZemig 
http://goo.gl/XxCHQL 
http://goo.gl/aJinDR 
http://goo.gl/9i6fCR 
http://goo.gl/bgN4at 
http://goo.gl/ilMtLr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FIYYI8 
圖2：http://goo.gl/Wn40sw 
圖3： http://goo.gl/DpK3FF 
圖4： http://goo.gl/aK1Z5u 
圖5： http://goo.gl/QH13Ik 
圖6： http://goo.gl/OtuWuI 
 

二戰七十週年紀念-歐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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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高效能低成本 新型燈泡今年上市  

環保節能的LED燈具有效率高、壽命長、不易破損等優點，早已在

當代社會中取代傳統白織燈泡的地位。然而，其高成本及高售價一直是

讓民眾在選購相關產品時抱有疑慮的主要原因。不過將於今年底上市的

石墨烯燈泡（graphene light bulb），除了擁有更優秀的發光能力外，

價格還有機會低於LED燈，即將為照明技術帶來進一步的革新。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英國財政大臣George Osborne (右)參觀石墨烯燈泡實驗室 

研發者Konstantin Novoselov(左)向其展示研究成果 

石墨烯高效能低成本  
新型燈泡今年上市  

[HE3C 桂敏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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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圖2) 石墨烯結構圖 六角形排列方式就是使其如此堅硬的原因  

石墨烯高效能低成本  
新型燈泡今年上市  

石墨烯（Graphene）是一種由碳原子組成的六角型平面薄膜，只

有一個碳原子的厚度，是目前世上最薄卻也最堅硬的奈米材料，還擁有

全世界最小的電阻率，能提供優良導電能力。石墨烯曾長時間被認為是

假設性的結構，無法單獨存在，一直到2004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Manchester University）的物理學家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

和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Konstantin Novoselov）成功地在實驗中將

石墨烯從石墨中分離出，才證實它是可以單獨存在的，兩位科學家也因

此獲得2010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圖3) 石墨烯研發者Novoselov(中)與

Geim(右)於荷蘭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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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隔短短十一年，同樣的研發團隊就推出石墨烯的第一個商業性用

途產品─石墨烯燈泡。這種新型燈泡屬於可調光燈泡，其使用的燈絲與

傳統燈泡非常不同，它是將LED燈做成燈絲形狀，再將石墨烯塗抹於外

層上，能夠將過多的熱量轉移，預計藉此降低10% 的能源消耗，同時也

可以延長燈泡的使用壽命。另外，由於製作過程需要的材料大多是可重

複利用的，成本也比較低，研發者因此預估消費者將能夠花費相較於傳

統LED燈泡售價更低的金額來購買。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o7PhA0 
http://goo.gl/jLBJMU 
http://goo.gl/mebLHf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m7oWMa 
圖2：http://goo.gl/JUAKIj 
圖3：http://goo.gl/D0JgH5 
圖4：http://goo.gl/nudrCi 
  

(圖4) 位於曼切斯特大學內的 
石墨烯研發中心外觀 

石墨烯高效能低成本  
新型燈泡今年上市  

  許多科學家都看好石墨烯

的發展潛力，英國官方也於今

年三月在曼切斯特大學成立了

石墨烯研究中心（National 

Graphene Institute），目前

已有超過35家公司，將近200

位專業研發人員與其合作，共

同研究石墨烯的其他應用方式，

像是更快速的充電器、有彈性

的觸控螢幕，甚至是輕型飛機

的零組件等等。面對著這樣近

乎無限的可能性，科學家們表

示石墨烯燈泡的發明只是這全

新科技世代的開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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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HE3C陳逸庭/編譯] 

《grist》  
氣候變遷將會為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編按：1月15日非營利環保組織《grist》在網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 How much is climate change going to cost us? 》。與其他文章不同

的地方在於，這篇文章解釋了一些爭議性的論述和假設，從經濟層面、

社會層面等不同面向來探討氣候變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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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 隨著這幾個月以來的海地的大雨、中國的冰雹、美國加州的

