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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諮詢報名表：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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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一下午13:00~15:00

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法文系陳郁君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Q003留學諮詢中心

諮詢時間：05/12，下午17：00~18:30

諮詢項目：德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華凱翎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98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德國留學諮詢]

[法國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2010 文藻歐盟月─「歐洲觀點」系列活動

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

為慶祝5月9日「歐洲日」，五月起文藻「歐盟園區」結

合國內外產、學機構共同推出「歐洲觀點」系列活動，

舉辦以歐洲為主題之展覽暨多場專題演講，以增加南部

地區師生認識歐洲國家之機會。

五月天的文藻很歐洲 ，誠摯邀請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

協辦單位：上苑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法國在台協會、東吳大學、

瑞士商務辦事處

活動時間：2010年4月26日（星期一）─ 5月28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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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26日 ─ 5月28日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對象：校內外師生

日期：5月3日 (15:30 - 16:30) 

講者：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

Dr. Anja Mihr 教授

地點：歐盟園區 Q002 教室

對象：校內外師生

日期：5月5日 (15:30 - 16:30) 

講者：國立冰島大學 ─

安蕾雅 (Dr. Andrea Milde) 教授

地點：歐盟園區 Q002 教室

對象：校內外師生

第一場[漫畫王國－瑞士漫畫展]

第二場[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 Europe 
after 1945]

第三場[驚豔北歐－冰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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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德語語文學與現代德國] 日期：5月7日 (11:00 - 12:00) 

講者：德國波鴻大學 ─

Dr. Gerhard Plumpe 教授

地點：歐盟園區 Q003 教室

對象：校內外師生

日期：5月10日 (15:30 - 16:30) 

講者：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

Dr. Wynfried Kriegleder 教授

地點：至善樓12樓，Z1211教室

合辦：德國語文系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會)

日期：5月12日 (16:00 - 17:00) 

地點：歐盟園區 Q003 教室

對象：校內外師生

第五場[奧地利文化概觀]

第六場[留學法國、放眼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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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揭開東歐神祕的面紗－
電影賞析]

日期：5月19日 (16:00 - 18:00) 

地點：歐盟園區 Q002 教室

對象：校內外師生

日期：5月26日 (16:00 - 17:00) 

形式：工作坊

地點：歐盟園區 Q003 教室

對象：校內外學生

第八場[歐盟知識傳薪]

活動報名表：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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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

●●●● 英航展開第二波罷工英航展開第二波罷工英航展開第二波罷工英航展開第二波罷工 布朗遭指控拿人手短布朗遭指控拿人手短布朗遭指控拿人手短布朗遭指控拿人手短
○○○○ 皇室後人不能選總統皇室後人不能選總統皇室後人不能選總統皇室後人不能選總統？？？？ 奧地利憲法遭質疑不公奧地利憲法遭質疑不公奧地利憲法遭質疑不公奧地利憲法遭質疑不公
●●●● 歐盟主席國西班牙歐盟主席國西班牙歐盟主席國西班牙歐盟主席國西班牙：：：：女性平權應列入經濟策略女性平權應列入經濟策略女性平權應列入經濟策略女性平權應列入經濟策略
○○○○ IMFIMFIMFIMF下修德國今年經濟成長下修德國今年經濟成長下修德國今年經濟成長下修德國今年經濟成長
●●●● 德國金融時報德國金融時報德國金融時報德國金融時報：：：：力拓案對西方企業是警訊力拓案對西方企業是警訊力拓案對西方企業是警訊力拓案對西方企業是警訊
○○○○ 沙柯吉人氣狂跌沙柯吉人氣狂跌沙柯吉人氣狂跌沙柯吉人氣狂跌 支持率僅支持率僅支持率僅支持率僅3333成成成成
●●●● 性剝削罪性剝削罪性剝削罪性剝削罪 歐盟將加重其刑歐盟將加重其刑歐盟將加重其刑歐盟將加重其刑
○○○○ 英國北部及北愛遭暴風雪席捲英國北部及北愛遭暴風雪席捲英國北部及北愛遭暴風雪席捲英國北部及北愛遭暴風雪席捲
●●●● 統一統一統一統一20202020年年年年 德國將建碑紀念德國將建碑紀念德國將建碑紀念德國將建碑紀念
○○○○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未雨綢繆未雨綢繆 德法將聯手推動銀行稅德法將聯手推動銀行稅德法將聯手推動銀行稅德法將聯手推動銀行稅
●●●● 扶植電影業扶植電影業扶植電影業扶植電影業 英每年將提供英每年將提供英每年將提供英每年將提供1500150015001500萬英鎊萬英鎊萬英鎊萬英鎊
○○○○ 歐盟智庫歐盟智庫歐盟智庫歐盟智庫 挺台加入國際組織挺台加入國際組織挺台加入國際組織挺台加入國際組織
●●●● 不滿資遣費太低不滿資遣費太低不滿資遣費太低不滿資遣費太低法國工人要炸廠法國工人要炸廠法國工人要炸廠法國工人要炸廠
○○○○ 兩德統一名留青史兩德統一名留青史兩德統一名留青史兩德統一名留青史 前總理柯爾慶前總理柯爾慶前總理柯爾慶前總理柯爾慶80808080大壽大壽大壽大壽
●●●● 漢莎航空機師工會要求仲裁漢莎航空機師工會要求仲裁漢莎航空機師工會要求仲裁漢莎航空機師工會要求仲裁 否則罷工否則罷工否則罷工否則罷工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Page  6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凡爾賽宮凡爾賽宮凡爾賽宮凡爾賽宮

