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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逼近，還有什麼比坐在電腦前看《歐盟園區電子報》更消

暑的呢?

本期新聞深度報導為大家整理出自2008歐洲經濟危機後，因經濟危

機而黯然下台的歐洲各國領導者(當然，也包括前法國總統薩柯奇)；主題

專欄延續著《在巴黎遇見大師》系列報導，非常榮幸地為大家介紹西蒙

‧波娃與沙特這對法國文人；世界觀點以「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為題，

帶領大家了解歐盟在為對抗氣候變遷議題上，訂下的相關規定與目標，

以及所採取的節能方案；歐洲藝文報導則回歸童心，呼籲大家「偶」爾

當個大孩子，開心地與這世界同歡吧!

Let the show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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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講座資訊

交換的，不只是學生
時間：5/16(三)；15:00-17:00
地點：Q002
講者：賴泓霖(曾前往日本、德國、英國擔任高中三年交換學生，今

年度八月申請美國大學就讀)、康傑琛(曾至德國擔任交換學

生)、吳秀仁(EF高中交換學生專案顧問)
內容：高中交換學生專案主要目的則是透過此交換平台與國際接軌，

有鑑台灣教育模式已逐漸邁向國際化趨勢，至海外公立高中

擔任交換學生是目前台灣學校所鼓吹，於前年教育部也通過

交換學年學歷一案。對未來台灣學生拓展國際觀以及至海外

學習獨立有相當大的幫助。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62

媒體與生活：談歐洲媒體的演繹與發展
時間：5/24(四) ；10:00-12:00
地點：Q002
講者：Winter Carsten(漢諾威音樂戲劇和媒體學院教授

內容：邀請傳播藝術系客座教授擔任講者，透過世界媒體發展的角

度，探討文化社會與經濟兩者間複雜且相異之溝通關係，了

解現今社會中的媒體是如何運作並影響著我們思考的方式，

文化更是如何透過媒體傳播。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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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面對歐債歐洲大國減軍費 (中央社－ 2012/04/17)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170198.aspx

 挪威人魔宣稱犯案受蓋達影響 (中時電子報－ 2012/04/18) 
http://ppt.cc/Vsgw

 對東歐移民設限瑞士遭非議 (中央社 － 2012/04/19)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190300.aspx

 法國總統大選料二輪投票決勝 (中央社 － 2012/04/22)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04220002.aspx

 中德貿易智財權科技輸出棘手(中央社－ 2012/04/24)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40297.aspx

 歐盟執委會新主席 角逐者浮現 (中央社 － 2012/04/25)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50321.aspx

 荷蘭總理預期9月舉行大選 (中央社 － 2012/04/25)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04250012.aspx

 歐盟會員國時薪差距大 (中央社 － 2012/04/26) 
http://www.cna.com.tw/News/aALL/201204260038.aspx

[XG4A 蕭姿慧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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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經濟危機大火燒出歐洲政治新局勢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後，歐債危機接著引爆，在歐洲
引起骨牌效應，政府領導人接連下台：

2011年，愛爾蘭同意接受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紓困850億
歐元的金援，在愛爾蘭國內掀起一場政治風暴，紓困案為總理柯文
(Brian Cowen)招致誠信危機，民眾把愛爾蘭經濟泡沫化，歸咎於房
地產建商、銀行和執政的愛爾蘭共和黨三方相互謀利。柯文所領導
的共和黨(Fianna Fail)在叱吒政壇80年後，2011年初慘敗給保守聯合
愛爾蘭黨(Fine Gael)領袖肯尼(Enda Kenny)，柯文於三月九日下台。

