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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截稿日期，在狹小的辦公室裡，牆上的秒針焦躁的跳動，

上了粉色指甲油的手指卻愉悅的敲打著鍵盤，突兀、對比、拉扯的

影像，是屬於我們的編輯人生。

在現實中生活總是疲累，需藉由藝術的養分調劑身心，在好書

介紹中，丹尼爾‧凱曼運用生動的筆觸，以不同的小說人物視線描

述現實；由電影欣賞，人們得以諷刺這個失序的世界;政策與口號消

極的躲在灰色的夢裡。

由本期的電子報內容，便可觀出生態中的矛盾:德國總理享受當

選喜悅的同時卻也為歐元憂慮、非洲難民渴望的自由是要用生命換

取; 在編輯這些複雜資訊時，又希望獲得讀者的掌聲。

87期的電子報，感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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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今年十月，歐盟園區很榮幸的繼去年「流金」特展後，能再次受邀與奧地利台北

辦事處以及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合作舉辦【歐洲經典文化瑰寶歐洲經典文化瑰寶歐洲經典文化瑰寶歐洲經典文化瑰寶：：：：捷克奧地利德語捷克奧地利德語捷克奧地利德語捷克奧地利德語

文豪文豪文豪文豪Franz Kafka紀念展紀念展紀念展紀念展】】】】。期間將會展出由奧地利台北辦事處所提供的九幅詳

載關於卡夫卡的生平、手稿以及幾部重要著作的海報。在歐盟園區菁英志工的合

力翻譯下，每幅掛報都附有中文簡介，協助觀展者更加了解卡夫卡獨特的文學色

彩。

展覽時間：2013/10/14 - 10/25，8:00 - 17:00 (國定假日不開放)

展覽地點：文藻歐盟園區 (求真樓B1)

展期系列活動：

作品書展作品書展作品書展作品書展：：：：

地點：歐盟園區藝術迴廊及Q003教室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時間：10月16日（三）上午10:00-12:00

地點：Q001教室

演講者：當代傳奇劇場林秀偉老師

講題：《蛻變》

影片賞析影片賞析影片賞析影片賞析：：：：

時間：平日16:00-17:00

地點：文藻歐盟園區

影片名稱：I introduce myself again: My name is Franz Kafka

詩文創作詩文創作詩文創作詩文創作：：：：

時間：10/21-10/31

主題：假如我是______

徵文條件：想像自己為卡夫卡的世界中的一位角色，例如卡夫卡本人、卡夫

卡的父親、K、變形蟲…等，創作出一篇獨特的散文。

Franz Franz Franz Franz KafkaKafkaKafka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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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地中海船難德主張重懲人蛇

http://goo.gl/tCB34r (大紀元 10月06日) 

� 民調：萬萬稅法民眾大不滿

http://goo.gl/dR5oXC (大紀元 10月14日) 

� 荷蘭刺殺右翼領導人凶犯或將重返社會

http://goo.gl/CqUTmK (大紀元 10月07日) 

� 英國將延長診所服務試行Skype看病

http://goo.gl/OeA4oY (BBC 10月01日) 

� 聯合國調查報告：瑞典為最佳養老國

http://goo.gl/e09YVm (大紀元 10月07日) 

[YG3A林禹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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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大選德國大選德國大選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

德國大選於德國時間9月22日結束，CDU (基督民主黨)/CSU(基督

社會聯盟)以42%的高票創下歷史性新高勝出，而CDU近年合盟的

FDP(自由民主黨)卻沒有達到進入國會所需的5%門檻。

三連任的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雖出生西德，但出生幾星期

後，因父親牧師之職而遷居東德，東德的教育和成長環境幫助梅克爾培

養良好的情緒管理，而後她於萊比錫攻讀物理學，取得量子化學博士的

學位；科學家的訓練給予她理性分析、實事求是的性格，在她往後的執

政生涯中影響深厚，堅持原則使她成為少數挺過歐債危機的領導人。梅

克爾不僅是德國史上首位女總理，也是兩德統一後第一位生長於東德地

區的總理。更值得一提的是，梅克爾若順利做滿第三任，長達12年的任

期將超越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任期11年半），成為歐洲任期最長的

女性領導人。

[YG3A林禹臻/整理]

廿二日梅克爾在柏林發表勝選

演說。(圖1)

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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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FDP(自由民主黨)無法達到5%國會標準的最大原因是受到德國新崛

