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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流金－克里姆特150週年誕辰紀念特
展》正式開幕，非常感謝當天蒞臨的各位師長與
同學們，以及近日與會參觀的大家!

在本次畫展的籌備過程中，除了要感謝總務處
相關各組的協助，還要特別感謝歐盟園區的活動
組志工們，在佈展期間不畏16樓的高溫，於搬
運與組裝展架的揮汗如雨之中，仍能彼此激勵和
打氣。在你們的身上充滿了服務的精神與熱誠！

畫作，是沉默的，不移、不動地凝結於畫布上。

世紀過去，我們驚嘆於畫家筆下的人物與風景仍
躍身於我們眼前；金，依舊流淌而下，戀人持續
相擁，真理仍然赤裸的讓人目不轉睛。

作品，或許是複製；感動，卻仿擬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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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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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飲酒享日光浴英逃犯狼狽就逮(中央社5月12日)
http://goo.gl/umRQ6

 英國兩部長支持脫離歐盟 (聯合新聞網5月13日)
http://goo.gl/Q8GbU

 調查：歐元區危機最糟時刻未過(中央社5月13日)
http://goo.gl/2kVxq

 義前總理嫖雛妓案 檢察官結辯(法新社5月13日)
http://goo.gl/qoA8V

 芭比屋落成德女性主義者抗議(法新社5月13日)
http://goo.gl/qLkij

 意大利前總理安德烈奧蒂病逝(BBC中文網5月13日)
http://goo.gl/J7GZc

 英記者攜3D打印槍過安檢登列車嚇壞政界(大紀元5月14日)
http://goo.gl/pZ3vL

[XE2B周彤/整理]



新聞深度報導

種族仇恨捲土重來-德國新納粹黨

[XE2B周彤/整理]

註「極右翼」最常用來描述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其他偏激民族主義者，以及
其他的反動意識形態與運動。

德 國 新 納 粹 組 織 ， 國 家 社 會 主 義 地 下 黨 (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NSU)被控在2000-2007年謀殺了10人，包括8名土耳其裔

移民，1名希臘裔移民和一名德國女警察。

據德國媒體報導，38歲的貝亞特‧切培(Beate Zschaepe)與已死亡的

烏韋‧穆德勒斯(Uwe Mundlos)和烏韋‧貝爾哈德(Uwe Böhnhardt)在
1998年成立NSU，靠武裝搶劫銀行和郵政系統獲得資金，從事殺害外來移

民的極端活動，目的是製造恐懼，把移民趕出德國。

此案原定於4月17日在慕尼黑(Munich)高級地方法院開庭審理，但土

耳其媒體投訴沒有得到一個固定旁聽席位。憲法法院緊急裁決後，慕尼黑

決定，重新分配記者旁聽席位，並將開庭時間推遲到5月6日。5月14日在

德國巴伐利亞州(Bayern)高級法院進行了首次開庭後的第二次審理。

德國系列排外殺人案開庭第一天(5月6
日)，群眾在法庭外面抗議，警察維持
秩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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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探員相信國家社會主義地下黨秘密活動十多年，但該組織於2011年

11月才曝光，有兩名相信是該黨創辦人的男子打劫銀行失敗，警方其後

在東部愛林納赫市(Eisenach)發現他們屍體，相信他們自殺致死。探員還

在車上，搜出相信用來殺死十人的槍。切培逃亡四天後，走進家鄉耶拿

鎮(Jena)一間警署內，對當值警員說：「我就是你們想找的人了。」事件

震驚德國。

當局隨後找到了他們實施系列謀殺時用的槍，警方還收到一張光碟，

內容包括受害者屍體照片及承認NSU對這些謀殺案負責的文字。自此，

當局承認這些命案是新納粹所為。此前，他們把受害者的家屬作為懷疑

對象。在慕尼黑的BBC記者埃文斯(Evans)說，此案在德國極富爭議。他

說，審理此案的意義超出了案件本身的控罪，更把對待種族仇恨謀殺行

為的態度推到聚光燈下。

抗議者在法庭外高舉受害者畫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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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貝亞特‧切培

貝亞特‧切培的極右翼背景無可爭議。極右翼勢力在德國很多城市

示威的照片、視頻中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她在18歲時加入耶拿的新納

粹小組，並在這裡結識了國家社會主義地下黨成員、本案已死亡的兩名

同犯烏韋 ‧穆德勒斯 (Uwe Mundlos) 和烏韋‧ 貝爾哈德 (Uwe

Böhnhardt)。

儘管切培出身書香門第，她在十年級時就輟學。1998年切培因涉嫌

安置炸彈被調查。警方在她的公寓裡發現武器和納粹宣傳材料。警方對

她發出逮捕令，但她躲了起來。2011年底系列謀殺案的罪行敗露時，切

培炸毀了茨維考(Zwickau)她曾居住過的一處公寓，以毀滅證據。

貝亞特‧切培(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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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新聞來源：
http://goo.gl/kTlHL
http://goo.gl/6dPDC
http://goo.gl/qg2So
http://goo.gl/EpVzQ
http://goo.gl/vZ3L2

