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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中日戰爭補充說明 

於前期歐盟園區電子報《二戰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一文中，曾提

及中日戰爭的開端，以及亞洲戰場於美國加入之後局勢逐漸改變，直到1945年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回顧二戰期間，中日戰爭於中國戰場猛烈燃燒，對日戰役勝利後，隨之而

來的並非和平與安寧；經歷多年的國共內戰，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台澎金

馬至今，形成兩岸數十年來的政治僵局與主權問題。 

政治局勢的改變，導致中國戰場上，國共對於抗日行動的策劃與主導、抗

戰勝利的功過、退役兵官的照護撫卹等相關議題，處在兩岸各有主張、各自表

述之下。在兩岸關係曾一度緊張，直至今日，兩岸的交流已趨頻繁，隨著史料

逐漸解密與發現，這段充滿血淚的歷史傷痕，也出現不同的歷史詮釋面向。 

於聯合報今年刊登的《抗戰勝利70年》系列專題報導中，便針對兩岸於抗

戰上的立場做了詳細報導：於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留在大陸境內的抗戰士兵成

為中共的鎮壓對象之一，沒有被視為協助取得中日戰爭勝利的國家英雄，反而

成為大時代變遷下的犧牲者，遭中共視為國民黨戰犯與歷史反革命分子，歷經

數十年的關押或勞改，重獲自由時已白髮蒼蒼；而來到台灣的老兵們，遠離自

己成長的家園，在台灣的他們在兩岸開放後，終能返鄉探親，踏上最熟悉的土

地，面對的卻是至親逝世、人事全非，以及身份認同上的衝突與混亂。 

中共面對中日戰爭的歷史，起初採取「抗戰是中共領導的」的說法，並將

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抗日老兵們視為反動份子；時至今日，目前多數的大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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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抗戰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以國共合作為基

礎進行的」的說法，可略見中共對於抗戰史實立場的修正。而在中共立法通過

將九月三日訂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後，開始修復抗戰遺跡，北京中國人民抗戰紀

念館亦逐年增加展出國民黨軍隊於戰場的歷史資料，以更為客觀地角度描述國

民黨正面戰場，與國民黨於抗日戰爭上的貢獻與功勞。 

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堅定自身為抗戰主體的立場，以豐富的歷史資料證明抗

戰係由國民政府所領導；中華民國國史館亦將於今年出版抗戰史新編，隨著政

府單位檔案與蔣中正個人史料解密與公開，以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爬梳抗戰歷史，

跳脫黨派觀點。 

除卻中共與中華民國對於抗戰史的學術研究持續進行之外，根據聯合報

《美跨國研究 郭岱君：想探討中國如何勝利》一文中表示，美國史丹福大學

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團隊今年也將出版抗戰史鉅著，由來自美、台、中、日、

英各國、十幾位跨國界學者參與，透過不同國家的學者的不同角度，並採用最

新解密的史料，重新審視抗日戰爭。 

對日戰爭業已結束數十餘年，隨著戰爭參與者逐漸逝世，針對並不非常遙

遠而又巨大且沉痛的中日戰爭歷史，各國如何跳脫意識形態與黨派觀點，以求

貼近大時代的輪廓，更透過歷史軌跡的檢視與審視，避免重蹈任何悲壯慘烈的

覆轍，實為執政者、史學家與身為歷史創造/參與者的我們需要思考的，並在

還原歷史真相後，莫忘時代犧牲者的奉獻。 

參考資料： 
1. 聯合報：美跨國研究 郭岱君：想探討中國如何勝利，http://goo.gl/Vx4lX0 
2. 聯合報：抗戰勝利榮光 歷史怎分國共，http://goo.gl/5f273F 
3. 聯合報：老兵悲歌…抗日英雄 打成戰犯，http://goo.gl/5JRGIK  

http://goo.gl/Vx4lX0
http://goo.gl/5f273F
http://goo.gl/5JRGIK


 法國立法禁超市銷毀食物 未售出商品須強制捐贈 

http://goo.gl/f98qi4 (關鍵評論網 5月23日) 

 

 歐洲歌唱大賽周末迎來60週年 

http://goo.gl/Ax4hmI (BBC中文網 5月23日) 

 

 英國史上最大珠寶劫案逮9嫌 「老爹軍團」年紀最大76歲 

http://goo.gl/x53KeU (關鍵評論網 5月21日) 

 

 在英華裔受種族歧視 英國警方施援手 

http://goo.gl/CD0L0J (大紀元 5月16日) 

 

 不告英國了 希臘要靠外交奪回古蹟 

http://goo.gl/zzZMXX (地球圖輯隊 5月15日) 

 

 與俄關係緊張 波羅的海3國請北約駐軍 

http://goo.gl/CMHbPJ (大紀元 5月14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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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無家可歸的海上難民－歐盟難民配額 

[UE3A 彭千芸/整理] 

(圖1) 中間為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兼歐洲聯盟委員會外交和安全
政策高級代表費代麗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 

無家可歸的海上難民 
歐盟難民配額 

  海上難民的問題層出不窮。日前在亞洲，少部分的孟加拉裔難民及

緬甸的少數民族羅興亞人，因為受到政府極端壓迫與不公平對待，而決

定逃離緬甸，成了臨國的海上皮球；在歐洲，難民無數次偷渡到地中海

周邊國家，今年一月到四月，非裔難民又有約1,770條性命葬送地中海。

別於亞洲各國家對難民採取消極對策，歐盟提出難民配額制度，只是，

此舉對解決歐盟難民問題上是在以卵擊石，還是通往成功的墊腳石？ 

  事實上「難民配額制度」的概念，早在1999年芬蘭的坦佩雷計畫

（Tampere Program）以及2004年的海牙計畫（Haager Program）期

間醞釀許久，至今第三階段（2010年）的斯德哥爾摩計畫（Stockholm 

Program）對於歐洲移民與庇護政策上較前兩者有企圖心，但最後仍然 

抓不住歐盟成員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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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7ZLVNK 
http://goo.gl/BWZhqX 
http://goo.gl/hdTUog 
http://goo.gl/n7WWGD 
https://goo.gl/EbtFu6 
http://goo.gl/e4960o 
http://goo.gl/qRbtPQ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y8wL1 
圖2：http://goo.gl/lpm0SX 
圖3：http://goo.gl/rMfL2J 
 