旱災、智利的洪水、印度喀什米爾的土石流發生，全球氣候變遷和氣候

災害成為日漸重要的議題。Grist是一個非營利的環保組織，他們希望可

以藉由在網站刊登文章散播關於環境的知識，使大家都有可以改變世界

環境的機會。他們的文章句有深度性和啟發性，值得人深入研究環境與

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關聯。 

(圖1) 中國冰雹 15 



世界觀點 
 

   
  我們將為環境變遷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到底要

付出多少心力才值得呢？我們怎麼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呢？ 

  我們在物理科學的模式中證實了生物系統對環境氣體的變化是有反

應的，接下來，我們將這種實驗模型套用到經濟模式（Economic 

Model）中－也就是整合性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

IAMs），來計算環境溫度的變化對於經濟消耗的影響。 

(圖2) 亞太的綜合評估模型（A-P 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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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物理科學（Physical Science）1曾遭受到質疑，但在歷經許多歷史

事實的證明之下，也大幅減少了外界的質疑。經過越來越多的歷史驗證，

我們對物理科學的預測也越來越有信心；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物理科學

更能精準預測長期的發展。 

  經濟模式2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概念。它們和經濟成長、人口統計

學轉變和科技發展等相互抗衡著，而這些因素連想要做短期的預測都有

其困難。我們預測未來氣候變遷的模型通常只是反映了現在流行的假說；

而環境組織所推薦給政府的政策規劃也通常是建立於這些假說的基礎上。 

  儘管各種物理科學模型中出現了許多趨於密集的天災，經濟模式中

卻認為對於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的影響極小，而這將很難合理化一些鷹派

所推行的減少社會福利、卻解決許多環境問題的活動。 這些「只會對環

境造成小傷害」的論點正是一些氣候懷疑論者（climate skepticism）－

如：比約恩．隆伯格， Bjørn Lomborg ）－的言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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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1：物理科學係指涉及無生命的物質、能量、和宇宙物理特性的科學，例如物理學、
化學、天文學、地質學。（資料來源：http://goo.gl/lmFh9K） 

 
譯註2：經濟模式是指在一定社會形態中，人們的經濟活動應該遵循的規範和準則，是

進行社會價值判斷的依據和理論概括。（資料來源： http://goo.gl/vT79nb） 

http://goo.gl/lmFh9K
http://goo.gl/lmFh9K
http://goo.gl/vT79nb
http://goo.gl/vT79nb


(圖3) 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  

「是的，我們承認氣候變遷是一個問題，但是它造成的傷害沒有其

他的問題大。疾病或飢餓，這些才是我們應該優先解決的問題。」 這個

論點在氣候經濟學家理查‧托爾（Richard Tol）的文章中闡述得已十分

詳盡。他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氣候變遷從長遠來看是一個積聚性的問

題，因此藉由課稅來減一小部分的碳是合理的；但環境並不值得我們讓

社會變得具有侵犯性，或甚至進入戰時狀態。同樣的金錢花費可以解決

更多人類的問題，如乾淨的廚浴設備、瘧疾的蚊帳、或是普通的藥物發

展。這個看法的前提是，整合性評估模型是對的。因此，托爾在介紹了

許多模式的不確定性後，大致接受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的計畫：「雖然這些論證看起來不太完整而且有些薄弱，但

IPCC的確提出了在正常的暖化下（以2075年來說）平均每一個人會覺

得自己好像失去的0.2-2.0%的收入。換句話說，一個世紀的氣候變遷的

嚴重性就如失去一年的經濟成長」。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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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4) 《自然氣候變化（ 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 