審查概況

6日舉行的首次庭審因被告律師提出對主審法官的不信任案而中斷，法

庭宣布一周後重新開庭。在14日的庭審開始後，被告律師再度提出議案，

要求改變庭審地點，因為巴伐利亞州高級法院審判廳的「工作條件難以令

人接受」。法庭經短時間磋商後，駁回了被告律師的提案。

這一系列謀殺案一度震動整個德國社會。為偵破此案，德國警方曾調

動400多名刑偵人員，評估了7,000多個物證，詢問了1,400多名證人，調查

了1,300萬個信用卡數據，30萬個旅館過夜記錄和100萬個租車記錄。預計

本案審理長逾兩年，耗資數百萬歐元，被認為是德國戰後對極右組織最大

規模和最具影響力的司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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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6dPDC
圖2：http://goo.gl/7ZmDH
圖3：http://goo.gl/6dPDC
圖4：http://goo.gl/Q35XV

圖(4)

種族仇恨捲土重來-德國新納粹黨



歐洲主題專欄

「分離派」與當時奧地利藝術氛圍介紹

繼上期所介紹的克里姆特的生平介紹，這次要帶大家了解維也

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以及當時奧地利的藝術氛圍。

[UJ2B張彤瑋/整理]

克里姆特(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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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1862-1918)



當時奧地利的藝術氛圍

歐洲主題專欄

起因是集中在19世紀中社會對當時兩種不同設計潮流的反動，其一是當

時工業化技術未熟，工業化的結果並未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因此人們對社

會工業化產生一種恐懼和厭惡。其二是對於瀰漫整個19世紀的矯揉造作的

「維多利亞風格」所做出的反動，「維多利亞風格」承襲過去數百年來以來，

貴族階級與神權統治為核心的矯飾主義，極盡奢華繁雜的裝飾手法只為了彰

顯權威性，對於逐步走向商業化與工業化的社會，一切以民用商業為主的思

想改變是無法接受的，所以「維多利亞風格」的存在，只是加深人們重新掀

起對傳統純樸手工藝的重視與熱中。

維多利亞風格古典風格畫作 ─塔德瑪Lawrence Alma-
Tadema作品：熱戀中的人(Love Votaries)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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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於19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流行於歐洲各

國，在設計史上統稱為「近代風格」(Modern Style)或「1900 風格」。



歐洲主題專欄

風行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是西方

藝術由古典主義進入現代主義的承前啟後的轉折點，它發起於英國，在

短短的30年內行歐洲、波及美國，留下了大量有著自然優美曲線造型的

藝術傑作。新藝術運動中產生的那些手工製作藝術品，最終變成了人們

心目中無可替代的「歐洲風格」的象徵，並開創了現代設計的歷史，成

為現代藝術的源流。

「新藝術」不只是一種藝術風格，更是20世紀初最龐大的一場設計

運動。直到今日，我們仍隨處可見這場運動留下的痕跡，例如巴黎地鐵

站入口的設計、宛如有機生物的西班牙聖家堂(Templo Expiatorio de la

Sagrada Familia)，抑或博物館裡以輕盈優雅的少女魅惑著我們的慕夏

(Alphonse Maria Mucha)海報，以及分離派大師克里姆特豔麗絕倫的裝

飾作。

慕夏(Mucha)：
黃道十二宮(Zodiac)(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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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艾菲爾鐵塔堪稱法國「新藝術」運
動的經典設計作品。(圖4)

「新藝術」正如其名，是一種全新的藝術，於20世紀初期的幾年

中達到極盛，並為緊接而來的「裝飾藝術」運動鋪路。新藝術是對當

時開始徹底改變人類生活的工業化大量生產之反動，重新引進快速消

失中的技術與工藝。它將動物與植物的型態轉化後重新塑造出充滿奇

想的藝術形式，更是純美術對印象主義致力於自然主義的反叛。

新藝術運動在建築風格和室內設計方面，避開維多利亞時代折衷

的歷史主義。通過新藝術運動設計師的挑選和「現代化」某些洛可可

風格中萃取的元素(例如：火焰和貝殼的紋理)，代替從歷史衍生和高維

多利亞風格的根本結構或寫實自然主義的裝飾。新藝術運動主張運用

高度程序化的自然元素，使用其作為創作靈感和擴充「自然」元素的

資源，例如：海藻、草、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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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相應地，其開始廣泛使用有機形式、曲線，特別是花卉或植物等。自此以