 

  過去，歐盟難民要申請庇護還得拿出本國籍並搭配正確的申請國，

否則要得到庇護比登天還難。如今，難民制度的目標，是提供兩萬人的

名額並分配到不同歐盟國庇護。即使如此，對於許多反對的聲音來說，

難民配額制度像個空隙不均的篩子，容易造成歐洲國防上的漏洞。好比

鼓勵難民逃往歐洲，而導致犯罪、人蛇集團、ISIS偽裝難民向歐盟擴散

等。英國官方表示，政府應加強打擊人口販運；而法國、匈牙利等國家

也持反對意見。 

  以往由義大利、瑞典、德國、英國、法國接收75％的難民，此次在

難民配額上的不平均，使得政策推動上更加艱鉅。而目前歐盟內部決定

加強海防，在地中海上增加海上巡邏及聯合歐盟國部屬海軍。然而，歐

盟如何在打擊人蛇犯罪和維護人權上取得平衡，將是歐洲難民庇護政策

上更重大的考驗。 

(圖2)利比亞難民剛抵達
義大利蘭佩杜薩島 

(圖3)英國布萊頓海灘上
的難民屍袋 

無家可歸的海上難民 
歐盟難民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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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1A葉宛恩/整理] 

歐盟與東南亞─東協崛起 

         

歐盟與東南亞─東協崛起 

前言： 

  1952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當時的六個成員國為了增加煤鋼的銷售，

簽立《巴黎條約》共同打造出堅強的煤鋼經濟體系，1993年正式成為歐洲聯盟，

在西方具有強大影響力。而亞洲國家則在60年代末期籌組了「東協」，促進各

國間的自由貿易，並結合亞洲各國實力，目標在未來不只在經濟上，甚至於政

治、社會文化上都能夠與歐盟分庭抗禮，成為「東方歐盟」。本期的《歐盟電

子報》將首先將焦點放在東協的崛起過程，並以「泛亞鐵路」的興建來呼應東

協對亞洲的重要性。而下期將會將焦點轉移至歐盟與東協間的互動關係，剖析

東西兩大經濟體的切磋過程。 

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簡稱「東協」，成立於1967年8月8號，五個創始會員國分別為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其它會員國則分別為－汶萊、越南、緬甸、寮國及柬

埔寨。以泰國為界，泰國以南的馬來西亞、 

(圖1) 東協LOGO 

菲律賓、新加坡、印尼和汶萊稱「南東協」；泰國、

緬甸、柬埔寨和寮國視為「北東協」。東協成立宗

旨在於促進區域間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發展，

以及維持區域間的和平及穩定。並於1997年開始以

「東協加N」的經濟整合方式，向外擴張貿易市場；

目前已擴張至「東協加六」，已與中國、日本、韓

國、澳洲、紐西蘭、印度簽署雙邊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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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亞洲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ai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Pacific，簡稱ESCAP）於1960年時提出，興

建的歐亞大陸鐵路運輸網路建築計畫。但當時因為東南亞局勢不穩定、

經濟衰弱而遭遺忘。1995年，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爾蒂‧穆漢默德

（Mahathir bin Mohamad）又再次於東協第五屆高峰會上重提此事，

隨後陸續得到許鄰國支持，並預計鐵路計畫將在30年內完成。 

(圖2) 泛亞鐵路示意圖 

泛亞鐵路帶動東南亞經濟 

歐盟與東南亞─東協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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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亞鐵路將以中國昆明為中心，分為東線（越南）、西線（緬甸）、

中線（寮國）三路並進。去年底中國已將國內東線路段建造完畢，東線

路段更有望於今年年底通車；如果未來三線完成，泛亞鐵路將會行經中

國昆明、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吉隆坡將會成為泛亞鐵路

的重要車站之一。泛亞鐵路的完工不僅替各國帶來經濟效益，也帶動了

周邊房價，已有許多投資客瞄準馬來西亞房地市場。更有學者指出泛亞

鐵路將成為整個東協經濟的爆發點。 

  2015年年底東協10國，將更近一步整合、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 簡稱AEC），444萬平方公里、6

億人口，共同打造出商品、服務、投資和人力流通無礙的單一市場。 

(圖3) 第26屆東協高峰會主辦國馬來西亞 

創立東協經濟共同體 

歐盟與東南亞─東協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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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zbzgj 
圖2：https://goo.gl/sYEoS7 
圖3：http://goo.gl/CtpZu2 
圖4：https://goo.gl/ggQ4kQ 
 

  上月底剛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結束的東協高峰會，計畫於今年年底

為期限，制定零關稅東協經濟公同體。東協秘書長黎良明向媒體表示：

「從質變到量變，它帶來的能量是巨大的。」黎良明更指出如果拿掉各國

間所有關稅、非關稅障礙（簽證、通關規定、關貿限制等），將更加凝聚

十國力量，形成單一市場。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慕斯達法

（Mustapa Mohaned）在高峰會上提到，若更進一步整合，將成為世界第

七大經濟體，並可望在2025年前，以每年5％成長率超越歐盟。 

  台灣地理位置絕佳、擁有26萬新移民及第二代等優勢，正當我們擔心

中韓簽訂FTA時，東協的未來也絕對不容忽視；趕快起身，一同加入東南

亞語課程吧！ 

資料來源： 
http://goo.gl/eVydLD 
http://goo.gl/X3xVP9 
http://goo.gl/c3gtrT 
http://goo.gl/kmZNbX 

(圖3) 東協十個國家、一種力量，攜手邁向未來、帶領東南亞走向世界頂端 

歐盟與東南亞─東協崛起 

http://goo.gl/Gzbzgj
https://goo.gl/sYEoS7
http://goo.gl/CtpZu2
https://goo.gl/ggQ4kQ
http://goo.gl/eVydLD
http://goo.gl/X3xVP9
http://goo.gl/c3gtrT
http://goo.gl/kmZNbX