起的AfD(德國新選項黨)的影響，他們主張反歐元，重回德國馬克時代。

從此次AfD得票率差點達到進入國會的水準來看，不少德國人對於為希

臘或其他歐債國家紓困感到不滿。

在德國的政治體制中，組閣的條件是在議會選舉得票率超過50%絕

對多數之政黨或政黨聯盟。因此FDP的落敗帶給梅克爾連任後的首要挑

戰，是必須重新選擇結盟對象，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即是得票率位居第二

的SDP(社會民主黨)，雖然SDP尚未正面表示支持，但梅克爾目前所需

努力的即是說服反對黨加入大聯合政府。

參考網站：
http://goo.gl/WjaxMC
圖片來源：
http://goo.gl/EVRsTu
http://goo.gl/B98hDJ

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德國大選：德國鐵娘子梅克爾三連任

廿二日梅克爾勝選當晚(圖2)



歐洲主題專欄

Franz Franz Franz Franz KafkaKafkaKafka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YG3A 林佳緯/整理]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圖1)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捷克奧地利德語作家，被喻為20世紀現

代文學界最優秀的創作家之一，更是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的先鋒，在

其過世後，作品廣受文學界大力推崇。卡夫卡的作品主要以寓意和象徵

方式，呈現出現代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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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生平介紹生平介紹生平介紹生平介紹：：：：

1883年，卡夫卡誕生於當時屬奧匈帝國的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

他在一個猶太裔家庭背景中成長，排行老大，原有五個弟妹，但兩個弟

弟皆在年幼時過世，三個妹妹也在二次大戰時死於集中營。父親從事雜

貨店工作，生活忙碌，母親也因此而無法分心來照料他，導致卡夫卡年

幼時期並沒有得到許多來自家庭的關愛，而漸漸產生了憂鬱且懦弱的性

格。18歲時，卡夫卡進入了布拉格大學研讀化學以及文學，之後因為父

親的期望而開始修習法律，拿到了博士證書。完成學業後，他任職於一

間保險公司，並在任職期間開始發表他的文學作品。他的作品包含了長

篇、短篇小說和書信，但有些作品尚未完成，他便過世了。卡夫卡在死

前交代好友馬克思‧布洛德(Max Brod)將他的手稿全數燒毀，但他並沒

有這麼做，反而將其手稿整理後出版，才得以讓後世欣賞到這些作品。

終其一生，卡夫卡曾有許

多的戀情，也曾多次與人定下

婚約，例如：菲莉絲(Felice)、

尤里雅(Julie)、朵拉(Dora)，

但最後卻都沒有結果。而在這

幾段感情中，卡夫卡也留下了

許多的信，這些信的內容被集

結成冊。從這些書信中，我們

不僅可以一窺卡夫卡的感情世

界，更能發現，卡夫卡在感情

路上的掙扎與渴望。

(圖2)卡夫卡給菲莉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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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資料來源：
http://goo.gl/z9qIGE
http://goo.gl/06vhqL
http://goo.gl/lNlpl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6E3Z6I
圖2：
http://goo.gl/awQOSv
圖3：http://goo.gl/fM8Utd

後世對卡夫卡的評論後世對卡夫卡的評論後世對卡夫卡的評論後世對卡夫卡的評論

在卡夫卡看似平凡卻異於他人的一生中，隱藏著他的孤獨以及憂鬱

的性格，而這樣的性格也造就出他獨特的處世思想，這些思想被他寫在

那為數不多，卻對後世文學界影響極深的作品之中。

文學界上對卡夫卡作品的評論比比皆是，但評論的內容多半強調的

是卡夫卡那充滿灰色、沉悶的陰暗世界。不過其實，在卡夫卡的許多作

品中，隱藏著一些不被人注意到的詼諧幽默。捷克裔的法國作家─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被背叛的遺囑》(Les testaments trahis)

中嘗試點出並且導正這個現象。雖然卡夫卡的作品被認為是非常偉大的

著作，但後世的評論家多半認為卡夫卡在精神上有些許不穩定，或者更

明白地說，他們認為卡夫卡患有憂鬱症。

雖然如此，卡夫卡的摯友馬克思‧

布洛德(Max Brod)並不這麼認為，馬克

思比卡夫卡早成名，但卻一眼就相中了

卡夫卡的才華。在他的眼中，卡夫卡雖

然安靜但講起話來總是吸引人側耳傾聽。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他不僅喜歡笑，甚

至也善於逗朋友笑。

姑且不管這些評論適合與否，卡夫

卡的作品、生平、言語已經的確造成了

後世文學界上的一股旋風，且還持續不

斷的影響著。法蘭茲‧卡夫卡留給後世

的不只是這些令人驚嘆的作品，也留下

了許多令人好奇的疑問。

(圖3)馬克思與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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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20132013 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諾貝爾物理獎「「「「上帝粒子上帝粒子上帝粒子上帝粒子」」」」