後，從在來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作品中，都能發現其中某些線條和曲線圖案成

為繪畫中的慣用手段。一個重要事實是新藝術運動沒有像某些其它運動(例如：

工藝美術運動)那樣否定機器的作用，而是發揮其所長。根據材料的使用(主要

是使用玻璃和鍛鐵)，使建築風格方面，也能找到像精雕細琢般的品質。

新藝術運動中好的一面，是其考慮了完整的風格。這意味著它無論是在

建築風格、室內設計、傢具和織物設計、器皿和藝術品、燈具等方面，都有

了一個等級尺度。新藝術運動發展的最高峰是1900年在巴黎舉行的世界博覽

會，現代風格在各方面都獲得了成功。在此後10年，新風格因為在最普通的

大批量產品中迅速地普及，導致新藝術運動在大約1907年以後就開始被忽視。

就像表現主義、立體派、超現實主義和裝飾藝術運動那樣，如今，新藝術運

動被視為 20世界文化運動中最有創新力的先行者。

西班牙新藝術代表者安東尼高第
(Antonio Gaudi)作品

巴塞隆納的米拉公寓(Casa Mila 
BUILDING)(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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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當我們作一全面性的觀察時，將會發現：新藝術和曲線的關係十分密

切。不過有些線條很複雜，尤其是新藝術運動的後期，走向簡潔但抽象的

方向發展，可視為一種直線樣式而不屬於曲線，代表者為蘇格蘭建築師查

理斯‧雷尼麥金塔(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和奧地利的維也納分離派

(Vienna Secession)。

分離派與新藝術同期，並作為新藝

術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該派藝術家的眼

光，卻顯得更長遠。新藝術，被認為具

有「裝飾化風格」，對維也納分離派，

尤其是克里姆特的作品來說，裝飾特點

非常明顯，裝飾化風格已成為他傾心追

求的目標。他觀察精確，在作品中對人

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繪，並將這一特點

集中在一小部分畫面上，而其餘部分那

艷麗，圖案般平淡的裝飾，卻時常掩蓋

了他的匠心。他在作品中常使用金色，

裝飾圖案近乎抽象，著兩者的有機結合，

使他繪畫中濃烈的裝飾效果得到進一步

加強，而那抽象圖案，則漫不經心地與

人物外型相聯繫。

查理斯‧雷尼麥金塔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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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分離派
(Vienna Secession，1880-1910)

歐洲主題專欄

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是歐洲新藝術運動的一支，裝飾性強，奉

行唯美主義，認為對美的體驗是人類經驗的最高形式。

19世紀末的維也納由襲舊傳統的保皇黨掌握權勢，連當時的美術界也

是由保守的勢力所組成的「藝術家協會」(Künstlerhaus)佔據主導地位。

當時的奧地利皇帝重振帝國的榮耀而大興土木，推行美化城市，的確使得

當時的美術繁榮一陣子。但之後舊有的藝術形式便逐漸不合需求，與外來

藝術的影響，對保皇黨為首的「藝術家協會」造成衝擊。

分離派大樓(Secession hall)(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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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持不同藝術見解的青年藝術家於1897年重新成立了「奧地利造

型藝術協會」。但不久，克里姆特等8位青年藝術家因觀點不同退出該

協會，於1897年在維也納另行組織藝術家團體。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藝術

綱領，只是創作思想相近，便形成了「維也納分離派」。

代表人物

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左，圖8)

埃貢‧席勒(Egon Schiele)
(右，圖9)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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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圖‧瓦格納(Otto Wagner)
(左，圖10)

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
(右，圖11)



埃貢‧席勒 (Egon Schiele) 1890-1918

20世紀初奧地利繪畫鉅子，表現主義畫家，維也納分離派的重

要代表。1890年出生於奧地利圖爾恩(Bezirk Tulln)，1918年因瘟

疫(西班牙感冒)逝於維也納。

歐洲主題專欄

埃貢‧席勒自畫像(圖12)

埃貢‧席勒師承克里姆特，是20世紀初期一位重要的表現主

義畫家。席勒的作品特色是表現力強烈，描繪扭曲的人物和肢體，

且主題多是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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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納(Otto Wagner)則是霍夫曼(Josef Hoffmann)等人的老師，其

設計思想與建築風格在19世紀80年代已表現出與裝飾主義的分流，故被

稱為分離派運動之父。

卡爾斯帕拉茲車站(圖13)