德國研究顯示不可輕忽菸酒致死率 

  德國酒精與藥物成癮問題研究中心（德文縮寫：DHS）最新一期的

年度報告出爐：德國平均每日有200人因酗酒而死，有300人因菸癮而亡，

對此嚴峻之情況，專家學者們要求修正並採取全面性的預防措施。 

  在德國，死於酒精和菸品比非法濫用藥物者高達上百倍，統計數據

顯示：每年光是酒精或是混合使用酒精和菸品的死亡人數便高達7萬

4,000名，而且，因菸害逝世者則有10萬至12萬人之多，相較去年1,032

名因毒品死亡者，菸與酒才是最大的殺人兇手。 

歐盟學術專欄 

(圖1) 菸酒是健康殺手，成千上萬人因此而亡 

[XG5A 鄭百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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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顯示不可輕忽菸酒致死率 



根據DHS研究中心調查，今年和2013年相比，癮君子的飲酒量沒有太

大的變化，單單酒精就攝取了10公升之多，其中超過一半是飲用啤酒，四

分之一是飲用紅酒。 

歐盟學術專欄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使

年輕癮君子的數量明顯銳減，

香菸的消費量仍居高不下，

DHS研究中心資料指出：德國

人去年抽掉800億根成菸，以及

400億根自捲菸，平均每人抽掉

1,000根成菸及500根自捲菸，然

而，青少年吸菸的人數卻較15

年前減少許多。 

(圖2)未成年請勿吸菸，吸菸有害身體健康！ 

有鑑於德國嚴重的菸癮問題，專

家指責道：德國相較其他歐洲國家，

明顯缺乏降低菸品消費的法律規定，

特別是改善菸草包裝的措施。       

回溯至2014年2月26日歐洲議會，

成員們以514對66壓倒性的票數通過菸

草產品法修正草案，預計2016年生效。

法案內容有關修改菸盒包裝：包裝盒

正反面的警示標語的覆蓋面積都得超

過一半以上，且要求廠商不僅印標語，

得同時以圖像方式呈現。 

(圖3) 歐洲議會修法嚴管菸品包裝，以
減少歐洲吸菸人口。按舊法，警告標
示只要覆蓋菸盒正面30%及背面40%的
面積即可，現在雙面都得上修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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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顯示不可輕忽菸酒致死率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s://goo.gl/Bo88si 
http://goo.gl/PYq7Bn 
http://goo.gl/E663sJ 
http://goo.gl/ch9UQF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PYq7Bn 
圖2：http://goo.gl/RgYK7J 
圖3：https://goo.gl/ZJFlFJ 
圖4：http://goo.gl/E663sJ 

  對於本次報告，德國DHS研究中心專家們要求禁止設立開放式的菸

品自動販賣機，且菸品販賣商得領有專屬許可證，並呼籲必須擴大菸酒預

防措施，菸酒防治得成為首要關注議題！ 

當今社會宣導無菸環境 

，大眾也知悉香菸對健康

的危害，而商人腦筋動得

快，癮君子也有了新選擇：

電子菸，但我們真的能無

憂無慮的使用它嗎？ (圖4) 近期電子菸噱頭不斷，但它真的無害嗎？ 

  在各式電子菸廣告層出不窮的同時，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專家

們也對電子菸內容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提出警告。電子菸基本成分有：丙

二醇（C₃H₈O₂）、丙三醇（C₃H₈O₃，又稱甘油）及調味劑，部分產品

會添加尼古丁，且每樣成分都有不同的副作用。其中，丙二醇會刺激眼睛

和呼吸道，經動物實驗證實會損害細胞；尼古丁會致癌且令人上癮，對孩

童和孕婦有很強大殺傷力；而市面上超過7,000種的調味劑，並非每件都

檢驗合格，有些含有危險的致癌物質，且會成癮。 

  據報導：電子菸即使不含菸草，但若管控不當，仍會危害健康或令人

成癮，有煙癮者可能因此回頭抽一般香煙，不知情的民眾或青少年，也可

能透過相關管道開始接觸菸草和藥物，造成更多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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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顯示不可輕忽菸酒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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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5月13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一篇「Why the euro 

zone is recovering」的報導，描述歐洲經濟這幾個月以來的成長，並深入

分析造成此趨勢的原因。本文也根據《CNNMoney》於今年1月5日以「3 

reasons the euro is plunging」為題的報導，整理出關於歐元貶值更完整的

說明。 

－－－－－－－－－－－－－－－－－－－－－－－－－－－－－－－－

背景資料：隨著油價的下跌及歐元的持續貶值，近期內有許多跡象顯示歐

洲經濟情況已從原先的停滯不前開始出現好轉。歐元區第1季經濟成長率於

5月12號公佈，令人出乎意料的不只是成長率高達0.4%，各國表現成果也

顛覆預期。曾屬歐豬五國的西班牙成長幅度最大，第一大經濟體德國僅成

長0.3%，法國則交出0.6%優秀成績。歐元區經濟後勢若能維持目前良好局

面，預期歐元匯率將有望進一步持穩。 

[HE3C 桂敏瑄/整理] 

《The Economist》&《CNN Money》 
歐元區經濟綜合報導 

(圖1)自今年三月起歐元匯
率重挫，貶值1.45%居主
要貨幣之首，兌新台幣匯
率跌至1: 34.67，是12年以
來最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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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元區大部分的主要經濟區都在第一季表現出強勁增長。總體來說，

歐元區目前為止的經濟成長是四年來的最佳表現，其0.4%的成長率也超過

了英國。雖然11.3%的失業率仍然很高，但已脫離危機高點。而4月份的通

貨膨脹率上升至0.0%，顯示歐元區緊縮恐慌已逐漸好轉。 

是什麼原因使得歐元區得以復原呢? 

