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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wait for leaders; do it alone, person to person. 
- Mother Teresa

忙碌的這陣子，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Mother Teresa這句話。

遇見困難時，需要動機、需要鼓勵、需要組織、需要外援、需要…
首先，必須開口、起身、動作、跨步；並感謝每位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

But do not wait for leaders.
Lead yourself to where you want to go.

本期的電子報依舊精采可期：《歐洲主題專欄－在巴黎遇見大師》為讀者

報導著名畫家：畢卡索、莫迪里亞尼與達利在巴黎的故事；《世界觀點》

編譯euronews新聞《Frankreich auf der Weltbühne – was ändert sich?》，

探討法國新上任總統歐蘭德之主張以其未來挑戰；《歐洲藝文報導》則以

前陣子甫結束之青春設計節為採訪焦點。

燃燒吧，各位；燃燒吧，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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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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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大雨連連 英國多條河流氾濫 (大紀元 – 2012年05月02日)

http://goo.gl/Nvydw
 歐債效應歐洲領袖接連倒 (中央社– 2012年05月05日)

http://goo.gl/OmOgd
 希臘大選關係國家前途與民生 (中央社– 2012年05月05日)

http://goo.gl/DaXJ8

 倫敦市長強生險勝連任 (大紀元 – 2012年05月05日)

http://goo.gl/qy5Op
 地方選舉大敗英聯合政府告急 (大紀元 – 2012年05月05日)

http://goo.gl/HX3sH
 法廢性騷擾法婦女團體憤怒 (大紀元 – 2012年05月05日)

http://goo.gl/ahHrV
 法國若變天肥貓受衝擊 (中央社– 2012年05月06日)

http://goo.gl/ITZ2j
 法國新總統務實歐蘭德 (中央社– 2012年05月07日)

http://goo.gl/ePKc1

 希兩大黨未獲多數政府恐難產 (中央社– 2012年05月07日)
http://goo.gl/9TPZ9

 賀英王登基週年日皇訪英 (中央社– 2012年05月08日)
http://goo.gl/zBpya

[YT3A 陳奕汝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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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蘭德帶領法國新氣象

2012/5/6社會黨候選人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當選法國新
總統。這次法國兩位總統候選人風格截然不同。相較於前總統沙柯
吉(Nicolas Sarkozy)，歐蘭德平時作風和形象較樸實低調。

歐蘭德帶領法國新氣象

法國正面臨債務危機和失
業等問題，人民期待新政府能
改變國家、振興經濟和解決財
務問題。經濟政策上，歐蘭德
主張透過政府刺激經濟成長，
例如增稅，取代緊縮措施來解
決眼前的歐債危

機。剛上任的歐蘭德總統除了要處理歐債危機問題，對於外交和稅
政等政策，他的見解也與過去政府不同。

外交方面，過去沙柯吉親美，曾派軍與美軍並肩處理伊朗和敘
利亞問題、增派阿富汗駐軍以及在空襲利比亞計畫中扮演要角。歐
蘭德則傾向不願插手軍事及外交問題，並打算儘早從阿富汗撤軍。

關於前文提到的稅政措施，歐蘭德的作法更與以往不同。歐蘭
德希望針對年收入百萬以上的富人，提高他們所得稅率，從原本的
50%提高自75%。另外，若企業選擇將獲利分配給股東而非用來投
資事業，歐蘭德也打算加重課稅。也將調降繼承免稅優惠額度。

奧朗德擊敗薩爾科齊當選法國總統

[YT3A 陳奕汝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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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專家也評估增稅措施可能會帶來許多影響。首先，很多大型企

業可能會很難找到高階主管。例如，知名精品集團LVMH表示，

75%的稅率會使他們的巴黎總部很難找到高階經理。另外，如果歐蘭

德接著也對大型企業增稅，跨國企業可能會把部分業務移到海外，

甚至外商公司可能會將總部外移。最後，可能會引發法國富人的移

民潮。倫敦已是歐洲地區法國人最常去的旅居城市之一，增稅措施

可能會讓擔心高稅負的法國人大量湧進英國。

目前，歐洲景氣低瀰，連帶法國面臨許多危機。這次的選舉結

果反映法國民眾渴望國家的改變。歐蘭德是由民主制度下選出的國

家領導人，人民選出歐蘭德是一種期望，期待法國能有所改變，改

變下國家有轉機，國家有更好的未來。

資料來源：
http://www.haixiainfo.com.tw/184871.html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5/120507_frenchpr
ess_bylinda.shtml

歐蘭德帶領法國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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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在巴黎遇見大師 系列報導－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如果你夠幸運
在年輕時待過巴黎
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
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lived in Paris as a young man, then
wherever you go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it stays with you, for Paris is a
moveable feast.

