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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遲、太久、太拖延，本期電子報的延後出刊狀況有人注意到了嗎?

雙週發行的電子報的確造成了龐大的工作量，言盡於此；更多想說的、

該說的，且交由本期的刊物內容訴說。

備註：於前期(64)電子報「下期專欄預告」中，資料誤植為「西蒙波娃與沙特」，

實為羅丹與卡蜜兒，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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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04/30(一) 外語化≠國際化：你，看到這世界了嗎？

(文園2F 10:00-12:00)

講座內容：想要成為具國際觀的專業人才，光有外語能力就夠了
嗎？本場演講邀請到劉必榮教授擔任主講，講述台灣
人該如何在資訊過度氾濫卻又缺乏國際觀點的狹隘社
會中，除了養成自身的外語能力外，更能藉由培育國
際情勢觀察敏銳度與對國際事務的認識，跳脫框架掌
握世界的脈動。

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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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 (五) 英美名校遊學，體驗海外生活！

(Q003；10:00-12:00)

講座內容：邀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海外組教育顧問簡惠萍小姐
來校，講述英國劍橋與美國柏克萊遊學課程、課程內
容介紹、課後及假日活動、旅遊景點與特色、費用和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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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歐洲直接民主關鍵發展歐洲直接民主關鍵發展歐洲直接民主關鍵發展歐洲直接民主關鍵發展 連署過百萬可提連署過百萬可提連署過百萬可提連署過百萬可提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中央廣播電台– 2012年04月03日) http://goo.gl/m8zYe

� 迎接2012年奧運，倫敦準備好了嗎？

(雅虎新聞– 2012年04月06日) http://goo.gl/9WOA5

� 吸引外籍高科技人才 義大利或發放”歐盟藍卡”

(新浪新聞– 2012年04月06日) http://goo.gl/NZwXy

� 風暴再襲 義舉債成本翻倍

(中央社 – 2012年04月11日) http://goo.gl/z6QF4

� 《歐洲經濟》工業生產意外成長-德法不同調

(MoneyDJ理財網 – 2012年04月12日) http://goo.gl/gFww2

� 研調：2012年歐洲LED照明成長最快速，達44%

(MoneyDJ理財網 -2012年04月13日) http://goo.gl/35Zov

� 白俄外長：白俄羅斯不想與歐盟分歧升級

(俄羅斯新聞網 – 2012年04月16日) http://goo.gl/yj8Sy

[UI1A 吳明純吳明純吳明純吳明純////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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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當前歐盟機制的運作，只有歐盟理事會擁有提案權，交歐洲議會和歐
盟理事會審查，歐盟「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編按：指政府的
政治治理與民意相差巨大，即高層管理者所構建的上層建築得不到民主的
支持)的盲點屢遭質疑。

針對歐盟「民主赤字」的探討起源於2008年時，愛爾蘭否決了歐洲
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條約—《里斯本條約》，在過2/3的歐盟成員國已經批
准該條約之下，大家對其前景一片樂觀，愛爾蘭公民投票的沉重一擊，讓
歐洲一體化再度受創。

愛爾蘭擔心來自歐盟的農業補貼會減少，擔心其傳統的國防外交中立
政策會進一步被削弱，擔心其禁止墮胎的天主教國家傳統政策會被迫取消，
擔心其一貫較低的公司稅會被迫升高，從而影響其投資環境競爭力，擔心
外來勞工湧入，進一步加劇其已經很嚴峻的就業形勢…等；然而最關鍵的
問題，仍舊在於：作為一個人口不到歐盟總人口數1%的邊緣小國，愛爾蘭
擔心他們影響不了歐盟的決策。

愛爾蘭是歐盟27個成員國中唯一需要公民投票才能批准歐盟條約的國
家。早在《里斯本條約》提出前，身為歐洲一體化的兩個創建國－法國和
荷蘭－在公民表決中皆否定了原先計畫的《歐盟憲法條約》，導致歐盟憲
法的概念不得不取消；歐盟憲法的失敗使各國對歐盟各條約於歐盟會員國
內批准不敢掉以輕心，多改採用議會表決方式；只有愛爾蘭因憲法規定，
必須實施公民投票。

《歐盟憲法條約》各國公民表決時遭否決為例，暴露了歐洲一體化運
動的根本缺陷：民族國家和由民族國家組成的民族社會仍然是歐洲一體化
的決定性政治因素。

連署過百萬 歐洲人可提法案

[UI1A 吳明純吳明純吳明純吳明純////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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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儘管已經建立起一個全面、複雜的區域性制度，地區經濟一體
化基本實現；然而，一切都來自於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決定和談判結果，
皆為一個個歐洲範圍的多邊國際條約的產物；在歐洲，民族國家治理仍然
是主要的治理。

歐盟一方面通過各種條約締造歐洲框架；另一方面則因地區實體缺
少歐洲範圍的民主支持。民主在歐洲各地率先發展，但仍然沒有發展成為
全地區範圍的統一民主，使得民主成為各個民族國家的民主，卻與歐洲經
濟中的一體化不相適應。