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又稱做「上帝粒子」，因為科學家

相信，沒有上帝粒子，就不會有生命、不會有人類。這項粒子是在「標

準模型1」內的一種基本粒子。在「標準模型」中，上帝粒子是最後一

個被證實的粒子。在宇宙裡，某些基本粒子與「希格斯場2」產生作用，

接著因為受到阻力的不同，進而產生了不同的質量。而在他們發生作用

的同時，也產生了另外的產品，也就是希格斯玻色子。希格斯玻色子具

有質量，不帶電荷且零自旋，穩定度非常不高，通常產生後即會衰變。

而這些玻色子正是物理學家們近年來積極尋找的對象，目的是為了瞭解：

為什麼某些基本粒子具有質量而有些沒有。希格斯玻色子的發現，不僅

肯定了「希格斯機制3」，也使得標準模型的理論受到證實。

[YG3A 林佳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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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模型： Standard Model, SM，一套描述組成所有物質的基本粒子及三種基本力的理論。
2. 希格斯場：Higgs field，標準模型中，每一種基礎粒子都有其伴隨的量子場，例如「電子」也有他自己的量子場。
3. 希格斯機制：Higgs mechanism，解釋粒子是否有質量的一項機制。

圖(1)電腦模擬繪製的希格斯玻
色子出現事件註解：

歐盟學術專欄



2013年諾貝爾物理獎，在10月8日公佈。得獎者為來自英國的物理

學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以及比利時理論物理學者： 佛朗索

瓦‧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他們兩位同時在1964年分別發現了上帝

粒子，而成果發表過後50年才終於獲獎。事實上，當年與恩格勒一起研

究的夥伴─羅伯特‧布饒特(Robert Brout)也是發現上帝粒子重要的一員，

但兩年前不幸過世，否則今年應有三位得主。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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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Fw0pdY
http://goo.gl/w4jhRF
http://goo.gl/0onVd
http://goo.gl/AOfQMG

http://goo.gl/4YY74
http://goo.gl/CiM41b
http://goo.gl/qJSnFn
http://goo.gl/VtksYN

圖片來源：http://goo.gl/25tD9G

彼得‧希格斯生於1929年，在1960年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之後

直到1980年皆在愛丁堡大學任教。在他任教期間，發展出了「希格斯場」

的理論。1964年，他在《物理快報》中發表了關於「希格斯機制」的論

文，不過卻被退回。之後他又轉投至《物理評論快報》，居然同時有五

位物理學家也獲得跟希格斯同樣的結論，他們分別是：佛郎索瓦‧恩德

勒(François Englert)、羅伯特‧布饒特(Robert Brout)、傑拉德‧古拉尼

(Gerald Guralnik)、卡爾‧哈庚(Carl Hagen)、湯姆‧基博爾(Tom 

Kibble)。這使得這項理論開始受到重視，而他們發表得的論文，更成

為了物理學界上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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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0/7《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Lampedusa Tragedy: Deaths Prompt Calls to Amend Asylum Rules》

的報導，闡述自蘭佩杜薩島沈船事故以來，義大利近幾日呼籲歐洲就非

法移民問題展開行動以防止這類悲劇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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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位於義大利最南端的蘭佩杜薩島，距離突尼西亞外海僅113公

里，是非洲難民偷渡到歐洲的跳板，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非洲難民試圖從

非洲北部登陸該島，但這些船隻往往超載且十分擁擠，並不適合在海裡

航行，因此多年來許多人在偷渡過程中因船隻失事而死亡或失蹤。

《《《《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
蘭佩杜蘭佩杜蘭佩杜蘭佩杜薩島悲劇喚起歐洲修改難民政策薩島悲劇喚起歐洲修改難民政策薩島悲劇喚起歐洲修改難民政策薩島悲劇喚起歐洲修改難民政策

[UE2A 江蕙竹/整理]

蘭佩杜薩島(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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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地中海斷斷續續燃燒數十年的海難，日前在義大利蘭佩杜薩島

(Lampedusa)外海，非洲民船失火傾覆意外，讓義國再次面臨壓力，且引

起歐洲國家高度關注，歐洲各國移民政策更受外界質疑。難民及移民權

益促進人士大聲疾呼：必須進行改革！

海岸警衛隊成員搬運非法移民的屍體(圖2)