Château de Versailles 

凡爾賽宮位於法國巴黎西南郊外伊夫林省省會凡爾賽鎮，1682年至

1789年是法國的王宮，1979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凡爾賽美術館館藏凡爾賽宮圖
Page  7

凡爾賽宮宮殿為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立面為標準的古典主義三段式

處理，即將立面劃分為縱、橫三段，建築左右對稱，造型輪廓整齊、莊

重雄偉，被稱為是理性美的代表。其內部裝潢則以巴洛克風格為主，少

數廳堂為洛可可風格。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凡爾賽宮的建築風格引起俄國、奧地利等國君主的羨慕仿效，如俄

國彼得一世在聖彼得堡郊外修建的夏宮、奧地利瑪麗亞·特蕾西亞在維也

納修建的美泉宮、德國腓特烈二世和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修建的無

憂宮、以及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修建的海倫希姆湖宮（Schloss

Herrenchiemsee）都仿照了凡爾賽宮的宮殿和花園。

但是，凡爾賽宮過度追求宏大、奢華，居住功能卻不方便。宮中沒有一

處廁所或盥洗設備，連王太子都不得不在臥室的壁爐內便溺。路易十五

極端厭惡寢宮，認為它雖然寬敞、豪華，卻不保暖。凡爾賽宮在各時期

修建多次，而在每個時期皆呈現了不同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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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凡爾賽宮外立面，可見其橫向的古典主義三段式劃分

凡爾賽宮正面圖

Page  9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凡爾賽宮的主要景觀集中於主樓兩層和花園中，而館內也包括寢室、

教堂、劇場、沙龍、大廳等多樣景觀。在本次主題專欄中我們選出幾個主

要景觀作為介紹，讓大家對於凡爾賽宮有初步性的了解。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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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廳鏡廳鏡廳鏡廳（（（（Galerie des glaces）：）：）：）：又稱鏡

廊，凡爾賽宮最著名的大廳，長76米，高13

米，寬10.5米，一面是面向花園的17扇巨大

落地玻璃窗，另一面是由400多塊鏡子組成

的巨大鏡面。

鏡廳實景

廳內地板為細木雕花，牆壁以淡紫色和白色大理石貼面裝飾，柱子為

綠色大理石。柱頭、柱腳和護壁均為黃銅鍍金，裝飾圖案的主題是展開雙

翼的太陽，表示對路易十四的崇敬。天花板上為24具巨大的波希米亞水

晶吊燈，以及歌頌太陽王功德的油畫。路易十四時代，鏡廊中的傢具以及

花木盆景裝飾也都是純銀打造，並經常在這裡舉行盛大的化妝舞會。

Page 11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王后套房王后套房王后套房王后套房：：：：位於主樓南側，包括