這就是歐洲的「民主赤字」 問題。一體化的歐洲大廈沒有一體化的
歐洲民主支持。

歐洲議會雖是唯一由歐洲公民直選產生的機制，卻不具有提案權，
當歐盟處理越來越多涉及屬於國家主權範疇的事務，政策過程的民主性、
甚至歐盟自身的正當性，也招致批評。

如今歐洲聯盟的公民創制權自4月1日生效，往後有意提案的歐洲公
民，只要取得超過百萬的公民連署，便可向歐盟機構提案。這是歐洲邁向
直接民主的關鍵發展。

由於公民提案涉及改變歐洲的立法，必須至少取得6個歐盟會員國的
支持，並共同成立公民委員會向歐盟執委會備案。

經歐盟執委會認可的公民委員會提出的立法建議，必須經由歐洲議
會和歐盟理事會的審核。原則上公民委員會向歐盟理事會遞交公民立法倡
議後，歐盟理事會得先展開法律審查，確定公民提案涉及歐洲事務，即可
進入實質立法程序。

估計完備整個法律程序約需2年，公民倡議即可落實為實際執行的法
律。目前歐盟共有27個會員國，當前網路科技蓬勃發展，跨國蒐集百萬
公民連署應不致是難題。

延伸了解：

盧倩儀：從歐盟制憲經驗看歐盟之民主赤字問題 (http://goo.gl/KrFrq)

連署過百萬 歐洲人可提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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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巴黎，一個被視為浪漫代名詞的
首都，不僅是許多人嚮往的城市，提
到巴黎更不免讓人聯想到香榭大道、
凱旋門、巴黎鐵塔、羅浮宮、香水、
美食、咖啡、時裝…等夢幻與綺麗。

也是這樣的美麗印象造就了巴黎
的觀光熱潮，許多遊客慕名去巴黎實
際走一遭後，帶回來的除了只需幾歐
元的小紀念品外，髒亂的街道與不友
善的居民所造成的現實衝擊同樣不可
小覷。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

過多來自電影與廣告的影像早已為巴黎的「造神運動」貢獻了不少心力，
然而巴黎又何其無辜，無端地背負了外界的期待又無端地失去了部份失望遊
客的關愛。

而無論對於巴黎的幻想與實際經驗是如何反覆消長巴黎的對外形象，無
法否認的是巴黎的魅力不僅招喚了觀光客的朝聖，也吸引了眾多文學家與藝
術家在此生根或駐足，城市與這些文藝住民們成了互助互賴的互生，激盪出
豐富的作品流傳於世，文人間的往來關係與軼事也增加了巴黎過往歷史的層
次。

冬日的巴黎鐵塔

聖-馬丹運河 (Canal Saint-Martin)

鑒於文人與巴黎的激盪關係，
歐盟園區因此策劃【在巴黎遇見大
師 系列報導】，非常走馬看花又
隨性地選了幾位文人來介紹巴黎的
文藝風情，他們分別為：羅丹&卡
蜜兒、西蒙波娃&沙特、畢卡索&
莫迪里亞尼&達利、莒哈絲、楚浮。



8

歐洲主題專欄

巴黎出生的羅丹與楚浮、從西班
牙來到巴黎並大放異彩的畢卡索、從
義大利來到巴黎的莫迪里亞尼、一生
未婚為彼此知己而死後合葬於巴黎蒙
巴 納 斯 墓 園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的波娃與沙特、1929年
第二次前往巴黎成為超現實主義代表
的達利、於越南出生爾後回到法國的
作家莒哈絲、為接受教育而來到巴黎
的雕塑家卡蜜兒…。

他們不同的生命故事帶領我們看
見巴黎讓人心碎也讓人成功的魔力；
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有些，是恰巧
發生在巴黎的故事；有些，是非發生
於巴黎不可的故事；更多的，是並無
刻意表達卻處處顯現當時巴黎時代背
景的迷人作品。

希望讀者們會喜歡我們此次的策
劃，merci！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

亞歷山大三世橋 (Pont Alexandre-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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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羅丹與卡蜜兒

奧奧奧奧古斯特古斯特古斯特古斯特‧‧‧‧羅丹羅丹羅丹羅丹 ((((AugusteAugusteAugusteAuguste RodinRodinRodinRodin，，，，1840~1917) ) ) ) 

((((1111))))早期早期早期早期的學徒過程的學徒過程的學徒過程的學徒過程

羅丹出生於巴黎窮人家庭，14歲跟隨
古典派的布瓦保德安(Horace Lecoq de

Boisbaudran)習藝，並當過加里埃‧貝勒
斯(Carrier Belleuse)的助手，去比利時布
魯塞爾創作裝飾雕刻5年，1875年遊義大利，
深受米開朗基羅作品的啟發，從而確定現
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為他早期作品的風格。