-Hemingway, 1950

讓我們從海明威這段大家已能朗朗上口的名言開啟本期的主題專欄故事。

說起畢卡索、莫迪里亞尼與達利這三位異鄉人在巴黎所發生的故事；三人之
間彼此相識、相惜、交惡的巴黎故事。

畢竟，誰能抗拒一場流動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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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畫家們的異國之旅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畢 卡 索 出 生 在 西 班 牙 馬 拉 加

(Malaga)，他是畫家、雕塑家和版畫家，

他的作品變化多端，涵蓋住絕大多數二

十世紀藝術家發展的樣式，從小便展現

傑出的藝術才華，在父親的刻意培養下，

他打下紮實的學院派基礎，13歲時，身

為美術教師的父親，把當畫家的期望寄

託在兒子身上，因為他知道兒子已是青

出於藍了。19歲，當時的巴黎是藝術家

及文學家聚集的地方，是當時的藝術發

展最高峰，於是他前往巴黎，開始了藝

術探險之旅。

(1) 背景

1900 年首度走訪巴黎時，就展露出卓越的素描天

分；一到巴黎，畢卡索立刻感受到這個世界藝術中心的

自由風氣，並從竇加(Degas)、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孟克(Munch)，特別是羅特列克(Lautrec)
等畫家的風格中，摸索屬於自己的面貌。

巴勃羅‧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The world today doesn't make sense, so why should I 
paint pictures that do?

[UI1A 吳明純 / 整理]



歐洲主題專欄

(2) 藍色時期(1901-1904)

畢卡索到巴黎後，因好友因失戀舉槍
自盡加上生活清苦，這段時期畢卡索眼前所
見皆呈憂鬱藍色， 此時期的畫作以藍與藍
綠的色調為主，極少使用溫暖的顏色，史稱
藍色時期。

這時期他的作品是前期風格的延伸，
但色調較暖和，含意較深奧難解，他開
始變得對雜技演員、小丑和馬戲團世界
的感到強烈的興趣；他的畫開始大量使
用鮮明、樂觀的橘、粉紅色系，且經常
是非常明亮的色調。

(3) 玫瑰時期(又名粉紅色時期，1904-1906)

畢卡索完成了《亞維儂的姑娘》(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展
開了「立體派時期」，描寫的是亞維儂的一家妓院中的女人，畢卡索
把形體組成幾何學的結構、層層分解、寬廣和縱合性的造型平面；此
畫明顯受到非洲藝術影響，畢卡索於藝術轉變的過程中，接觸幾何圖
形觀念與非洲的黑人雕刻，他以圓錐形、圓筒形、球形處理來自然的
創新方式突破傳統繪畫受時間、空間的侷限。

從「立體派時期」開始，畢卡索展開了一系列分解的作品，將人
的一半正面加上一半側面，造成特殊的形象，如《夢》(the dream)、
《閱讀》(La Lecture)。

(4) 立體派時期(1906-1916)

盲人的晚餐(The Blindman‘s Meal，1903)

流浪藝人家族(Family of Saltimbangues，1905 )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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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亞維儂的少女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

夢(the dream，1932)

閱讀(La Lecture，1932)

《閱讀》整個畫面充滿曲線感，人
的五官和身體都刻意被簡化成球形，
胸部的乳房、環抱的手臂，甚至沙
發黃綠條紋的靠墊，都產生飽滿而
又柔軟的感覺。 臉部明顯以一個側
面與半個正面組合，使立體派的多
重視點更自由地成為描繪的變化。
色塊的大膽對比，經由曲線的區隔
和連結，使我們的視覺游離於主題
和造形之間。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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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莫迪里亞尼為出生於義大利的印象派畫家，1898年，他進入畫

