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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封面，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歐盟園區電子報已改版了呢?

本學期的電子報新增了「認識歐洲園地」、「歐洲藝文報導」與將

不定時對外邀稿的「專題報導」；在內容持續進化之下，版面配置也開

始於本期改變；除了改為直向編排外，字體大小也略為縮小，並讓文章

與圖片之間的搭配更為融洽。

而這一切的改變皆宣告著：歐盟園區電子報將朝著更專業的資訊刊

物邁進。

在編輯人員多為學生的情況之下，他們努力蒐集資料、參觀展覽並

撰寫稿件，而文編能回饋這群辛勤的編輯人員與所有撰稿者的，便是致

力讓稿件編排與版面設計更趨於正式刊物。

本期的「歐洲主題專欄」為介紹2012年倫敦奧運最後一集，內容主

要探討英國承接今年奧運活動後所引發的爭議、恐怖威脅，以及皇室在

擔任奧運宣傳大使上的表現；原本的「歐洲觀點」因應每次報導的主題

並非皆發生於歐洲境內而改為「世界觀點」，本期以《以色列與伊朗居

民嘗試交友而非交戰》為題，編譯WorldPost的文章，探討被教育仇恨

彼此的兩國居民因一則Facebook消息開始有了友善的交流。

「專題報導」非常榮幸地邀請到目前任職於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張雯

雯小姐擔任主筆，並針對正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的《浮於世：法蘭西

斯‧培根特展》撰寫專文，除了介紹培根的創作時代背景外與作品風格

外，並探討「素描」如何帶領觀者回歸畫家最初的創作基礎。

「認識歐洲園地」則持續由南華大學陳研壬先生捉筆，以迷人的地

中海國家馬爾他為題撰寫個人遊歷經驗。「歐洲文藝報導」則來到了新

落成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報導《2012 高雄春天藝術節》中由法

國喜樂米劇團演出之《美女與野獸》。

希望這樣的改變不僅能帶來視覺上的耳目一新，更能讓讀者在閱讀

上更為舒適與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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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講座

04/20(五)從廢墟中重生的德國城市德勒斯登
(Q002；15:00-17:00)

講者：王琪(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講座內容：探討德國城市德勒斯登(Dresden)於二戰末期遭受英
美聯軍轟炸的歷史，並於1949年重新展開古蹟重建
工作的重生過程；自德國的經驗中帶領與會人員探
究重建過去之於展望未來的重要性，更對於德國人
民維護傳統之文化觀念有深層暸解。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9

04/11(三) 周遊列國之打工度假說明會 (Q002；15:00-17:00)
講座內容：講座內容：目前台灣已經與幾個國家簽訂「青年打工

度假」合作約定，講座中將提供更多相關資訊，幫助學生多
了解各國打工度假簽證的差異性與優缺點，並完成遊學及打
工度假的夢想。

04/18(三) 英國留遊學講座 (Q002；15:00-17:00)

講座內容：英國學制介紹、英國留遊學申請與規劃、留遊學須知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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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法國企業改變招聘慣例無需提供簡歷圖 (大紀元 – 2012年03月27日)
http://goo.gl/j79q2

 義警告西班牙恐重燃歐債危機 (中央社– 2012年03月26日)
http://goo.gl/j7wLZ

 英副相：挺歐盟與南韓簽FTA (中央社– 2012年03月26日)
http://goo.gl/EfsaZ

 斥資15億英鎊倫敦門戶港明年第4季啟用 (台灣新生報 – 2012年03
月22日)
http://goo.gl/wpbwK

 歐盟擬對中國提出綠能訴訟 (大紀元 – 2012年03月22日)
http://goo.gl/QfGVH

 歐盟籲俄羅斯解除牛豬進口禁令 (中央廣播電台 2012年3月20日)
http://goo.gl/kDlJq

 倫敦奧運公佈聖火路線 519全英繞境 (中廣新聞網 – 2012年3月20日)
http://goo.gl/ZKE9N

 歐盟支持全面禁止割鰭棄身 (中央社 – 2012年03月19日)
http://goo.gl/vs07q

[UJ3C 葉瑜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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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支持全面禁止割鰭棄身

[UJ3C 葉瑜芳 整理]

由於亞洲人對魚翅的喜愛(香港為最大的魚翅集中市場)，
導致每年有7,300萬條鯊魚遭捕殺，甚至有些鯊魚被割了魚
鰭即被丟回海中。

看似捕鯊量居冠的日本，居然排名第9，捕鯊排名第1的
國家捕鯊量想必驚人。根據2011年統計，捕鯊量居首的為印
尼，捕鯊量佔全球13%，第2名為印度，第3、第4則分別為
西班牙及台灣，4國捕鯊量佔全球35%。

自2003年起，歐盟已下令禁止漁民割下鯊魚的魚鰭後將
魚身丟棄入海中；漁民們會割完魚鰭即將鯊魚丟回海中的原
因是為了能夠在船上放下更多的魚鰭。

歐盟下令要求船員割下魚鰭後要將魚身一併帶回，但投
機的船員則只取一小部分的魚身帶回陸地上處理即可，剩下
的全部丟到海裡。

歐洲聯盟在3月19日為此提出了更嚴格的捕鯊規範。歐
盟執行委員會的提議是強制要求船員將鯊魚完整地運到港口，
如今還在審理此案。但漁業部長則表示即使實施此項禁令，
漁民還是可在自己船上自行進行割鰭行為，因此此項禁令仍
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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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1) 凱特王妃(Kate Middleton)

凱特3月15日亮麗現身在倫敦奧運公園的河岸

競技場，替英國曲棍球國家代表隊加油打氣，有別

於以往出席公開場合的正式穿著，這回她穿著灰色

運動上衣，還有兼顧時尚感的粉紅色緊身褲。

凱特在大學時，也是女子曲棍球校隊隊長，

儘管已經十年沒打過曲棍球，凱特還是技癢，換上

球鞋，下場小試身手，凱特的進球率，幾乎百分百，

一旁的運動員歡呼叫好，凱特似乎也很訝異自己的

好球技，開心全寫在臉上。

一、為奧運喝彩，青年一代英王室成2012倫敦焦點人物

凱特王妃運動風采

(2) 哈利王子(Prince Harry)