  由此可見，戰時或非戰時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其實都是短期的。照此

理推論下去，如果我們只是犧牲了到2075年0.2-2.0%的收入去減緩氣候

變遷，花的成本不是比現有的社會福利還要少得多嗎？ 

  那關於整合性評估模型呢？然而托爾認為，挑戰這些假說並不在經

濟的範疇中：「許多人當然不同意像這種停止使用石油的計畫。他們是

在假設我們應該更關心未來甚於現在，我們應該更看重這種環境上的小

風險，還是我們應該要更關心世界上的窮人？不論怎麼說，這些都是邏

輯上或政治上的辯證，而非經濟。」  這是很可笑的經濟自戀主義

（econo-narcissism）。他認為只有經濟追求的價值是客觀且科學的，

而其他的價值便是過於情感化的。  

  但有沒有其他比較不情感化的理由可以證明整合性評估模型其實低

估了環境（或碳排量）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呢？史丹佛的學者莫耳．狄

亞和德拉凡．狄亞（Moore and Delavane Diaz）在《自然氣候變化

（ 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中的研究中證明了這一點。 

整合性評估模型將經濟成長視為外部變

數。（有些經濟變數是在模型中就確立

的；有些則是被模型外的因素影響。我

們稱前者為內部變數；後者為外部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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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5) 由 Jane和Sharon Genovese所繪的氣候影響心智圖 

       再者，根據莫耳和德拉凡所提出的例子，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氣候

變遷確實會影響經濟成長： 

        因此，視GDP成長為外部變數代表著任何經濟成長都不能被內部變

數（如氣溫）所影響。意思是說，在這些模型中，氣候變遷無法影響

GDP的成長。氣候的影響可能減少了整個經濟的生產量，但不影響經濟

成長的比率或軌道。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假說。氣候對經濟生產量的影響只是一時的，但

倘若它衝擊到經濟成長的比率，這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就如莫耳和德

拉凡所說：「直接影響到經濟成長的氣候傷害可能會顯著的增加碳排量，

因為氣溫的影響會長久地持續降低GDP。」因此持續的全球暖化有一個

複合性的作用，我們可以推出，小小的氣候變遷帶來的傷害可能會對經

濟帶來很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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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碳排放示意圖 

世界觀點 
 

        「這些經驗性的證據都可以證明氣溫確實會影響GDP比率，如極端

氣候對股票資金所帶來的傷害、環境變遷造成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或

原挹注於研究與發展的經費，轉而投注於對抗氣候變遷的威脅，因而減

緩了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3。這些事件發生

的頻率也一直在增加。」 

  莫爾和德拉凡將這些影響和整合性評估模型結合，具體化了有名的

「動態整合氣候經濟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DICE）。他們用這項研究得到的數據做出結論：「在貧窮國家，氣溫

上升將會造成嚴重且巨大的的經濟成長影響；對富裕國家的衝擊則較小。

但對經濟產量來說，影響是差不多的。貧窮地區的年平均成長率將會從

3.2%減少為2.6%，這代表在2100年前，人均GDP將會比現在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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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3：總要素生產力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是衡量單位總投入的總
產量的生產率指標。總要素生產力一般的含義為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
開發利用的效率。（資料來源：http://goo.gl/yjqyw5） 

http://goo.gl/yjqyw5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gHfYGr 
圖2： http://goo.gl/q2L1lT 
圖3： http://goo.gl/jkGFfX 
圖4： http://goo.gl/paSpJj 
圖5： http://goo.gl/kuSmei 
圖6： http://goo.gl/FwTNsq 
圖7：http://goo.gl/969mH8 
 

衍伸閱讀： 
http://goo.gl/5yZos3 
（托爾的文章） 
http://goo.gl/gGxbOu 
（莫爾和德拉凡的論文） 
http://goo.gl/kGm0B4 
（遠高於各國預期 美研究：應上修碳
社會成本） 

原文報導網址： 
http://goo.gl/kkvJGD 

世界觀點 
 

  「理想的狀態是能減少碳排量，使全球溫度能夠降溫2 ◦C ，包含前工

業國家。就連最樂觀的假說也認為這樣緩和溫度的行動是緊迫的，且應在

2070年前達成。」 

  這就是為什麼托爾會認為，這不是經濟的範疇，而是政治的思辨。因

為這對富裕國家的影響不大，因此這些國家的整合性評估模型才會低估了

氣候變遷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圖7) 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和碳排放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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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5A鄭百喬/整理] 