歐洲主題專欄

1895年他在《現代建築》(Moderne Architektur)一書中闡述了新時

代建築應具備的形式。他設計的卡爾斯帕拉茲車站 (Karlsplatz

Stadtbahn Station)，具有簡潔的方形造型和新藝主術運動風格的裝飾細

節，是分離派的早期佳作。
18

奧圖‧瓦格納(Otto Wagner)1862-1918



1903年，霍夫曼在銀行家支持下，在魏恩市組織了維也納工作同盟。

他擔任藝術指導，從事家具、室內金屬器皿的設計，並由同盟的作坊進行

生產。其產品造型呈幾何形態，很少裝飾，力求藝術與技術完美結合，體

現產品的實用性。霍夫曼在設計中表現出與普遍的曲線風格不同的直線風

格，更加接近現代設計。他的由縱橫直線構成的洗練的方格網裝飾特徵，

成為象徵分離派設計風格的鮮明符號。

庫布斯真皮沙發 (Kubus Josef Hoffmann
Armchair and Sofa)(圖1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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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1870 -1956



歐洲主題專欄

1898年，這個組織很快的就出版了自己的雜誌《聖春》。這份雜誌

是由摩瑟、羅勒和米爾巴赫所編輯的，後者是附屬於奧地利皇家帝國藝

術暨工業博物館的應用藝術學校的校長(他的職位後來由霍夫曼繼任)。

《聖春》不僅是宣揚分離派藝術的利器，後來也充當藝術家們在藝術和

政治要求上的一個傳聲筒。

在《聖春》的創刊號上刊登的組織章程，表示了這個協會最重要的

目標：「第一條：奧地利美術家協會以促進純藝術，尤其是奧地利社會

對藝術的興趣為主要任務。第二條：為了達成以上目的，必須要聯合國

內外的奧地利藝術家，並與國外一流藝術家建立密切的聯繫；組織國內

非商業化的展覽體系；將奧地利的藝術推廣到國外，並且善用國外頂級

的藝術成就來刺激本土的藝術以及教育本土的觀眾一般藝術的發展狀

況。」

20
1901年1月《聖春》封面圖(15)

在分離派成立不久後，藝

術家們開始籌備他們自己的展

覽會館。整個建築由歐布利希

設計，而由克里姆特所繪製的

會館草圖至今仍然存在。這棟

建築僅花了六個月便已竣工，

而於1898年11月，隨著第二屆

分離派展覽一起開放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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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派是在繪畫、裝飾美術、建築

設計上有過影響的新藝術流派。它在形

式上雖好使用直線而其根本精神卻在於

反對傳統規範藝術，主張與現代的文化

接觸與現代生活的融合。

這個派別的藝術家們雖來自各不同

領域，由建築家、裝飾藝術家所組成的

十九人團體，雖然分離派沒有明確的綱

領，但在反對學院派與保守思想，這一

點上是一致的。它對德國的建築、室內

裝飾、與雕刻繪畫影響極大。

分離派畫家反對古典學院派藝術，宣稱與其分離，主張創新，追

求表現功能的「實用性」和「合理性」，既強調在風格上發揚個性，

又盡力探索與現代生活的結合，創造出一種新的樣式。

克里姆特：艾米莉‧芙露吉畫像
(Portrait of Emilie Flöge)(圖16)



歐洲主題專欄

世紀之交的維也納，夾在紙醉金迷的巴黎和野心勃勃的柏林中間，

惶惶然尋求著自我。奧地利的資產階級過早陷入沒落，作為議會力量的

自由主義者一退再退。壓抑和失望彌漫於政治生活之中，普遍的焦慮卻

導致了藝術需求的極度膨脹。古典形式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背叛，人

們不斷追求新的個人色彩和主觀風格。

克里姆特：生命之樹(The Tree of Life)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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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奧匈帝國脆弱的政治平衡行將崩潰之際，維也納現代主義終

於破繭而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發現了潛伏於城市中無意識的

社會密碼；瓦格納(Otto Wagner)和阿道夫‧路斯(Adolf Loos)徹底作

別古典的「環形大道風格」；阿諾德‧勛伯格(Arnold Schönberg)在無

調性的音樂中漫步華爾茲；克里姆特則追尋「赤裸的真理」(Nuda

Veritas)的蹤跡，信仰「藝術屬於它所在的時代，自由屬於它所在的藝

術」。

克里姆特：野花
(II Giardino Di Campagna)(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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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