王后臥室、王后私室、王后候見廳、

宮婦退居室、王后衛兵室等七間房

間。王后套房的樓下為王太子套房

（Apartment du Dauphin）。

國王套房國王套房國王套房國王套房：：：：位於主樓東面，路易十三的舊

狩獵行宮之內，中央為國王臥室。這裡是凡爾

賽宮的政治活動中心，起床禮、早朝覲、晚朝

覲和問安儀式都在此舉行。寢宮北邊為小會議

室，南邊為牛眼廳，牛眼廳為親王貴族和大臣

候見的場所。牛眼廳之東為大候見室和衛兵

室。

國王套房

王后套房

Page  12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花園花園花園花園：：：：現存面積為100公頃，以海神噴泉為中心，花園內有1400個噴
泉，以及一條長1.6公里的十字形人工大運河。路易十四時期曾在運河上
安排帆船進行海戰表演，或在運河上模仿威尼斯運河風光。花園內還有森
林、花徑、溫室、柱廊、神廟、村莊、動物園和眾多散布的大理石雕像。

Latona fountain Mirror Fountain Flora and Ceres Walk
Page  13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凡爾賽宮不管是內外景致都堪稱是法國藝術史、建築史、雕刻史、設

計史等多重領域的結合，宮內外收藏品以及自然景致甚豐，難以一一繁

舉。凡爾賽宮見證了法國帝國的繁華，風格上的多重演變（其中包括洛可

可風格、巴洛克風格）之外，也見證了一代帝王的腐敗、奢華，在凡爾賽

宮內，每個景觀都經過經密的計算、建造，見證了人類在多重領域的創造

力。

Marie-Antoinette's estate 凡爾賽宮殿後側及花園 Page  14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捷克的航太工業起飛捷克的航太工業起飛捷克的航太工業起飛捷克的航太工業起飛

捷克於2008年11月成為歐洲太空總署（ESA）成員，也打開了通往數百萬歐元的

太空科技合約的大門。

2009年11月初，俄羅斯從Plesetsk基地發射羅克特火箭（Rokot），將SMOS與

Proba-2兩枚衛星送上太空。Proba-2衛星搭載的裝置是捷克設計，其中熱離子計量單

元（TPMU）可測量電子、游離電位與離子的溫度、濃度及組成；雙分離雙朗茂探針

（DSLP）可分析磁層背景離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226003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Page  15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這兩種儀器都來自Brno市的捷克太空研究中心。捷克太空局（ČKK）主任Jan 

Kolář表示，捷克有數十家企業投身於太空研究的不同領域。捷克所參與的ESA計畫不

僅只於提供衛星的軟硬體，許多捷克公司也協同開發各種應用程式，以處理太空研究

的結果，進而將成果廣泛應用於商業探索等領域。 Kolář表示，太空研究的知識通常

運用於電信、天氣預報、航海、地圖繪製、農穫與環境研究、國家安全與人道救援等

領域。

在捷克加入ESA數年前，已有捷克企業參與歐洲太空計畫委託案，但因參與太空

計畫標案通常需具備ESA成員身分，因此在2008年11月前，捷克企業難以接觸興味盎

然的計畫。2003年捷克加入非ESA成員國成立的歐洲協同國家計畫（PECS），捷克

企業受惠於此，在加入ESA前共參與29項計畫，獲取了寶貴經驗。

Page 16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Gisat科技公司的Luboš Kučera表示，該公司在PECS計畫中學到如何合作，若沒

有這些經驗，任何公司都難以在競標時提出有力的條件。Gisat專長於地理資訊系統

（GIS）與遠端感應，已參與ESA約十項計畫，多集中在衛星攝影領域。

捷克於2008年11月加入ESA後，捷克企業參與計畫便不再受任何限制。ESA的經

費來自成員國，來源分為強制性與選擇性兩種，強制性贊助的金額依各國GDP而不

同，捷克每年為450萬歐元（1億1,900萬克郎）；選擇性贊助視各國五年內意圖參與的

計畫而定；捷克欲參與13項計畫，因此一年需額外捐贈350萬歐元。捷克選擇的計畫

為地球觀察、新電信科技研發，及歐洲探索計畫「伽利略」（Galileo）。ESA以「地

緣回饋」方式運作，即透過太空計畫的產業合約方式，在各成員國內投資，金額約等

同於各國的捐獻，以防德、法等大國獲得的計畫與捐獻不成比例。Kolář表示，實際

上，透過會員國企業合約的形式，各成員國五年內應能收回至少84%的投資額。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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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英國發表聯合氣候科學宣言英國發表聯合氣候科學宣言英國發表聯合氣候科學宣言英國發表聯合氣候科學宣言

日前英國皇家科學院（Royal Society）、氣象局（the Met Office）與自然環境

研究委員會（NERC）等三個英國從事氣候變遷研究的科研組織，提早在2009年12

月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協議會之前，宣布一紙有關科學在氣候變遷領域應用之宣言。