尋獲的遺體被放在碼頭上(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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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中時電子報報導，由於蘭佩杜薩島是北非和中東國家難民進入歐

盟（EU）的主要門戶，每年有數千名難民抵達。而在每年夏秋之際，地

中海水域平靜的時候，每天更幾乎都有船隻載著非洲和中東地區的偷渡

客到達義大利南部海岸。但船隻往往超載，並不適合海中航行，以致災

難頻傳。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幾乎有500人在試圖偷渡歐洲的途中死亡

或失蹤。且最近的一次有13名北非難民在西西里島附近溺斃。

一艘坐滿非洲難民的船(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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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盟各國長年面對大批難民非法入境問題，卻難有共同對策。雖然

《申根協定》使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實行了共同邊境管理，但由於各國政

治觀念、經濟狀況不一致，歐盟國家始終沒有共同的移民及難民政策。

對於難民收容和提供政治庇護，歐盟各國皆有自身考量的政策。

船難慘重 義大利舉國哀悼 (圖5)

移民急需除罪化移民急需除罪化移民急需除罪化移民急需除罪化

義大利總理萊塔(Enrico Letta)宣布展開申請庇護相關法律的改革，

並對非法移民者除罪化。公民選擇運動黨的議員馬哈茲提說：「這顯示

出義大利議會接下來必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廢除那些讓移民變成犯罪

的措施。」

義大利總理萊塔(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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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德國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圖7)

德主張重懲人蛇德主張重懲人蛇德主張重懲人蛇德主張重懲人蛇

根據台灣立報報導指出，一名穿著短褲和紅上衣的16歲索馬利亞男

孩阿布杜說，他的父親總共付了7,500美元（約新台幣22萬元）給人口販

子，好讓他來到蘭佩杜薩島；他12天前乘船到達這，那時他已離開索馬

利亞首都摩加迪休約6個月，由此可知航程的艱辛及難民的心酸。

德國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表示，由於人蛇集

團給難民錯誤的希望，導致發生死亡和失蹤人數逾百的船難。他認為必

須加強執法，重懲人蛇集團，避免悲劇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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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增加難民援助增加難民援助增加難民援助增加難民援助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蘭佩杜薩難民沉船慘劇發生後，義大利政府提出歐盟成員國合理分

攤接受難民的負擔。義國總理萊塔表示，義大利不能成為第一個承擔所

有難民負擔的國家。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Barroso)與義國總理萊塔一

同上島了解詳情時，主席巴羅佐宣布從歐盟資金中撥出3000萬歐元(約

4000萬美元)給義大利，以協助該國接納、安置共多難民，同時為避免類

似船難事件再度發生，總理萊塔決定加強歐盟外圍邊境合作管理署

(Frontex)的任務據點，讓此機構得到更多的支援。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左）和義大利總理萊塔（右 )(圖8)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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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議長：「歐洲反移民極右勢力明顯抬頭，在歐洲經濟長		年

不景氣，一些國家高福利制度面臨崩潰的情勢下，歐盟國家移民政策難

有改變，難以統一，政治家們的同情心與歐洲的複雜現實難以一致。歐

洲人的財富應該成為歐洲人幫助難民的義務。」

這起船難讓歐洲人再度對移民政策進行反思及批判。重視民主人權

的台灣應當把歐洲國家作為借鏡，並與國際社會共同分擔責任及義務。

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 (圖7)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iM8Mju

參考資料：

http://goo.gl/yuZ2cA

http://goo.gl/71UrZl

http://goo.gl/kBTyQd

http://goo.gl/fhxkXt

http://goo.gl/zqbJn1

http://goo.gl/VKcfu6

http://goo.gl/Ml1OXx

http://goo.gl/RymR1i

http://goo.gl/52BWMu

http://goo.gl/6qumE1

http://goo.gl/JwNMM2

世界觀點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38p1p

圖2：http://goo.gl/OFPbeZ

圖3：http://goo.gl/ipNdMY

圖4：http://goo.gl/nQRSYb

圖5：http://goo.gl/XmrxZv

圖6：http://goo.gl/zdzcKz

圖7：http://goo.gl/XtfPwn

圖8：http://goo.gl/Pc2y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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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3A 翁敔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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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電影高雄電影高雄電影高雄電影節節節節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海報 (圖1)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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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電影節高雄電影節高雄電影節高雄電影節（Kaohsiung Films