家谷耶蒙．米蓋利(Guglielmo Micheli)的畫室素描課程就讀，谷耶

蒙．米蓋利為一位義大利畫家，也是莫迪里亞尼的啟蒙老師，畫風

屬利印象派自然主義(Impressionistic Macchiaioli)，他在那裡學習到

肖像、風景、靜物與裸體畫的技巧，並學習藝術史。

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

(1) 背景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他1906年抵達巴黎，當時的年代，許多

年輕的藝術家相當著迷於立體派或是野獸派，

但他不願意自己成為這些流派的一份子 ；因

受到非洲原始藝術及義大利文藝復興雕刻的

影響，在1909年他熱衷於石頭雕刻，1912年，

成為一位雕刻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爆發的前

幾年裡，此時立體主義的畫風漸長，成為文

藝復興以來最重要的藝術新流派。後來他開

始將全部時間用作繪肖像畫和裸體畫，這些

作品成為他藝術創作的核心。

畫作總是瀰漫著憂傷與優雅的莫迪里亞

尼，穩定而精準的線條、具有日本版畫東方

味和詩意沈著的色彩、人物簡潔的造形及瘦

長

Happiness is an angel with a serious face.

脖子的表現手法。他曾經說過：「我要的是短暫卻完整的生命。」

在絕望與貧病交纏之下，過著藝術家特有的反傳統、反社會、豪放

不羈的生活，熬不到36歲的生日就因肺結核而辭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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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 作品

橫躺裸女(Reclining Nude，1917)

藍眼女子 (Woman with Blue Eye，1916)

莫迪里亞尼的雕刻品－女人頭像(Tête，1910-1911)

他強調單純化，蛋型的臉，細長而直

的鼻子，弧狀的眉，小的嘴唇沒有瞳孔的

眼睛，圓筒形的長頸、頭部、身體與四肢

的比例不自然，這許多變形的特點，構成

了莫迪里亞尼的獨特風格。

他在裸婦和其他畫作中，在構成上以

基本的圓筒、圓錐、球形、立方體結合連

結，那種橢圓而帶著漩滑狀的肉體呈現出

優美的曲線。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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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珍妮(Jeanne Hebuterne，1919)

放蕩不羈的莫迪里亞尼一直以波希米亞式的外在生活糜爛著自己

不順遂的理想：他吸食大麻、他酗酒、他放蕩不羈、他喀藥。

與自己相差14歲的大學生珍妮．艾布戴尼(Jeanne Hebuterne)，
是他內心裡最清純的象徵表象。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3) 忠貞不渝的伴侶

珍妮的照片

莫迪里亞尼是個畫家也是個詩人，他澎湃

的精神渴望內在的充實與純潔，從珍妮身上

發掘出的除了是他外在所欠缺的，更有一種

安定他內在的穩定力量。

1917年相識不久後的兩人旋即陷入熱戀，

與生俱來的瘋狂愛戀讓乖巧的珍妮與家庭進

行抗爭。珍妮天主教信仰的父親強烈拒絕身

為猶太人的莫迪里亞尼，一種在掙扎中的愛

情反而更堅定了珍妮執著堅定的情感。

珍妮．艾布戴尼(Jeanne Hebuterne)，是

個害羞、保守、憂鬱的女孩，當時珍妮的父

母反對兩人交往，但是珍妮仍選擇她所愛的

人，在那樣的付出中，使莫迪里亞尼感到安

全感，也使得其努力作畫；不幸的是，1920
年，莫迪里亞尼因肺膜炎告別了人世，而隔

天，珍妮前去醫院沈默地看著他的遺體許久，

回家之後，便帶著近9個月的身孕跳樓自殺身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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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莫迪里亞尼在巴黎認識畢卡索，畢卡索曾好幾次充當莫迪里亞

尼的模特兒，在畢卡索的這張畫像中可從畫面上留意在頭頂後面簽著

PICASSO的字(右圖)，這是他對畢卡索這樣的天才做出的強烈意識的

表現，同時也以暗色皮膚和寬眼睛來表達畢卡索的才氣。

他們的友誼是令人欣賞的，這兩個風格迥異的畫家其實是相互

競爭，不過雙方未嘗有正面衝突發生；而相較於畢卡索的畫作，莫迪

里亞尼的作品售出的數量極為稀少。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4) 是朋友，也是敵人：畢卡索與莫迪里亞尼