哈利王子10日訪問巴西期間，在里約熱

內盧與當地居民舉行了英式橄欖球比賽，還

在陽光明媚的海灘上打起了沙灘排球，在展

現自身運動技巧的同時，也為倫敦奧運會做

了最好的形象宣傳。

據悉，這是哈利王子首次到訪巴西，他

此行是為紀念英國女王登基60年而開展的南

美洲多國之行的一部分。他此前已完成了對

貝里斯、巴哈馬、牙買加的訪問。當天，哈

利還在弗拉門戈公園參加了一場長度為1英里

的慈善賽跑，有數百人報名參與這項活動。

哈利王子
(Prince Harry)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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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3) 2012英國年度設計獎：倫敦奧運火炬vs.皇室婚紗

王妃那件象牙白的結婚禮服，是由英國著名服

裝品牌 Alexander McQueen創意非凡的掌門人

Sarah Burton設計的，在去年四月的皇室婚禮上初

次亮相，被公認為是一件非常成功的設計作品。

一、為奧運喝彩，青年一代英王室成2012倫敦焦點人物

奧運火炬

而和它角逐年度最佳設計的競爭對手則是引起爭議的奧運火炬，是由來

自倫敦東部的Edward Barber和Jay Osgerby設計的。有人把這個圓錐形的金

色火炬比喻成一台乾酪磨碎機或者是一個冰淇淋甜筒。火炬的設計團隊稱，當

時他們希望這個火炬更像是一種運動裝備而不是一個獎盃。設計師認為這款火

炬「無論是重量上還是視覺上都讓人感覺輕快」，然而人們對這款80釐米高的

鏤空金色設計卻褒貶不一。不過這個火炬仍然毫無懸念地獲得了設計博物館年

度大獎的提名。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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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二、2012倫敦奧運logo爭議：

這個標誌是由Wolff Olins公司所設計，這家公

司成立於 1965年，隸屬於世界最大的廣告集團

─Omnicom Group，不過，在當時並未舉行任何比

稿或是比賽的程序，便直接以40萬英鎊(台幣1,800
多萬)的代價，委託這家公司設計。

設計一公布後，立刻引起極大的爭議，批評的

聲浪排山倒海而來，它被稱為是「奧運史上最醜的

標誌」。當初批評的聲浪中，很重要的一點，都說

這個設計看不到倫敦，更看不到英國。

有些行家說，倫敦2012年奧運會的理念說得很好：「London 2012 will be
everyone’s Games, everyone’s 2012. …… The new 2012 emblem will use
the Olympic spirit to inspire everyone and reach out to young people…」，但

許多倫敦人卻覺得這塗鴉式的LOGO太醜，甚至有四萬多人上網連署要求撤換。

標誌暗指猶太復國主義？

2012年的倫敦奧運正在密集籌備當中，不過在伊朗卻傳出抗議的聲浪。原因

是倫敦奧運的標誌看起來像是「Zion」─「錫安主義」，在阿拉伯世界泛稱猶太

復國主義，伊朗民眾對此不滿，表示若主辦單位不撤換標誌，將進行杯葛。

錫安就是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之地的代名詞，伊朗的奧委會發函至國際奧委

會抗議，表示這標誌有歧視之嫌，並表示會聯合其他的回教國家一起抵制這個標

誌。

倫敦奧運的標誌事實上是2012四個數字所組成，而國際奧委會也堅持，標誌

就只是數字2012，不帶有任何其他含意，並且在2007年就已經拍板定案，不知

為何現在才有抱怨的聲浪傳出，因此不予以回應伊朗的指控。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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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三、倫敦奧運潛在威脅：蓋達策劃攻擊奧運 乳霜下毒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據稱與蓋達組織(Al Qaeda)有關的恐

怖分子，正在策劃在倫敦奧運期間發動氰化物攻擊。這起據稱是致命陰謀的細節，

公布在與6名恐怖分子有關的網站上，這6名恐怖份子與惡名昭彰的蓋達組織有關。

一名自稱為安薩里(Abu Hija Ansari)的男子說，氰化物毒物應該混在護手

霜中，這樣才能經皮膚吸收。安薩里用阿拉伯文寫的指示，說明策劃這類攻擊行

動的人，應該戴「醫用手套」。據稱他表示：「從皮膚下手：1是氰化物，2是乳

霜。」同時，第2名極端分子在《太陽報》(The Sun)設法進入的網站中寫道：

「這是個好主意，必須好好策劃。」她寫道：「該是為奧運做好準備的時候了，

因為他們又再度騷擾無辜的穆斯林。」

利比亞數千枚火箭彈流入恐怖組織

印度《德幹先驅報》(Deccan Herald)援引《星期日快報》12月19日報道稱，

利比亞卡扎菲政權(Muammar Gaddafi)倒臺後，數千枚失蹤的利比亞火箭彈已

經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這些火箭彈可能對2012年倫敦奧運會造成威脅。

英國國防部稱，自從10月份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後，1萬多枚肩扛式火箭彈依

然下落不明。埃及政府已經抓到5個走私團夥，他們試圖將利比亞武器送往以色

列邊境。英國國防部已經公布了部署大量軍隊保護奧運會安全的計劃，但拒絕

因利比亞火箭彈威脅增加警戒級別。

負責評估倫敦奧運場館安全威脅的顧問稱：「我們非常關注利比亞失蹤火

箭彈問題。」國防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說，負責倫敦奧運會

安保的力量包括1.35萬名士兵，還有身穿便衣的特種部隊士兵和狙擊手，此外，

泰晤士河中還將部署軍艦。

傳出這項消息時，據悉軍情五處(MI5)的幹員在倫敦奧

運期間將全員出動，保障公眾安全。除了地面上的軍情五

處幹員，當局也會部署地對空飛彈保護奧運，抵禦來自空

中的任可威脅。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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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四、官方反應與爭議(1)：2012倫敦奧運保安擬動用軍力

北京奧運落幕後，2012年倫敦奧運的籌備工作開始受到注目。英國官員透
露，為防止恐怖份子在奧運期間滋事，政府將安排軍方協助保安工作，維安費用
預估可能大幅增加到15億英鎊，總支出勢必超過93億英鎊上限。