  消費者的信心增長是使歐元區經濟復甦的因素之一，隨著去年開始的

油價劇烈下跌，人民有了更多預算購買其他商品。而歐元大幅貶值則是主

要的原因，像是出口商就受到了歐元下跌的幫助；其幣值自過去一年以來

下滑了12%，呈現出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推出量化寬

鬆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QE） 後的預期成果。 

為什麼歐元會貶值？ 

  根據CNNMoney今年初的報導，歐元貶值原因有三： 

1. 美元強勁造成歐元壓力 

  歐元近期下滑的原因大部分都跟美金的強壯穩健有關。2014下半年期

間，美金獲益表現顯著，遠遠超過英鎊、瑞士克朗及日圓等其他全球主要

貨幣。美國經濟正在急遽成長，去年第三季就上升了5%，在短時間內創造

了 許 多 就 業 機 會 。 這 也 使 得 美 聯 儲 （ Federal Reserve Syste ， 

簡稱Fed）決定結束其緊急經濟刺激方案（量化寬鬆政策），並開始考慮從

其記錄低點提高利率。相較之下，當時的歐元區失業率仍在歷史高點打轉，

經濟停滯不前，還有通貨緊縮危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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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2. 量化寬鬆政策 

 

 

(圖2)  量化寬鬆原理示意圖 

  正當美聯儲開始加強其貨幣政策時，歐洲央行也針對通貨緊縮危機

宣布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從今年三月開始，將一直持續到2016年9月。

其內容包括大量印製鈔票並每月購入65億歐元的公債，歐元幣值因此下

跌。股票走勢也隨之上升，利率下滑，藉此提高投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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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3. 希臘債務危機 

  今年初的希臘大選增加了歐元的壓力，各界擔心歐債危機會因此重

演。當時勝選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要求就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提供的240億歐元救助條款

重新談判，包括取消部分債務，同時也強烈反對持續撙節政策。希臘債

務問題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各方雜亂的妥協，投資者也將失去信心。 

歐元區的經濟復甦能持續嗎? 

  國際油價已經在最近幾周內開始小幅回升，而量化寬鬆政策雖然為

證券市場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但跟美國比起來，資本市場提供的融資只

是歐洲經濟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歐洲版的量化寬鬆政策可能無法達到

與美國一樣的效果。另一方面，希臘仍舊處於一個相當複雜的狀態中，

不論是毀約或離開歐元區都將為歐洲金融市場帶來更多混亂；在此同時，

歐洲本身仍舊受到沉重的公共與私人債務拖累。就目前的情勢看來，歐

洲經濟確實有所好轉，但要說完全復甦可能還是太早。 

原文： 
The Economist主文: 
http://goo.gl/7n5uPR 
 
CNNMoney補充: 
http://goo.gl/wijLG1 
 
參考資料： 
http://goo.gl/dPUIMR 
http://goo.gl/L2Nrz3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DpbvD 
圖2：http://goo.gl/Kv9vrz 
 
延伸閱讀: 
http://goo.gl/4DikMJ 
http://goo.gl/vnPbmQ 
 

http://goo.gl/7n5uPR
http://goo.gl/wijLG1
http://goo.gl/dPUIMR
http://goo.gl/dPUIMR
http://goo.gl/L2Nrz3
http://goo.gl/L2Nrz3
http://goo.gl/iDpbvD
http://goo.gl/Kv9vrz
http://goo.gl/4DikMJ
http://goo.gl/vnPbmQ
http://goo.gl/vnPb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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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  鄒人郁/整理] 

魔音來襲－經典歌劇《魔笛》即將上演 
《die Zauberflöte》  

(圖1)《 魔笛》宣傳海報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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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是知名奧地利作曲家沃夫岡．阿瑪

迪斯．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所創作的最後一部歌劇，

於1971年在維也納首演。直到今日，這部不論是劇情還是音樂都膾炙人口

的經典作品，被改以各種方式詮釋後仍不停上演。故事描述王子塔米諾解

救公主帕蜜娜的冒險，與夜后的陰謀等精彩劇情。整部作品的音樂表現也

相當經典出色，其中以夜后這個角色華麗的花腔女高音最具代表性，這首

由夜后所唱的《仇恨的火焰》（Der Hölle Rache），更是花腔女高音詠

嘆調音樂史上的名曲之一。 

        這次即將要於6/13及6/14於高雄

文化中心至德堂上演的《魔笛》，是由

高雄市春天藝術節團隊與楊智欽指揮一

起合作，帶領高雄市交響樂團演出，以

現代思維的方式來重新詮釋這部莫札特

經典名劇，不僅是一大挑戰，更是向這

部永垂不朽的歌劇與音樂神童致敬。同

時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女高音艾芮卡‧米

可羅（Erika Miklosa）擔當夜后一角，

演出這齣全德文發音的歌劇。 

(圖2) 艾芮卡‧米可羅(Erika Miklosa)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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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與世界知名歌劇院合作演出的傑瑞米‧蓋楊（Jeremy Galyon）

與菲利浦‧卡特力普(Philip Cutlip)也受邀同台演出，以及國內著名旅

德的男高音林建吉，旅法女高音黃莉錦等一流歌手也將一同合作，帶給

觀眾一個印象深刻並高品質的體驗。 

  以創新的現代風格，來演出傳統的經典精隨，這次強力打造的歌劇

《魔笛》（die Zauberflöte）受到萬眾矚目，將在六月份為2015高雄春

天藝術節接下強棒，結合國內優秀的劇場工作人員，將作品強調的光與

暗、善與惡，以未來科技感的方式呈現，是一次全新的劇場設計與視覺

體驗，不僅是一個全新的版本，更將優美的音樂與精彩的故事繼續流傳

下來，讓觀眾用以現代的角度，窺見莫札特初寫下第一個音符的感動。 

(圖3) 傑瑞米‧蓋
楊(Jeremy Galyon) 

(圖4) 林健吉 (圖5) 菲利浦‧卡特
力普(Philip Cutlip) 

(圖6) 黃莉錦 

資料來源： 
高雄市藝文活動月刊 五月號 
http://goo.gl/d9hLe9 
http://goo.gl/gAjCcG 
http://goo.gl/oA9XVZ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17pHqR 
圖2：http://goo.gl/f77RaE 
圖3：http://goo.gl/055yW2 
圖4：http://goo.gl/v2SUFs 
圖5：http://goo.gl/6ZywL0 
圖6：http://goo.gl/ZJ1ELb 

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 
校外藝文報導 

http://goo.gl/d9hLe9
http://goo.gl/gAjCcG
http://goo.gl/oA9XVZ
http://goo.gl/17pHqR
http://goo.gl/f77RaE
http://goo.gl/055yW2
http://goo.gl/v2SUFs
http://goo.gl/6ZywL0
http://goo.gl/ZJ1ELb
http://goo.gl/ZJ1ELb


  

  

  

  

陳 芸 立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海外特派記者 

[XG4A 鄭安安/報導]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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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契機 