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形塑一瞬 
法國雕塑家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Pierre Cerviotti Sculpture Exhibition 

圖(1) Pierre Cerviotti 展覽海報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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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雕塑家Pierre Cerviotti
中文名字為：石德（ Pierre
為法文石頭之意） 

  甫於今年初在桃園市文化局舉辦《擲

石─Jet de Pierre石德個展》的雕塑家皮耶‧

薩維提（Pierre Cerviotti ），五月將於高雄

臺灣藝術研究院開辦個展《形塑一瞬》。 

  1960 年出生法國東部亞爾薩斯省

（Alsace）米魯斯（Mulhouse），1980年

起於法國南部創作岩石雕塑，還曾在摩納哥

任加拿大名雕塑家Blake Ward的助理。擁

有紮實學院派技巧的他，亦曾學習正統學術 

   

的石膏和泥塑製作模型的技術，以及十八及十九世紀傳統雕塑技巧，是

一位難得可以從製模、脫蠟、塑銅、上色到整件作品皆親自創作的藝術

家。除此之外，他年輕時便闖蕩過各大洲，在許許多多國家留下足跡，

其作品還曾於法國、西班牙、荷蘭與義大利等國家展出，更與數間赫赫

有名的銅雕鑄造廠合作。 

(圖3) 雕塑家亦以其名策畫個展主題，
圖中為青銅作品＜蹲坐的人＞ 

  精彩豐富的閱歷，讓皮耶的

創作靈感不僅受當代藝術名家影

響，也從異國藝術文化中獲得啟

發，其中，影響他之深的則是文

藝復興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晚期的作品，

皮耶的雕塑也因此多屬於具象主

義的未完成美學（義大利語：

non fintino）。  

校外藝文報導 
 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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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青銅作品<僧侶> 

  曾經勇闖歐、亞、非和大洋洲各個城市的皮耶，在亞洲文化魅力的

吸引下，2013年便落腳台灣、定居高雄，而他在這兒的作品則和彰化一

間鑄造廠合作，並親自指導及監督燒鑄過程，以求完美品質與雕塑成果。

2014年12月，亦曾蒞臨本校「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講座演講。 

  創作風格走具象化的他，以身邊的人與事、動植物和環境為題材，

造就出他個人獨特的多元藝術風格，觀其作品，可發現他的創作亦揉進

了好多台灣的鄉土元素，以及結合當地諸多的人文色彩。 

  想觀看更多作品和介紹，請至： http://www.p-cerviotti.com/。 

(圖6) 青銅作品<阿婆> 

(圖5) 青銅作品<禪> 

校外藝文報導 
 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http://www.p-cerviotti.com/
http://www.p-cerviotti.com/
http://www.p-cerviotti.com/
http://www.p-cerviotti.com/
http://www.p-cerviot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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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名稱：形塑一瞬－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展覽日期：5/8-5/31（每日10:00-20:00，周一不休館） 

 開幕酒會：5/8 ，19:00 

 展覽地點：臺灣藝術研究院5F台藝廳（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68號） 

資料來源: 
http://goo.gl/UdPV9q 
http://goo.gl/jrFE0t 
http://goo.gl/2uwCID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fMFqtE 
圖2： http://goo.gl/fMFqtE 
圖3： http://goo.gl/fMFqtE 
圖4：http://goo.gl/fMFqtE 

展覽資訊 

(圖7) 作品<魚之水彩壓克力> 

圖5： http://goo.gl/fMFqtE 
圖6： http://goo.gl/fMFqtE 
圖7： http://goo.gl/fMFqtE 

對皮耶而言， 

創作是掌握形象本質的過程中， 

不斷孕生、扭曲、變形、破壞、 

再生的循環， 

在藝術家靈魂歇腳之時， 

捕捉創作動態的瞬間， 

使作品表象暫且定格， 

成形於展場， 

直至觀者的靈魂進駐， 

以想像力與作品一同共舞， 

始臻於完滿。 

校外藝文報導 
 皮耶‧薩維提雕塑個展 

http://goo.gl/UdPV9q
http://goo.gl/UdPV9q
http://goo.gl/jrFE0t
http://goo.gl/jrFE0t
http://goo.gl/2uwCID
http://goo.gl/2uwCID
http://goo.gl/fMFqtE
http://goo.gl/fMFq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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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fMFq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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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夢想需要被實踐， 
我在西班牙頂尖商學院！ 