2005年7月6日，倫敦擊敗巴黎等城市，取得2012年夏季奧運主辦權，隔天
恐怖份子即在倫敦大眾運輸系統發動英國境內第一起自殺攻擊案，造成多人死傷。
安全單位擔心，倫敦奧運期間恐怖份子可能藉機再發動大規模攻擊。

官員透露，如何在倫敦奧運期間進行安全檢查與各項保安行動，仍未有詳細
規劃，但政府一定會不計代價確保活動順利進行，除了奧運場館，政府重要機關
集中所在的白廳路(Whitehall)，也可能是恐怖份子攻擊的標的，整個保安計劃將
是英國承平時代規模最大的一次。

依據規劃，倫敦奧運舉行兩週期間，大眾運輸系統每小時載客量可達24萬
人，為確保安全，將加派警力巡邏，所有的主場館都將使用防爆建材。

倫敦奧運會部署導彈選址引發爭議

為了確保奧運會和殘奧會的順利舉行，英國國防部日前決定在賽場周圍部署
地對空導彈，但是在選擇部署地點時出現了巨大爭議。

英國國防部考慮部署導彈的地方有6個，其中包括了格林尼治公園
(Greenwich Park)南邊的布萊克希斯和離它不遠的射手山，這兩處皆有開闊的綠
地和茂密的樹林，為民眾休閒的好去處。將要部署導彈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當
地議員和群眾的議論。

射手山地區的工黨議員埃弗德(Ai Fude)批評說，這一決定並沒有經過廣泛
的徵求意見。因為此處的奧克斯利斯森林被列為倫敦最重要的生態保護地之一，
當地居民曾經抵制過在這兒修高速公路的計劃，保護了這片森林。他不知道部署
導彈的規模會有多大，會帶來什麼樣的破壞。

布萊克希斯選區的女議員海蒂(Heidi)也抱怨說，她對國防部在這件事兒上
缺乏溝通感到不滿。她說，沒有人希望看到奧運會遭到恐怖襲擊，每個人都期待
政府能做好準備。雖然不愿意在本地區內部署導彈，但要是國防部能夠事先進行
溝通，肯定可以給這些導彈找到安身之處。在測試和評估過程中，當地居民有權
利獲得基本的信息。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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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012 倫敦奧運─結語

已是第三度成為奧運主辦城市的英國倫敦，此次仍在建設與宣傳方式上有許
多創新，不僅提倡環保永續，年輕一代的皇室也展現親和、不遺餘力地參與宣傳。
然而，即使已不是第一次主辦奧運，此次倫敦奧運的籌備仍然引起許多爭議。無
論是logo爭議問題、票務爭端，或政府在安全上的處理以及各方反應，都使外界
的人們分散了許多焦點。

籌備如此大型運動盛事，攸關一個國家的聲望與未來展望，國家在努力地投
注心力之餘，仍存在許多力有未逮之處，引來關注與爭議皆在所難免。在皇室備
受關注之餘，負面爭議可使人反省與改進；在負面爭議氾濫之時，皇室的帶動卻
可以引領外界重新聚焦。但無論如何，使大家盡興而歸，使奧運精神永久傳承才
會是最終目的。

參考資料：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316/6196405.html
http://gb.cri.cn/27824/2012/03/12/5934s3596624.htm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3160/2012/01/13/6113s3521020.htm
http://0968137929.blogspot.com/2011/07/2012.html
http://www.nownews.com/2011/03/01/334-2692759.htm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5/6987966.shtml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
12/20/c_122452256.htm
http://www.ptt.cc/bbs/Olympics_ISG/M.1222684626.A.929.html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0316/KFJ60Q5MG3R9A.shtml?c=detail

圖片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15/n3541300.htm
http://goo.gl/6f3Lv
http://tw.myblog.yahoo.com/pig-
chen/article?mid=3666&prev=3894&next=3102&page=1
http://www.ntdtv.com/xtr/b5/2012/03/02/a666884.html

2012 倫敦奧運：相關新聞與爭議

[UT1A  邱靖雅整理]



歐洲生物商品精煉計畫締造
生物乙醇精煉技術里程碑

報導發佈時間：2012/03/13

面對化石能源日漸枯竭及氣候變遷問題，人類必須以再生燃料取

代傳統燃料。由於使用上符合永續原則，木質纖維素生物質是相當看

好的候選燃料。歐洲生物商品精煉計畫(BIOCORE)由法國國家農業研

究院(INRA)負責協調，與法國植物原料產業公司(CIMV S.A.)及荷蘭

皇家帝斯曼公司生物基礎產品暨服務部門(DSM Bio-based Products &
Services)兩個業界夥伴合作，共同宣佈成功以麥桿為原料，小規模生

產第二代生物乙醇。這項成就證實，生產第二代生物乙醇的可能性，

並開啟利用木質纖維素生物質來生產聚合物(例如生物塑膠)的方式。

整體而言，歐洲生物商品精煉計畫正在開發是利用非糧食資源，如糧

食作物的非食用殘渣或木質生物質的技術。

法國植物原料產業公司及荷蘭皇家帝斯曼公司藉歐洲生物商品精

煉計畫進行合作，開發以麥桿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乙醇生產技術。這

是該計畫的關鍵，其目標為證明可以利用非糧食木質纖維素生物質生

產第二代生物乙醇，並用它來製造各種材料，例如生物塑膠。法國植

物原料產業公司使用其位於法國Marne省Pomacle市的試驗生產設備，

先將麥桿轉化為非糧食木質纖維素生物質的三大成份(纖維素、半纖維

素及木質素)，然後將精煉過的纖維素供應給荷蘭皇家帝斯曼公司。該

公司再使用專利耐熱酵素將纖維素轉化為葡萄糖，再以葡萄糖作為發

酵原料，經發酵將葡萄糖轉為生物乙醇。最後，法國阿科瑪化學公司

(Arkema)會利用第二代生物乙醇生產乙烯，即生物塑膠的前驅物。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309004

歐盟學術專欄

12[UJ1B 何依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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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以色列與伊朗居民嘗試交友而非交戰