  當初進文藻的時就聽剛從德國交換回來的直系學姊分享她的有趣經驗，

感覺是一個很棒的體驗，從那時就想著：「既然都學德文了，一定要去德

國看看。」於是在那一刻，去德國交換的念頭悄悄深植在我的腦袋裡。 

  一開始進文藻對德文及德國沒有很多的認識，只粗淺知道，德國人很

有紀律、汽車產業很發達，還有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歷史。除此之外，

對於這個國家的認識可說是少之又少。隨著慢慢接觸德文，除了文法內容

外，也多少接觸德國文化，還有老師們在德國讀書的經歷。從他們的敘述

聽來，德國是個很適合生活的國家，他們在德國的故事，讓我對於去德國

當交換生的念頭更加強烈。 

  專三暑假時，去德國佛萊堡大學上了一個月的語言班。在語言班上課

前後有造訪附近一些城市和國家，在那兒生活了將近兩個月感覺很好，很

喜歡德國的環境、人與人相處的模式。有了深刻的親身體驗，更確定了申

請交換生的想法。 

  「為何選擇萊比錫大學呢？」這是面試時的問題。原因其實是因為不

少認識的學姊都在這裡當過交換生，他們的經驗讓我特別想去這裡，加上

萊比錫可是很多名人曾經居住過的城市，歌德、萊布尼茲、尼采及巴哈都

在這裡留下痕跡。如此一座文化之都怎麼不讓人嚮往？且這所大學的課程

也非常吸引我，讓我更加期待在這裡生活的樣子。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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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德國 

  一到德國，以為可以好好享受這邊的一切，沒想到還有一堆手續等

著辦理，且來到這裡一切都是用德文解決，困難度比台灣高一些，像是

申請入籍、銀行開戶、繳房租、學校註冊等。接著是學期開始前的語言

班與前導課程，為期三個禮拜的語言班不只加強德語的聽說讀寫，也會

有一些活動讓我們認識這個城市、校園和同學。通常早上上課，下午有

時候會有介紹在萊比錫大學讀書的相關講座，或是半日遊的活動，像是

參觀博物館、美術館及運動項目。參與這些活動除了有趣外，還能認識

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透過他們體驗不同的文化。 

(圖1) 語言班大合照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語言班德勒斯登一日遊 
23 

  另外，萊比錫大學還有一個叫做Wilma（Willkommensinitiative 

für In Leipzig Mitstudierende Ausländer/Innen）的團體，專門舉辦

各類活動給交換生體驗。而其他的小團體也會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

Kneipentour，在晚上一起與同學到不同的酒館體驗，邊聊天邊喝酒，

那是很奇特的經驗。 

  語言班也帶我們到萊比錫附近的城市—德勒斯登（Dresden）。早

上有簡單的城市導覽，下午則是有不同的博物館或著新城區可以參觀，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天，卻也很豐富。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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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比錫書展 

  語言班的第一個禮拜很幸運遇到萊比錫書展（2015/3/12-3/15），為

期四天的萊比錫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同為德國最重要的國際性書展。這麼

大的書展，當然票價也不便宜，一日票原價要16.5歐。但是我們很幸運有

語言班給的一日團體票，在上面標記參觀日期後就可以使用了。 

  萊比錫書展的所在地在Messegebaüde算是在郊區，搭乘16號輕軌電車

坐到最後一站，離萊比錫中央火車站還有一段距離。展場很大，有五個大

展區，其中一個展區是漫畫區，在書展上還可以看見很多穿著動漫人物衣

著Cosplay的人，看著外國人穿著日本動漫人物的衣服走來走去真的很奇

妙。 

   

  今年萊比錫書展的重點主題是：1965到2015德國－以色列。有將近70

個活動是與以色列、德國的作家有關。此外，網路世界越來越有影響力，

越來越多人運用網路來討論、評論文學，為此書展今年增加一個關於部落

格的新項目。  

(圖3) 萊比錫書展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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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比錫書展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活動：作者現身朗讀自己的作品。書展期間，

萊比錫市中心的咖啡館、圖書館、書店約有3,000名作者現身朗讀，這是一個很特

別的活動，讓閱讀不只是紙本上的，更是一種多層次的享受。國外不只重視閱讀，

也很重視朗讀，曾在一些電影裡看到作者親自到書店朗讀的情節，書店裡也有販

售不同的有聲書，他們讓閱讀不只停留在視覺，更提升到聽覺，我覺得這點很棒。

作者親自朗讀也讓文字、作者、讀者更緊密連結。在書展期間，感覺整個城市都

是你的閱讀空間。 

  偌大的展場還有不少餐廳、小吃攤（Imbiss），在書展絕對可以待上一整天，

慢慢地去看每個攤位，去發掘意想不到的有趣。出口處也預告了明年書展的時間，

告訴每個參觀者、愛書者：明年再見。德國人何其有幸，每年都有這麼一個盛大、

充實的書展。 

  很高興能有機會參觀萊比錫書展並且參與書展相關的系列活動，以前覺得台北

書展已經夠大了，沒想到還有更大、內容更豐富、多元的。從這樣大規模的書展就

可以知道德國人對書的重視有多麼巨大了，也讓我不禁反省：一個國家之所以強大，

閱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參與這樣的盛會，真的會讓人眼界大開。 

   

(圖4) 書展中的音樂會。這場音
樂會在不同樂曲演出的空擋穿插
朗讀，有點像是戲劇表演，有時
候是一人，有時候是多人，音樂
會的主題是莎士比亞，有演奏孟
德爾頌羅密歐與茱麗葉裡面的樂
曲。 

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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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大學生活 