海外特派記者 

[XS43A 張婉琳/報導] 

夢想需要被實踐， 
我在西班牙頂尖商學院！ 

出國動機 

  我跟很多人一樣，從小懷抱著出國留學的夢想，夢想需要被實踐，

最省錢快速的捷徑就是申請交換學生。五專畢業後，我轉學進入靜宜西

文系，一方面想改變學習與生活環境，另一主要目的就是申請交換生。

選擇交換校的條件，首先要學雜費全免，以及生活費低廉來降低這一年

在國外唸書的花費。剛好在2014年學校與ESIC締結為姊妹校並提供交換

名額，使我不必猶豫就決定要申請ESIC作為我的交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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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為什麼選擇ESIC?？ 

  全名為ESIC Business & Marketing School ，西班牙ESIC商學院，

成立於1965年，ESIC商學院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Rey Juan Carlos）

大學下屬的商學院，與西班牙的Miguel Hernández大學和美國的

Florida Atlantic大學都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市場營銷領域培訓專業人員

的經驗已有四十五年之餘，歷史悠久且經驗豐富。「美國經濟」雜誌的

全球頂級MBA課程排行榜可做為評定全球範圍內的優秀商學院的基準，

ESIC商學院名列其中並被該雜誌評為歐洲第十四位最好的商學院。交換

校區為瓦倫西亞，西班牙的第三大城，雖是第三大城，但生活費比起首

都馬德里及第二大城巴塞隆納低廉許多，地理位置位於西班牙東部，靠

地中海，天氣十分良好，全年超過300天的日曬，夏季只有短短兩個月，

冬季的寒冷只持續幾個禮拜，一年內剩下的日子都處於春天的氣候，非

常適合居住也容易適應，很像台灣南部的天氣，只是不會那麼潮濕。 

(圖1) 學校大樓 

夢想需要被實踐， 
我在西班牙頂尖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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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圖2)瓦倫西亞市政府為國際交換生 
舉辦的交流茶會 

  我在ESIC選修 Comunicación y Relaciones Públicas，基本上我的課表

都是在同一個班級，一方面是省去排課表的麻煩，另一方面是能增加跟同班

同學的接觸。學校的課表安排方式為大學一、二年級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

半，三、四年級則是從下午四點到晚上九點半。 

第一個挑戰－如何交朋友？ 

  對我而言，最困難的其實

是跨出第一步跟外國人聊天，

這一屆的交換生只有我是亞洲

人，其他都是歐洲各國來的學

生，我在其中顯得很特別卻也

十分不起眼，通常對華人文化

有興趣的歐洲人才會主動跟你

接觸，其餘的都習慣跟歐洲人

聚在一起，所以身為全校唯一

的台灣人，想交朋友必須得很

主動。我習慣和單獨來西班牙

念書的外國人交談，比起去認

識一群同一個國家的人，會較

容易變熟且有話聊，也能理解

彼此隻身到國外的心境。這是

出國求學十分重要的一環，藉

由認識不同國家的人，了解其

文化和歷史，同時宣揚台灣。 

 

 

(圖3) 與波蘭籍交換生 

(圖4) 與烏克蘭籍同學 

夢想需要被實踐， 
我在西班牙頂尖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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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第二個挑戰－天啊！報告考試滿天飛！ 