Festival）是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與高雄

市電影館共同主辦的台灣大型電影節，

影展一直從2001年舉辦至今，每年都會

有不同的主題，高雄電影節除了播放電

影之外，也逐年舉辦一些活動特展，以

及「高雄電影節短片競賽」等活動。今

年高雄電影展舉行時間是10月18日到11

月3日，除了有許多台灣本土電影，也有

許多歐洲電影，值得一看。

2012年影展法國、義大利電影

這些年，我們一起追逐金錢 Terraferma (圖3)

2008年影展捷克電影尋找藍
調女孩 Little Girl Blue (圖2)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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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題變奏國度 (圖4)

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變奏國度變奏國度變奏國度變奏國度
Annual Theme : Variation Nation

高雄電影節今年的主題反映台灣當代社會現象，從台灣民眾對政

府的活動啓發靈感，反映著社會大眾的力量，街頭上抗爭的人們開始唱

著《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大合唱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在電影裡，我們從音樂感受到的力量，不僅只是一種

療癒，也是一種控訴的手段，於是嘗試著從變奏曲的想像，隱喻著當前

台灣一個失序變調的社會，將主題定名為「變奏國度」（Variation 

Nation）。

今年的高雄電影節，特別獻上另類、非典型的歌舞及音樂電影，讓

人有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

介紹影片：2012高雄電影展變奏國度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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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大叔脫拉酷搖滾大叔脫拉酷搖滾大叔脫拉酷搖滾大叔脫拉酷
PopRedemption

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要死嘜靠北」樂團從青少年時

期成立以來，每年夏天都會舉辦他們

所謂的「暑期巡迴」演唱，到遙遠的

歐洲城市音樂節進行幾場表演。只是

時光逼人，四個搖滾青年轉眼成大叔，

已經三十而立的他們，對於音樂的熱

情似乎也正在快速消磨殆盡。為了拯

救樂團，成員之一艾力克斯使出最終

渾身解數：提議加入黑金屬搖滾盛會

「地獄開唱」。

搖滾大叔脫拉酷 (Pop 

Redemption)是法國導演馬丁

勒蓋爾 (Martin Le Gall)看到一

幅刻意模仿披頭四專輯封面的

海報而啟發靈感的電影，電影

中描寫團員們對音樂的熱情又

帶著許多笑料，就讓我們一起

來看一群大叔們用金屬樂唱出

對友情和人生的熱情吧！

搖滾大叔脫拉酷電影劇照(圖5)

搖滾大叔脫拉酷電影劇照(圖6)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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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1969年春末，大學生揚帕拉

赫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引

火自焚以抗議蘇聯佔領。共產政

府企圖抹黑他的犧牲，在他的家

人陷入痛苦掙扎之際，一位年輕

女性律師妲格瑪布雷索瓦挺身而

出，為揚的家人與政府分庭抗禮，

極力捍衛揚的遺志，這個深具自

由精神的英勇舉動，延伸出一段

關於個人價值、事實、榮譽及勇

氣的故事，並在那個艱鉅時代影

響且團結了受到壓迫的捷克人民。
燃燒布拉格之春電影劇照(圖7)

燃燒布拉格之春電影劇照(圖8)

安格妮茲卡賀蘭 (Agnieszka

Holland)導演於1960年就讀於布

拉格電影學院，當時，蘇聯共產

黨支配了捷克人民的人生、情感

和對政治的知識;此片重現了捷克

人民當時的經歷，也是一部讓世

界再一次探討人權的電影。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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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布拉格之春燃燒布拉格之春燃燒布拉格之春燃燒布拉格之春
Burning 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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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電影節播映電影高雄電影節播映電影高雄電影節播映電影高雄電影節播映電影

維多快跑 7 
Boxes(圖11)

暴力蜜桃自爆秀
Peaches DoesHerself

(圖9)

龐克槍火唱片行
Good Vibrations

(圖12)

大牌明星
Il Divo(圖10)

約翰華特斯之髮膠明星夢
Hairspray(圖14)

我的意外爸爸
Like Father, Like Son

(圖13)

Kaohsiung Films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

資料來源：

http://goo.gl/Kf8HOZ

http://goo.gl/mO33tH

影片來源：

http://goo.gl/rVOBQu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avMMtb

圖2 http://goo.gl/JOcQGa

圖3 ~圖14 http://goo.gl/mO33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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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歐盟的歐盟的歐盟的歐盟的「「「「20－－－－20－－－－20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石油即將用罄，能源的價格水漲船高。歐洲不僅得依賴進口能源來