詳細內容請洽國科會簡訊網：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118004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Page  18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此項宣言提出科學證據說明自從2007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評估報

告出爐後，仍繼續惡化的幾項具有危險性、長期性以及潛在的氣候變遷問題，包括

二氧化碳濃度繼續上升，以及2000年到2009年間的這10年，已成為過去150年有史

以來最熱的10年，同時也觀測到了降雨量的變化，和北極在夏季冰河覆蓋面積下

降，以及持續性的全球海平面上升等實證。

該組織強調氣候變遷將嚴重影響食物生產、水資源供應、生態系統與人類健

康、移民壓力及區域不穩定等情形，而持續累積在大氣層中千年不散的二氧化碳，

亦將導致長期的氣候系統變化。因此，需積極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以限制影響的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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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這些科學證據顯示這些有可能惡化的天氣和氣候事件，已經開始影

響人類社會與整個生態系統，包括以下事件：

-在英國，加劇的每日降雨量導致區域性的水災，如2007年的夏天。

-加劇的夏季熱浪所帶來的危機，如2003的英國和歐洲的夏天。

-環顧全球，日益增多的極端天氣事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影響人類社會與建

設。如今年（2009）東南亞的不尋常的破壞性颱風。

-海平面上升，造成許多國家的居民都將暴露在危險的情況下，如孟加拉、馬爾地

夫和其他島嶼國家。

-持續的乾旱導致水和食物資源取得上的壓力，同時預測將持續減少的長期降雨

量，也將造成日益增多的區域性森林火災，如西澳大利亞與地中海區。

文UCA2B 王曉涵 整理

Page  20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科學家們已經開發出一種比以往更簡單的方式讓自主機器人（Autonomous 

Robot）可以執行多種不同的任務。透過這個方法，一個六足機器人可以更容易且更多

樣的模仿人類或動物行為。此研究成果來自歐盟第六期科研架構計畫下之資訊社會領域

PACO-PLUS（Perception, action and cognition through learning of object-action 

complexes）計畫。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003/P201003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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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動物或人類而言，一些基本的行為模式，例如走路、呼吸等等，都是由一種

稱為「中樞型態產生器」（Central Pattern Generator，CPG）所控制的。換句話

說，這些小型的中樞型態產生器就是控制人類或動物行為的關鍵因素。科學家們利

用這個原理來開發最新的自主機器人，讓這些中樞型態產生器產生步行機器人所需

要的每個步伐，以組成「走路」或「移動」之類的複雜行為。對於機器人來說，周

遭環境的資訊均來自感測器的偵測，在這些訊號中可能包括偵測到運動軌跡上的障

礙物。因此，在此系統上會有相對應的CPG來產生「避障行為」（Obstacle 

Avoidance），讓機器人閃開障礙繼續行走。研究團隊一位計畫成員指出，此計畫的

研發成果已經可以利用同一個CPG依據不同所在環境，產生出不同的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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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此機器人是由18軸馬達所控制，並搭配18個感測器，足以產生相近11種不

同的機器人行為模式，例如：「自我定位模式」、「自我保護模式」等等。在執行任

務的過程中，運動控制器不斷地「反射性」的回應環境的變化，同時，也將馬達的指

令和結果記錄下來，以便用於日後從中學習與環境更好的互動模式。因此，這些中樞

型態產生器可以提供一個簡單且強大的靈活運用架構，讓機器人呈現出不同的行為模

式。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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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這些CPG如果沒有好好控制的話，機器人的運動將會表現得一團混

亂。研究人員進一步的指出，最好地控制方法則是將感測訊號轉換成週期模式，之

後再從中挑選出最佳的運動模式。不同的運動模式也可以間接由感測器的訊號產

生。總之，呈現的結果就是機器人可以適時依據不同的環境而自我調整其走路的方

式。例如：上坡、下坡、走進不同的路面或者有障礙物在中間等等情境。由於CPG

具有潛在混沌特性，因此，機器人可以有能力從被困住的凹洞中「逃脫」，不至於

「陷在」裡面。此外，由於能適時儲存過往的經驗和感測器訊號，當機器人第二次

遇到相同的環境時，可以更快地調適成適當模式。因此，這樣的機器人具有從過去

經驗中學習的能力。未來，此計畫將為機器人增加更多的記憶體空間，讓機器人可

以從經驗中學習更多。也會增加一些「路徑規劃」的功能，讓機器人更有效率的行

走於多變的環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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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

