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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歐洲藝術與人文展系列歐洲藝術與人文展系列歐洲藝術與人文展系列歐洲藝術與人文展系列

德國文化沙龍展&有獎徵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2/10(三三三三)  13:3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由主持人發問由主持人發問由主持人發問由主持人發問，，，，現場同學舉手搶答現場同學舉手搶答現場同學舉手搶答現場同學舉手搶答。。。。
最快搶答並答對者最快搶答並答對者最快搶答並答對者最快搶答並答對者，，，，可現場抽圖書禮可現場抽圖書禮可現場抽圖書禮可現場抽圖書禮
券等精美禮品一份券等精美禮品一份券等精美禮品一份券等精美禮品一份。。。。 ����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

即日起至97/12/18止，至展覽現場填寫問卷
並投入抽獎箱，全對者即可獲得小獎品一
份。
�得獎名單於12/22公佈於歐盟園區網站，
屆時請上網查詢。（恕不個別通知）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2008歐洲魅影

4th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2/16(二二二二) ~97/12/22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場次表場次表場次表場次表：：：：12/16 (二二二二)    15:10     心如潮湧心如潮湧心如潮湧心如潮湧/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106min

12/16 (二二二二)    18:30     虛情假意虛情假意虛情假意虛情假意/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88min
12/17 (三三三三)    13:10     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85min
12/17 (三三三三)    18:30     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93min

12/18 (四四四四)    15:10     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80min
12/18 (四四四四)    18:30     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108min
12/19 (五五五五)    15:10     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80min
12/19 (五五五五)    18:30     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06min
12/22 (一一一一)    15:10     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106min

12/22 (一一一一)    18:30     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127min

＊＊＊＊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師生踴躍參加＊＊＊＊



歐盟一週大事
EU Weekly News

格陵蘭擴大自治公投格陵蘭擴大自治公投格陵蘭擴大自治公投格陵蘭擴大自治公投 可能為獨立鋪路可能為獨立鋪路可能為獨立鋪路可能為獨立鋪路

未適當處理貪污未適當處理貪污未適當處理貪污未適當處理貪污 保加利亞喪失歐盟鉅額補助保加利亞喪失歐盟鉅額補助保加利亞喪失歐盟鉅額補助保加利亞喪失歐盟鉅額補助

寶萊塢找演員寶萊塢找演員寶萊塢找演員寶萊塢找演員 倫敦商學生也瘋狂倫敦商學生也瘋狂倫敦商學生也瘋狂倫敦商學生也瘋狂

西班牙領事西班牙領事西班牙領事西班牙領事：：：：歐洲計畫派遣專機至孟買撤僑歐洲計畫派遣專機至孟買撤僑歐洲計畫派遣專機至孟買撤僑歐洲計畫派遣專機至孟買撤僑

衰退難擋衰退難擋衰退難擋衰退難擋 英百年老店也不支英百年老店也不支英百年老店也不支英百年老店也不支

落實落實落實落實2222千億歐元救市案千億歐元救市案千億歐元救市案千億歐元救市案 考驗歐盟考驗歐盟考驗歐盟考驗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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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list.phtml?Category=40



本週主題國家

��奧地利 AustriaAustriaAustriaAustria

圖片出處: http://www.romanfr.com/d/file/travel/other/2007-11-01/fc7166b6fb8d70e78c52336ad059bfdd.jpg

■■■■文文文文／／／／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

四技部德文四技部德文四技部德文四技部德文系系系系 吳驊祐吳驊祐吳驊祐吳驊祐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 Salzburgurg) 
莫札特的故鄉莫札特的故鄉莫札特的故鄉莫札特的故鄉

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薩爾斯堡
從歷史看來從歷史看來從歷史看來從歷史看來，，，， Salzburg的主人長的主人長的主人長的主人長

年以來都是主教年以來都是主教年以來都是主教年以來都是主教(Bishop) 。。。。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這城鎮一直都是個非常虔誠的天主這城鎮一直都是個非常虔誠的天主這城鎮一直都是個非常虔誠的天主這城鎮一直都是個非常虔誠的天主