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在當初退出奧地利美術國家公會時，曾經採取非常

慎重的態度。分離派成立之初，他們在志工會的信中還強調，他們仍要在

美術家工會的管轄之下，想避免予人他們想建立獨立新組織的印象。但是

在一切都未明朗化前就讓新聞媒體發布這樣的消息，使得雙方沒有轉圜的

餘地而遭致破裂。分離派自己提出的理由是，奧地利藝壇應開放，引進國

外的現代藝術潮流，促使當局支持奧地利的當代藝術，擺脫藝壇高度的商

業化趨勢(然而分離派美展的目的也是在出售他們的作品)。由早期的一些

文件可清楚看出，這群藝術家的另一觀點，是要倡導具有奧地利本土特色

的藝術。例如巴爾就曾經為文，談到一種具有奧地利色彩的典型維也納藝

術。但是當時卻鮮少有人提到「現代性的藝術表現法」，這大概是因為

「現代性」這個字眼，並不被視為是這個新藝術時期的代名詞，而只是用

以形容一種全新的藝術態度與觀念，所以完全無法將其定位在任何一個明

顯的發展時期中。

分離派會館門口雕像(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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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Y3Bt
圖2：http://goo.gl/qDBnb
圖3：http://goo.gl/8xHF6
圖4： http://goo.gl/wWYpP

http://goo.gl/fazLq
圖5： http://goo.gl/zPCBT
圖6： http://goo.gl/U5D0K
圖7： http://goo.gl/swCbT
圖8： http://goo.gl/gW4bU
圖9： http://goo.gl/1VEdF
圖10：http://goo.gl/qt4ZY
圖11：http://goo.gl/ITRRh
圖12：http://goo.gl/TbflV
圖13：http://goo.gl/XtvRc
圖14：http://goo.gl/ITRRh
圖15：http://goo.gl/yhIX3
圖16：http://goo.gl/UkLzD
圖17：http://goo.gl/jTYq7
圖18：http://goo.gl/Uexo2
圖19：http://goo.gl/wcj9F

歐洲主題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KEVP3
http://goo.gl/sjeeX
http://goo.gl/INbvt
http://goo.gl/SXwXV
http://goo.gl/HiJXP
http://goo.gl/vF8LI
http://goo.gl/f6iNF
http://goo.gl/ufQ5k
http://goo.gl/21a7A
http://goo.gl/97fUp
http://goo.gl/J8j1O
http://goo.gl/0kGWA
http://goo.gl/JJl5u
http://goo.gl/jmu2K
http://goo.gl/WGG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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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歐盟資通訊合作策略會議
首次在台北舉辦

報導發佈時間：2013.04.16

由國科會、經濟部、衛生署與歐盟共同主辦的「2013台灣歐盟資通

訊合作策略會議」，已於2013年3月11日至14日於台北舉辦並圓滿落幕。

此 次 會 議 此 議 題 涵 蓋 四 大 優 先 推 動 議 題 ： 450mm Wafer
Transition(450mm 晶圓轉移 )、Robotics(機器人學 )、Nano/Micro
Intelligent Electronics(微奈米自由電子)以及E-Health/Active Healthy
Ageing(現今人口老化)，內容探討最新技術、當前與未來挑戰以及產學

結合。與會者有來自國內外產學研各界約300餘人，其中來自歐洲各國

之講員約50餘人。

歐盟學術專欄

[UT1B徐靖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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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歐盟資通訊合作策略會議」主要講員合影



本次會議源起於2011年9月國科會與多位國內ICT專家學人受

歐盟邀請，前往布魯塞爾參加Information Society Technology

Advisory Group(ISTAG)專家會議，會中除與ISTAG委員介紹我

國在ICT領域的研發實力，並提出台灣歐盟雙方合作之優先議題。

今(2013)年3月ISTAG委員共同提出一份建議書，作為歐盟與台灣

進行國際合作之依據，歐盟接受ISTAG委員之建議，並請我國為

推動進一步科技合作提出支援方案。緣此，國科會邀請經濟部與

衛生署共同舉辦這次的「臺灣歐盟資通訊科技合作策略會議」，

意在先行媒合臺歐方之研發團隊，並透過此會議平台讓雙邊團隊

得以深入探討後續合作之細節。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組

長曾東澤亦專程返台參與此次盛會，以利促成雙方在2014年即將

展開之HORIZON 2020科研架構計畫之合作。

會後，主辦單位也安排了參訪活動，讓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學

者實地訪視我國ICT發展現況，參訪機構包括工研院、新竹科學

園區、國家奈米實驗室及蕭中正醫院的示範實驗等。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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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20416001

2013台灣歐盟資通訊合作策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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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註：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美國的一間獨立性民調機
構，總部設於佩尤研究中心是美國的一間獨立性民調機構，總部
設於華盛頓特區。該中心對那些影響美國乃至世界的問題、態度
與潮流提供信息資料。

編按：5/13《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Pew Study:
Europeans Rapidly Losing Faith in Europe》的報導，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歐盟國家所做的調查，探討現在歐洲人民逐漸對歐盟失去信心的議題以及歐盟

國家對於歐盟未來的所持有不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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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12個月，歐盟支持度者對這塊歐洲大陸的支持筆直落下。甚至，