2011年3月23日，在所有反對黨對執政內閣投下不信任票，葡
萄牙總理蘇格拉底(Jose Socrates)因國會否決他1年內提出的第4個緊
縮方案，請辭下台。

2011年4月，芬蘭亦逢輪替，由爾基‧卡泰寧(Jyrki Katainen)
接續瑪麗‧基維涅米(Mari Kiviniemi)獲得執政機會。

2011年11月上旬，債務最重的希臘由曾經擔任歐洲中央銀行
(ECB)副總裁的技術官僚巴帕德莫斯(Lucas Papademos)取代社會黨
(Democrats of the Left)的巴本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出任總
理。身陷債務危機的希臘，原本已獲得歐元區相關成員國的紓困，
不料總理巴本德里歐卻忽然提出要將紓困付諸公投的計畫，打亂德
國鐵娘子梅克爾(Angela Merkel)領軍的歐元紓困部隊，引起國際群
情激憤。雖然兩天後，巴本德里歐立刻撤回公投題意，但此舉仍讓
他最終辭職下台。

歐洲經濟危機大火燒出歐洲政治新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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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經濟危機大火燒出歐洲政治新局勢

同年，義大利也由前歐盟執行委員蒙提(Mario Monti)取代貝魯
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出任總理。

2011年11月，西班牙社會黨總理札帕泰羅(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因無能處理超過20%的失業率，加上政府又大舉削減支出，
引發民怨四起。西班牙在債務警報聲中舉行提前選舉，首相薩帕特
羅(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放棄參選，由保守的人民黨獲得
壓倒性勝利，並由拉霍伊(Mariano Rajoy)當選新任總理。

2012年，雖然羅馬尼亞改革初有成效，經濟增速成為最大的歐
盟成員國之一，但總理博克(Emil Boc)仍未能逃脫下臺的命運，2012
年2月因政府財政緊縮政策爆發民怨，由博克領導的內閣集體辭職。

2012年4月，因為歐元區各國普遍引起民怨的政府撙節預算案，
荷蘭的執政聯盟無法就刪減預算120億至140億歐元的提案達成協議，
總理盧特(Mark Rutte)23日向女王遞交內閣總辭書。

2012年5月，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結果出爐，薩科齊
(Nicolas Sarkozy)成為下台。法國經濟表現欠佳，失業率高達10%，
加上薩爾科齊的個人作風，生活奢華，政策被指傾向富裕人士，都
是他落敗的原因。

[UJ2C 鍾宜錚；UE2B 吳雯瑄；YE4A 張嚳比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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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在了解波娃與沙特兩人各別或交

纏的生命故事前，小編腦中的確有些

微的概念與想像；而為了暸解更多細

節，小編首先向「家譜搜尋系統－

Google」谷哥哥求救，非常直接地鍵

入「波娃 沙特」，希望谷哥哥再次

大顯神通地給予迷「網」的信徒一些

指引。接著，又從學校圖書館的網路

搜尋了相關館藏後，拿著寫上索書號

的紙條就如同拿到張籤詩般，前往圖

書館廟公那兒請求指點迷津。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西蒙‧波娃與沙特

如今，桌上擺著《西蒙波娃的越洋情書》、《沙特語錄》、《沙特與西

蒙波娃的故事》及《再見，沙特！》，看得自己頭昏腦脹，卻愈發了解到兩

人的關係豈是外人能夠輕易地參透，再大筆一揮地寫下：「西蒙波娃與沙特

實為神仙情侶，彼此相愛又給予對方極大自由，過得好不樂乎」?

巴黎浪漫的一面

波娃與沙特常聚會、如今已成為熱門
觀光景點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 )

無論是愛情或人生，從來沒有

外人可以三言兩語道盡或幾天幾夜

看透的可能；縱使主角本人也難以

給予旁人幾綑線，便要重新織回當

初那件衣裳的本事。因此手上拿著

《沙特語錄》閱讀的同時，更易發

對於語錄中所擷取的那些名句感到

困惑；對沙特而言，這幾句話果真

就是自身著作們的菁華嗎?

西蒙波娃與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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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當波娃於1947的美國旅行中認識

了作家Nelson Algren後並相戀，兩人

雖然在波娃歸國後的3年分手，仍於

1947-1964年間持續了多年的書信往返

(波娃寫給Algren的書信後來收錄於

《西蒙波娃的越洋情書 (Lettres à
Nelson Algren)》中，譯本由貓頭鷹

出版)。波娃於信中以英文書寫自己對

Algren的思念。書信中的那充滿濃情

的波娃與寫下經典著作《第二性》的

波娃一體兩面地存在著。終身為沙特

00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西蒙‧波娃與沙特

女友的波娃，於寫給Algren的書信中稱Algren為親愛的丈夫、我的愛、寶貝、

最親愛的。對戀愛著Algren的波娃而言，此時的沙特之於她又是怎樣的存在?