教地區教地區教地區教地區。。。。18世紀時世紀時世紀時世紀時，，，，新教勢力風新教勢力風新教勢力風新教勢力風

靡整個歐洲靡整個歐洲靡整個歐洲靡整個歐洲，，，，薩爾斯堡的城主薩爾斯堡的城主薩爾斯堡的城主薩爾斯堡的城主Von 

Firmian主教卻下令驅逐馬丁路德主教卻下令驅逐馬丁路德主教卻下令驅逐馬丁路德主教卻下令驅逐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也導致了整個也導致了整個也導致了整個也導致了整個

城裡的新教徒都被趕出城外城裡的新教徒都被趕出城外城裡的新教徒都被趕出城外城裡的新教徒都被趕出城外。。。。德德德德

國文豪哥德還寫了一首詩國文豪哥德還寫了一首詩國文豪哥德還寫了一首詩國文豪哥德還寫了一首詩

(Hermann und Dorothea)，，，，

來描述當時新教徒被驅逐的情況來描述當時新教徒被驅逐的情況來描述當時新教徒被驅逐的情況來描述當時新教徒被驅逐的情況。。。。 圖片出處: http://ytcbenjamin.pixnet.net/blog

薩爾斯堡位於阿爾卑斯山脈薩爾斯堡位於阿爾卑斯山脈薩爾斯堡位於阿爾卑斯山脈薩爾斯堡位於阿爾卑斯山脈(Alps)的最北的最北的最北的最北

部部部部，，，， 是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市是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市是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市是奧地利的第四大城市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生於生於生於生於18世紀世紀世紀世紀，，，，莫札特是個神童莫札特是個神童莫札特是個神童莫札特是個神童，，，，三歲時就能三歲時就能三歲時就能三歲時就能

在旁聽完他姐姐上課的內容後在旁聽完他姐姐上課的內容後在旁聽完他姐姐上課的內容後在旁聽完他姐姐上課的內容後，，，，把曲子正確把曲子正確把曲子正確把曲子正確
的彈出來的彈出來的彈出來的彈出來。。。。在在在在21歲那年辭去了宮廷音樂師的歲那年辭去了宮廷音樂師的歲那年辭去了宮廷音樂師的歲那年辭去了宮廷音樂師的
工作前往巴黎工作前往巴黎工作前往巴黎工作前往巴黎，，，，但發展的不是很好但發展的不是很好但發展的不是很好但發展的不是很好。。。。最後他最後他最後他最後他
決定前往維也納決定前往維也納決定前往維也納決定前往維也納，，，，並在那裡順利的接到許多並在那裡順利的接到許多並在那裡順利的接到許多並在那裡順利的接到許多
作曲的工作作曲的工作作曲的工作作曲的工作。。。。

莫札特莫札特莫札特莫札特
Amadeus Wolfgang Mozart

經朋友的介紹經朋友的介紹經朋友的介紹經朋友的介紹，，，，莫札特開始接觸巴哈莫札特開始接觸巴哈莫札特開始接觸巴哈莫札特開始接觸巴哈(Bach)與與與與
韓德爾韓德爾韓德爾韓德爾(Handel)等的作品等的作品等的作品等的作品，，，，給予他靈感給予他靈感給予他靈感給予他靈感，，，，促成促成促成促成
了了了了“魔笛魔笛魔笛魔笛”(Die Zauberflote)等著名作品等著名作品等著名作品等著名作品。。。。