歐洲聯盟經貿政策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0年5月14日全天(共四場)
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徐州路21號)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5月1日止
請優先以線上報名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東吳大學WTO法律
研究中心、外交部領事人員講習所

報名網址：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formkey=dElrbUc5VTFONGJuTGdKUmE5X29sSFE6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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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UG4A 謝芊慧撰文

……古之於飲食也古之於飲食也古之於飲食也古之於飲食也，，，，若是重乎若是重乎若是重乎若是重乎？？？？他若他若他若他若<<<<<<<<易易易易>>>>>>>>稱稱稱稱「「「「鼎烹鼎烹鼎烹鼎烹」，」，」，」，<<<<<<<<書書書書>>>>>>>>稱稱稱稱

「「「「鹽梅鹽梅鹽梅鹽梅」，」，」，」，<<<<<<<<鄉黨鄉黨鄉黨鄉黨>><<>><<>><<>><<內則內則內則內則>>>>>>>>瑣瑣言之瑣瑣言之瑣瑣言之瑣瑣言之。。。。孟子雖賤孟子雖賤孟子雖賤孟子雖賤「「「「飲食之人飲食之人飲食之人飲食之人」，」，」，」，而又而又而又而又

言饑渴未能得飲食之正言饑渴未能得飲食之正言饑渴未能得飲食之正言饑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都非易言都非易言都非易言。。。。<<<<<<<<中庸中庸中庸中庸>>>>>>>>

曰曰曰曰：「：「：「：「人莫不飲食也人莫不飲食也人莫不飲食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鮮能知味也鮮能知味也鮮能知味也。」。」。」。」<<<<<<<<典論典論典論典論>>>>>>>>曰曰曰曰：「：「：「：「一世長者知居一世長者知居一世長者知居一世長者知居

處處處處，，，，三世長者知服食三世長者知服食三世長者知服食三世長者知服食。」。」。」。」

先賢諸偉業傳承百千萬世代，成就了文明二字；人間凡煙火熏煖百

千萬腸胃，成全了飲食二字。

繼上期主題「飲食文化」後，不得不悟出一件事：要談論人類各式

各樣的歷史成就或是學術領域等之大道，皆有一條與之依傍存的子道，

那就是吃吃喝喝。

漫談飲食漫談飲食漫談飲食漫談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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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UG4A 謝芊慧撰文

文明之所以能夠淵源流長，乃是人類守住了前人們所墾拓出來

的，不論有形抑無形，種種智慧結晶續以延襲至後代。而人類之所以

生生不息，最大的理由不為其他－－因為，有吃得飽。

由“吃得飽”到達“吃得好”，這之間的歷程足以看出一個國家，甚

或是一個民族的深度。

莫不是懂得吃就是有深度了，而是指在看待飲食的態度，便約略

可估量出這支民族是以何為己身氣魄的碁石。

論起被世人所認同的美食國度，其有三：中國、法國、義大利。

此篇以清朝袁枚先生所著食書的序言為開端，僅是為了將之對飲

食專精而獨到的看法為引玉磚，來概略拋引出法國與義大利飲食文化

的特色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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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飲食在國際間的聲譽極高，除了該國文豪大仲馬所撰的<<美

食大辭典>>被視為飲食界的聖經之外，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所極為愛

好，華美精緻的宮廷料理及其餐桌禮儀，更是成為西方美食的頂極代

表。

追溯回十六世紀，歐洲才剛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催化下，逐一復甦

中。其時，由法國亨利四世大帝所迎娶回來的義大利皇妃，跟著陪嫁

來法的隊伍中還有若干當地廚師。於是這股起始於義大利而愈吹愈盛

的文藝復興風，就搭著皇妃的嫁輦，吹進了法國皇家的廚房內。而愈

發講究的宮廷飲食，在將近三百年後的「法國大革命」一役中，流落

至宮外的御廚們紛紛為民間所用，美食始為平民化。

發展至今，法國一詞幾可與美食劃上等號，而世界三大美食(鵝肝

醬、魚子醬、松露)更是在法式菜肴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坊間更是有

<<米其林指南>>為饕客們嚴謹把關，從一顆星到三顆星，其不為外力

所擾的中立立場，使得小小一本冊子有著不可動搖的公信力。 Pag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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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歐洲古典時期代表之一的羅馬，再加上誕生於此的文藝復興運