西蒙波娃橋(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雙叟咖啡館(Café Les Deux Magots )亦為兩
人的去處

沙特逝世後一年(1981)，波娃

出 版 了 《 再 見 ， 沙 特 !》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中文

譯本由左岸文化出版)一書，於前

言中她寫道：「我所寫過的書中，

這是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在出

版之前您尚未先讀過的」，字句間

可見她與沙特的互賴關係。兩人之

間是朋友或情人、家人或夥伴，過

多的定義是無謂；而兩人常去的咖

啡廳已成熱門景點，0或是和朋友

0小聚，或是帶著紙本汲取文人殘留的靈感，巴黎啊，旅人追尋著文人的腳步，

踏印上了自己的足跡。

西蒙波娃與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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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西蒙波娃與沙特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開拓兩性關係新

境界的女性，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的終身伴侶。

她將存在主義哲學和現實道德結合在

一起，寫過多部小說和論文。出生於巴黎，

畢業於巴黎大學。由於家庭生活並不美滿，

導致西蒙波娃很早就對女人成年後，是否

必須以一種「家庭」的形式存在感到懷疑。

也因此，她和沙特相識後，即使兩人有共

同的對書本的愛好，有共同的志向，成為

共同生活的伴侶，但始終沒有履行結婚手

續。

波娃的另一個著名情人是她在1947年
的美國之旅所結識的美國作家納爾遜‧艾

格林(Nelson Algren)，雙方維持三百多封

的「越洋情書」(Lettres à Nelson Algren)。
西蒙波娃於1986年病逝巴黎，享年79

歲。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UC2A彭俞鈞 / 整理]

西蒙波娃與沙特

「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10

歐洲主題專欄

西蒙波娃是第一位從事女性哲學的先驅，她

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女人都在哪裡？回顧歷史，

即使西方哲學在討論時曾提及女人，卻頂多當成

補充而非主題。身為女權運動代表人物的她，認

為女性主義是指獨立於階級鬥爭之外，專門為女

性問題而奮鬥的主義。

繼她之後，世界各地的女性主義思潮蔚為二

十世紀的文化現象，呈現多元、異質，並且充滿

實踐性。其中波娃所起的帶頭作用是不容否認的。

思想主張

代表著作：《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第二性》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如果要將該著作做一

個註解，毫無疑問的可以用以下的一段話來表示：「女人不是與生俱有的，而

是人為形成的。」書中就有這麼一段話－女人的命運並非上天註定，而是被創

造出來的。這本書在一九四五年的當時引起決定性的迴響。在當時的學生確實

是形成思想豁然開通的關鍵點。

女性是被既成的男性文化所製造的說法，其本身就含有對既成之男性文化

攻擊的意味。而波娃所要揭露的無非是女性被製造的不公平現象和製造女性的

男性文化的欺瞞。她所說的話不僅引起時代改革的精神，更將這種輝煌的光輝

推動著往後的時代巨輪。

《第二性》雖因時代限制，作者階級屬性，導致後來的一些批評。但西蒙

波娃堪稱二十世紀女權運動的大旗手，她揮動的不只是理論，更揮動個人的生

命實踐。

西蒙波娃與沙特

更重要的是波娃本人充滿了身為女性主義者所當具備的行動力。她直接

挑戰傳統女性的天職──妻、母角色。拒絕婚姻，選擇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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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沙特 (Jean-Paul Sartre，1905-1980)

全名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法國思想家、作家，存在主義哲

學的大師。

生於法國巴黎的富裕階層家庭。17歲離家，獨立謀生。當過中學教師，

曾至學院教授哲學，又赴德國從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及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學習現象學 (Phenomenology)及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1964年因《文字生涯》(Les mots)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拒