而莫札特的兩大歌劇作品而莫札特的兩大歌劇作品而莫札特的兩大歌劇作品而莫札特的兩大歌劇作品“費加洛婚禮費加洛婚禮費加洛婚禮費加洛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與與與與“唐唐唐唐．．．．喬忘尼喬忘尼喬忘尼喬忘尼”(Don 
Giovanni)雖然因為爭議性被禁止演出雖然因為爭議性被禁止演出雖然因為爭議性被禁止演出雖然因為爭議性被禁止演出，，，，卻也卻也卻也卻也
得到廣大的迴響得到廣大的迴響得到廣大的迴響得到廣大的迴響，，，，但之後莫札特的就被病痛纏但之後莫札特的就被病痛纏但之後莫札特的就被病痛纏但之後莫札特的就被病痛纏
身身身身，，，，雖然繼續不斷的創作雖然繼續不斷的創作雖然繼續不斷的創作雖然繼續不斷的創作，，，，並創作了知名的安並創作了知名的安並創作了知名的安並創作了知名的安
魂曲魂曲魂曲魂曲(Requiem)，，，，不過這作品沒完成他就過世不過這作品沒完成他就過世不過這作品沒完成他就過世不過這作品沒完成他就過世
了了了了，，，，得年得年得年得年35歲歲歲歲。。。。圖片出處:http://chchen.xxc.idv.tw/images/tn_mozart8.jpg

http://records.viu.ca/~mcneil/jpg/mozart.gif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哈修達特哈修達特哈修達特哈修達特Hallstatt美麗的鹽礦小村莊美麗的鹽礦小村莊美麗的鹽礦小村莊美麗的鹽礦小村莊
與大城市相較與大城市相較與大城市相較與大城市相較，，，，因為哈修達特的因為哈修達特的因為哈修達特的因為哈修達特的
住家熄燈都比較早住家熄燈都比較早住家熄燈都比較早住家熄燈都比較早，，，，所以夜景並所以夜景並所以夜景並所以夜景並
不是這麼明顯不是這麼明顯不是這麼明顯不是這麼明顯，，，，只能趁尚未完全只能趁尚未完全只能趁尚未完全只能趁尚未完全
天黑趕快拍天黑趕快拍天黑趕快拍天黑趕快拍。。。。 這是從這是從這是從這是從B&B望出望出望出望出
去的景色去的景色去的景色去的景色, 當時心情就像當時心情就像當時心情就像當時心情就像Louis 
Armstrong的歌曲內容一樣的歌曲內容一樣的歌曲內容一樣的歌曲內容一樣: 

"Heaven, I am in heaven..." 

朝著關閉的鹽礦往高山上爬朝著關閉的鹽礦往高山上爬朝著關閉的鹽礦往高山上爬朝著關閉的鹽礦往高山上爬回頭看就是回頭看就是回頭看就是回頭看就是

整個哈修達特的景色整個哈修達特的景色整個哈修達特的景色整個哈修達特的景色

因為有豐富的鹽礦因為有豐富的鹽礦因為有豐富的鹽礦因為有豐富的鹽礦 聚集了許多礦工前來聚集了許多礦工前來聚集了許多礦工前來聚集了許多礦工前來

開挖開挖開挖開挖哈修達特就這麼誕生了哈修達特就這麼誕生了哈修達特就這麼誕生了哈修達特就這麼誕生了今天鹽礦已今天鹽礦已今天鹽礦已今天鹽礦已

經關閉經關閉經關閉經關閉 經濟重心就移到了觀光經濟重心就移到了觀光經濟重心就移到了觀光經濟重心就移到了觀光

哈修達特的天主教堂哈修達特的天主教堂哈修達特的天主教堂哈修達特的天主教堂，，，，位於小鎮的中心位於小鎮的中心位於小鎮的中心位於小鎮的中心，，，，
不只是當地集會的地方不只是當地集會的地方不只是當地集會的地方不只是當地集會的地方，，，，更是哈修達特更是哈修達特更是哈修達特更是哈修達特公公公公
墓的所在地墓的所在地墓的所在地墓的所在地。。。。

圖片出處: http://ytcbenjamin.pixnet.net/blog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Vienna 
熊布朗宮熊布朗宮熊布朗宮熊布朗宮Schonbrunn Schloss