畢卡索(Portrait of Pablo 
Picasso，1915)

畢卡索(Portrait of 
Pablo Picasso，1915)

莫迪里亞尼、畢卡索與法國詩人
安德烈‧沙爾蒙(André Salmon)
於圓亭咖啡館前的合照，攝於
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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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

達利出生於西班牙東北部的小城，

是20世紀超現實主義畫派的巨擘，具

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藝術家，達利

的作品將怪異夢境般的形象與卓越的

繪圖技術和受文藝復興大師影響的繪

畫技巧令人驚奇地混合在一起，而在

25歲之前就建立自己那種曠世絕無的

特殊畫風。

(1) 背景

自1920年以來，達利畫中最典型

和最有個性的特色，就是畫中的雙義

形象：畫面上的景物，同時可能又是

另外一件東西；乍然一看，物象就是

00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物象，但它們可經由視覺的幻覺而形成另一種東西，所以，現實就

是超現實，視覺景象歸根結底仍是出視覺作用產生的。

1928年，達利兩次來到巴黎，結識了畢卡索。

約自1929年起，他的作品上出現了一些富有超現實主義特徵的

形象。不久，即成了最負盛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

Have no fear of perfection - you'll never rea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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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記憶的堅持(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1931)

(2) 作品

手淫成癖者(El gran masturbador，1929)

哥倫布之夢 (The Dream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59)

達利公然承認他的畫是

在努力表現一種潛意識，他

把這種超乎理智之上的東西

看成是藝術所要捕捉的「更

為重大的現實」。

為從潛意識中產生意象，

他運用所謂「偏執狂臨界狀

態」的方法，在自已身上誘

發出幻覺世界。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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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達利年輕時是為花花公子經常流

連在酒吧間，沒有情人，1927年，命

運的安排使他與加拉(Gala)相逢，短

短數月之後，兩人傾心相愛。

達利一生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認

識他永遠的愛人加拉；加拉原本是超

現實主義派詩人保羅．愛呂雅的妻子，

後來成為達利的母親、妻子、密友、

模特兒與靈感的泉源。

加拉麗娜(1944-1945)
(4) 達利與畢卡索

達利和畢卡索來自同鄉，也

曾上過同所學校－馬德里藝術學院

(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

1897年，16歲的畢卡索第一

次獨自一個人出發前往父親決定的

藝術學校：馬德里的聖費爾南多畫

家藝術學院。1925年，達利首次在

巴塞隆納的達茂 (Dalmau)畫廊舉

行個人畫展，引起畢卡索的注意。

1926 年 ， 在巴黎曾拜訪畢卡

索，畢卡索對達利作品印象甚深。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3) 達利和他的妻子

畢卡索(Portrait of Picasso，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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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達利曾說：「畢卡索是西班牙人，我達利也是西班牙人。」

(Picasso is a painter, so am I; Picasso is Spanish, so am I.)
畢卡索永遠是畢卡索，而不會將自己重複地滯留在他的「古典

寫實」或「藍色悲調」的路途上，更不會留念路邊的閒花野草而長

久陷落在馬諦斯的野獸派牢籠裡。

而達利，更永遠是達利，絕不會突變成他曾經心儀的畢卡索、

盧梭(Rousseau)或佛謝利(Fuseli)。而相對於當代藝術創作的畫家，

這就是前衛超現實抽象主義之濫觴。

畢卡索有他自己的灰色、藍調與粉色系的不同期蛻變作品；而

達利亦有其自己的灰色、棕色與黃色期，二人所不同的是他們各自

有不同的「畢卡索風格」、「達利風格」，亦或偉大的前衛超現實

抽象藝術創作階段。而兩人之共同點，則是他們不斷地在摸索的路

途上細心摸索前進。而最後停滯在完全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看的懂的

境界之中

那就是「畢卡索永遠是畢卡索」；而「達利也終究永遠是達利」

的原因與道理吧！

(5) 達利與畢卡索比較

http://tght.gl/ewgrh ; http://ddo.gl/dbsa ; http://kiaf.oo/Z9R
http://yii.gl/hre ; http://yr.gl/sfsaf ; http://yu.gy/sppre ; http://goo.gl/is2sp
http://tww/ewag ; http://goo.gl/u5J5 ; http://goo.gl/kM7Jh
http://www.quora.com/What-was-the-relationship-between-Picasso-and-
Modigliani
http://www.museothyssen.org/microsites/exposiciones/2008/Modigliani/fun
dacion/fundacion9_ing.html
http://artisanconcept.com/?page_id=1348