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代表作品：：：：

青銅時代 (The Age of Bronze)
沉思者 (The Thinker)
吻 (The Kiss)

沉思者(The Thinker，1880)

[UJ3A陳依凡陳依凡陳依凡陳依凡/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2))))成名作品成名作品成名作品成名作品

羅丹的第一件傑作，《青銅時代》於

1876年完成，雖是傳統題材但卻以自然形式

塑造出來，沒有希臘和羅馬雕塑那種誇大的

肌肉組織。1877年在布魯塞爾展出時，即被

懷疑它的真實。

回到巴黎後，1877年羅丹將作品交給

巴黎藝術沙龍，評論家亦對他精準的人體構

造產生懷疑，人們指責《青銅時代》不是一

件雕塑，而是直接用模特兒本人的身體翻模

而成的，甚至是由屍體鑄造。雖然它的形體

而得到讚揚，但仍因同樣的疑慮而遭拒絕。

整整三年，羅丹遭受到毀謗，多虧了新任文

化部長杜爾戈(M. Turquet)，《青銅時代》

才獲得平反，並於巴黎藝術家沙龍展(The

Salon des Artistes)展出。

之後，《青銅時代》贏得根特(Ghent)

金獎。羅丹直到1880年才過著金錢無慮的

生活。因為《青銅時代》，羅丹開始出名。

10

青銅時代模特兒
奧古斯特‧涅特
(Auguste Neyt)

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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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卡蜜兒卡蜜兒卡蜜兒卡蜜兒‧‧‧‧克勞克勞克勞克勞岱岱岱岱 ((((Camille Claudel Camille Claudel Camille Claudel Camille Claudel ，，，，1864~1943) ) ) ) 

同為雕塑家的卡蜜兒‧克勞岱出

生於法國北部鄰近比利時邊境的艾諾

省(Hainaut)。父親是一名登記稅收的

政府官員，對子女願意從事藝術事業

極表贊成與支持，母親則是一名嚴守

傳統、拘泥原則的女性，一直無法理

解卡蜜兒對藝術的狂熱，也無法接受

卡蜜兒放肆的生活方式，故較偏愛柔

順乖巧的次女。

家中成員中最能和卡蜜兒相

知相惜的是她的弟弟保羅(Paul 

Claudel)日後成為法國詩壇的重

要人物。今日我們所能見到卡蜜

兒最早的作品，是她在17歲時她

弟弟所塑的胸像，又名「年輕的

羅馬人」(Young Roman)。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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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羅丹與羅丹與羅丹與羅丹與卡蜜兒的卡蜜兒的卡蜜兒的卡蜜兒的故事故事故事故事－－－－相遇相遇相遇相遇((((1883-1893))))

1883年，19歲的卡蜜兒與43歲的羅丹相遇了。由於卡蜜兒在

巴黎藝術學院(Ecole des Beaux Arts)就讀時的老師布雪(Alfred

Boucher)獲得《羅馬獎》並需前往義大利交流，布雪委託羅丹繼續

教導卡蜜兒，於是開始了兩人藝術與愛情互相結合與共生的關係。

當時的羅丹在雕塑界已負盛名，接受官方大型委託作品，忙碌

工作之餘，創作亦陷入瓶頸。當他遇見卡蜜兒，驚艷於她創作才華

和脫俗美貌。其實卡蜜兒需要的是創作的引導，而並非單純的技巧

學習，所以沒多久，約從1885年起她便超越學生身分，變成羅丹的

合作夥伴。

毫無疑問，卡蜜兒的藝術天

賦改變了羅丹對女人的看法，同

時開啟了羅丹創作的巔峰期，使

他的風格轉為更多抒情的體裁，

流傳後世知名的作品：《吻》

(Kiss)、《永恆的春天》(Eternal

Spring)與《永恆的偶像》(The

Eternal Idol)等，這些作品就是昭

告世人，見證兩人相愛的證據。

吻(1886)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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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下圖兩件雕塑，可看出兩人在創作體裁、情感上互相呼應的作品

羅丹
永恆的偶像，1889

卡蜜兒
薩岡達拉(Çacountala)，1888

羅丹
永恆的春天，1884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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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卡蜜兒很快地成為羅丹最得力的助手，許多大型委託作品，允

許她塑造手及腳的部份，由於羅丹對手部的重視，可知對她多麼的

器重及肯定。卡蜜兒在努力工作之餘，雖然時間、精力有限，但仍

有自己的創作，現存這一時期作品有：《薩岡達拉》、《路易絲‧

克羅戴》(Louise Claudel，她妹妹的胸像)、《費迪南‧馬撒利》

(Ferdinand de Massary，她的妹夫)。其中《薩岡達拉》於1888年

在法國藝術沙龍展出，獲得榮譽嘉許。

達內伊達(The Danaid，1885)

沉思(thought，1886)