  ESIC申請時就須具備B1程度以上的語言能力，並且規定每位交換

生須等同在校生修習30 ECTS，對於授課語言非母語的我來說其實很吃

力，因為是隨班上課，老師不會將講話速度減慢，需要非常專注地聆聽，

初期常常露出呆滯的眼神，但約莫一個月就可以跟上老師的速度了。國

際交流處的負責老師每周都會跟學生約談，確保每位交換生能順利銜接

課堂內容。課堂上，老師會要求學生一直不斷思考以及發表個人意見，

師生的互動頻繁，老師也常舉例將課堂內容與時事作結合，這種上課的

方式節奏很快，卻能讓學生在短時間中理解。每位老師都很注重學生的

上課參與度，包含繳交無數個報告及考試。來到這間學校讀書，是我人

生中面臨最多挑戰的日子，因為老師一視同仁，我跟在校生繳交相同的

作業以及報告，西文程度不比當地人的我，得花費好幾倍的時間閱讀，

內心叫苦連天，有幾次真的很想主動跟老師要求簡單一點的作業，卻憑

著一股不能輸的心情咬牙將它們完成。準備報告的過程中非常辛苦，需

要事先收集資料，反覆閱讀文章，再用自己的方式攥寫一次並且記在腦

海裡，而每當上台報告完，聽到老師和同學激烈的掌聲和聲聲讚嘆，那

些辛苦和壓力就會瞬間消失。 

心的收穫 

  最大的收穫就是整個過程中的自我成長和進步，而這些進步都是在

不經意中日積月累，包含生活上的自我打理、辦理程序繁複的文件、對

新事物的接納、學習的自主性及自我要求。當你在跟親人朋友分享這段

人生的經驗時，能侃侃而談的每一段故事和細節，都反映出你在這段日

子的得與失。最後，義大利朋友對我說的一句話，you only live once，

希望計畫中或正要出發的你，能善用家人以及學校給你的資源，深入的

體驗當地文化，用心的交一位好友，留下美好的回憶。 

夢想需要被實踐， 
我在西班牙頂尖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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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亞洲近日承認同性伴侶婚姻的地區嗎？ 

[XE4A 林育如/整理]  

(圖2) 推動條例的澀谷區區長 
桑園敏武（Kuwahara Toshike） 

  從2001年荷蘭通過同性婚姻法案開始，許多歐美國家和南非都已

經加入尊重多元性別、性向行列；儘管有部分保守人士和東歐強國俄

羅斯的反對，這股自由、平等的風氣還是傳入了亞洲社會。 

  澀谷區區長，無黨籍政治家：桑原敏武（くわはらKuwahara とし

たけ Toshitake），在2015年3月31日提出《澀谷區推進尊重男女平等

與多樣性社會條例》（原文：渋谷区男女平等及び多様性を尊重する

社会を推進する条例）。 該條例在當晚九點十分通過，並從2015年4月

1日開始生效，預計今年夏天將會開始簽發有效證明。 

(圖1) Thank You, Shibuya!  同性戀人對
澀谷這項條例通過感到欣慰。 

亞洲近日承認同志伴侶婚姻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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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3)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根據台灣《聯合報》內容：