許多人已經對於他們所選出來的總理失去信心。只有在德國仍然支持歐盟，

而其他歐洲國家想與歐盟切割的程度則是越來越大。

根據最近一期由華盛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註於星期一

發佈的問卷結果顯示，歐洲不斷增長的經濟危機以及持續的匯率低迷，正快

速崩解歐洲人對於歐盟的信心。

《德國明鏡》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逐漸失去信心

[YT4 王昱婷/編譯]

歐洲人民對歐盟逐漸失去信心(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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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機構三月份時在歐盟8個成員國，對8,000名民眾進行民意測

驗，得到這樣令人擔憂的結果。短短一年間，這些成員國的民眾對歐

盟政策的支持，從2012年的60%，降到今年只剩45%。而且，主要只

有德國支持給予布魯塞爾協助以抵抗正在上升的危機。

「歐盟是歐洲的新病人」(The European Union is the new sick

man of Europe)問卷的開頭寫道：「歐盟半世紀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

團結的歐洲，現在卻因歐元危機而受重創。歐盟所做的決策現在在大

部分的歐洲國家皆不被看好。」 (The effort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to create a more united Europe is now the principal

casualty of the euro crisis. The European project now stands in

disrepute across much of Europe.)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的政策極不看好(圖2)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逐漸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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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特別擔憂的情況是法國，問卷調查中91%認為這個國家的經濟

正面臨困境，比起2012年時增加了10%，甚至，有67%認為法國總統歐蘭

德(François Hollande)在面對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挑戰時，處理得極為糟

糕。他所得到的排名比他的前輩薩克奇(Nicolas Paul Stéphane Sarközy

de Nagy-Bocsa)還要低24%。在法國的受訪者中，有77%的人認為歐洲一

體化讓法國整體經濟變得更糟。

黯淡的歐洲光景

在八個國家所做的調查─包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

希臘、波蘭以及捷克，只有希臘與義大利比法國更不看好歐洲經濟的一

體化。

另外，歐盟成員國的人民對於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只有批評可言。

在義大利，雖然最近他們的總理馬里歐‧蒙地(Mario Monti)才剛卸任，

卻只有25%的人滿意政府對於經濟危機的處理，比去年整整少了23%。

96%的人民不滿現在國家的方向，相較之下，在希臘及西班牙則分別是

97%及94%。

義大利前任總理馬里歐‧蒙
地，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
(圖3)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逐漸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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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這位去年因成功帶領德國度過危

機而深受廣大敬重的德國聯邦總理，今年支持度卻減少許多。雖然在八

個國家中的五個主要國家所作的調查顯示，有許多人仍然認為她做得很

好。但在過去12個月來，她的支持度在西班牙下降了24%，在義大利下

降了19%，而在自己的國家─德國，則是下降6%。

德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歐洲各國看法間極大的落差也是令人擔憂。只有1%的希臘人、3%的

義大利人、4%的西班牙人以及9%的法國人認為他們國家的經濟是穩定的，

但在德國，卻有整整74%的人對國家的經濟感到滿意。

「總而言之，這份2013的調查更加強調了德國與其他國家在同一種

議題上所持有不同的觀感」這份報告如此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德

國人對於他們國家的經濟、財政、未來、整個歐盟、歐盟經濟的整合以

及他們所選出的領導人，更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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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
支持度比去年下滑(圖4)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逐漸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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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JDsEv
參考資料：
http://www.pewresearch.org/
http://goo.gl/oy2EO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gl29X
圖2： http://goo.gl/JDsEv
圖3；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5695056
圖4；http://angela-merkel.de/
圖5： http://goo.gl/MZUE6

德法的關係對於整個歐洲也是十分重要(圖5)

德國人的樂觀可能是由於他們匯率的情況，其他國家就沒德國這麼

好了。六個國家的受訪者說德國是最沒有同情心的國家。有五個國家認

為德國是最自大的國家。但德國人卻有極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他們

的國家是歐洲裡最值得信賴的國家，而且最不自大又最有同情心。

歐洲人民對於歐盟逐漸失去信心



校外藝文報導

[UJ2B王家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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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眼‧攝計視界 不只是攝影展

活動時間：2013/05/03-07/28

週一至週四：10:00-18:00

週五至週日：10:00-20:00 

活動地點：駁二藝術特區C5倉庫

入場方式：免票入場

官方網站：http://goo.gl/TvS2V

當科技和我們的生活脫不了關係，人手一台數位相機記錄著週遭點滴，

攝影便成為一件每個人都可以輕鬆辦到的事情，然而鏡頭所呈現出來的影

像，是否就只能是人們眼中所見的風景？或許也能層層解構再組合，或許

也能將想像發揮的淋漓盡致，更或許能道盡人生的經歷與城市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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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藝術家以不同角度開啟複眼新視界