發展自身經濟，還有被周遭的國家捲入能源危機的風險。因此歐盟於

2007年公布一項整合氣候與能源的計畫，期望可以在2020年達成三個目

標：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必須比1990年減少20%；提倡使用再生能源，並

達成20%的使用率；及提高20%的能源效率（能源效率高代表帶來的經

濟效益多。）這麼一來歐盟會員國不僅可以使用既安全又具競爭性的能

源，避免受到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又能夠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YS3A張芹埼/整理]

歐盟在能源危機上該如何決策下一步（圖1）

歐盟的「20－20－20目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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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20－20－20目標」中訂定了各個會員國擁有的利用再生能源的國

家指標。例如德國必須將生質能、水力、風力及太陽能的使用比例從

5%提升至18%；瑞典則須將同樣的能源使用比例從39%提升到49%。這

些指標的標準來自各國的經濟表現。富裕的國家必須減少20%的溫室氣

體；貧窮的國家則被獲准可以增加2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於2008年12月，由歐盟會員國共同簽署完整規章後，歐盟理事會在

2010年通過了「能源效率指令」。新指令中補強了「20－20－20目標」

的漏洞，內容提到將強制會員國在18個月內將該法轉為國家法律。因此，

原先不具法律效力的能源目標開始得到歐盟各國的重視。2011年，幾乎

所有的國家已達成一半的國家指標。

歐盟的「20－20－20目標」是什麼？

歐盟理事會於2010年通過能源效率指令（圖2）



28

Do You Know

今年四月（2013年），歐盟委員會認為「20－20－20目標」尚須調

整，能源政策與氣候保護應建立更長遠的計畫。歐盟能源委員會成員歐

廷格（Günther Oettinger）表示，在2020年需要達成的目標中，很有

機會能夠完成其中兩項：減少20%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和達到20%再生

能源的使用率；至於第三項目標還尚須努力：提高20%的能源效率。但

歐廷格認為，達到第三項目標的機率非常的高。目前歐盟委員會尚未訂

定出最新的氣候及能源政策，歐廷格表示，他們會考量歐盟會員國內家

庭、企業及工業中所需的能源，以規劃2030年的能源目標。

歐盟的「20－20－20目標」是什麼？

資料來源：
http://goo.gl/X92MuZ
http://goo.gl/8PVEN4
http://goo.gl/8wsYCM
http://goo.gl/zlIwki
http://goo.gl/WL2kZB
http://goo.gl/L8t71z
http://goo.gl/gk03M2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m5NeAF
圖2：http://goo.gl/1lUmSF
圖3：http://goo.gl/t055nE

歐廷格（Günther Oettinger）對達成「20－20－20目標」有自信（圖3）



主辦：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指揮/豎笛：保羅‧梅耶（Paul Meyer）、高雄市交響樂團

時間：2013/11/24 晚間7：30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校外活動快訊

對稱的對稱的對稱的對稱的靈魂靈魂靈魂靈魂────豎豎豎豎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

米羅特展 (圖1)

「愛樂人」有福了！兩年前，他隨著「東京佼成管樂團」應邀來台

精采演出。再次踏上寶島台灣，他將搬出三大作曲家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德布西（Achille-Claude Debussy）以及穆索斯基

（Модест Петрович Мусоргский）的作品。他是保羅‧梅耶（Paul 

Meyer），曾榮獲「1999年法國音樂之光」、法國的「音樂啟示獎」等

殊榮，更是享譽全世界最優秀的單簧管演奏家。

29

[UE2A彭千芸/整理]

(圖1) 對稱的靈魂─豎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

對稱的靈魂─豎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



13歲開始便開始了交響樂人

生，經常受邀與世界知名樂團合

作。梅耶是忠誠的室內演奏家，

近幾年躍升成為一名優秀的樂團

指揮。他曾與世界各地知名音樂

家同台，其中也曾和我們熟悉的

大提琴家馬友友合作呢！

校外活動快訊

參考資料：
http://goo.gl/WPJ8IX

goo.gl/992UvQ

goo.gl/Lm7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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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的靈魂─豎笛騎士保羅梅耶之夜

(圖2、3) 保囉‧梅耶

此次來台，梅耶將演奏「韋伯

-魔彈射手序曲」、「韋伯-第一號

豎笛協奏曲」、「德布西-牧神的

午後前奏曲」及穆索斯基的經典之

作，並由後來當時法國印象派巨擘

拉威爾親自改編成管弦樂曲「展覽

會之畫」。保羅‧梅耶將打動一群

「愛樂人」沉醉在翱遊魔法般的音

樂仙境中。

圖片來源：
圖1、2：goo.gl/Lm7v10

圖3：goo.gl/DgJ0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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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電子報將延續上期《丈量