羅丹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的作品羅丹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的作品羅丹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的作品羅丹以卡蜜兒為模特兒的作品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卡蜜兒卡蜜兒卡蜜兒卡蜜兒的多重的多重的多重的多重身份身份身份身份－－－－羅丹羅丹羅丹羅丹的的的的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助手助手助手助手、、、、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合作夥伴、、、、情人情人情人情人、、、、
模特兒模特兒模特兒模特兒

原本單純只是學徒關係，後來成為情侶和合作夥伴，卡蜜兒既

是理想情人與模特兒的角色，又是創作上交流與激發靈感的繆斯女神，

這對羅丹而言是何等有幸，但相對於卡蜜兒而言，處境並非如此單純。

早在認識卡蜜兒之前，羅丹已有一位陪他

度過艱苦歲月，相伴多年的伴侶－蘿絲‧

伯蕾(Rose Beuret)，並且育有一子，雖

然並未正式結婚，但兩人多年生活在一起，

形同夫妻。這種矛盾的感情狀況，逐漸造

成卡蜜兒內心的衝突與壓力，她希望羅丹

能在蘿絲與她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可惜並

未得到任何承諾，終於在相戀10年後，

1893年離開羅丹工作室，正式分手。中年的羅丹

蘿絲‧伯蕾

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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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為了有自已的工作室， 羅丹早年用便宜的價錢租到一間光線充

足的廢馬廄，冬天，凜冽剌骨的冷風從破舊的門窗隙中吹進來，凍

得人手腳僵硬，這時候完成的草稿、習作，因為沒有錢燒成石膏保

存，縱使勤換溼布，仍然無法避免泥像裂開、崩毀，損失了很多傑

作。

羅丹的想法中，自然即是美的導師，即使外表醜陋，也比虛假

做作的美更為真實動人。但是保守的評審委員像對待印象派的繪畫

一樣，將羅丹認為滿意的作品《塌鼻子的人》(The Mask of the

Man with the broken nose，1863)淘汰掉。他們輕蔑的說，它只不

過是粗糙的枓稿，一個從脖子突然斷掉的頭顱，根本不是完工的平

身像。殊不知這種留有指痕，看似未完成的作品，破解了雕塑發展

至今形成的機械性，並開啟現代雕塑的大門。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羅丹與蘿絲羅丹與蘿絲羅丹與蘿絲羅丹與蘿絲

同年羅丹認識年輕美麗有著均勻身

材的裁縫女蘿絲，請她擔任模特兒不久

後，兩人便同居在一起，直到 50年後才

正式結婚。蘿絲為他生了一個兒子，是

羅丹一生中最忠實長久的伴侶。1870年

普法戰爭爆發，羅丹受徵加入伍。蘿絲

為了養活羅丹一家人，在山廠的生產線

上縫製軍衣，手裡忙著做襯衫，背上還

背著哭鬧不休的孩子，辛苦賺來的錢，

只能買到發霉的麵包果腹，晚上回家仍

不忘替羅丹留下來的黏土作品更換溼布，

可能因為曾經如此共渡患難時光，羅丹

後來才捨不得放下蘿絲而與卡蜜兒關係

絕裂。

塌鼻子的人(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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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也許在19世紀末那個年代，社會風
氣還是十分保守傳統，雖然她與羅丹相
戀多年，但並未同居還與家人同住至
1888年(當然偶爾因工作關係徹夜未歸)，
之後租屋在工作室附近。當羅丹帶她出
席官方活動或藝術沙龍，外人即以異樣
的眼光看待，流傳她是「羅丹的情婦」
甚於「羅丹的助手」，家人更不能忍受
名譽受損，加上蘿絲對她強烈的妒忌和
敵意，這些都是卡蜜兒逐漸累積的壓力
與痛苦。

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努力工作，
付出時間、精力、才華、感情，甚至連
青春肉體都獻給羅丹當創作靈感，她希
望羅丹能給予同樣對等的回報。

相對於羅丹而言，他的藝術成就、
社會地位早已深受肯定，雖然蘿絲無法
給予精神的交流、情欲的滿足，但道義
上必須對多年忠誠相伴的蘿絲負責，生
活上亦相當依賴她的照顧。

兩人開始時就是在不對等的關係上
發展，卡蜜兒終於在情感與創作的拉扯
衝突下，認清是無法得到羅丹相對的回
應行動，於是選擇孤獨走自己創作之路。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孤獨走自己創作之孤獨走自己創作之孤獨走自己創作之孤獨走自己創作之路的卡蜜兒路的卡蜜兒路的卡蜜兒路的卡蜜兒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獨立獨立獨立獨立創作及藝術生涯的創作及藝術生涯的創作及藝術生涯的創作及藝術生涯的盡頭盡頭盡頭盡頭－孤獨孤獨孤獨孤獨‧‧‧‧自毀自毀自毀自毀‧‧‧‧瘋狂瘋狂瘋狂瘋狂
((((1893-1913年年年年))))