這次的展覽以複眼為策展概念，

探討攝影結合設計所營造出的複眼

視界，或許會讓視野更遼闊，焦點

更精確，感知更豐沛。

本展展出洪浩、陳育民、郭奕

臣、王雅慧、廖柏丞等五位藝術家

的作品，其中來自北京的洪浩為國

際知名的當代藝術家，此次首度來

台展出代表作品，對駁二而言別具

意義。

(圖1)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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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浩 －《我的東西》

來自中國的洪浩本次展出《我的東西》與《負部》系列，為其代表

作品之一。以實物掃描的方式開始搜集在他身邊出現的所有物件，按照

不同的種類與形狀，分類重組，以一種最平鋪直述的方式，再現關於生

活的線索與內容。

《我的東西》系列的作品看起來似乎只是將所有東西拼湊在一起而

平凡，卻可以讓我們不需要透過文字、採訪，就能夠了解洪浩的個性、

品味與嗜好。除此之外，我想，洪浩的作品觀眾應該都能百看不厭、樂

在其中吧！因為我們能在這密密麻麻中，發現許多自己熟悉而懷念的事

物呢！

洪浩：《我的東西》系列(圖2)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洪浩－《負部》

洪浩掃描物體不被人直接看見的底部，讓我們藉由《負部》重新審
視物件不被人正視的另一種狀態 。

(圖4)

(圖3)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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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育民－《苦寂》
以不同的語彙說出生命的漂流感與失落感

在生命的記憶地紋上漂流，不斷召喚了此中不復回歸的失落，某種

內在瞬息交顫的情緒與想像意識。

我認為陳育民老師的作品不易懂，卻意義深重。像是圖6以荒廢的

屋子和瀕臨絕種的動物告訴我們許多事物正面臨消失；圖7以不同的拍

攝角度，讓我們驚覺，明明是一樣的事物，卻對眼前的景像感到格外陌

生。

(圖6)

(圖7)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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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慧－《葉洞》

活躍於國際新媒體領域的王雅慧，作品洋溢著清新

的詩意氛圍，用葉片覆蓋遠方的建築，透過鏡頭，葉片

上刻意切割的洞彷彿捕捉到建築本身，讓我們關懷自然

與人類產物之間的拉鋸。

原來一片不起眼的樹葉就讓我們用另一種

角度去看這個世界，用另一種方式與大自然融

合在一起。王雅慧老師的作品真的令我大開眼

界，也印象深刻。

(圖8)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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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奕臣－《倖存者計畫》

背景設定在地球毀滅後，人

類從遙遠的星球，派遣探測車<倖

存者號>重新回到地球，探測地球

廢墟裡是否還存在著生命的訊號。

在畫面中的廢墟影像都來自

於現實世界中發生過的災難的廢

墟場景，藉由數位影像的重新拼

湊，建構出一種超現實的未來廢

墟場景。 (圖9)

(圖10)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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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異的現代，我們總是因為不斷地追求「新」而遺

忘了許多曾經的人、事、物。就像現正流行的社群網站，只

要過了幾分鐘，原本的一切就會全部被最新資訊給淹沒。

台灣新銳廖柏丞，利用照片後製將那些曾經是最繁華熱

鬧的地方「融化」了，表現了都市化、建物快速變遷而逐漸

被人們淡忘的景況。彷彿拍出了我們腦海裡模糊的印象。

廖柏丞－《遺忘》
假使所有人都將你遺忘，你確定你還活著？

(圖11)

(圖12)

(圖13)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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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感

這次的展覽讓我收穫良多，導覽員非常地親切熱心，講解也非常地

詳細，讓我能夠順利地細細品味。五位藝術家的作品風格都不同，有些

淺顯易懂，有些稍微艱澀，但理解後卻又能夠有一番領悟，也能夠學習

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真的很值得！

如此難得的攝影展，還在猶豫甚麼呢？快一起來打開複眼，探索這

個不一樣的世界吧！

參考資料：http://goo.gl/GoHn9
圖4：http://goo.gl/cAi66
圖9：http://goo.gl/jMh6o
(其他圖片皆親自攝影)

Photographer X Designer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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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世界語是哪國語?