動，義大利可說是歐洲文明與文化的推手，重要性可見一斑。而其獨到的

地中海式飲食，摻入了被古埃及文化所影響的烹飪手法，傳承了近十五、

六個世紀，而法國飲食又與之有“姻親”關係，真可說是既傳統而新穎，既

簡單而繁複。

所謂的地中海式飲食，特色在於食材，而位於歐陸沿海一帶，其實法

國和義大利的烹調大抵都不脫橄欖油與香料，且進食不離紅酒、穀／豆

類、大量蔬果與海鮮。再加上近代科學研究撐腰，此套飲食法硬是讓地中

海一帶的人民平均健康值較諸他國來得高多了。

此外，論及義大利飲食，不可不提到「慢食」(Slow Food)一詞。這

項慢食運動是由當地人Carlo Petrini在1986年所發起推動的，他有感於

速食文化之影響人類健康好壞與本土餐飲界盛衰，便提出注重「生態美

食」的觀念。訴求於近代因事務繁忙的人們該好好重視一頓餐食的影響

力，以及一頓餐食從原產地到廚房之間所投注的心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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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進鬐離肺古人進鬐離肺古人進鬐離肺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皆有法焉皆有法焉皆有法焉，，，，未嘗苟且未嘗苟且未嘗苟且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子與人歌而善子與人歌而善子與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必使反之必使反之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而後和之而後和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聖人於一藝之微聖人於一藝之微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取於人也如是其善取於人也如是其善取於人也如是其善取於人也如是。。。。

吃頓飯委實不難，但要好好地靜下心來吃頓飯，倒是門功夫

了，講求的是心法，而不是規矩。

關於這一點，不妨去參詳一部片子<Julia & Julie>，裡頭主人

翁Julia Child對美食的一片純粹的敬仰與歡喜，真可與古代美食家

袁枚先生比擬了。

也祝您用餐愉快。Bon App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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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單推薦書單推薦書單推薦書單

餐桌上的普羅旺斯餐桌上的普羅旺斯餐桌上的普羅旺斯餐桌上的普羅旺斯

La Provence a votre table
Louis Jonval著
鄭志仁譯
商周出版

巴黎女孩的廚房冒險巴黎女孩的廚房冒險巴黎女孩的廚房冒險巴黎女孩的廚房冒險

Chocolate and Zucchini
Clotilde Dusoulier著
李淑珺譯
台灣商務出版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廚房裡的人類學家廚房裡的人類學家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莊祖宜 著

大塊文化出版

尋味日耳曼尋味日耳曼尋味日耳曼尋味日耳曼—
德國四季美食地圖德國四季美食地圖德國四季美食地圖德國四季美食地圖

Kulinarisches Deutschland
Dora Chen著
布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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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
文UG4A 謝芊慧撰文

美味關係美味關係美味關係美味關係

Julia & Julie
Julie Bowell著
黃芳田譯
時報出版

我在法國的日子我在法國的日子我在法國的日子我在法國的日子
My life in France
Julia Child著
彭玲嫺譯
台灣商務出版

蔡瀾食典蔡瀾食典蔡瀾食典蔡瀾食典

蔡瀾 著

天地圖書出版

隨園食單隨園食單隨園食單隨園食單
袁枚 著

柏寶藝術科技出版

推薦書單推薦書單推薦書單推薦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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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zh.html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discover-the-estate/the-palace/the-palace/the-hall-of-mirrors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index.php?option=com_cdvfiche&amp;idf=D7C1A418-C598-16DD-6331-

38E3CC1CA039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index.php?option=com_cdvfiche&amp;idf=AA551D99-D9C4-26BF-EA54-

ED3187084917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marie-antoinettes-estate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gardens-and-park-of-the-chateau-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discover-the-estate/the-gardens/the-copses/the-foutains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discover-the-estate/the-gardens/the-copses/sculpture

http://en.chateauversailles.fr/index.php?option=com_cdvfiche&amp;idf=F8FCBC57-2E6F-F4E5-6188-

4313DDCCB57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7%A1%E5%B0%94%E8%B5%9B%E5%AE%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Versailles_Palace.jpg

國際慢食會 http://www.slowfood.com/

部落格 “巧克力與節瓜” http://chocolateandzucchini.com/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隨園食單>>  清．袁枚著柏寶藝術科技出版

<<餐桌上的普羅旺斯>> Louis Jonval著 鄭志仁譯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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