「表決結果廿一人贊成、十人反

對。」其中，反對者以部分無黨籍

議員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あべ し

んぞう）所帶領的自民黨為主；該

群人認為同性伴侶關係和日本憲法

長年所制定的婚姻關係有「違和

感」，不只容易使國民對家族法制

和家族關係感到混亂；該條例本身

的實施範圍也過於狹隘。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曾在受訪時表示，賦予同

性伴侶和異性戀夫妻相同的法律權

利是個極度複雜的課題，畢竟牽涉

到修憲，人們必須慎重以對；考量

到這點，眼下實在沒有成立的空間。 

(圖4) 日本自民黨（自由民主党じゆう
みんしゅとう） 

較少使用的正式黨徽；該黨為右翼，
帶有強烈的傳統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 。 

     儘管《澀谷區推進尊重男女平等與多樣性社會條例》受到上千封澀谷區民

的抗議信攻擊，條例的通過仍是近代人權進步的一大象徵。內容雖然無法更

動日本憲法一夫一妻的基本設定，卻有辦法改善同志伴侶工作、租屋、就醫

和遺產繼承時所面臨的困境：以就醫來說，從前關係難以啟齒或取信於人的

同性戀人如今可以條例為依靠，在伴侶住院時探病並替伴侶簽署緊急醫療同

意書，享有如夫妻一般的尊重；倘若其中一人在未來過世，想要讓另一半得

到遺產也毫無問題相對地，這份證明也會禁止同性伴侶間的家暴問題；年滿

20歲的澀谷居民在提出申請後，如果遇到任何使得雙方關係無法持續發展的

重大原因也能向區公所解除關係。 

亞洲近日承認同志伴侶婚姻的地區  



33 

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nkI3nn 
http://goo.gl/zBJ7pc 
http://goo.gl/f8FiH2 
http://goo.gl/J3lh0E 
http://goo.gl/wYahMd 
http://goo.gl/Q8AFMd 
http://goo.gl/b5JGfg 
 
 

  《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日本國憲法》：「全體國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經濟

以及社會的關係中，都不得以人種、信仰、性別、社會身份以及門第的

不同而有所差別。」（すべて國民は、法の下に平等であつて、人種、

信條、性別、社會的身分又は門地により、政治的、經濟的又は社會的

關係において、差別されない。） 

  《世界人權宣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

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

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All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are entitle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o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All are entitled to equal protection against any 

discrimination in violation of this Declaration and against any 

incitement to such discrimination.）   

圖片來源： 
http://goo.gl/RtgR7t  
http://goo.gl/4DHzdj  
http://goo.gl/H0hoZp  
http://goo.gl/frsPOL 
  
 

相關人權規定 

亞洲近日承認同志伴侶婚姻的地區  

http://goo.gl/nkI3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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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輩 

[YG4A 林佳緯/整理] 

Unser Mütter, Unser Väter 歐洲影劇賞析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圖1) 影集《我們的父輩》(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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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 Mütter, Unser Väter 歐洲影劇賞析 

故事大綱 

  此部片分成三集，一集大約一個半小時。 

  故事背景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由五個好朋友開始，一對德國

軍人兄弟，哥哥是軍官，弟弟則是士兵；一位女護士，戰爭時期效力於

最前線的醫療站；一位夢想成為歌手的女生，而她的男朋友也在這五人

之中，是個猶太人。 

  這五人在戰爭剛開始前約在一間酒吧內聚會，天真地認為當年聖誕

節前戰爭就會結束，因此相約聖誕節要在這重聚。但自他們分開以後，

戰火越來越旺，延燒了好幾年。而在這幾年間，五個人的個性及想法都

產生了巨大的轉變。 

     原本對德國軍隊忠誠

的哥哥，因為受不了壓力

而逃兵；弟弟則從原本的

不願意參戰，最後成了冷

血的士兵；女護士原本完

全無法適應戰爭中的醫療

救護，最後成了醫療站中

醫生最信任的人；另外一 

位女生則靠著諂媚德國軍官，成功的成為了當紅女歌星；那位猶太男人

則逃離了開往集中營的列車，加入了游擊隊。 

  但最後這五人的命運卻大不相同，再次回到酒吧時，整個柏林已面

目全非，而當初的五人，也只剩下出乎意料的三人。 

(圖2) 故事五位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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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 Mütter, Unser Väter 歐洲影劇賞析 

觀後賞析 

  二次大戰後的德國，陰影到現在依然揮之不去。德國的年輕人們正

處在矛盾的環境下，他們不敢回頭看那段悲慘歷史，因為他們深愛他們

的父母，但也深怕那在各種關於二戰的書上或紀錄片中，欺負或是殺害

猶太人的正是他們的父母。或是那些走在路上高喊：「希特勒萬歲！」

的人也是她們的父母。這對他們來說是多麼不堪！而這部片其實要表現

的不是年輕人矛盾的思維，而是直接將該世代的德國人與猶太人所經歷

的一切拍下來，交給觀賞者去思考、面對，他們的父輩活在怎麼樣的時

代裡。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部片是五則真實故事。而傳述這個故事的人，

正是片中其中一位角色。 

   