熊布朗宮熊布朗宮熊布朗宮熊布朗宮Schonbrunn Schloss是是是是Habsburg皇室家族的夏宮皇室家族的夏宮皇室家族的夏宮皇室家族的夏宮，，，，是整是整是整是整
個維也納最有名的宮殿個維也納最有名的宮殿個維也納最有名的宮殿個維也納最有名的宮殿，，，，也是奧匈帝國的代表也是奧匈帝國的代表也是奧匈帝國的代表也是奧匈帝國的代表性建築物之一性建築物之一性建築物之一性建築物之一。。。。真正將真正將真正將真正將
這宮殿變成皇室住所的人就是奧匈帝國的女皇這宮殿變成皇室住所的人就是奧匈帝國的女皇這宮殿變成皇室住所的人就是奧匈帝國的女皇這宮殿變成皇室住所的人就是奧匈帝國的女皇帝瑪利亞泰瑞莎帝瑪利亞泰瑞莎帝瑪利亞泰瑞莎帝瑪利亞泰瑞莎 (Maria
Theresa) Maria Theresa 在她統治期間實施了在她統治期間實施了在她統治期間實施了在她統治期間實施了所謂的開明的絕對統所謂的開明的絕對統所謂的開明的絕對統所謂的開明的絕對統
治治治治 (Enlighted Absolutism)，，，，但這種制度與獨但這種制度與獨但這種制度與獨但這種制度與獨裁君主制其實沒太大差裁君主制其實沒太大差裁君主制其實沒太大差裁君主制其實沒太大差
異異異異，，，，唯一的不同是君主的腦袋是開明還是昏庸唯一的不同是君主的腦袋是開明還是昏庸唯一的不同是君主的腦袋是開明還是昏庸唯一的不同是君主的腦袋是開明還是昏庸。。。。而以黨治國的制度也而以黨治國的制度也而以黨治國的制度也而以黨治國的制度也
只比這好一些只比這好一些只比這好一些只比這好一些，，，，只是將一個人只是將一個人只是將一個人只是將一個人 (帝王帝王帝王帝王) 的責任交的責任交的責任交的責任交給一群人給一群人給一群人給一群人(政黨的領袖政黨的領袖政黨的領袖政黨的領袖
們們們們)，，，，由這群人決定人民的生死以及由這群人決定人民的生死以及由這群人決定人民的生死以及由這群人決定人民的生死以及“下一群下一群下一群下一群”接接接接班人班人班人班人。。。。

圖片出處: http://ytcbenjamin.pixnet.net/blog

Gloriette這個建築物位於熊布朗宮的後花這個建築物位於熊布朗宮的後花這個建築物位於熊布朗宮的後花這個建築物位於熊布朗宮的後花
園山丘上園山丘上園山丘上園山丘上，，，，當時由當時由當時由當時由Maria Theresa下令建造下令建造下令建造下令建造
的的的的，，，，為了向大家證明為了向大家證明為了向大家證明為了向大家證明Habsburg家族的強大家族的強大家族的強大家族的強大
實力實力實力實力，，，，它竟然是從廢棄的宮殿中它竟然是從廢棄的宮殿中它竟然是從廢棄的宮殿中它竟然是從廢棄的宮殿中“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石石石石
頭來當材料所建造的頭來當材料所建造的頭來當材料所建造的頭來當材料所建造的，，，，難得在難得在難得在難得在18世紀就會世紀就會世紀就會世紀就會
有這種環保觀念有這種環保觀念有這種環保觀念有這種環保觀念，，，，是個超酷的綠色建築是個超酷的綠色建築是個超酷的綠色建築是個超酷的綠色建築。。。。

Gloriette▲▲▲▲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Vienna 
百水公寓百水公寓百水公寓百水公寓Hundertwasserhaus