絕接受。

沙特一生都在反抗：為抗美援朝，1950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56年反對
蘇俄進軍匈牙利，宣布脫離共產黨；六十年代看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又成為
毛澤東主義者。

他是一位極富有想像力及創造力的哲學家與作家，其主要作品尚有《嘔
吐》(La Nausée)、《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等。

西蒙波娃與沙特

「他人即是地獄」(L'enfer, c'est les autres)



12

歐洲主題專欄

哲學理論

沙特主張「存在先於本質」。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則是：人在被任何概

念界定前，就已先存在；然後在有生之年，透過自由意志為自己選擇，以

自覺的行動去塑造自己、創造自己、界定自己。沙特說：「人是行為的總

和，是選擇的結果。」人必須選擇自己的價值準則。選擇後採取行動，就

得為後果負責。

沙特的哲學是一種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這種理論和決定論相對，認

為人類有絕對的自由。解脫是當絕對自由時，真誠的選擇，選擇如何生活。

絕對自由是沙特存在主義的標的，是沙特文學創作的源泉。

重要著作

一、嘔吐(La Nausée)

《嘔吐》這部作品受到卡夫卡小說的影響，故事主角羅昆丁(Roquentin)是
歷史學家，在阿弗爾市(Le Havre)生活。他透過事物、過去體現自我。他深
信別的東西不能付予自己的本質，而後發現自己擁有絕對的自由，陸續喚
起一陣一陣的嘔心感覺。

沙特一生寫作量驚人。哲學、小說、劇本、評論都有著著作傳世，《嘔吐》
公認是為他成就最高的長篇小說。全書以日記的形式寫成，內容雖然哲學
式的探討，但全書由美麗的詩情和文學味貫穿其間，一氣呵成。

西蒙波娃與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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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1933-1934年，沙特申請到了柏

林法蘭西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並前往

德國研究哲學；特別是想了解由胡塞

爾提出的「現象學」，並閱讀了胡塞

爾及其門生海德格的全部德文著作。

於《存在與虛無》中，沙特從現象學

方法談起，進而探討虛無的問題。貫

穿全書的基本思想，就是意識自由的

創造精神，在虛無化中，使自身不斷

地在可能與現實的矛盾中脫穎而出，

實現不斷的自我超越和超越他物。書

中內容有三點特色：

(一) 把「個人自由」放在最高地

位來看待，本書完成於二次大戰期間、

法國遭受德國納粹侵略威脅時期，在

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個人自由顯得更

00

二、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

西蒙波娃與沙特

更加珍貴。本書自始至終都在強調「個人自由」毋庸置疑的價值。在沙特

看來，人透過選擇而決定自身的命運，所以「自由就是選擇」。

(二) 揭示積極進取的存在主義精神，沙特強調人存在的自由本質，他

明白宣示「我為人下賭注，而不是指望神」，人的存在以其自由為前提，

自由不是後加於人的現實存在之上的外來因素，而是人之為人的先決條件。

(三) 人道主義，只有沙特才把存在主義提昇到積極的人道主義境界，

正如沙特自己所說：「存在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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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西蒙波娃與沙特

西蒙波娃是在二十一歲那一年的十月

考取教師資格，離開父母並和沙特結

識而進入熱戀，從此之後，她的一生

和沙特結為同盟。雖他們倆人終生沒

有履行結婚手續，但互相尊重對方與

其他人的「性關係」，兩人建立在互

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礎上的愛情非

常強烈，沙特去世後波娃寫了《永別

的儀式》，是對和沙特共同生活的最

後日子的回憶，流露出對沙特強烈的

愛。

西蒙波娃與沙特

「房間堆滿了書，到處都是菸霧，

沙特用一幅老於世故的姿態招呼我，

他正抽著菸斗。另一個男人尼贊

(Paul Nizan；沙特好友)透過厚厚的

鏡片看我，很深沉的樣子，若有所思

不開口說話。一整天我因膽怯而發

呆。」西蒙波娃這樣回憶她與沙特的

第一次見面。

而沙特在回憶第一次見西蒙波娃

時所留下的印象時說：「我認為她很

美，我一直認為她美貌迷人，西蒙波

娃身上不可思議的是，她既有男人的

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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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兩人戀愛關係與大眾不同並帶有驚世之感的地方在於，他們共同