   這邊的大學生活跟台灣不大一樣，像是臺灣都有出缺席紀錄，但在萊比錫

大學是採自由學習，你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沒有人會強迫妳。 

  而德國的大學上課分成三種：Vorlesung、Seminar、Übung。Vorlesung

基本上就是教授講課，比較少有學生發問；而Seminar則是比較多討論的課程；

Übung則是實作的課程。德國學生選課都是模組制的，課程搭配必須是

Vorlesung、Seminar還有Übung來結合，但因為我們是交換生，所以不受模

組課程限制，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而除了Übung以外我都有選。我不只有選

Germanistik（德文系）的課，還有選Anglistik（英國語文系）的課。萊比錫

大學有很多學系，每一個系都有很豐富的課程。英文系的課基本上比較沒問題，

而且內容也都是我喜歡的，覺得學習到很多。我選了一堂關於英國媒體的

Vorlesung還有一堂關於福爾摩斯的Seminar，除了探討小說外，也欣賞了其他

作家改寫的福爾摩斯小說、電影及電視改編。課程並沒有很多書寫的作業，但

是有不少閱讀性的文章，每次上課前的預習都要花不少時間。德文課方面我也

選了兩堂Vorlesung跟一堂Seminar，但是一整節課的德文真的有點吃不消，儘

管課程都是我感興趣的，但是有一些專有名詞或著比較難的字還是聽不懂，上

課前也都要做很多準備。不過慢慢地抓住上課的節奏後，大致上就能聽懂了。 

  除了德文系與英文系的課以外，我還有選兩堂漢學系的課，在其中一門會

話課上認識了一個從義大利來的女生，並受邀擔任她的Tandempatner（交換

語言學習）。令人驚訝的是，她學中文的原因是因為對中醫有興趣。幾次交流

後覺得很高興能交到一個對亞洲文化這麼有興趣的朋友！在這裡什麼事情都有

可能，會覺得世界很奇妙，讓你遇到你不曾想像過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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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歐洲x小冒險！ 
萊比錫大學交換經驗 

陌生國度遇上的小麻煩 

  在萊比錫大學不用繳學費，但是繳完學雜費後才可以領學生證。當時我

已經繳了錢，學校卻表示沒有收到，請我到銀行確認。其他一起辦理的同學

都沒有這個問題，於是只好自己跑去銀行詢問。櫃台小姐說，似乎是我繳了

錢，但是銀行匯錢到學校戶頭時出了點狀況，所以學校查不到錢，後來他們

處理了以後學校順利收到錢我才拿到學生證，這張學生證可是得來不易，讓

我對它特別珍惜，看到它就想到那困難重重的領證之路。 

  另外一個小困難則是辦延簽。在台灣拿到的簽證只有三個月，必須到德

國再辦理延簽。我們先去辦入籍，聽之前的學姊的經驗，辦了入籍之後的兩

三個禮拜就會收到外事處的延簽通知信，但是我們等了好久都沒收到，只有

其中一位同學有收到。於是我們便線上預約諮詢，卻也沒有回音，所以只好

親自去外事局一趟。等了兩小時終於輪到我，而延簽的文件需要有

Sperrkonto（限制提領帳戶）證明，他們要確保你的戶頭有足夠的錢。申請

以後卻久久沒有收到Sperrkonto的確認信，經過一番折騰後終於順解決，真

的非常驚險。經過這兩個麻煩的事件後，我真心覺得在國外很多事都要靠自

己，且處理事情要冷靜，千萬不要太著急。 

心得 

  來到一個新的國家，會有很多新的體驗跟困難，學習不光只是在自己熟

悉和能掌握的事上，面對困難才真正可以學習到東西，不要害怕去面對問題。

在這邊的學習感覺充滿著變化，跟在文藻熟悉的環境又不一樣。雖然遇到不

少的困難，但這樣也才能夠學習、體驗、成長。我的交換生活還有一段日子，

希望接下來的日子也能繼續體驗不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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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北歐模式」嗎？ 

性交易在經過人類千年的演進後仍是個令世人爭執不休的議題。有許

多人提出道德理由反對，也有人以人性本色回擊。不論這場爭執如何在各

國白熱化，都有人各執己見。 

以目前的概況來看，不論合法或不合法化，性交易法大概分為三種形

式：一、妓院、仲介者、性工作者和嫖客皆能合法存在；二、只有性工作

者和嫖客雙方可以合法存在。以上兩種都能清楚界定性交易的合法性。然

而，在少部分國家實行的「北歐模式」（Nordic Model/ Swedish Model）

則較難界定及理解。 

「北歐模式」顧名思義發源於北歐，西元1999年誕生於瑞典。該模式

只合法化性工作者的工作權，並將仲介者、妓院和嫖客任一方視為非法。

如果到網路上查資料的話，還能看到兩派完全不一樣的言論：有資料顯示，

北歐模式屬於「合法化性交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資供提供者認為這明

顯為「非法性交易。」 

[XE4A /林育如 整理]  

(圖1) 同樣實行北歐模式的挪威首都奧斯陸，
性工作者的工作畫面。 

Q：你知道「北歐模式」嗎？ 

Do You Know 



  
 
 

(圖2) 相較於挪威，不實行
北歐模式的德國被稱為「歐
洲妓院」。漢堡當地蓬勃的
性產業可見一般。 

  

 

當地支持者認為，這樣的法律是建立在保護性工作者前提上。畢竟大多

數性工作者為女性，而嫖客為男性。在私下交易的場合中，倘若男方對女方

施以暴力或任何脅迫手段，那警方絕對無法在第一時間抵達並保護性工作者。

然而，反對者認為，施暴的手段不是每個嫖客都有，許多人只是想和性工作

者以一般交往的方式發生關係。在時代雜誌（TIME）前年七月的報導中，撰

文者伊麗莎白‧諾蘭‧布朗（Elizabeth Nolan Brown）也提到：「這（北歐

模式）跟立法前沒什麼兩樣，反正就是把兩個你情我願發生關係的人抓起來、

罰錢。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立一條有辦法降低性工作者受傷的法律的話，我們

就應該讓性交易合法化。」（”It still means arresting, fining and jailing 

people over consensual sex. If we really want to try something new – and 

something that has a real chance at decreas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 we 

should decriminalize prostitution altogether.”）這點，獲得當地部分反對者

讚聲。如果禁止嫖客在性工作者完全同意的狀況下付錢交易的話，那不只是

變相妨礙他人的性自主權，也是變相打擊性交易、傷害性工作者的手段。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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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北歐模式」嗎？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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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北歐模式」嗎？ 

  從1999年至今，長期實施該項法律的瑞典雖然能夠維持當地漂亮的低

謀殺率及性交易數據，但依據美國東北州立大學（Northeastern State 

University）肯蒂夫副教授（A.P. Kirby R. Cundiff）所提出的論文《性交

易與性犯罪》（Prostitution and Sex Crime）來看，瑞典當地的強暴率卻

遠遠高於其他歐陸國家。 

基進女性主義評論家Samantha Berg則於其《New research shows 

violence decreases under Nordic model: Why the radio silence?》文章中

指出，北歐模式使暴力惡化的主張實屬謠言，除了將言語羞辱和拉扯頭髮

等行為嚴重性提升至等同於為拳腳相向和強暴之程度；事實上，以奧斯陸

為例，相較於2008年的數據，2012年中奧斯陸性交易者遭受強暴的數字下

降了一半。 

 