百水公寓百水公寓百水公寓百水公寓
Hundertwasserhaus

維也納前衛藝術的建築物維也納前衛藝術的建築物維也納前衛藝術的建築物維也納前衛藝術的建築物，，，，
每戶公寓的外表都是由住戶每戶公寓的外表都是由住戶每戶公寓的外表都是由住戶每戶公寓的外表都是由住戶
自己設計自己設計自己設計自己設計，，，，和選擇顏色和選擇顏色和選擇顏色和選擇顏色，，，，結結結結
果就是外觀一整個不協調果就是外觀一整個不協調果就是外觀一整個不協調果就是外觀一整個不協調，，，，
強烈的不規則強烈的不規則強烈的不規則強烈的不規則，，，，像是一個小像是一個小像是一個小像是一個小
孩子毫無規劃的把各種不同孩子毫無規劃的把各種不同孩子毫無規劃的把各種不同孩子毫無規劃的把各種不同
的積木玩具堆起來的積木玩具堆起來的積木玩具堆起來的積木玩具堆起來，，，，堆成一堆成一堆成一堆成一
個隨時都會倒的大樓個隨時都會倒的大樓個隨時都會倒的大樓個隨時都會倒的大樓。。。。

圖片出處: http://ytcbenjamin.pixnet.net/blog

http://www.skyscrapers.cn/city/eu/aus/vi/vi_landmark_Hundertwasser.htm

�百水公寓全景模型百水公寓全景模型百水公寓全景模型百水公寓全景模型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維也納Vienna 其他地標建築其他地標建築其他地標建築其他地標建築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維也納市政府廳維也納市政府廳維也納市政府廳維也納市政府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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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http://ytcbenjamin.pixnet.net/blog



歐洲風情

歐洲節日故事－
英國、愛爾蘭、芬蘭、瑞典

■■■■文文文文／／／／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

四技部英文系四技部英文系四技部英文系四技部英文系 黃琬月黃琬月黃琬月黃琬月
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 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

圖片出處: www.eightour.com/news/fn/fn.html



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

在英國在英國在英國在英國，，，，五月開始為夏季溫暖季節的來五月開始為夏季溫暖季節的來五月開始為夏季溫暖季節的來五月開始為夏季溫暖季節的來
臨臨臨臨，，，，於是將五月一日夏季來臨第一天於是將五月一日夏季來臨第一天於是將五月一日夏季來臨第一天於是將五月一日夏季來臨第一天，，，，

訂為五月節訂為五月節訂為五月節訂為五月節，，，，象徵夏季來臨象徵夏季來臨象徵夏季來臨象徵夏季來臨。。。。

由來由來由來由來

圖片出處: http://hk.epochtimes.com/archive/Issue67/szlz-3.html 

英國五月節英國五月節英國五月節英國五月節5/1

有些英國人認為五月節是源自於凱有些英國人認為五月節是源自於凱有些英國人認為五月節是源自於凱有些英國人認為五月節是源自於凱
爾特人的崇拜太陽的爾特人的崇拜太陽的爾特人的崇拜太陽的爾特人的崇拜太陽的「「「「貝爾坦貝爾坦貝爾坦貝爾坦」」」」
日日日日，，，，也有人認為是由古羅馬人紀念也有人認為是由古羅馬人紀念也有人認為是由古羅馬人紀念也有人認為是由古羅馬人紀念
春季女神的花神節而來春季女神的花神節而來春季女神的花神節而來春季女神的花神節而來。。。。節日期間節日期間節日期間節日期間
英國人民會在天亮前英國人民會在天亮前英國人民會在天亮前英國人民會在天亮前，，，，去摘採花朵去摘採花朵去摘採花朵去摘採花朵
與樹木的新枝綠葉來裝飾房子與樹木的新枝綠葉來裝飾房子與樹木的新枝綠葉來裝飾房子與樹木的新枝綠葉來裝飾房子，，，，這這這這
樣子可以為未來帶來好運樣子可以為未來帶來好運樣子可以為未來帶來好運樣子可以為未來帶來好運。。。。