制定了一個特殊的戀愛協定。在協定中，雙方強調，兩人要保持最親

密的關係，無話不談，不准有任何欺騙行為。所以，即使波娃後來結

識了並深愛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Nelson Algren)，而沙特也同時

與其他女人擁有關係，他們兩人還是無法割捨對對方那種難以解釋和

分離的感情。

至於為什麼不選擇結婚？沙特認為，兩人都感到只要永遠相愛並

生活在一起就夠了，這就是婚姻的本質，而毋須去辦理手續。「我們

之間相愛，但是如果我們能同時體驗一下其他風流韻事，那也是一件

樂事。」沙特說這樣能使雙方的感情更加深入。

西蒙波娃贊同他的觀點，他們的戀情也愈來愈深入，變得更為相

互需要，她寫道：「我們不發誓永遠忠誠，但我們的確同意延遲任何

分手的可能性，直到我們相識永遠。」

這樣的體悟及實踐，確實讓兩人維持著這種微妙的感情，直到永

遠。

1980年代兩人相繼離開人世，波娃去世後，和沙特合葬在巴黎蒙

帕納斯公墓。

參考資料：

http://goo.gl/3UBNw
http://goo.gl/69Jv9
http://goo.gl/fxtBn
http://goo.gl/Rndes
http://goo.gl/Z9gmP
http://goo.gl/YZzNK
http://goo.gl/bXFQw
http://goo.gl/Z6AYM

西蒙波娃與沙特



法國超級計算機「居禮」

報導發佈時間：2012/04/24

超級計算機「居禮」(CURIE) 的完成將促進各研究領域前所未有的進展，尤

其是在研發阿茲海默症新療法方面。

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部部長 Laurent Wauquiez 恭賀超級計算機「居禮」的

完成，將可以模擬空前複雜的現象，並加以模式化。他表示：「對科學界和業界

而言，密集計算是一種策略工具。國家大型密集計算設備中心 (GENCI) 2007年成

立以來，負責執行法國的密集計算策略，將法國科學界的計算能力提高了30%。

『居禮』超級計算機加入後，可把計算能力更往上提升一層。這個歐洲唯一的超

級計算機可為學界和業界的研究帶來空前的進展，例如研發如何對抗阿茲海默

症」。

居禮超級計算機的完成，實現法國對歐洲高等計算機中心聯盟 (PRACE) 的承諾，

讓法國及歐洲科學家擁有一個卓越的工具。

土魯斯量子物理化學實驗室 (LCPQ) 已於2011年12月利用居禮超級計算機，

成功模擬出眾多可能導致阿茲海默症的分子。創新的模擬方法使用了將近9萬個

超級計算機的計算核心。若研究員能更加理解複雜生物分子系統的基本化學程序，

將有助於研發新的治療方式。

居禮超級計算機也將執行學界與業界其他不同領域的重大挑戰，例如氣候學、

天體物理學、發動機與渦輪器的燃燒。超大規模的模擬應該可以讓科學家對物理

現象有更多的理解，例如氣候的演變、宇宙的發展、如何減少排放溫室效應氣體。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420019

歐盟學術專欄

[UJ3A  陳依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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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
climate change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UT1A 邱靖雅 / 編譯]

在對抗氣候變遷的議題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評估

了其成本及效益，且為了將溫室效應控制在攝氏兩度的範圍以內而提出一

套方案。某些政策或具有約束力之目標──例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其他

能源方案，適用於歐盟內；某些則拓展至與更多國家的國際性協議及磋商

中。

在2005年時，歐盟執委會成立基金會以施行氣

候變遷政策。該文件目前列出更多具體行動以控制

氣候變遷的影響、減少那些對地球造成嚴重衝擊且

無法挽救的破壞。這些短期與中期之方案主要以已

開發國家(像是歐盟與其餘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

為目標。

相關出版品

歐盟執委會建議歐盟應該制定相關目標以減

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並在國際協商會議中敦促

已開發國家於2020年時減少30%(在1990年基礎上)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國際間達成協議之前，且