世界》的作者丹尼爾‧凱曼，並介

紹他的另一項作品《名‧聲》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是繼《丈量世界》

和《我與康明斯基》後於2010年出

版的小說，內容由9個獨立的短篇

故事組合而成，可是卻有相關人物

穿插其中，而他們所追求的名聲，

在別人的故事中又僅只是不真實的

幻影。

名名名名‧‧‧‧聲聲聲聲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名‧聲》封面 (圖1)

[XE4C陳俐心/整理]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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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聲》中，每個故事

都處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中，也都

有它各自的主角，生活乏味的工

程師、小說家筆下瀕死的老婦人、

尋找出路的大明星、受困異國的

小說家、面臨「宇宙生死」問題

的暢銷書作家、無名網路成癮者、

受雙面生活折磨的主管、驚覺自

己成為故事角色的小說家女伴…

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人們，陷入

了各自的困境卻又互相呼應著。

有如故事裡其中一個角色的獨白：

「人人都在某些故事中。故事中

的故事又有故事，你永遠不知道

哪裡是一個故事的結尾，哪裡又

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其實所有

的故事都環環相扣、匯流成河，

只有在書中才能清楚地敘說分

明。」（引用自《名‧聲》）
《名‧聲》德文封面 (圖2)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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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危機〉In Gefahr

行為怪異卻又能寫出錯綜複雜短篇小說的天才作家里奧‧李希特面

對現實生活的大小事總是無法掌握，甚至感到焦躁不安或認為自己陷入

極大危險；反觀其為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的女伴伊莉莎白，即使自己的

部屬在非洲被綁架，她依然能邊安撫胡鬧的里奧，邊想辦法解救陷入危

機的部屬，可是面對里奧觀察般注視，伊莉莎白害怕被他寫入故事中。

他們倆究竟誰比較真實、誰又真正陷入危機？

〈羅莎莉要尋死〉Rosalie geht sterben

小說家里奧‧李希特筆下的老婦人羅莎莉在被診斷出絕症後，決定

到瑞士尋求安樂死；這並不是一個瀕死前找到生命意義的勵志故事，亦

不是一個探討安樂死是否合乎道德的案例，她的故事就自然地被里奧創

造出來了，不過結尾卻也出乎里奧的意料。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聲音〉Stimmen

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的艾布凌終於拗不過親朋好友，買了一隻他認

為會危害身體的手機，然而電信業者卻出了差錯，讓他拿到了另一個陌

生男子的手機號碼，一通又一通要找「拉夫」的電話不斷打來，讓原本

抗拒手機的他情不自禁地扮演起這個陌生男子的角色，並從一通通的電

話拼湊出男子的身分，竟然是電影明星拉夫‧譚納！在虛擬世界裡艾布

凌享受著扮演拉夫的遊戲，卻也在同時迷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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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謀出路〉Der Ausweg

大明星拉夫‧譚納有天開始再也接不到電話，瞬間從超級巨星變成

無名小卒的他選擇偽裝成自己，並宣稱自己不過是長相與拉夫相似的人，

享受不再被人們關注的片刻，然而在模仿俱樂部中真的出現了模仿的比

拉夫本人還像的人，終於有一天，那位以假亂真的模仿家成功取代了拉

夫的位置，大明星被拒於自家門外。雖然正牌拉夫沒了名聲，卻獲得了

出路。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東方之旅〉Osten

懷著對未知遠方的好奇心，女小說家瑪麗亞‧魯賓斯坦答應了里奧

‧李希特的請求，代替他遠行異國參加旅遊記者代表團。在那英語、法

語、德語皆不通的國度，忘記攜帶手機充電器的她被遺忘在飯店，對距

離熟悉的一切十分遙遠感到沮喪，無助的她只能在一家雜貨店鋪中，諷

刺地看著自己最成功的小說被寫成西爾里字母，無法挽救簽證到期加上

語言不通無法對外聯繫的自己。

〈給女修道院長的信〉Antwort an die Äbtissin

主張生命是美好的米蓋爾‧奧里斯托斯‧布朗柯斯總是能寫出尋找

生命意義的暢銷書，一日他收到來自女修道院長的信，問道為何人世間

會有苦難，而他卻一如往常地拿出抽屜裡的手槍瞄準眉心，他無法解釋

自己的行為，仍不自主地寫下「痛苦存在乃事實確鑿，唯一能幫助我們

的是愜意的謊言」，這完全違反了他的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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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網路論壇貼文〉Ein Beitrag zur Debatte