(圖3) Samantha Berg所引用之數據比較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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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北歐模式」嗎？ 

資料來源： 
http://goo.gl/meuhRQ  
http://goo.gl/0GHlIU 
http://goo.gl/6nlsLV 
http://goo.gl/gGJXHm 

  在反對方眼中，「北歐模式」不僅會造成治安問題，也有損性工作者的

工作權益。然而，在贊成方眼中，肯蒂夫副教授的數據則有待觀察。畢竟強

暴率的報案、成案數據依據當地人民的民主環境、警方態度都會有所不同。

以印度為例，許多婦女就算遭受強暴也無法像加害人提出訴松，原因無發是

因當地女權低下、沙文主義猖獗。因此，性交易的合法化與否，不能只單以

當地的強暴率為考量。 

  在先進國家眼裡，大多採性交易合法化制度。但要如何才能杜絕販賣人

口、黑社會暴力和毒品等非法問題仍然等待各國政府智取。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Lg39u 
圖2：https://goo.gl/do3SDM  
圖3：http://goo.gl/x8iW6A  
圖4：http://goo.gl/D1Ep7x 

(圖4) 截至2014年，北
歐模式施行國 

資料來源： 
http://goo.gl/hbt7R6 
http://goo.gl/Mmpnis 
http://goo.gl/VLg39u 
http://goo.gl/opfUuL  

http://goo.gl/meuhRQ
http://goo.gl/0GHlIU
http://goo.gl/0GHlIU
http://goo.gl/6nlsLV
http://goo.gl/6nlsLV
http://goo.gl/gGJXHm
http://goo.gl/gGJXHm
http://goo.gl/VLg39u
https://goo.gl/do3SDM
http://goo.gl/x8iW6A
http://goo.gl/D1Ep7x
http://goo.gl/hbt7R6
http://goo.gl/Mmpnis
http://goo.gl/VLg39u
http://goo.gl/opfUuL


一部記錄第三帝國的紐倫堡黨代會 

[YG4A 方怡雯/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Triumph des Willens 

(圖1) 1935年上映
時的電影海報 
（底圖） 

意志的勝利 

一部世界公認最具權威的政治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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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片是一部記錄1934年在紐倫堡（Nürnberg）召開的第三帝國一年

一度的黨代會（Reichsparteitag）之紀錄片。由納粹黨構思及拍攝，內

容也是關於納粹。電影記錄了大會的盛況和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事件。 

(圖2) 影片中人民像希特勒行納粹禮  

故事大綱 

  紐倫堡，這座具有中世紀情調的都市，擠滿了歡迎的人群，國旗隨

風飄揚，汽車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駛進，最後是閱兵場的情景，大批裝

甲戰車整齊地隆隆駛過。接著，銀幕上出現字幕：「1934年9月5日，世

界大戰爆發後20年，德國開始遭受苦難後16年；德國開始重生後19個月，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飛臨紐倫堡檢閱他忠誠追隨者的隊伍」。 

  影片一開始，濃雲密布

的天空襯托出德國的動亂景

象，顯示一個正等待創世主

開天闢地的混沌世界。然後

天空逐漸開朗，第三帝國的

形象也浮出水面。一架飛機

穿雲破霧時隱時現，陸地上

的群眾在仰望和等待。飛機

終於著陸，開啟艙門的同時，

希特勒（Adolf Hitler）從

天而降，頓時，歡呼聲響徹

雲霄，人民的愛戴蜂擁而至。 

意志的勝利 Triumph des Willens 

33 

歐洲影劇賞析 



         上世紀30年代，當納粹黨徒聚集在紐倫堡開會期間，希特勒想拍攝

一部電影，以反映自己如何成功地爬上德國權力最大的領導者的位置。 

1934年，德國著名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受邀拍

攝了《意志的勝利》。影片由納粹構思，第三帝國出資贊助，記錄了納

粹巔峰時期的會議、集會和遊行盛況。為配合拍攝，帝國提供無限制的

經費，以及龐大且豪華的攝製隊伍。希特勒企圖打造一部對政治無感的

人民也樂於欣賞的紀錄片，以達到他的政治宣傳效果。因此他讓導演充

分利用專業—藝術角度的拍攝，最後她也因此片獲得德國電影獎

（Deutscher Filmpreis）、1935年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金牌及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大獎。 

(圖3)  1933年紐倫堡黨代會現場之壯闊 

拍攝動機 

意志的勝利 Triumph des Willens 

34 

歐洲影劇賞析 



  《意志的勝利》實際上向歷史學家顯示了納粹政府如何通過宣傳而

發展壯大，希特勒是如何運用無與倫比又令人恐懼的語言能力煽動群眾，

並向他們灌輸納粹思想的。若不以成敗論英雄，那麼此片可創造更高的

價值，且希特勒本身也有值得學習的優點，這也說明取名為《意志的勝

利》 靠的是他過人的意志。這部片在世界造成的影響非同小可，當今

社會已有能力分辨是非，此片變為教育題材，亦或者政治宣傳的研究。 

(圖4) 《意志的勝利》日本版宣傳封面 
               

觀後賞析 

        雄厚的資本加上里芬斯塔爾天才的創造力和美學理念，為影史奉上

了一部最為完美也最受爭議的傑作。世界公認最具權威的政治宣傳片，

竟 獲 1935 年 威 尼 斯 電 影 節 （ Mostra Internazionale d‘Arte 

Cinematografica di Venezia）的最 
佳紀錄片獎。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形

式與內容反差最大的作品——極其

出色的藝術表現力和有道德疑慮的

表現內容。但這部具有傳奇色彩的

紀錄片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的驚人

藝術性，把遊行、集會、吶喊、舉

手等處理成恢宏的史詩，深邃的傳

教意味和高超的宣傳效果相得益彰。 

意志的勝利 Triumph des Wil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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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goo.gl/8Sf4kA 
http://goo.gl/bUqTye 
https://goo.gl/iJfEMC 
https://goo.gl/sZ0uuK 
http://goo.gl/Z57JGA 
http://goo.gl/XKOZBC 
http://goo.gl/sTe1Ng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YjQRGz 
圖2：http://goo.gl/bB5Kmi 
圖3：http://goo.gl/rLNbD2 
圖4： http://goo.gl/RFx1Vv 
 