在歐盟對自己於這些國際協商上所扮演的角色無

任何偏袒的情況之下，它本身應該要果斷而堅定

地立即承諾在2020年時它的排放量將減少20%。

而在2007年3月的歐盟會議中，成員國對這些目標

也表示贊同。

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



依據對歐盟能源政策的策略分析，歐盟執委會建議採取以下能源方案：

 至2020年時，歐盟將提高20%的能源效率。

 至2020年時，再生能源於總能源中的比例將增加至20%。

 發展對環境無害的二氧化碳地質封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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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相信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必須依以下方案強化：

 排放量配額之實施應多於目前的五年一期。

 將其餘溫室氣體列入此排放交易體系中。

 適當分配成員國間的排放允許量。

 使歐盟的排放交易機制與其餘他州(諸如澳洲、加州)所研擬之強制性機

制產生相容及聯結。

歐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

世界觀點
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



為了在交通方面限管排放量，歐盟執委會要求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與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採取必要的計劃，將航空業列入排放

交易機制範圍內，並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為比例徵收遊覽車稅。其他對汽車

排放量的相關計劃則限制其每公里排放120公克的二氧化碳的量。執委會也

強烈希望消費者能以陸海交通方式減少航空代步所產生的排放量，並推廣

生物燃料。

文件中並建議於其他方面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提升住家與商

業大樓的能源效率。同時上面也建議減少其他氣體之排放，特別採取措施

在農業與林業上，以限制各種產業或燃氣發電機所排放的甲烷量，並將這

些氣體排放來源列入排放交易機制中；還要對含氟溫室氣體有更嚴格之控

管，妥善處理大型建設或燃燒所產生之氮氣。

重要的是，儘快在歐盟科研架構計畫(European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FP7)基礎下調度資金以支援與環境、能源、交通相關之研究，

並於2013年後增加研究預算以進一步發展潔淨科技並培養氣候變遷相關知

識；於能源科技與環境科技上之行動也應付諸實行。

文件中還提到凝聚政策(Cohesion Policy)的策略方針的履行。此一政策

將會有助於推動永續交通、能源及環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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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trategy on climate change for 2020 and beyond》
http://goo.gl/RuQ57
圖片來源：

http://goo.gl/WO8b2
http://goo.gl/ChhZb
http://goo.gl/iBkR9
http://goo.gl/SNXu4

世界觀點
歐盟的氣候變遷政策



偶愛你-2012 高雄國際偶戲節在3月31日盛大開幕，吸引不少爸爸媽媽
帶著小朋友去一趟岡山文化中心享受難得的偶戲體驗。這次來臺表演的團隊

分別來自日、西、土、義、加、英、南非等11國，共23個團隊，聲勢浩
大。 觀賞表演節目後，均可與喜愛的戲偶拍照留念。

歐洲藝文報導

『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

[UF2A 王碧貞 / 報導]