當天還有五月柱之舞的活動當天還有五月柱之舞的活動當天還有五月柱之舞的活動當天還有五月柱之舞的活動，，，，村村村村
民把樺樹樹幹雕刻為民把樺樹樹幹雕刻為民把樺樹樹幹雕刻為民把樺樹樹幹雕刻為「「「「五月柱五月柱五月柱五月柱」」」」
（（（（May Pole），），），），綴以鮮花和十二綴以鮮花和十二綴以鮮花和十二綴以鮮花和十二
條彩帶條彩帶條彩帶條彩帶，，，，人們穿著色彩繽紛的傳人們穿著色彩繽紛的傳人們穿著色彩繽紛的傳人們穿著色彩繽紛的傳
統服飾統服飾統服飾統服飾，，，，圍繞著五月柱圍繞著五月柱圍繞著五月柱圍繞著五月柱，，，，跳著英跳著英跳著英跳著英
國傳統舞蹈國傳統舞蹈國傳統舞蹈國傳統舞蹈「「「「莫理斯舞莫理斯舞莫理斯舞莫理斯舞」，」，」，」，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名美麗的少女也各執一條彩帶跳名美麗的少女也各執一條彩帶跳名美麗的少女也各執一條彩帶跳名美麗的少女也各執一條彩帶跳
著五月柱之舞著五月柱之舞著五月柱之舞著五月柱之舞，，，，在那一天也會選在那一天也會選在那一天也會選在那一天也會選
出五月皇后出五月皇后出五月皇后出五月皇后，，，，頭上帶著加冕的花頭上帶著加冕的花頭上帶著加冕的花頭上帶著加冕的花
冠冠冠冠，，，，手上拿著花圈手上拿著花圈手上拿著花圈手上拿著花圈，，，，帶領大家繞帶領大家繞帶領大家繞帶領大家繞
著五月柱跳舞著五月柱跳舞著五月柱跳舞著五月柱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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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聖派翠克節愛爾蘭聖派翠克節愛爾蘭聖派翠克節愛爾蘭聖派翠克節 3/17

為紀念基督聖徒聖派翠克逝世為紀念基督聖徒聖派翠克逝世為紀念基督聖徒聖派翠克逝世為紀念基督聖徒聖派翠克逝世，，，，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愛爾蘭

人感念聖派翠克將基督福音傳遍愛爾人感念聖派翠克將基督福音傳遍愛爾人感念聖派翠克將基督福音傳遍愛爾人感念聖派翠克將基督福音傳遍愛爾

蘭蘭蘭蘭。。。。

國王萊瑞請聖派翠克解釋何謂上帝國王萊瑞請聖派翠克解釋何謂上帝國王萊瑞請聖派翠克解釋何謂上帝國王萊瑞請聖派翠克解釋何謂上帝，，，，聖聖聖聖

派翠克以酢醬草三片葉子說明了派翠克以酢醬草三片葉子說明了派翠克以酢醬草三片葉子說明了派翠克以酢醬草三片葉子說明了「「「「天天天天

父父父父」、「」、「」、「」、「聖子聖子聖子聖子」、「」、「」、「」、「聖靈聖靈聖靈聖靈」」」」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三位一體