參考資料：

畢卡索 & 莫迪里亞尼 & 達利



歐盟需要更有效率地利用水資源

報導發佈時間：2012/05/03
歐盟環境部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的最新

報告指出，歐盟需要加倍努力，以更有效率的利用水資源。無效率
的水資源利用，對生態系統與人民所需資源都有重大影響，也對歐
洲生產力與安全有關鍵影響。

水資源對農業、能源生產、工業、公共水資源、以及生態環境
都很重要。氣候變遷造成預測水資源供應的困難。缺水對仰賴工業
與農業的經濟都會造成嚴重後果。

整個歐盟地區，天然水資源有四分之一用於農業，家庭用水大
約佔五分之一，而這其中的四分之一卻只是用來沖洗抽水馬桶。河
流與湖泊的流量，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最可行的辦法則是
有效利用農業用水。

將淡水資源汲出，處理成為飲用水所需能源為0.6千瓦/立方米，
而將海水淡化以獲取飲用水則需要4千瓦/立方米。許多歐洲國家使
用海水淡化技術；以西班牙為最，是全球使用海水淡化最多者。

水資源的污染及缺乏原因在於歐洲的水價一向很少反應供水的
真正成本以及對環境的經濟成本。也讓自然環境與社會付出一定的
代價。

今年，歐盟執委會將出版的「保障歐洲水資源藍圖」(Blueprint
to safeguard Europe's waters)，對歐洲區域的水資源提出長期規劃。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0501003

歐盟學術專欄

[UJ3C  葉瑜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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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經濟牽動政治變局
法國選舉由左派歐蘭德勝選

牽動全球政經走向的歐盟，五月初政局浮現新動盪。主張反對德國緊

縮政策，並擴增公共支出以刺激經濟的法國社會黨候選人歐蘭德

(Hollande)贏得此次總統大選。此次政局的變動顛覆法國十七年歷史，首

次由左派候選人當選，其反面作風將在歐洲掀起一場可預見的改變。

歐蘭德背景及主張

歐蘭德以「平凡先生」自居，擔任法國總統重要職務前，並未擔任國

家重要官員，僅在1988年當選國民議會議員，及1997出任社會黨第一書

記的重要職務。相較於前總統薩克奇的支持者，其明顯為不同族群，薩

克奇的支持者多為著套裝、西裝，明顯是較具有政經地位的族群；反之，

歐蘭德的擁護者多為年輕人或是社經地位相較低的族群，其較能反映出

社會最真實的一面。

歐蘭德所提出政見與法國當前面臨的財政危機、經濟疲軟、競爭力衰

等等息息相關。他承諾改革新方案，主張擴大富人稅基、增加公共支出、

調升基本工資，對於法國銀行體系則提出交易與商業營運應要分離，同

時擴大公營開發銀行對民間的投資，且退幅歐洲各國領袖同意發行歐元

債券。

經濟牽動政治變局

[YE3A 羅佩怡/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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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法德政策不同調，財政緊縮VS財政擴張