[UT1A 徐靖雯/整理]

世界語(Esperanto)，就是為全世界各民族溝通而設的語言，但是它不

是用來取代原有的語言，而是作為國際溝通上的一種輔助語言。

它誕生至今已有百餘年歷史。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Łazarz Ludwik

Zamenhof)在19世紀晚期，體會到帝國主義興起、階級衝突與國際戰爭。

他認為這一切的紛爭自於人類受限於語言，彼此無法溝通所產生的誤會，

如果全世界的人能夠溝通無礙，至少一些宗教禮俗、文化差異的衝突就可

能得以而避免。因此立志創造這門普世價值的語言，而世界語(Esperanto)，

原意就是「希望」，一個對於新世界語言的期待。

世界語雖不是任何國家的官方語言，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54年提

倡以世界語作為國際溝通媒介。而且Google、Facebook、Firefox、

Ubuntu皆有世界語版面。

世界語旗幟(圖2)柴門霍夫為世界語發明者(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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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2011年，維基工作會議更選定以世界語作為會議的使用語言，並編列

了世界語版的維基百科。其中最大特色是，世界語條目是由全世界個國家

人民所編寫，相較於各國語言，世界語更能彰顯維基百科的精神，更具有

「全球性」。Google翻譯也自2012年開始增列世界語。

現今世界語在歐洲和東亞有大量的使用者，尤其在城市地帶。世界語

在東歐北歐、在亞洲的中國、韓國、日本、伊朗，在美洲的巴西、阿根廷、

墨西哥，非洲的多哥等地尤其通行。

而大多數學習世界語者，問及他們為何要花費額外的時間精力去學習

這種可以說毫無報酬、更無實際利益價值的語言時，都會回答一個令人動

容的答案：因為喜歡世界語那種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理想；欣賞世界

語那種帶來希望與夢想、人類自身的創造的平等力量。

許多人懷抱著世界一家的理想，學習世界語(圖3)

世界語是哪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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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世界語的特點就是易學易懂。它改革了各語言不合理、不規律的

部分，世界語共有28 個字母，每一個字母只代表一個音，不像其他語

言可能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

世界語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都有固定的詞尾，它們分別

是：名詞-o、形容詞-a、動詞-i、副詞-e 。例如kant這一詞根有「唱歌」

或「歌曲」的意思，加上-i就成了動詞kanti(唱歌)；加上-o就成了名詞

kanto (歌)。

世界語的文法也很有規律，例如名詞複數的詞尾是-j，因此"homo"是
「人」，"homoj"就是「 人們」了。

動詞的時態，也有規律性的詞尾，現在式詞尾為-as，過去 式詞尾

為-is，將來時詞尾為-os。就以“kanti”(唱歌 )為例，那麼“Mi kantas”
就是「我現在唱」；“Mi kantis”就是「我以前唱」；Mi kantos“就是

「我將來唱」。

世界語字母表(圖4)

世界語是哪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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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世界語要去哪學?

大多世界語者是自學的，已下提供幾個中英自學網站:

http://goo.gl/fVBtJ (簡中版本 語音文字都很完善)

http://goo.gl/DVctl (英文版 搭配可愛圖文 簡單活潑)

世界語在很多電影和小說中應用，尤其為了在增加異域風情的同時不點明

具體國家，也為了避免創造新語言的麻煩。例如卓別林1940年的電影《大

獨裁者》中猶太區商店標識就是世界語的；2012年上映的電影《哆啦A夢·

大雄與奇蹟之島 動物歷險記》，劇中克洛克族使用的語言就是世界語。

資料來源 :
http://goo.gl/89qZe
http://goo.gl/ss1TN
http://goo.gl/DZewL

世界語在許多電影中被廣泛使用(圖5、6)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gBIW
圖2：http://goo.gl/HN4T4
圖3：http://goo.gl/wgBIW
圖4:：http://goo.gl/xndds
圖5:：http://goo.gl/yulfE
圖6：http://goo.gl/7CkVc

世界語是哪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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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預告

展覽日期：102/5/25-6/30
展覽地點：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區B8倉庫

展覽時間：週一到週四 10:00-18:00 週五
到週日、國定假日 10:00-
20:00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參展單位：京都塑膠人、咱誌、野上野下、
透南風工作室

活動網址：http://pier-
2.khcc.gov.tw/content/even
t/event01in.aspx?sid=297

「印底子」，以生活為底，用刊物發聲。他們流著熱血挺著

硬骨，在海港邊、山野中、城市裡、小鎮間，生活以內，理想之

上，身體力行傳達屬於他們的信念。在大量生產輸出製造的時代，

用少量自製手工裝訂等方式，提出不同思想觀點或視覺衝擊。在

條條大道之外，他們逕自開墾另一脈思維路徑。

本展介紹台灣自行製作販售之刊物，包含「京都塑膠人」、

「咱誌」、「野上野下」、「透南風」等。他們用個人或團體的

力量，包辦了主題設定、內容撰稿、視覺圖像及包裝販售。這些

刊物的主題從在地文化、視覺設計、生活體驗，到意識形態等，

呈現多角度的觀察視點，而販售方式同樣延續著獨立自主的精神，

或游擊式地出現在全台各地大大小小的藝文空間，或遊牧式地跟

隨著市集四處為家。

在眾聲喧嘩的時代，對於生活，聽聽他們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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