莫維茲是一個在電信業者總公司上班，卻老是上論壇摸魚的重度網

路成癮者，平常除了和老媽拌嘴，就是上網抱怨與批評他人。某天他被

老闆指派參加會議，沒想到不甘願的他卻在會議遇到了他欣賞的小說家

里奧‧李希特本人，自認與眾不同的莫維茲費盡心思搭訕、裝熟、甚至

潛入里奧房間，只為成為里奧筆下的角色。

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我的謊言生死錄〉Wie ich log und starb

一位電信業的號碼分配主管原本接受生活僅僅是如此的事實，自某

個歡迎酒會上認識了露西亞之後，他的存在被分割成兩半，每當他回到

家中看見妻子漢娜的臉，情婦又彷彿成為遠方幽魂；他逐漸明白他兩個

女人都愛，卻常在深夜中驚醒，不知當下究竟該扮演哪個角色，然而在

現實生活中卻能利用手機與電子郵件，完美地將兩個生活切割開來，但

這樣的生活也同時折磨著他的良知。

〈身陷險境〉 In Gefahr

這回小說家里奧‧李希特與女伴伊莉莎白一同出現在非洲戰區，而

里奧面對砲兵裝甲與爆炸聲不再驚慌失措。隨著聯合國維和部隊前來支

援的棕髮小姐散發出一股靈魂人物的氣質，當她坦承自己便是里奧筆下

最受歡迎的女主角菈菈‧卡斯帕時，伊莉莎白才驚覺自己終究成為里奧

的故事，而身處戰區中她也只能豁達面對：「如果這是一個故事，勢必

會很辛苦；如果不辛苦，那就不會成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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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曼善於轉換語調與敘述氛圍，有時自滿於精確老練的角色描寫，

有時扮演起心理學家，有時嘲仿，有時喚起讀者的求知慾，兩次供出忘

川河上的船夫發出警世語，有時嘲諷不留情面，有時寫出文辭精鍊的藝

術品，有時殘忍，有時多愁善感。他對待筆下的里奧‧李希特的態度格

外惡劣……他（也許）讓所有角色都活下來，獨獨摧毀了他們的生活，

越庸俗的角色，摧毀的方式越狠毒。小人物只成就了五分鐘的名聲。

－《柏林文學評論》

《名‧聲》 (圖3)

內容簡介

看似沒有交集的出場人物，在冥冥之中好像有股無形的力量迫使他

們在彼此的生命裡出現交集，並且在無意識中對彼此人生產生影響。不

由得不佩服作者能夠寫下如此曲折離奇的故事集，讓我彷彿透過萬花筒

窺見更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命角度。

－部落客蒼野之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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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是個諷刺文學，直指出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指出這時

代人的身分認同崩解，只因為人們無所不在地使用蓬勃發展的資訊科技。

《名‧聲》的技巧精緻完美，丹尼爾‧凱曼看似無所不能。作者雖然沒

有端出一本重量級著作，卻是讓他鋒芒畢露的練習曲。

－《新蘇黎世報》

好書介紹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

拿著凱曼的新作《名‧聲》，看他優雅地處理這團混亂，我不禁嘴

角上揚，這已經跨越命運的反諷，到達幽默的層次。《名‧聲》是本有

多層次的小說，後設小說的形式解構、重組，真實和虛構的融合，讓讀

者分不清真假，故事在時空裡交叉穿梭，凱曼沒有試圖讓每個故事都連

結，轉圜成一個圓，每個故事也不一定有結局，如此更貼近我們零落、

虛幻、真實又荒謬的人生。

－部落客快雪

在翻開《名‧聲》前，我原以為它如同我看過的大多數小說。結果，

我發現我想錯了。作者這樣的寫法，讓我覺得相當貼近真實的人生。對

每個人而言，「我」便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而所有的其他人，不管牽

扯的是深還是淺，甚至是擦身而過，都不過是配角，但同時，那人也是

她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部落客咖啡飛

資料來源:
http://goo.gl/M5UirI
http://goo.gl/9DQ28O
http://goo.gl/EzMwo3
http://goo.gl/czBkoK

圖片來源:
http://goo.gl/Nkxny0 (圖1)
http://goo.gl/lhf2MA (圖2)
http://goo.gl/8R7AS6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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