↑偶愛你—2012高雄國際偶戲節宣傳海報

20



西班牙太陽偶劇團(SOL Y TIERRA, S.L.)
劇情簡介

每個人都知道阿翠瑪斯龍只能在洞穴吃蘑菇維生，其實阿翠瑪斯龍已經

吃膩臭蘑菇，想效仿偉大的祖先吃公主！

於是牠威脅Tranquilia這個國家，並且揚言要將公主吃掉。國王得知後想

盡辦法保護公主，宮中有個園丁叫Rimas非常仰慕公主，他決定要以豎琴和詩

這兩樣武器對付阿翠瑪斯龍。因為阿翠瑪斯龍非常畏懼這兩樣武器，便先用

計謀把園丁囚禁起來，並威嚇園丁要把他吃掉和把整個國家夷為平地……

機智聰明的公主翻遍城堡裡的書，終於找到解救Rimas的辦法：就是邀請

三位勇士(小朋友)，每人摘取一朵花輪流給龍聞，龍聞了之後便會渾身無力倒

在地上。善良的公主不忍阿翠瑪斯龍死掉，最後吻了阿翠瑪斯龍使牠甦醒。

寂寞已久的阿翠瑪斯龍知道公主的心意，於是放棄摧毀Tranquilia並和公

主成為朋友。而經歷過這次的事件後，公主對勇敢的Rimas產生好感並發現自

己對Rimas的心意，不再躲避Rimas的追求，決定要跟他成為好朋友！

來自西班牙太陽偶戲團(SOL Y 
TIERRA,S.L.)相當親切的兩位偶
藝師。

使用的是約五歲小朋友高的戲
偶，用意是讓小朋友不會感到
距離感，能開心的欣賞整齣劇
碼。

歐洲藝文報導

演出紀錄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o0wZ-
hL1Nmk&feature=player_embedded 21

『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



觀後心得

在這天我當個大孩子，看了兩齣兒童劇碼。分別是加拿大提姆‧哥斯萊

偶劇團(Tim Gosley)和西班牙太陽偶劇團(SOL Y TIERRA, S.L.)。

提姆‧哥斯萊偶劇團(Tim Gosley)帶來的是家喻戶曉的醜小鴨童話-醜小

鴨與他的好朋友-驢子提姆及恐龍；西班牙太陽偶劇團(SOL Y TIERRA, S.L.)
則是公主與龍(The Princess and the Dragon)都讓大、小朋友們歡笑不斷。因

為本次主題菲提姆‧哥斯萊偶劇團，此處便不贅述。

雖然都是以全英語進行，但主辦單位另有準備中文字幕，所以不用擔心

完全聽不懂。也因為主要觀眾群是小朋友，為了培養小孩子進劇場並注意禮

貌的良好習慣。在開場前會簡單叮嚀不要穿著睡褲、拖鞋以及要適時給予掌

聲。我覺得用意非常好，有助於小朋友建立尊重表演者的觀念。

如果以大人的眼光來看或許不是這麼有趣，甚至可能覺得幼稚。但我覺

得我們都曾經是小孩子，不妨放下大人的思考模式回到兒童的單純想法！

岡山文化中心圖書館前設置
的看板，有不少家長和小朋
友合照留念。

歐洲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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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



其實仔細看，我們不難發覺到表演者(偶藝師)的細膩之處。不單單只是

操控布偶肢體加上配音而已，連偶藝師自身都融入劇情裡，像是跟布偶之間

的對話。

劇情中更是加入和觀眾互動的橋段，讓小朋友有機會「演戲」也直接教

導小朋友對於不好的事物更要以溫柔的方式去改變而不是以暴制暴。例如：

當偶藝師問小朋友如何拯救阿翠瑪斯龍時，有個小男孩說要把牠殺死，偶藝

師馬上說：No violence！ OK？I have an idea…Let’s kiss him, all right？
全場只有兩位偶藝師，穿梭在舞台各個角落。一下手拿國王布偶，一下

穿上等身大恐龍裝，不疾不徐地或說或唱。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來自西班牙，

那略帶西班牙腔的英語相當有特色。

表演結束後，偶藝師還準備「帶動跳」的餘興節目，讓小朋友有機會活

動一下筋骨！當然我也參與其中，雖然有點小尷尬不過我玩得很開心。因為

一般舞台劇不太可能會有這種活動，這大概是專屬於小朋友的權利吧！

觀賞偶戲劇後，也可到皮影戲館免費參觀。

場景及道具，綠橘相間的便
是比成人身高還高的阿翠瑪
斯龍。

每次出場都讓小朋友驚叫不
已。

歐洲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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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



皮影戲館

欣賞完偶劇後，不妨徒步走到岡山文化中心皮影戲館，欣賞各地的皮影

文化，並有專人詳細介紹。

另外，為了推廣偶戲劇，皮影戲館還特地與「偶愛你-2012 高雄國際偶戲

節」做結合，只要憑票根便可免費兌換簡易皮影戲偶學習包。(票根非免費索

票為限)