卡蜜兒在 1893年離開羅丹後，仍有長達 20年之久

(1893~1913)獨立艱苦的創作旺盛期，這段期間她試圖擺脫羅丹

的影響，追尋自己的風格。雖然情感上兩人劃清界線，但在藝術

道路上仍有書信上的討論及建議。

1893~1899年間，由於羅丹推薦，出任國家美術協會的評審。

這段期間，卡蜜兒越來越憤世忌俗，不熱衷社交，遠離人群，獨

立創作無怨無悔。羅丹此時卻聲譽日盛，有時會邀請她赴宴與藝

術圈人士或官方交際，她總是拒絕，一方面因為經濟困頓，無體

面衣著，一方面厭惡這種浮面的交際，她只想用作品向世人展示

藝術成果，努力成為獲得社會大眾肯定的雕塑家。她與羅丹到

1898年，才完全斷絕來往。

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卡蜜兒父親與弟弟保羅(Paul Claudel)

一直在經濟上支援她，每年仍有作品在國家美術協會或獨立沙龍

展出，當時的畫廊負責人兼經紀人－尤金‧布洛(Eugene Blot)

十分賞識她的才華，給予鼓勵並極力展出他的作品，可惜只贏得

藝界的讚賞，卻未受到大眾矚目。

18

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19

歐洲主題專欄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內心的抒情與內心的抒情與內心的抒情與內心的抒情與浪漫浪漫浪漫浪漫
屬於女性的、具有音樂性、
旋律感、特有的浪漫情懷－
華爾滋(The Waltz，1905)

受日本浮世繪藝術受日本浮世繪藝術受日本浮世繪藝術受日本浮世繪藝術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以日本浮世繪簡潔的波浪型
狀，平衡作品人物的強度－
浪；又名浴者(La Vague，
1896)

刻畫自我內在的刻畫自我內在的刻畫自我內在的刻畫自我內在的自畫像自畫像自畫像自畫像
祈求者(The Implorer，1899)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獨立創作期作品獨立創作期作品獨立創作期作品獨立創作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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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痛苦絕望的跪於
爐前之女人，是卡蜜
兒心中揮之不去的絕
望心境。她曾為羅丹
私下墮胎2次，當她
雕塑小女孩時，憶起
來不及出生的孩子，
這也是羅丹給她的恆
久傷害，憂鬱的神情
表現在小女孩的臉上。

沉思
（ profonde pensee，1905）

小夏特蓮
(La petite Chatelaine，1895)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卡蜜兒獨立創作期作品卡蜜兒獨立創作期作品卡蜜兒獨立創作期作品卡蜜兒獨立創作期作品－－－－對痛苦對痛苦對痛苦對痛苦、、、、傷害傷害傷害傷害、、、、情緒的宣洩情緒的宣洩情緒的宣洩情緒的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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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也許有人覺得羅丹辜負卡蜜兒，讓她藝術生涯一蹶不振，但正
如羅丹的慧眼所看到的卡蜜兒，她擁有如黃金般稀有珍貴的天賦，
這種天賦，雖然她的母親視如敝屣，但她的父親珍惜栽培，保羅敬
佩並支持鼓勵。可惜她未能從情傷中浴火重生，再加上當時的社會
與藝術環境，皆不利於特立獨行的女藝術家生存。

如果卡蜜兒晚出生100年(1964年)，女權意識較受重視，是否
她較能在藝術界發揮，較能為世人所接受？「生不逢時」或許是她
的宿命，但我想卡蜜兒希望她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女性雕塑家的身
分，而不單是「羅丹的情婦」這個角色。

讓我們試著以保羅專注的心情欣賞卡蜜兒的作品，了解成就卡
蜜兒藝術生命，除了天賦，還有她獨立創作將近20年的毅力，她雖
困於精神的瘋狂，但她並不放棄忠於內心的感受，投注於她的雕塑，
這正是藝術家最可貴的生命力。

晚年的保羅與卡蜜兒為他所塑的頭像

在巴黎遇見大師 Rodin & Camille

羅丹羅丹羅丹羅丹：「：「：「：「我指示她在哪裡可以找到黃金我指示她在哪裡可以找到黃金我指示她在哪裡可以找到黃金我指示她在哪裡可以找到黃金，，，，但是她找到的黃金但是她找到的黃金但是她找到的黃金但是她找到的黃金
是真正屬於她的是真正屬於她的是真正屬於她的是真正屬於她的。」。」。」。」