(Trinity)教義教義教義教義，，，，因此在那天愛爾蘭都會因此在那天愛爾蘭都會因此在那天愛爾蘭都會因此在那天愛爾蘭都會

穿著有酢醬草裝飾的衣服或著是綠色的穿著有酢醬草裝飾的衣服或著是綠色的穿著有酢醬草裝飾的衣服或著是綠色的穿著有酢醬草裝飾的衣服或著是綠色的

服裝服裝服裝服裝，，，，使愛爾蘭在這一天使愛爾蘭在這一天使愛爾蘭在這一天使愛爾蘭在這一天「「「「綠意盎綠意盎綠意盎綠意盎

然然然然」」」」。。。。

由來由來由來由來

圖片出處: http://www.epochtimes.com.au/b5/8/3/17/n2047921.htm

此日也是為愛爾蘭現今的國慶日此日也是為愛爾蘭現今的國慶日此日也是為愛爾蘭現今的國慶日此日也是為愛爾蘭現今的國慶日，，，，在那在那在那在那

天除了盛大化裝遊行之外天除了盛大化裝遊行之外天除了盛大化裝遊行之外天除了盛大化裝遊行之外，，，，還有煙火與還有煙火與還有煙火與還有煙火與

各式各樣的文藝活動各式各樣的文藝活動各式各樣的文藝活動各式各樣的文藝活動，，，，在在在在2000年起年起年起年起，，，，原原原原

為為為為3月月月月17日的日的日的日的「「「「St. Patrick’s Day」」」」晉升晉升晉升晉升

為為為為，，，，連續慶祝四天的連續慶祝四天的連續慶祝四天的連續慶祝四天的「「「「St. Patrick’s 

Festival」。」。」。」。



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歐洲節日故事 仲夏節那天是白晝最長仲夏節那天是白晝最長仲夏節那天是白晝最長仲夏節那天是白晝最長，，，，夜晚最短夜晚最短夜晚最短夜晚最短，，，，並並並並
且從那天起且從那天起且從那天起且從那天起，，，，芬蘭進入日長夜短的夏芬蘭進入日長夜短的夏芬蘭進入日長夜短的夏芬蘭進入日長夜短的夏
季季季季，，，，在古時在古時在古時在古時，，，，人民將仲夏節視為慶祝豐人民將仲夏節視為慶祝豐人民將仲夏節視為慶祝豐人民將仲夏節視為慶祝豐
收收收收、、、、祭祀神靈與驅逐鬼怪的日子祭祀神靈與驅逐鬼怪的日子祭祀神靈與驅逐鬼怪的日子祭祀神靈與驅逐鬼怪的日子。

由來

芬蘭仲夏節芬蘭仲夏節芬蘭仲夏節芬蘭仲夏節 Midsummer Festival
6/20-26之間的星期六之間的星期六之間的星期六之間的星期六

而當基督教進入北歐時而當基督教進入北歐時而當基督教進入北歐時而當基督教進入北歐時，，，，基督教會因不喜歡北歐基督教會因不喜歡北歐基督教會因不喜歡北歐基督教會因不喜歡北歐
仲夏節異教徒儀式的慶祝活動仲夏節異教徒儀式的慶祝活動仲夏節異教徒儀式的慶祝活動仲夏節異教徒儀式的慶祝活動，，，，於是把此節日改於是把此節日改於是把此節日改於是把此節日改
為聖徒為聖徒為聖徒為聖徒「「「「施洗約翰施洗約翰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誕辰的誕辰的誕辰的誕辰，，，，然而此作法並無改然而此作法並無改然而此作法並無改然而此作法並無改
變芬蘭人對仲夏節的傳統變芬蘭人對仲夏節的傳統變芬蘭人對仲夏節的傳統變芬蘭人對仲夏節的傳統，，，，人民還是會舉辦許多人民還是會舉辦許多人民還是會舉辦許多人民還是會舉辦許多
關於迷信或魔法預言的相關儀式活動關於迷信或魔法預言的相關儀式活動關於迷信或魔法預言的相關儀式活動關於迷信或魔法預言的相關儀式活動。。。。現今仲夏現今仲夏現今仲夏現今仲夏
節節節節，，，，芬蘭人也會依照古人傳統芬蘭人也會依照古人傳統芬蘭人也會依照古人傳統芬蘭人也會依照古人傳統，，，，點燃熊熊的篝點燃熊熊的篝點燃熊熊的篝點燃熊熊的篝
火火火火，，，，篝火在以前是為了嚇惡靈或巫婆的活動篝火在以前是為了嚇惡靈或巫婆的活動篝火在以前是為了嚇惡靈或巫婆的活動篝火在以前是為了嚇惡靈或巫婆的活動，，，，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搭起篝火成為芬蘭仲夏節的主要習俗之搭起篝火成為芬蘭仲夏節的主要習俗之搭起篝火成為芬蘭仲夏節的主要習俗之搭起篝火成為芬蘭仲夏節的主要習俗之ㄧㄧㄧㄧ，，，，
此外芬蘭人也穿著傳統服飾跳民俗舞蹈此外芬蘭人也穿著傳統服飾跳民俗舞蹈此外芬蘭人也穿著傳統服飾跳民俗舞蹈此外芬蘭人也穿著傳統服飾跳民俗舞蹈，，，，芬蘭人芬蘭人芬蘭人芬蘭人
也會在這一天將家裡打掃乾淨整齊之外也會在這一天將家裡打掃乾淨整齊之外也會在這一天將家裡打掃乾淨整齊之外也會在這一天將家裡打掃乾淨整齊之外，，，，還會以還會以還會以還會以
花環花環花環花環、、、、綠葉和樹枝裝飾房子綠葉和樹枝裝飾房子綠葉和樹枝裝飾房子綠葉和樹枝裝飾房子，，，，這樣子能為家裡帶這樣子能為家裡帶這樣子能為家裡帶這樣子能為家裡帶
來好運來好運來好運來好運。。。。在仲夏節那天在仲夏節那天在仲夏節那天在仲夏節那天，，，，也視為一年中最適合結也視為一年中最適合結也視為一年中最適合結也視為一年中最適合結
婚的日子婚的日子婚的日子婚的日子，，，，有許多新人在人群祝賀歡慶下結為連有許多新人在人群祝賀歡慶下結為連有許多新人在人群祝賀歡慶下結為連有許多新人在人群祝賀歡慶下結為連
理理理理。。。。至今至今至今至今，，，，除了芬蘭有仲夏節外除了芬蘭有仲夏節外除了芬蘭有仲夏節外除了芬蘭有仲夏節外，，，，其實北歐的國其實北歐的國其實北歐的國其實北歐的國
家也都有仲夏節活動家也都有仲夏節活動家也都有仲夏節活動家也都有仲夏節活動，，，，以芬蘭和瑞典最為有名以芬蘭和瑞典最為有名以芬蘭和瑞典最為有名以芬蘭和瑞典最為有名。。。。