        萊尼‧里芬施塔爾是德國電影界一位著名的元老級人物，她之所以

聞名世界，不僅由於她在電影藝術領域取得的成就，更因為她和德國納

粹合作經歷以及其兩部著名的影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

（Olympia），讓她成為一位頗具爭議且毀譽參半的人物。 

  萊尼‧里芬斯塔爾於1902年8月22日出生在柏林一個富裕的小資產階

級家庭裡。從影之前，里芬施塔爾在柏林學習繪畫，之後又接受芭蕾舞

訓練。在一次受傷後，她決定改行當演員，投到電影導演阿諾德‧芬克

（Arnold Fanck）的門下。她在那裡初步學到了電影這門藝術。 1932年，

導演了她的第一部故事片《藍光》（Das blaue Licht）。這部影片使她

在德國影壇聲譽雀起。真正改變里芬斯塔爾命運的是在1933年。如果不

是這一年她被帝國宣傳部授予了拍攝紀錄片的任務，那麼不管她從事舞

蹈，還是表演，或者導演登山片，她的身份還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可

一旦她接受了這個任務，她的影片就免不了被淪為納粹的政治宣傳品。

《意志的勝利》於1935年首映。影片完全符合當局的意圖，藝術精湛，

追求美學，被納粹頭目們稱讚為「傑作」。但戰後她也因此片而成為第

一個入獄的電影人，她不時為自己辯解，當時對於納粹主義的了解很天

真。這卻無法改變她與政治掛勾的事實。 

意志的勝利 Triumph des Wil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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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米羅綁票記 

[HE3C 陳逸庭/整理] 

好書介紹 

The Kidnapping  
Of the Painter Miro 

  這則奇遇將領著你從巴黎起程，沿途停靠並遊歷紐約、巴塞隆納及布達佩

斯；引你沈浸於各式主題：藝術與詩歌、浪漫及愛情、革命和戰爭、科學與幽

浮。「畫家米羅綁票記」探究在一個無從預料的世界中，我們所面臨的生存之

謎及身份之謎。 

(圖1) 中文版封面 

Entre mariposa negras, 

Va una muchacha morena 

Junto a una blanca serpiente 

De niebla 

Tierra de luz, 

Cielo de tierra. 

黑蝴蝶飛舞間 

一名黑髮女孩 

走在一條如薄霧般的白蛇邊 

光之大地 

地之穹蒼 

－加西亞‧洛爾卡《內心之歌》 
（Poema del Cante Jo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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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畢羅（Joan Biro）懂藝術史、建築史、文學、數學、光學、

量子力學、天文學和幽浮學；他生於巴塞隆納，長大於匈牙利；住在巴

黎，卻在紐約遭人綁票；綁匪死馬當活馬醫，硬把他當成米羅，逼他作

畫並販賣。同時，綁匪還派了一位女士服侍著畢羅，漸漸他們愛上彼此，

因而讓這段奇遇記更加地複雜化……。而複雜的人物關係與情節中，同

時也隱藏了作者要表達的獨特想法。 

小說圍繞著兩個主題：一、人類在宇宙造化中的位置；二、人的自

我認同與定位。在這兩個主題下，各種知識與和文學筆法翩然起舞。 

第一個主題涉及人的意識。書中一角拉午耳醫師說：「人類律動於

意識及無意識這兩種存在的形式間，像是每一秒都被拆解成原子碎片，

然後重組起來。」另外，作者亦用互異事物間的「同步性」

（synchronicity）來解釋人類的事件。 

(圖2) 作者保羅‧哈托(Paul 
Hartal)的畫作《機器人》(Robot)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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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的主軸就懸在第二個主題，身

分錯置的情節上。作者在開場白中劈頭

就問：「你是誰？」、「我又是誰？」；

畢羅和米羅的認同轉換造就了這種虛實

組合的基調。除了主角外，三個綁匪在

警察救出畢羅後變消失無蹤，但卻又在

各地走動，作者時時暗示著此三人便是

外星人，卻又在這點上留白不點破。在

這樣需要運用想像力的步調中，畢羅又

道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我是一部高

階電腦。我不知道胡安‧畢羅是否真有

其人；但也許，他的靈魂轉世到我的身

上了」。 

  小說離奇曲折，卻又合情合理。你可以用各種方式解讀這本書，就如

作者在書中所道：「許多小說確實是會發生卻又隱而不見的故事，我們周

遭的人生，和我們自己的人生一樣，都以迴文所構成。對稱與不對稱相互

糾結，隨處可見。凡人皆可以在空間中自由從反方向移動，既可向前，也

可向後。」時間與空間有不同存在的意義，而這種意義，需要讀者用想像

力來定義。 

(圖3) 作者保羅‧哈托(Paul Hartal) 
的畫作《初》(At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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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畫家米羅綁票記》原書 
作者介紹及部分內容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s9sM1 
圖2：http://goo.gl/mxohgm 
圖3：http://goo.gl/u4E40G 
圖4：http://goo.gl/18Id54 
 

      保羅‧哈托（Paul Hartal）現年七十八

歲，曾任教大學，現專事寫作與藝術創作。

1936年生於匈牙利，雙親皆為猶太人。學生

時代（1956年）曾親身參與匈牙利抗俄革命

運動。哈托於1957年移民至以色列，1973年

再移民至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省蒙特婁市，

並定居於該市至今。 

 

           哈托獨創「抒情概念論」（Lyrical Conceptualism），藉此闡述自己

的藝術見解，自1975年以來，對西方當代藝界頗有影響。他的畫作曾於巴

黎、瑞士、漢城、布達佩斯以及渥太華等地知名藝術中心展出。 

         他於1980年代在蒙特婁籌組「藝術、科學暨工藝中心」（The Center 

for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中心與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合作，其

中包括日本、韓國、印度、歐洲、南美洲、美國以及加拿大等地的藝術家。

他亦曾於1994年受邀至美國德州休士頓「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的太空中心參展，慶祝「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二十五週年。 

(圖4) 作者保羅‧哈托(Paul Ha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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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is9sM1
http://goo.gl/mxohgm
http://goo.gl/u4E40G
http://goo.gl/18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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