參考資料：

http://photos.parisinfo.com

http://lib.khgs.tn.edu.tw/epaper/9403/

http://goo.gl/H2Z56
http://www.smagtw.com/rodin/03-1-5.htm

http://goo.gl/Z0z8f

http://goo.gl/XyXJP

http://www.all-art.org/Architecture/22-
7.htm

http://www.rodin-
web.org/works/1863_mask_nose.htm



海浪能源正夯海浪能源正夯海浪能源正夯海浪能源正夯：：：：半數海浪中樞半數海浪中樞半數海浪中樞半數海浪中樞((((發電機發電機發電機發電機))))滿載滿載滿載滿載

報導發佈時間：2012/04/05

在歐盟補助的格狀離岸海洋能源網測試基地中，四座泊位發電機組裡，已有兩

座滿載。這個獲歐盟區域發展基金補助2,300萬歐元、座落於英國 Cornish 海

岸的海浪中樞，正是目前世界上該種海浪能源的最大型測試基地。

海浪中樞提供共享的離岸基礎建設，用以對一定時間內的海浪發電設施陣列進

行測試或驗證。它位於離岸16公里的海上，海床建有一個可以連結海浪發電設

施的電力中樞；四座泊位提供分接輸出，每座泊位擁有4MW到5MW的發電量，

這四座泊位共可提供超過 7000戶家庭的用電量。

在過去三年內，OceanEnergy 在愛爾蘭哥爾偉灣測試了一個四分之一等比縮小

的OE浮標原型機(發電機)，並推動了歐盟 FP7 能源主題下所補助的海洋綠能

發電系統計畫。現在這個OE浮標測試將被正式使用在海浪中樞上，也會在海床

上的安置一個以海底電纜連結到岸上全國電網的巨型輸出座。這個OE浮標應用

震盪水柱原理，當海浪進入海底室，會把空氣推進表面的渦輪而發電；退潮時，

會產生真空，把空氣自渦輪中拉出。該技術確保渦輪可持續運轉，不論氣流的

方向為何，因此可以增進效率並降低維護的成本。

英國和愛爾蘭在大西洋沿岸都有很長的海岸線，兩國也都致力於強化發展海浪

發電，因為在大西洋另一邊的暴風所產生的海浪，最終都會拍打到兩國的海岸，

且海浪能源是重要且有效的綠能來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40302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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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4A 蕭姿慧蕭姿慧蕭姿慧蕭姿慧/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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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Disneyland Paris celebrates 20th birthday€1.9bn in 
debt  
法國迪士尼法國迪士尼法國迪士尼法國迪士尼20歲生日歲生日歲生日歲生日負債累累負債累累負債累累負債累累

法國迪士尼所吸引的觀光人潮一直是艾菲爾鐵塔的兩倍，但法國
迪士尼卻還沒脫離財務困境。今年慶祝法國迪士尼20歲生日的同時，
還是有一筆巨大的欠款。

法國迪士尼是全歐洲最受歡迎的觀光勝地之一，旅客也是羅浮宮
的兩倍，但高人數的背後也帶來了極大的代價。在興建主題公園時，
由於在設計及建造方面作出多項改動，以致成本飆升至50億美元。在
1992至1994年間，由於歐洲經濟衰退，因此歐洲旅客就節省許多；沒
有帶來極大收益，原本預計一半的收益來自物業發展，但由於法國的
物業市場崩潰，以致物業發展無從開展；在法郎處於強勢的情況下，
旅客前往迪士尼樂園消費更顯昂貴；此外，入場人數亦較預期的少。

儘管法國迪士尼近年的觀光人數高達1,750萬人，與其他迪士尼樂
園相比已是不錯的人數。但法國迪士尼還是淨損728億美元，營業額
成長13億歐元。法國迪士尼高層表示，去年負債達到18億7,000萬歐
元，如此龐大的欠款，會在2024年前償清債務。

[UCA4A  潘怡心潘怡心潘怡心潘怡心/編譯編譯編譯編譯]

新聞來源：《衛報》Disneyland Paris
celebrates 20th birthday €1.9bn in debt

http://goo.gl/KBJvt

圖片來源：

http://goo.gl/9LT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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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鈞特˙葛拉斯詩作帶來的國際震盪與反思

放眼前陣子的國際要聞，其中一項重大議題為「面對伊朗核威脅，以色列

是否先發制人」。本月4日，於德國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一篇充滿爭

議性的詩作「非說不可的事」(德文：Was gesagt werden muss)在此節骨眼出爐。

發表此詩作者為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其為德

國最具代表的文學家，亦被譽為「德國良知」。詩作內文主要論述：以色列擴充

核武將衝擊世界和平，對德國為此所埋下危機之隱憂。此詩作一出，便掀起世界

各大媒體討論與批評，討論旋風至今仍未平息。

此詩作主要內文摘錄如下：

面對以色列日益強壯的核能潛力，自己不再沉默。

而沉默，是因為德國歷史包袱；沉默，因為被誤解反猶主義的可能性。

而今，以色列屢屢在與德交易中，獲得彌補式的優待，甚至潛艇的支持。

自己的背景，是擁有不可剔除的汙點，所以我選擇沉默。

年邁至今的我，擔心以色列的核能強權恐危害到世界和平，

屆時，在背後供應的德國，儼然成了共犯。

因此希望更多人能夠勇敢站出來，敦促以色列放棄武力；

呼籲國際勢力，能夠介入並監督以色列及伊朗的核能設施。

如此，人類才能和平共處。

長年紛爭不斷的伊朗及以色列一直是國際間注目的議題，其實兩國的紛爭

並非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開始。係為1979年美國與伊朗的關係急速惡化，而以色