《global post，2012/3/25》
可能將與伊朗開戰的消息傳出，煩擾著41歲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市(Tel Aviv)

的平面設計師Ronny Edry，曾任戰鬥傘兵的他自問： 「為何我會想對伊朗人發
動攻擊呢?」

Ronny Edry表示：「我不知道為何要攻擊伊朗人，只被告知他們會攻打過來
而我們必須先發制人，可是我並不想這麼做；老實說，我和伊朗一點仇恨關係也
沒有，更不可能會攻打他們，甚至根本不認識他們。」

因此，他寫下這封訊息：

「給伊朗人

給所有的父親、母親、小孩、兄弟與姊
妹們：

因為我們兩國之間的戰爭，害怕及仇恨
看似無可避免；但事實上，我既不害怕亦不仇
恨你們，我甚至不認識你們；你們沒有傷害過
我，我甚至沒與伊朗人打過交道，只曾經在巴
黎的博物館內遇過一位伊朗人，是個好人
(nice dude)。

有時我會在電視上看到伊朗人在談論戰
爭。

但我很確定他並不代表全體的伊朗人。

所以，如果你們在電視上看到我們在談
論如何轟炸伊朗，請確信他的個人言論與想法
並不代表以色列全體。

我並非國家的官方代表，但我知道在我
家鄉中，當我與鄰居、家人和朋友交談時，我
和他們都是敬愛你們的，我們絲毫不想傷害我
們；相反地，我們想與你們碰面，希望雙方能
邊喝咖啡邊聊體育賽事。

如有人想法與我相同，請把這封信分享
出去，讓伊朗人知道我們的心聲。

Ronny 」

Ronny與女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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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以色列與伊朗居民嘗試交友而非交戰

他並不想以匿名方式發佈這訊息，而Ronny又是如此常見的名字，因為希望

能讓撿到這封「瓶中信」(message-in-a-bottle)的人能看到他本人，所以Ronny請
他的太太在陽台上為他和5歲的女兒拍照。

Ronny 將訊息照片發佈在和妻 子任教的 Pushpin Mehina 大學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ushpin)上。他想到那天上床前心中想到：「好

了，今天的任務達成了，現在我能去睡了。」

「我是一個平面設計師，所以在睡覺前，我總會製作海報反思周遭的事。我

並不是在表達政治立場，而是以人民的立場訴說我的感受。」

隔天醒來，有些人在他的發文按「讚」並分享出去。到了第三天，他收到一

位伊朗女姓發的信件，不管已是半夜時分，他連忙叫醒太太一同看這則信件。

「有個伊朗人看到我們張貼的文章了！」這是那時他告訴太太的話。

收到那封信件後，和平似乎綻放了。第四天，數千人轉載那篇文章，也有人

分享自己的想法，當中包含數百位伊朗人；當日，Ronny新增了1,500位伊朗臉書

好友。到第六天已有數萬人發布這則訊息，更被翻譯成不同語言。

Ronny說：「我嚇到了，這好像做夢一樣。我是一個有許多伊朗朋友的以色

列人，彼此間也有許多共同的朋友！我知道他們在哪裡。直到幾天前，伊朗對我

來說仍是個抽象的概念，並有位矮小且令人感到恐懼的Mahmoud Ahmadinejad
擔任總統。 」

Ronny的行動成為伊朗本週最熱門的話題。

一位自認為是右派的28歲青年Yishai Edri表示：「我應該反對這活動，但卻

忍不住欽佩起，它就像21世紀的聖誕節休戰(the Christmas truce；編按：泛指發

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平安夜或聖誕節中，兩國敵軍間一些短暫且非官方的

休戰)。 」

第五天，Edry開始有更大的野心：「我希望我們能夠購買真正的媒體資源，

像是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或時代廣場(Times Square)等，我想讓這消息的曝光

量增加，並超越數位媒體而廣泛流傳。」

他因此架設了接受捐款的網站(http://www.indiegogo.com/israeliran)並表

示: 「雖然我總跟學生說，平面設計具有影響力，然而我卻知道它的效益其實不

大；然而，你能傳達一項訊息，一項能影響決定、影響心態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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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以色列與伊朗居民嘗試交友而非交戰

另一方面，Ben Gurion大學的中東學研究的Haggai Ram教授便對網路行動

存疑，他說：「雖然說聊勝於無，這件事特別在精神層面上溫暖了人心；但是，

以色列社會依舊忽略伊朗的現況，反對攻擊伊朗的行動如同蒼蠅在政府耳邊嗡嗡

作響，政府卻揮手便能將它趕走。」

他樂觀地相信週六晚上反對向伊朗發動戰爭的抗議民眾能較一個月前更多，

Haggai Ram表示前次行動只有約24人到場，幾乎每個抗議者都被兩名警察包

圍。」(編按：3月24日活動當日，共有約1,000位民眾聚集於特拉維夫市抗議攻打

伊朗。)

新聞來源：《Global Post》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regions/middle-east/israel-
and-palestine/120323/israel-iran-facebook-friends-no-war-protest
延伸了解：《Israel-Loves-Iran》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sraellovesiran

[UE3A柯孟宜 / UT3A成家維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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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浮於世：法蘭西斯‧培根特展專題報導
人性的真實