皮影戲館官方網站：http://163.29.243.14/shadowtheater2/home.asp

孫悟空皮影戲偶學習包

歐洲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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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偶」爾當個大孩子吧—公主與龍

別具巧思的館內布置 懸掛在二樓大型皮影戲偶



交通資訊

因岡山文化中心地處偏遠，建議驅車前往。若需要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需有轉車不便的心理準備。

筆者當日路線規劃如下：

去程

文藻外語學院站搭乘3號(或紅35)公車→左營高鐵站下車轉搭乘台鐵區

間車→於橋頭火車站下車→於舊橋頭火車站(現為公車轉運站)轉搭紅70→文

化中心站下車。

當然可搭乘高捷從新左營到橋頭火車站，但花費較高，一次是35元，花

費時間不一定較少。建議搭乘台鐵區間，單趟只需15元。

回程

文化中心站搭紅71公車→橋頭火車站搭區間車→新左營站下車轉搭民族

幹線→文藻外語學院站下車。

回程就有點碰運氣了，公車班次不多且須徒步到大馬路的另一頭。大約

下午六七點就收班，建議先做足功課再去。另外在新左營站只有民族幹線回

到文藻。

歐洲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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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概要

請參考岡山文化中心：http://gangshan.khcc.gov.tw/home01.aspx?ID=1

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http://epage.khbus.gov.tw/files/11-1000-
130.php
高雄捷運路線圖：http://tw.piliapp.com/mrt-taiwan/kaohsiung/

歐洲藝文報導

圖片來源：

http://khm.gov.tw/2012puppetry/index.html
圖片多為筆者現場拍攝

演出資訊：
偶愛你官方網站：http://khm.gov.tw/2012puppetry/
皮影戲館：http://163.29.243.14/shadowtheater2/home.asp
岡山文化中心：http://gangshan.khcc.gov.tw/home01.aspx?ID=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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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場景中
巴黎的另一個幽暗世界真的存在？

巴黎的地下通道，並不是為了地下街或地下鐵道而挖掘的，當然也不是近代

才挖掘形成的。而是巴黎建造之初，為了建設地面上的石造建築而挖掘所留下的

遺蹟。然後逐漸擴大形成洞穴。

歐洲的都市建設多半採用石材建材，大部分的石材都是從遠離都市的場所所

挖掘而來的。但是巴黎則是取自都市地下的石材，以作為都市建設之用，同時為

了搬運地下所挖掘的石材，還建造了四通八達的地下通道。

地下的通道當然有落陷的危險。第一次陷落是在1774年，而後即展開地下通

道的調查工作，據了解，截至目前為止，還存有長達50公里的地下通道。

與地下通道擁有同樣複雜結構的還有地下水道，巴黎的地下水道總長2100公

里，市內則有將近2萬6000個下水道出入口。

Do You Know

[UJ3A陳依凡 / 整理]

資料來源 :
100個世界地理奇聞軼事 如何出版社

歌劇魅影下水道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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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上水道，並到處有蓄水池，歌劇魅影

裡巴黎歌劇院(Paris opera house)，場景之一的蓄

水池就位在歌劇院的地下，曾經是石材挖掘場中的

蓄水池，如今能仍可儲存1萬立方公尺的水量。

在花都的巴黎地底下，正縱橫漫延著這樣神

奇且複雜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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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如果一個女人要寫作，就必須有收入和一個自己的房間。」維吉尼亞‧吳

爾芙在她的小說《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所宣示的

是，女性要進行創作，必須擁有不僅是具體而實在的獨立空間，也需擁有象

徵不被打擾的自由心靈空間。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是由17位港台女性藝術家透過其裝置作品或影像訴說

著女人們的生命故事的展覽。

參展藝術家

文晶瑩、李燕華、邱雨玟、峨冷（安聖惠）、徐薇蕙、陳慧嶠、康雅筑、張

雅萍、魯碧．司瓦那、劉淑美、謝淑婷，以及導演謝珮雯、邱禹鳳、陳蔚爾、

周瓊、張亞樂、潘怡潔等。

展覽資訊：

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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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專欄預告

Picasso & Modigliani &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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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