列在美國處理以阿事件上是為接受偏袒和支持的一方，如此背景下儼然造成伊朗

反美與反以的初端。隨後伊朗及以色列之間的種族問題、宗教對立、自然資源及

核武等等議題，皆促使雙方關係越演越烈，甚至伊朗政府曾揚言要讓以色列從地

球上消失。如今以色列至今面臨伊朗的核武發展及其仇視情誼，使得以色列不得

不加緊腳步發展武器，以抗伊朗。

[YE3A羅佩怡羅佩怡羅佩怡羅佩怡/報導報導報導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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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特‧葛拉斯詩作帶來的國際震盪與反思

針對此風波，以色列、德國及伊朗政府均有不同的表態。以色列政府在4月

8日便對鈞特‧葛拉斯發布入境禁令，其形式上並非針此詩作，而是以「拒絕納

粹餘孽入境」為由對他發布禁令，因葛拉斯年輕時曾為納粹黨禁軍一員。此消息

一釋出，便引起以色列文壇與德國境內猶太機構的批評，認為以色列政府的作法

會使國家的民主遭受質疑。前以色列駐德代表也認為以色列反應過度。相較之下，

德國政府面對如此具爭議性的詩作，各黨派並無立場表態，多方認為：不須過度

重視他的詩作，且人民有發表言論的自由。另一方面，伊朗總統雖表示：葛拉斯

多慮了。但其文化部副部長(Dschawad Schamghadr)則讚賞其詩作，並寫道：

這將有助於喚醒西方國家沉睡的良知。

面對詩作的內容，德國第二電視台已列幾項論點並一一求證。其一，以色

列感受到自身國家的生存權受到威脅，固不否認有對伊朗發動攻擊的計畫；其二，

以色列若發動攻擊，目標針對伊朗的核武設施，而非伊朗人民；其三，以色列並

未參予簽屬任何核武機構的同意管制，因此該國對核武的發展不受監督；其四，

德國的確有提供以色列潛艇，但並未提供任何武器。另一方面，亦有提供十二億

歐元的軍備補助；其五，伊朗是否用有核武的議題至今仍舊無法證實。

由張守慧老師所指導「德國文學專題：文學與流行文化」課程的班級，也

針對此詩作做出一系列的討論。就整首詩作的意象探討。鈞特‧葛拉斯欲喚醒德

國人避免歷史重演。過去，德國懷有殺害猶太民族的歷史包袱；此刻，德國應謹

記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以色列倘若真的對伊朗發動攻擊，勢必造成世界局面混

亂，此時的德國則又會在蒙上一層幫兇的疑慮。

葛拉斯的特殊背景，在如此敏感的國際時機，寫出如此震撼的異議詩文，

其動機不乏被討論。報導指出，他被撻伐的原因有部分並非此詩作，而是他懷有

禁衛軍的背景。沾滿色彩的襯底，寫出對以色列國防的異議，不免令人懷疑，他

是否想要利用這動亂的時機煽動人心，再度掀起反猶主義?同時我們也反思，是

否因為他的敏感性，才能夠引起世人關切、討論的可能性?又或是我們不應該以

他的過去評論他的詩作與動機?

對於德國送武器給以色列的做法，在班上也掀起討論。我們雖認為，德國

固有歷史的錯誤，需要對以色列彌補，彌補的方式卻遭受質疑。有人認為，面臨

歐盟的經濟低迷、情勢動亂，德國政府持續動用人民稅金，祕密的將昂貴武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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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運送至以色列，協助該國富國強兵，這是當務之急嗎?或者另一個聲音表示：

以色列面臨伊朗頻頻威脅祖國的攻勢之下，保衛自己的國家、增強國防設備，不

也已迫在眉睫?又或者是說，德國固然有補償過去的必要，其所使用的方式是否

應避免衝突，改以其他方式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國際間的撻伐聲、討論聲浪不斷，德國各界也出現讚

揚葛拉斯勇氣的聲音，特別是在德國第二電視台將葛拉斯詩作內容的論點一一證

實後，許多媒體新聞評論者也同意他的觀點：需同等要求伊朗和以色列接受國際

核武機構的監督。

年邁的葛拉斯一如往常作風，不諱言的表達出對政事的關切、時代議題的

擔憂，不乏掀起民眾對歷史的再反思，及正負面的評價議論。這位時代的文學家，

將其社會該扮演的角色：挖掘社會真實的面貌、闡述人民的心聲、為正義發聲，

發揮得淋漓盡致。

詩作(德文)

《Was gesagt werden muss》

http://goo.gl/PlDmr

詩作(中文翻譯)

《什麼是得說出的》http://goo.gl/O86le

圖片來源：

http://goo.gl/uJDLT

鈞特‧葛拉斯詩作帶來的國際震盪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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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故 宮 從 2012/01/20 到