撰文者：張雯雯，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

----------------------
高雄市立美術館於2月25日起至5月20日止展出二十世紀西方藝壇重要藝術

家之一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晚年一系列來自義大利的素

描作品。就視覺藝術範疇中，「素描」往往是藝術家在實際創作開始前，最原初

的靈感乍現，亦可為最直接真實的情感表現，對於顯少將「素描」視為主要作品

的視覺藝術創作而言，藉由此展覽，大眾不僅可一窺有別於其他主要媒材創作的

視覺感官風景，亦能更加認識西方經典藝術大師。

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培根，其一生以「人」為創作母題，未受過傳統學

院教育而自學起家，透過繪畫抒發其對於當代人類精神遭受的種種深刻感受後留

下人性之真實面貌。以油畫為主要創作的培根，真正於藝壇豎立起自我風格的年

代，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戰爭掏空人類世界既存的美好，歐洲城

市以滿目瘡痍的頹敗毀壞述說人性殘酷的暴行手段，戰爭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

整個歐洲世界瀰漫著虛無感，曾經賴以依存的價值，亦消失無蹤，在重建的過程

中，人不斷地反芻悲傷的記憶，試圖尋找存在的依據。

培根的油畫作品中，映射出當時代的痛苦，其秉著畢生直覺創作的直觀性

格，畫面往往以模糊難見的肖像臉孔、扭曲變形的軀體或者晦澀難辨之形貌傳達

人性遭逢世間苦難後的焦慮無助之感，世人透過培根深刻直指的油畫作品了解其

欲傳達人性的感知能力；而素描向來非培根主要的繪畫表現形式，即使是為眾人

所知的油畫作品，其創作過程中，亦以隨機直覺的手法，揮灑出顏料的意外路徑，

進而成為其呈現於世人的重要創作，然而相對於運用色彩的豐富力量，單純的線

條筆觸賦予更直接有力的動態形式，呈現其最直接的知覺狀態，即便就其而言，

素描的速寫僅為缺少靈魂的骨構狀態，但在後世觀者的眼中，此種簡的形式，反

而更能感受到最原初的心靈語彙。誠如高美館謝佩霓館長在展覽序文中所言，此

次展覽欲顛覆大眾印象中對於西方經典藝術的認知，反其道而行，藉由難得見於

世的素描作品，回歸繪畫基礎，開展認識經典大師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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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浮於世：法蘭西斯‧培根特展專題報導
人性的真實

藝術表現乃人類對於社會現象的精神產物，是一種無法單就言語訴說的心性能量，

其目的在於給予人們回觀和反思的能力媒介；而當代社會充斥著物化性格，正消

磨吞噬人類原有的心靈精神，該如何在浮華的世界中，尋回人類最純粹的價值感

受，正如同在眾多西方經典繪畫作品中，尋找能夠最直接表達繪畫基礎的作品，

「素描」的單純質感，正提供一條最純粹的繪畫性格，亦可作為觀者在繁亂紊雜

的當代社會中，沉澱浮動心靈的方式。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日期：101.02.25-101.05.20

展覽地點：一樓101-103展覽室

展覽網址：http://elearning.kmfa.gov.tw/Francis%20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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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歐洲園地

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地中海，一個距離台灣大約六千多公里的 地方，在這裡地中海的中心有個國家

叫馬爾他。這不但是歐洲人的度假勝地，也是歐洲歷史文物的遺產寶地。

編者：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 陳研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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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歐洲園地

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緣起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99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系所海外企業

專業實習和志工服務計畫案通過，獲得教育部的實習補助。於是在學生熱情踴躍

的參與下，總計共4位師長以及7位學生一同前往馬爾他參與【歐洲文化資產維護

與再利用】海外企業實習及義工服務此計畫。

 實習機構簡介

2011年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歐洲文化資產維護與再利用】海外企業實習及義工

服務的實習機構為Dolphin Foundation，這個機構的創辦人為南華大學歐洲研

究所虞和芳教授的先生和虞老師本人創立該實習機構，該實習機構位於歐洲地中

海上的小島－馬爾他共和國Senglea這個地區。該機構建立於18世紀，但經過二

次世界大戰的轟炸摧殘下原本機構的完整性已遭到戰爭的迫害，故該實習機構的

創辦人在成立該機構之前對於整棟機構重新的改裝並且給於該實習機構不同的樣

貌以及保留之前完整的地基和先前留下的原貌。此一機構的成立主要是要協助研

究海外或是對於歐洲事務；特別是社會科學和教育文化上有興趣的研究人員從事

相關的實習。該機構總共有4層樓房；其中第一層為入口以及大廳，其中有一間

招待室以及一間衛浴和廚房可供使用。

馬爾他 Dolphi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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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歐洲園地

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大廳採高挑的設計，較特別的地方為一樓的中庭，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可以由

下往上俯看天空，並且於中庭內放置兩到三張休閒桌以供人們休息或是使用，並

於中庭內建造庭院花草以及噴水池。二樓為主要的會議廳並有一間會議招待休息

室可供招待並且於該會議室討論或是發表學術文章；該樓層的三樓有兩間房間以

及陽台；再來為實習機構的四樓，主要是該實習機構的創辦人主要辦公的地點，

有一個主要客廳以及兩間房間和前後各有陽台可提供休憩或是交談的地方。此外，

該機構的最上層將於日後重新鋪上新的磁磚並且提供觀賞海景和鄰近周邊的景色，

總計共5層。

 馬爾他人文自然環境

馬爾他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Malta)，代碼MT，
簡稱馬爾他(Malta)。根據國土面積計算，馬爾他
在世界各國排名第185位，是世界上僅存為數不多
袖珍小國之一。

馬爾他位於地中海中部的島國 ， 位於北緯
35°48’00~36°06’00 ，東經 14°10’30~14°35’00
之間。馬爾他本來與歐洲大陸相連，後來因為海平
面的上升而變成島嶼，地處歐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之
間。面積316平方公里，北距西西里島93公里。

馬爾他共和大街

全國由馬爾他島、戈佐(Gozo)、科米諾(Comino)、
科米諾托和菲爾夫拉島五個小島組成，其中只有馬
爾他島、戈佐、科米諾三島有人居住。面積最大的
馬爾他島，約245平方公里，東西長27.359公里，南
北寬14.48公里，海岸線196.8公里，佔國土面積的
78%。

在馬爾他的西北方是戈佐島，總面積約67平方公里，
與馬爾他相距5.5公里。在馬爾他島和戈佐島之間的
是科米諾島，面積2.78平方公里。與科米諾島隔海
相望的科米諾托島，緊貼馬爾他島的聖保羅群島和
馬爾他島東南方的菲爾夫拉島都是小島嶼，荒無人
煙。

姆迪納山城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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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戈佐島

畢爾古港邊

科米諾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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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