身處歐洲核心國家的德國與法國，歐蘭德其擴大公共開支的主張，正

與德國總理梅克爾(Merkel)主導的緊縮政策為相反的做法。這將可能面臨

兩大強國對於歐洲政策不同調的現象，以往梅克爾與薩克奇的組合，掌

握了70%的歐洲決策權。面臨法國總統改換後，可能會掀起一陣財政改革

的議題。得知歐蘭德勝選後，梅克爾在第一時間致電恭喜，並邀訪德國。

雙方在電話中也同意「德法合作是歐洲成功的基本要素」，且雙方將建

立良好密切的共識關係。針對他所提之需重新協定政策的選舉口號，梅

克兒則表示，緊縮支出的財政協定「已獲25個歐盟成員簽屬通過，沒有

協商的空間。」儘管如此，德國外長威斯特韋勒在本此選前，呼應歐蘭

德的主張，表明兩國可以合作研商、研擬妥善解決方案，並將刺激經濟

成長方案，納入歐洲財政協議中，以提升競爭力。國際貨幣基金(IMF)總
裁拉加德被問及此事時，則表示成長協定與財政協定並沒有牴觸，同時

並呼籲各國「把成長重新放回議程中心」。

面臨挑戰

歐蘭德上任後並無充分時間可以適應這個位置，本月十八日即需面臨

G8高峰會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ional Tactical Officers Association；
NATO)在芝加哥的高峰會。NATO高峰會對歐蘭德來說，是上任後的第

一個挑戰。他曾在選舉口號中高喊法國不會再受NATO的命令制約，這

需要新的改變。全球也透過這兩場高峰會觀望，是否歐蘭德能在眾強國

中占有一席之地？國際上的表現是否亮眼?其選舉口號在上任後是否能一

一兌現？

經濟牽動政治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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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梅克爾所主導的緊縮政策是否為解救歐元區的最佳方式，備受質

疑

梅克爾所主張的緊縮政策，近年來對經濟並無太大改善，反對聲浪四

處竄起，引發政局不對變動。此政策的可用性已經慢慢受到質疑，除歐

蘭德提出需放寬財政政策外，日前也有不少專家，提出贊同見解。

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在瑞士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警告，應付

歐元區債務危機，不能只靠財政緊縮政策，否則可能「扼殺」經濟成長

的前景。她並指出，預算緊縮措施不能「一體適用」，必須針對每個經

濟體的特性量身打造。

德 國 貝 倫 堡 銀 行 (Berenberg Bank) 經 濟 學 家 史 密 汀 (Holger
Schmieding)表示：「緊縮措施是強而有力的藥方，若運用得當，可為未

來奠定高競爭力和高成長的根基。不過，服用太多良藥也可能讓病人變

得更加虛弱。」

研究機構Markit上周公布數據顯示，歐元區民間企業活動持續萎縮。

貝倫堡銀行資深經濟學家舒茲(Christian Schulz)表示，最近的經濟數據

證實，「我們需要聚焦刺激經濟成長的結構性改革，方可抵銷緊縮措施

的衝擊。」

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莫伊克(Gilles Moec)表示，短期內，任何結構性

都無法減輕財政鞏固對經濟成長所造成的衝擊，也不能創造足夠投資機

會來降低傷害。不過，長期而言，結構性改革可能促成可觀的經濟成長。

經濟牽動政治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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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經濟低迷影響政局

自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洲多國增長疲弱、失業率上升、債務

風險高漲。各國領導人多以削減公共開支、實施緊縮財政政策、上調稅

率、增加工作時間、提高退休年齡，力圖挽救經濟頽勢。而這一切造成

不少民怨，選民用手中的選票來尋求改變。至今，已有11位歐洲國家領

導人在這場經濟牽動政治中，失去選民的信任。無論是在先前的希臘、

義大利、西班牙、荷蘭與法國等等，均受到嚴重的牽連。德國執政黨也

難逃反緊縮聲浪的打擊，梅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CDU)，13日於德國

北萊茵–西伐利亞邦邦議會選舉中慘敗，由於該邦選舉向視為德國大選的

風向球，握有執政優勢的基民黨慘敗，已為明年大選梅克爾政權的在延

續畫下問號。

最後，近日面臨德法兩核心強國不同調、希臘無政府狀態、西班牙的

高失業率及不斷的抗議聲浪、荷蘭對歐盟的敵意發酵等等，歐洲產生強

烈的政治動亂。歐元區未來需要做的努力不少。《經濟學人》開出來的

藥方包括：在短期內，讓財政調整的幅度放緩、增加投資、更寬鬆的貨

幣政策，以刺激經濟、以及更堅實的金融防火牆，避免邊緣國家的主權

債延燒。以中期來看，歐洲缺乏彈性的勞動市場和大而無當的福利制度，

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部份債務餘額，由大家一起承擔，且設立泛歐洲

的金融解決方案計劃。短期內歐蘭德能做的，是與梅克爾達成某種妥協，

德國的確也需要為刺激需求多努力一些，但歐蘭德也必須推進改革。因

為他需要一個中期計劃來為社福支出尋找財源，而不必侷限於借貸一途。

經濟牽動政治變局

原文網址：http://de.euronews.com/2012/05/07/frankreich-auf-der-
weltbuehne-was-aendert-sich/