2012/05/14展出共計100組件關

於古希臘神話的作品。主要來自

法 國 羅 浮 宮 博 物 館 (Louvre

Museum) 、 安 格 爾 美 術 館

(Ingres Museum)及凡爾賽宮

(Château de Versailles)等7家博

物館的珍藏，共分為5大單元主題。

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提到位於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大部分人的印象大概是翠玉白菜、

東坡肉，或是中國古代精緻的青銅器。2012年初，故宮與法國的羅

浮宮合作，展出關於希臘神話的畫作、瓷器等作品。今年春天，東

方建築裡點綴著截然不同的中世紀歐洲風情，古典浪漫。

第一單元：世界源起：從宇宙渾沌到奧林帕斯山

第二單元：神話風雲榜：奧林帕斯眾神

第三單元：眾神之愛：難抑的愛慾

第四單元：英雄史詩：從荷馬到維吉爾

第五單元：不息的神話與傳說：從古代到現代

[[[[YT3A 陳奕陳奕陳奕陳奕汝汝汝汝////報導報導報導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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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男女主角外，整幅

畫的主色為暗色系，突顯

出故事的重點。細膩處理

主角和惡龍的表情，騎士

的認真，惡龍的掙扎和女

主角的不安，十分生動。

另外，運用陰影對比及分

明的線條，讓故事的輪廓

更加清楚。雖然是1841年

的作品，但是英雄救美的

故事至今仍為許多人的期

待，畫中的天真幻想延續

至今。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羅傑解救安潔莉卡》

筆者從小就開始學習水彩，因此培養出對於西方藝術的濃厚興趣，

當然不能放過這次展覽。整體而言，今年的羅浮宮珍藏展內作品共一

百件，場地不大，約一小時內就可以欣賞完展覽。但是，場內動線規

劃得很好，作品之間的距離適當，即使場內人數不少，欣賞作品或移

動時也不會感到擁擠或不自在，也不會有看不到作品的困擾。展出作

品大多著重在希臘神話故事中眾神間愛慾情仇，甚至墮落的部份。對

西洋文學史有興趣的師生不妨撥空來一飽眼福。

整個展覽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位於展覽中第五主題中名為《羅

傑解救安潔莉卡》(Roger Delivering Angelica)的這幅畫。從畫的名

字不難猜出這幅畫的主題大概為何，描繪一位騎士為了救出少女而屠

宰惡龍的故事。

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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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goo.gl/ux2PZ

參考資料：
http://www.npm.gov.tw/zh-tw/visiting/exhibit/exhibit_04.htm?docno=787

西方神話與傳說西方神話與傳說西方神話與傳說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羅浮宮珍藏展羅浮宮珍藏展羅浮宮珍藏展

展 期：2012/01/20 ~ 2012/05/14

陳列室：圖書文獻大樓一樓（每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全年無休）

西方神話與傳說-羅浮宮珍藏展

看完展覽後，想到近期看了許多關於歐債危機不樂觀的新聞，不

禁感嘆神話中夢幻、無憂無慮的生活終究靜止在畫框中。不過同時，

神話是藝術家的靈感來源也繽紛了我們的生活，讓我們更有創造力和

想像力，推動著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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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QQQ：：：：你知道為什麼有些德國人在星期五正餐只吃魚嗎你知道為什麼有些德國人在星期五正餐只吃魚嗎你知道為什麼有些德國人在星期五正餐只吃魚嗎你知道為什麼有些德國人在星期五正餐只吃魚嗎????

A：

在天主教國家有狂歡節(carnival)，又譯謝肉節。過了狂歡節是40
天的齋戒 － 四旬節。在這40天之前，可盡量的大吃大喝、狂歡、大量
的化裝舞會、參觀各種雜耍，但現代大部分的人只取狂歡節的部分，而
捨棄齋戒期。

齋戒又有大小之分。大小齋均需禁食肉類(禁四足類，故魚蝦不在此
列)。大齋日每天只能進食一頓正餐，輔以零食充飢。小齋日可按平時餐
次用餐，但不能吃肉。耶穌受難日和聖誕節前一日為大齋日，每星期五
為小齋日。

按教會的說法，耶穌在星期五受難，星期天復活。耶穌受難日為復
活節前的星期五。由於復活節的日期不固定(3月21日以後首次月圓後的
第一個星期天)，故每年耶穌受難日的日期也不同。除了耶穌受難日那個
星期五踐行大齋外，一年中的所有星期五只要不逢節日，為了感念耶穌
都要遵守小齋的規定：不准吃肉！故而，在天主教裡，星期五不能吃肉，
就吃魚，久而久之便成了慣例，一直到現在，歐洲許多天主教地區還維
持著星期五吃魚的習俗。

德國常見魚料理之烤鮭魚佐香草飯

參考資料：

http://tieba.baidu.com/p/1013732269

http://www.daskochrezep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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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展出日期：2011/05/06~2011/05/15
展出時間：11:00~20:00
展出地點：高雄市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電影館
活動網址：http://goo.gl/rkw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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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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將為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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