在Dolphin Foundation內主要有實習內容有發表學術文章，學生必須準備歐洲

事務相關議題的文章於實習機構內發表學術文章，並由師長以及其他學生共同參

與並提供相關意見來促進學術上的交流。另外，在實習的期間；學生必須自行自

理自我食衣住行的規劃以及拜訪其他相關機構的人事物，並於每周日下午於實習

機構內作打掃維護清潔的工作為實習內容的一部份，而每周也必須由各個組別的

負責人和共同組員來報告前一周的實習活動整理以及下一周各組實習活動的安排

以及規劃。學生們將要拜訪的機構或是相關單位進行更進一步的聯絡和安排確定

時間和地點；並且分組進行拜訪的機構和相關單位。其中，學生曾造訪馬爾他大

學的歐洲研究所，參觀該組織並且於當地師長和學生做進一步的認識和交流，並

且參觀馬爾他大學的圖書館了解國外當地大學圖書館的運作模式以及如何找尋和

使用圖書館的書籍。

除此之外，學生們還安排了參觀馬爾他當地著名的博物館以及教堂等相關機構，

在這其中，學生們必須要自行上網搜尋相關單位的相關資訊以及交通方式和其他

聯絡資訊，並於參訪前提出相關問題於拜訪時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和了解。

姆迪納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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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馬爾他的宗教藝術背景

天主教是馬爾他的國教，其教徒佔馬爾他人口的94.5%。自西元60年前起聖保羅

在馬爾他傳教以來，天主教在馬爾他居民的生活中就一直佔據重要的地位。馬爾

他人對宗教很虔誠，為天主教會捐款的總數量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馬爾他的

教堂就有300多座，教會是這個社會唯一被本土老百姓認同的組織，也是延續馬

爾他民俗和文化最重要的體系。

馬爾他有許多民俗節日，從城市到鄉村都有自己的節日，多與天主教有關。在歐

洲各國中，唯有馬爾他還在繼續中世紀村莊中『村長、校長、牧師』三位一體的

天主教傳統。直到近30年來，宗教勢力才有所削弱，大街上出現了現代青年文化、

迪斯科酒吧、網咖、賭場等。儘管馬爾他人民生活生平和醫療水平等早已在歐洲

水平之上，但馬爾他民間的生活和文化依舊是虔誠而傳統的。

畢爾古宗教活動

 馬爾他的飲食

馬爾他有義大利、突尼西亞、英國風味的

菜，在色彩上、做法上受到埃及風味的影

響。傳統的馬爾他人的烹煮和西西里島人、

阿拉伯人有所不同。今天的馬爾他菜有了

自己的風格，簡單實惠，而且有自己的菜

單和菜式。

馬爾他傳統食物「塔加」，是一種加調味

的麵包，或是混合馬爾他傳統香料的食物。

此外，還有奶酪糕等。

馬爾他的啤酒也非常有名，最受歡迎叫作西斯克啤酒(Cisk Lager)。每年7月底在

此舉行的國際美食和啤酒節，吸引了無數食客的光臨。大多數馬爾他的葡萄酒

都是用義大利或者法國的葡萄製造，採用島上獨特的工藝製作，擁有地方風味

和醇厚的口感。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基利(Kinnie)的飲料，是用一種植物的根製作

的，很受島上民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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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地中海的心臟

 馬爾他的風俗

馬爾他履行每周5天工作制，並於其他時間主要從事戶外活動，海邊是居民主要

活動場所，釣魚或野餐。周末做一次禮拜外，全家會外出用餐或去娛樂場所。

在馬爾他的水手在船上塗上強烈鮮明的色彩是為了保護自己，每艘船還以天主教

聖徒的名字命名。船首兩邊各有一雙警惕的大眼睛，那是古埃及及諸神中奧德修

斯的眼睛，是用來阻擋厄運的。同樣，為了驅邪，馬車上往往繫上紅絲帶或插上

羽毛。

 馬爾他的建築藝術

在馬爾他各種藝術中，建築藝術居於首位。幾世紀以來，一直是島民的宗教信仰、

統治者的講究排場和防禦侵略需要的影響之下，馬爾他人修建了大量的廟宇、教

堂、府第、官邸和要塞，今天這些遺跡成了世界最珍貴的建築意學寶庫之一。

馬爾他真正融入歐洲主流文化是

在16世紀聖約翰騎士團進駐馬爾

他之後，那時的歐洲主流剛好處

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所以馬

爾他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式的建築

特別多。例如瓦萊塔的聖約翰大

教堂，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的三傑之一，米開朗基羅親手設

計，採用的是梵諦崗式的圓頂建

築。

此外，門諾劇院(Manoel Theatre
Museum)建在首都瓦萊塔，是英

聯邦最古老的劇院，也是至今還

在使用的歐洲最古老的劇院之一。

聖約翰拱型大教堂

門諾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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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與感謝

首先，我要非常感謝教育部提供『學海築夢』大專院校海外專業實習的獎助計畫

給於正在求學的薪薪學子們一個可以到海外實習機構實習的機會和體驗。

再來；由於老師申請計畫案通過而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使得我們有機會到海外企

業實習。也特別感謝虞教授提供馬爾他的住家做為此次實習的住宿地點，以及於

實習時期對我們照顧和關心，讓學生們都有了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回憶。

此外；也要感謝這次同行的師長們：郭所長和教授的帶領和陪同，給予學生們在

實習上的幫助以及如何進行有著更進一步的完善和完好。在此，特別感謝南華大

學歐洲研究所此次同行的師長們給於學生這次美好的人生經驗和學習經驗。讓學

生在求學的歷程中有了一段不同和特別的經驗和體驗，以及感謝一路上幫忙和支

持和家人以及親朋好友們，給予學生許多的協助和鼓勵，才得以讓此次的實習順

利圓滿完成回國。

最後，我將這篇馬爾他實習遊記分享給其他有興趣和不了解這個國家的台灣朋友，

讓同為小國家的我們，也能感受這小國令人驚艷的地方。

背景：畢爾古聖天使城堡

背包攻略 http://goo.gl/7WMRF
To’Go 泛遊情報四月號155期地中海之心南歐私樂園-馬爾他
http://blog.yam.com/chiumei/article/28087190
全球自由行指南 The Independent Travellers Guide v.10,馬爾他 Malta
自助旅行資訊準備期30個必上推薦網站總整理http://tw01.com/tw01d/thread-
61-1-1.html
馬爾他 http://yoyoliu.pixnet.net/blog/category/1431756
馬爾他：地中海上的十字星，連上賀， 華成圖書，出版日期：2010-01-01
馬爾他國家基本資料&注意事項 http://goo.gl/oWQ1O
馬爾他-探索與解放http://mypaper.pchome.com.tw/amy0819/category/10
國際商情第299期目錄2010/8/25出版，http://goo.gl/f6jHe
發現馬爾他 http://goo.gl/9wk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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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3月23日盛大開幕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不僅成為大高雄目前最新的藝