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炎炎夏日無處去嗎？

覺得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些匱乏？

想豐富自己的假日生活，想激發自己的創意，

想知道年輕人們有著哪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來到駁二藝術特區的青春設計節就對了！

活動簡介：

根據官網介紹，有別於「高雄設計節」，青春設計節是一個學生的

育成展、創意競賽舞台，這是全台唯一專為設計相關科系學生量身

打造的競賽，整體展覽與競賽類別有影音媒體創作、視覺傳達設計、

立體造型暨產品設計、數位科技與遊戲設計、空間設計等五大類。

基於核心使命的角色與責任，以及對南部創意設計發展的趨勢觀察

與信心，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在2005年開始推動南部創意設計科系

的聯合展演，在這樣的基礎上，2006年開始，高雄市政府持續推動

中。

[UC2A 彭俞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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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青春設計節。青春設計節的前身為「南部青年創意設計科系

聯展」，原本只是南台灣十一間設計相關校系的聯合展覽，演變

至現在，擴展為50校90系的大型設計展出平台。民間團體的促成

加上文化局的宣傳，讓更多民眾看到南部設計人才的多種可能性。

除了提供青年們展現他們設計長才的機會外，更重要的是讓

他們有自我行銷、推廣夢想的場合，透過創作者自己向社會大眾

介紹及推銷自己的產品，提前踏入職場氛圍。畢竟設計品需要累

積多人的青睞，才有機會被量產。而台灣學生欠缺的大多是自我

行銷的能力，應該培養學生：有能力就站出來，有機會就說出來，

沒什麼好怕的才是！設計人才最怕的是曲高和寡，即便設計再新

穎，不敷使用也只是華麗的空殼，產品能使大家的生活變得更方

便、美好，才是眾人希望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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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青春設計節有兩大展場，一個是以靜態

設計為大宗，包含了平面設計、媒體創作、

視覺傳達設計、遊戲設計及空間設計等的

「青春設計展」，於駁二藝術特區盛大展

出；另一個則是以短片及影視講座為主，

在高雄市電影館演出的「青春影展」，多

元的展覽內容的確吸引了不少市民在假日

攜家帶眷前去觀賞。

26

礙於時間不彈性，我只參與

了在駁二展出的青春設計展，但

分散在七個場地的展出也足夠讓

我大嘆驚奇，目不暇給，更佩服

於他們的創意與實踐。設計人才

與大眾最大的不同在於：除了有

天馬行空的想像外，他們會想盡辦法把想像化為實物，並且透過各種

多元、甚至現今倡導的環保素材。創作題材大多來自生活的有感而發，

表現、警示實際社會的面貌，或者試圖創造出自己的理想世界與產品。

展出作品中，不乏已經申請專利或是已和企業合作的作品，這些都是

與大眾生活相連結的體現，若有機會去參觀的話，不妨試試自己的眼

光，看看自己欣賞的作品是否也同樣得到眾人的愛戴！



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在眾多校系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崑山科技大學。其實，一個學校的重視與

用心與否，在場地的布置上就可以略窺一

二。即使是短期的展覽，即便是多校聯展，

但崑山依舊將場地布置地獨具風格，也因

為此校的作品眾多，一踏進去便覺得進入

了迷宮，怎麼繞都繞不完，怎麼走都有驚

奇。

他們作品形式多元：有實驗性的攝影作品，試圖用不同角度及

媒介來詮釋攝影；也有用環保又耐用的材質製作兼具美觀與實用的

皮包；還有利用年輕女性的角度，將月曆設計的彷彿是愛情小品故

事；另外，獲獎無數，結合許多學生的心血，製作難度極高的以厚

紙板為素材的短片也在其中；特別的還有彩繪唱盤，鼓勵大家創作

於唱盤上，譜出自己的動人曲目；甚至，其中有創作團隊設計了整

套會展流程及周邊商品，小至人員吊牌，大至會展概念，無一不包。

看完這些作品，再次感嘆學生們的創意發想與專業度，讓人深刻體

會到蓬勃的設計活力！當然，我一定還漏了許多優秀但無緣看到的

作品，就等著有緣人去發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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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除了讓我不禁豎起大拇指的崑山科技大學，同樣實力也不