(圖3) 故事主角當時模樣與演員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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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 Mütter, Unser Väter 歐洲影劇賞析 

  這五個人原本是如此的普通，但在這場戰爭中，各自成了默默影響

著歷史的關鍵角色。而光這五人就能產生這樣的轉變，何況是其他生在

當個世代的人呢？他們又以什麼樣的方式或身分活在當下？一場戰爭，

不僅成就了勝者，造就了敗者，也創造出無數的時代人質。而在戰爭過

後，除了那些當權者外，其他人民是什麼？受害者還是罪犯？沒有人可

以定論。這段歷史就狠狠的烙在這些人的心中，隨著世代的交替而漸漸

被人淡忘，但事實上，那是下個世代不敢面對，卻必須面對的課題。 

(圖4) 影集畫面 

資料來源： 
編者個人部落格
http://goo.gl/xiXkKH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j7RGx  
圖2：http://goo.gl/IFz38R  
圖3：http://goo.gl/7Ivd1e  
圖4：http://goo.gl/wsH1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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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3A彭千芸 /整理] 

好書介紹 

  「這是哪裡？」 

  時光飛逝66年後，2011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再度甦

醒。只是原本熟悉的一切不再熟悉，原本堅守的紀律、擴張領土的理論，

亦或說成其雄心大志，在外人看來那些想法和一身軍裝行頭簡直異於人常，

與其把他當怪人，不如說他演的活靈活現，好好讓復活的希特勒親自主演

這場戲中戲。 

(圖1、2)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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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希特勒至今記憶仍停留在20世紀

初，他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士兵、天才

演說家到納粹的領袖期間。這讓他66

年後於柏林再度醒來，發現自己所處

的時代變了。不是所有人都認不出他。

這裡不是納粹時期！這裡不舉起右手、

喊希特勒萬歲！而且根本沒有人相信，

2011年的夏天希特勒還活著！ 

  來自不同時代的人總是有讓人覺

得異於常人的舉動。一位書報攤販認

出希特勒，正確來說是被看做在演希

特勒，並把他介紹給電視製作人。  

「完全不靠劇本」、「只演一個角色」

即是這位自稱「元首」的演員最大的

本領。 

(圖3) 《希特勒回來了》 
書本封面 

內容簡介 

  作者將希特勒和書中人物對話，用文字巧妙的下了不同註解，乍看

之下怎麼說都通，事實上卻雞同鴨講。就這樣，他獨特突出的性格被電

視台相中，自個兒演起了戲中戲，遊走於現實和想像的世界。 

  希特勒的處女秀在網路上蔓延開來，人氣直線狂飆。這終於讓他見

識到現代網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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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HY4oF5  
《希特勒回來了》帖木兒‧魏穆斯 著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qu0uK 
圖2：http://goo.gl/DaLa6C 
圖3：http://goo.gl/FBCVYA  
圖4：http://goo.gl/qeBnbV 

  帖木兒‧魏穆斯（Timur Vermes）是一位德國作家。

德 國 紐 倫 堡 大 學 畢 業 後 便 進 入 德 國 《 晚 報 》

（Abendzeitung，縮寫AZ）擔任記者。於2007年開始代

筆寫書，其中作品有「What‘s Left Of Death」。2012發

表了本期好書介紹─《希特勒回來了》（德文名Er Ist 

Wieder Da，他回來了），再將阿道夫‧希特勒的故事改

寫，讓他坐著時光機般飛越60多年後的2011年，只是景

物依舊，人事全非。此本著作在每年十月的法蘭克福書

展亮相不久，便擠進德國《明鏡》周刊暢銷排行榜，更

譯有27國語言。 

  另外，就在今年2015，《希特勒回來了》將翻拍成

電影，而劇中的台詞也將是魏穆斯本人執筆，敬請期待。 

作者介紹 

(圖4) 帖木兒‧魏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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