術空間外，更提供一處高雄市民假日休閒的新選擇。

在開臺之作—新月傳奇圓滿結束後，緊接的是來自法國喜樂米劇團(Le
Shlemil Théâtre)所帶來的童話奇幻劇—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相信不少人在小時候曾看過迪士尼版本的《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故事裡的王子被仙女變為野獸，後來受到貝兒影響便開始改變自己原來

自大、不體諒他人的個性。經歷一番波折後，王子才得以解開魔咒。想必大家對

於動畫版浪漫感人的劇情一定記憶猶新。今年2月份迪士尼更是推出電影《美女

與野獸3D》來喚起大家童年的美好回憶。而這齣老少咸宜的奇幻劇，經過劇場藝

術家西西莉．羅薩(Cécile Roussat)與朱利安．盧伯(Julien Lubek)的巧手改編

並重新詮釋下，將寓言式的故事加入了更多啟發性與教育性元素。隨著故事情節

的發展，劇中主角人物的性格弱點、情愛關懷皆逐一顯露。

從2009年在法國凡爾賽的蒙當席爾劇院

(Théâtre Montansier)的演出紀錄影片中，不

難看出喜樂米劇團特別的劇情安排和表現方式。

佩戴面具的演員們表現誇張逗趣的動作

來補足表情變化上的缺乏，更帶出詭譎卻歡樂

的氣氛。搭配悠揚的古典樂曲和豐富的燈光變

化，都讓整齣劇非常有看頭！

雖然主辦單位有準備中文字幕，但整齣

劇還是以法語為主，我想對於未曾學習過法語

的觀眾來講可能無法很快融入劇情，但大致上

不會影響觀看的樂趣。

喜樂米劇團官方網站—蒙當席爾劇院演出紀錄影

片連結：

http://www.shlemiltheatre.com/?page_id=112

童話新詮釋—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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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宛如灰姑娘化身的貝兒是最小的女兒，每天被兩位姐姐使喚來使喚去。但貼

心善良的她不以為苦地每天辛苦工作。

有一日，老爸爸接到一封來自城裡的信：到城裡可以拿到一筆數目不少的錢。

兩位姐姐紛紛要求珠寶、洋裝，唯有貝兒只要求一朵玫瑰花就好。爸爸到城裡才

發現被詐騙了，變得更為窮困潦倒，而且不小心誤闖野獸的城堡並發現一朵玫瑰。

愛女心切的老人摘下那朵玫瑰之後，生氣的野獸出來威嚇老爸爸必須以死謝罪或

是交出女兒。老爸爸不得已便答應野獸的要求，難過地回家去。

童話新詮釋—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勇敢的貝兒得知噩耗後，立即啟程

前往城堡。到了城堡後，沒有可怕野獸

反而有三隻淘氣的猴子迎接她，會演奏

樂器和跳踢踏舞的猴子們把貝兒逗得哈

哈大笑。然而，野獸終究出現了，貝兒

被高達三尺的野獸嚇暈也做了一場惡夢。

深陷的大床將貝兒吞噬…

貝兒驚醒，她發現猴子們為她準備

華服美食，突然野獸的聲音又出現了並

向美麗的貝兒告白：「Ce soir, voulez-
vous coucher avec moi？(今晚妳願意

貝兒一到家，兩位姐姐發現貝兒身穿華服過得比自己幸福，於是心有不甘地

裝可憐要求貝兒再待八天。因為被姊姊們欺騙而違背諾言的貝兒突然想起野獸，

眼前彷彿看到垂死的野獸…心急如焚的貝兒立即回城堡找野獸，看到已死的野獸

忍不住抱著野獸流淚。被貝兒的眼淚一滴，忽然一陣白煙湧現，野獸變成俊美的

王子。

此時，明白彼此心意的兩人相擁。

與我共枕眠嗎？)」害怕的貝兒說了一句：「不行，但你永遠是我的朋友！」擔

心老爸爸的貝兒向野獸要求回家一趟看望老爸爸，傷心不已的野獸答應貝兒回家

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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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2012年4月1日愚人節這天我來到新開幕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以下簡稱為大

東)，所幸並沒有被愚弄一番，我反而是對美輪美奐的大東演藝廳感到驚奇，挑

高設計並別具特色的漏斗狀屋頂不僅通風還能一眼看見高雄美麗熱情的天空。

因為提早2小時來到大東，稍微閒逛一下園區順便拿了免費的紅豆冰淇淋泡
芙。如果近日有打算來大東參觀，建議出票口要向捷運人員索取免費兌換券喔！

童話新詮釋—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觀後心得

我覺得大東值得一去，即便我選的是最低票價的位置(三樓)，視野還算不錯，

可以看得到整個舞台和演員動作，也因為他們都戴著面具，我覺得買$500其實不

差。我認為好劇團是能夠把坐得最遠、最上面的觀眾一同帶入劇情的。

如果是小孩子，身高不足，爸媽也能向一樓服務處借用加高墊，不用擔心看

不到。唯有座位走道稍窄容易行動不便外，也需注意落差免得跌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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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中不足的是後面有位爸爸從演出到結束一直講話，為他的小孩講解劇