容小覷的還有本校，也就是文藻的傳播藝術系了。好奇本校的

學生在外地會有怎樣的應對表現，還有他們的作品是否能得到

其他人的讚賞，驅使筆者走進了傳藝系的展覽場。展覽場不大，

但布置得很集中也很溫馨。或許是校系歷史不如其他學校久遠，

學生也沒其他學校來的多，因此作品的創新程度和數量都和其

他校系有所差距，但作品精緻，學生嫻熟的介紹能力遠超過其

他學校也是不爭的事實。將質量高的傳統延續下去，再加上更

多的天馬行空及實用度，相信他們也會有很好的表現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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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南部創意新勢力──青春設計節

文中照片多數為筆者親自攝影。

海報來源：
http://goo.gl/srBCk
圖片來源：
http://www.ksu.edu.tw/utility/focusNews/detail/3782/
活動網址：
http://www.designer.org.tw/event/2012/ydf/?cat=20

設計節中的校系與作品眾多，我就印象深刻的部分與大家

分享。大抵而言，此次設計節的優秀作品不少，但缺乏想法及

專業的作品也不少，讓人難免會有良莠不齊之感。但不可否認

地，高雄設計節的確是個提前讓人實現夢想的舞台。有了此平

台的長期支援，以及和其他校系的良性競爭，相信會有越多設

計人才因此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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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一個荷蘭人一年要吃掉多少的起司嗎？

Ａ：答案是8公斤。

不知是不是因為飲食加上騎腳踏車習慣的關係，荷蘭人的平均

身高為歐洲之冠，男生平均身高約184公分，女生平均身高則約174
公分。

起司的蛋白質含量比同等重量的肉類來得高，且富含鈣、磷、

鈉、維他命A、B等營養元素，是個非常營養的食物。但起司的膽固

醇相當高，攝取還是不能過量。

荷蘭起司的種類有很多，但許多都是舶來品，其中以高達

(Gouda)起司與艾登(Edam)起司最為著名。而高達起司就佔了百分

之六十產量，連最著名的阿克馬(Alkmaar)起司市場拍賣的起司也是

以高達起司為主。而小小荷蘭起司的年產量竟高達40萬噸，也是全

球第一名。

Gouda Cheese

[UJ3C  葉瑜芳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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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荷蘭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酪農王

國，所生產的起司以出口為國家經

濟來源，因為世界最乾淨的地 方就

在荷蘭，所以製造出來的起司，也

是舉世聞名。

阿克馬(Alkmaar)起司市場：

每年營業時間為4月中旬到9月
中旬，每週五的早上。提起荷蘭的

起司，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聯想起阿

克馬(Alkmaar)，許多人就是在阿克

馬認識黃澄澄的高達乳酪和紅豔的

艾登乳酪。

阿克馬起司市場

資料來源 :
http://www.holland.idv.tw/cheese.asp

Q：你知道一個荷蘭人一年要吃掉多少的起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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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演出時間：5/24~5/27 (平日時間 ：19:30；假日時間：14:30及19:30)

演出地點：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展演簡介：一段永恆的愛情故事,一手打造《獅子王》的艾爾‧頓強

與提姆‧萊斯再度攜手合作之史詩鉅作。《阿伊達》是一

部由愛情、忠誠與背叛交織的史詩鉅作，2000年更一舉囊

括東尼獎四項大獎的殊榮，是一齣充滿了現代能量的音樂

劇，講述一位淪為女奴比亞公主-阿伊達、埃及公主-安奈

莉絲以及讓兩位女人陷入瘋狂愛戀的埃及將軍拉達梅斯之

間的三角戀愛。在榮獲東尼獎與艾美獎肯定的兩位大師的

巧手之下，被《明星紀事報》評價說：「這是艾爾‧頓強

充滿活力能量但又不失浪漫的作品，讓人沉醉。」

活動網址： http://www.kham.com.tw/ad.asp?P1=0000008461

迪士尼百老匯音樂劇_AIDA阿伊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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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專欄預告

Marguerite Du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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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