情(媲美專業配音)我能理解要為小孩解釋劇情的心情，但我認為沒必要從頭講到

尾因為演員並沒有一直講法文，大部分也以默劇形式表演。這樣不僅影響其他觀

眾，也對演員不尊重。雖然主辦單位有在臉書上發布訊息：歡迎家長為小朋友解

說劇情。但我認為要讓小孩子發揮想像力比較洽當，而爸媽適時地回答問題就可

以了。無論是受邀劇團還有工作人員，都應給予最高肯定。但觀眾水準有待加強，

途中有人拿出手機看時間，手機亮光難免影響其他觀眾。我想既然都買了票就好

好享受難得的表演，手機等電子設備就暫且擱下吧！

矗立在舞台上的古典馬車竟然是貝兒家，大大顛覆了我們對森林小屋的印象。

老爸爸遇險的劇情，不用演員在舞台上奔跑表現驚悚感，反而是運用了馬車

的紙窗，打上燈光，用皮影戲表現，非常有創意。貝兒肢體動作很美，雖然沒辦

法透過面具直接了解她的喜怒，卻能被細膩的動作給感動，像是貝兒跟從鏡子出

現的另一個貝兒共舞，隱約中代表著貝兒一直期望有人理解她。

姊姊們總是嫉妒貝兒的美麗聯合起來嘲諷她，彼此互稱ma sœur(我的姊妹)，

而貝兒何嘗不是也想要體會手足之情嗎？

童話新詮釋—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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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新詮釋—美女與野獸(La Belle & La Bête)

圖片來源：
http://goo.gl/Z8vpx
http://www.shlemiltheatre.com/?page_id=59
http://shlemiltheatre.com/wp-content/uploads/2011/11/belleetbete.jpg

演出資訊：
高雄春天藝術節 http://www.ksaf.com.tw/2012/index.php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http://dadong_center.khcc.gov.tw/info.aspx?aid=7981&cid=434

關於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規劃路線清楚明瞭，一出大東2號出口向左轉便可看到大東演藝廳。若擔心

走錯地方可找工作人員協助(身穿灰色外套和黑色長褲並有工作證)。大東工作人

員既親切又有耐心，相當專業。

關於喜樂米

喜樂米劇團(Le Shlemil Théâtre)帶來非常高水準的表演，僅有五位表演者

卻能結合面具、舞蹈、體操、馬戲特技、皮影戲、默劇及小丑等多樣演出。先前

只看過預告片的我原本以為是一齣詭異奇幻劇，實際觀賞後發現有很多意外笑點。

像是一開始崇拜者對貝兒說了一句台語：美女、挖愛力！(美女我愛你) 讓全場

笑聲不斷外，連體姊妹吃下午茶點心的橋段中也說了兩句日語：いただきます

(開動)和こ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謝謝招待)令人忍不住會心一笑。

背景道具很有十七世紀的風味，並結合動畫投影讓整場演出更加奇幻。另外，

還別出心裁地將老爸爸到城堡遭逢野獸的過程用皮影方式呈現。

若不小心錯過這次喜樂米劇團來臺演出的美女與野獸，不妨密切鎖定2012高雄
春天藝術節網站 別再錯過任何一場精彩演出喔！

[UF2A 王碧貞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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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法國人的晚宴用餐習慣嗎?

Ａ：

法國人晚宴用餐順序為:

1. 開胃菜、2. 前菜、 3. 主餐、 4. 起司、 5. 甜點、 6. 咖啡或茶
也正因為這繁複的用餐程序以及法國人愛談論的天性，常常導致一餐
下來往往耗費數時。


所謂開胃菜是指在上餐桌前，先在客廳喝點酒，吃一點小點心。主人
會準備香檳、威士忌、Porto、伏特加……等不同酒類供客人選擇。而
小點心，則以精巧，手指方便取用為主。

法國人晚宴用餐程序很長，主要是為配合健談的天性，為此；做一次
東道主，需花費的準備功夫自然就多，法國為女主人備餐，若是不擅
於做菜的女主人，絕不敢大言不慚的告知賓客，每次請客，就等著賓
客的評點，眾人都在看女主人如何表演，然後給予讚美和掌聲，女主
人的地位與評價正由此而來。

法國開胃小菜

當然，女主人如此辛苦備餐，相對也須獲
得眾人尊重。於是女主人成為了用餐時的
指標性人物，若是不見女主人有率先用餐
的動作，賓客自然是不會有率自動作的魯
莽行為。切記，須等女主人指定個人座位
才可入座。通常餐桌上備有兩個酒杯，大
的為水杯；小的為酒杯，有時會有第三個
酒杯，通常用於品嘗主人特別收藏的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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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法國人的晚宴用餐習慣嗎?

開始正式用餐前，大家會先舉杯敬酒，一般來說會輕碰酒杯，眼睛直

視對方。使用刀叉時，

兩肘不得張開，須靠身體兩側。另外，女性需特別注意應由男士斟酒

，不宜自行倒酒，否則會顯得欠缺教養。前菜以清淡開胃為主，法國

人亦沒有喝湯的習慣，通常以酒、水替代，但不飲用熱開水。

若有機會到法國人家裡用餐，宜帶點小禮，以美酒、鮮花最為常見，

需注意不得早到，因女主人備餐時間往往需花費許久，提早到並非貼

心事，宜稍晚預訂時間10分鐘。

資料來源 : 
法蘭情緣 http://ppt.cc/~VpW

圖片來源 : 
法蘭情緣 http://ppt.cc/~VpW 
Adolph’s talk http://ppt.cc/ioyT

起司盤

[UJ1B 何依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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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演出時間：4/14(六)19:30、4/15(日)14:30 

演出地點：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展演簡介：DV8肢體劇場2011年全新製作《Can
We Talk About This?》，探討言論自由、
審查、言論冒犯等主題。由1989年薩爾曼‧
拉什迪的著作《撒旦的詩篇》被焚，到
2005年電影製片提奧‧梵高遭殺害及「穆
罕默德卡通」掀起爭議，DV8肢體劇場在這
新作中，探討這連串事件如何反映及影響多
元文化政策、出版自由、藝術審查。

活動網址：
http://www.ksaf.com.tw/2012/program_d
etail.php?fno=17

"A brilliant piece of theatre. In 
tackling the subject of 

multiculturalism, it crosses the 
boundaries of dance, 

documentary drama and sound. 
It sits somewhere in its own 

space... a rare 
experience…..extraordinar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高雄春天藝術節-DV8肢體劇場
《Can We Talk Abou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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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專欄預告

Simone de Beauvoir & Jean-Paul Sartre

巴黎

時尚之都，浪漫之城，觀光勝地

你愛巴黎嗎?

他們也愛巴黎!

跟著我們一起探索藝術與文學大師們在巴黎的生活

看見城市與居民間相互啟發的靈感交流

Let’s star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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