圖片出處: http://www.visitfinland.com.hk/home/activities_04_0201.shtml

篝火篝火篝火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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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由來由來由來

圖片出處: http://www.flickr.com/photos/emaspounder/321530442/ /

http://okenglish.tw/modules/newbb/viewtopic.php?post_id=9895

瑞典露西亞節瑞典露西亞節瑞典露西亞節瑞典露西亞節 St. Lucia's Day 12/13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12月月月月13日是在北歐的瑞典日是在北歐的瑞典日是在北歐的瑞典日是在北歐的瑞典，，，，白晝最短白晝最短白晝最短白晝最短，，，，黑黑黑黑

夜最長的一天夜最長的一天夜最長的一天夜最長的一天，，，，那天後長夜將盡那天後長夜將盡那天後長夜將盡那天後長夜將盡。。。。

露西亞節的來源有許多版本露西亞節的來源有許多版本露西亞節的來源有許多版本露西亞節的來源有許多版本，，，，一一一一
個是傳說露西亞是光明女神個是傳說露西亞是光明女神個是傳說露西亞是光明女神個是傳說露西亞是光明女神，，，，在在在在
12月月月月13日那天下凡日那天下凡日那天下凡日那天下凡，，，，幫助人類在幫助人類在幫助人類在幫助人類在
寒冷冬天帶來了光明寒冷冬天帶來了光明寒冷冬天帶來了光明寒冷冬天帶來了光明，，，，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此此此此
節日又稱為節日又稱為節日又稱為節日又稱為「「「「迎光節迎光節迎光節迎光節」，」，」，」，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
版本是為了紀念一位出生在義大版本是為了紀念一位出生在義大版本是為了紀念一位出生在義大版本是為了紀念一位出生在義大
利的虔誠基督徒露西亞利的虔誠基督徒露西亞利的虔誠基督徒露西亞利的虔誠基督徒露西亞，，，，因羅馬因羅馬因羅馬因羅馬
帝國統治著的迫害而殉教帝國統治著的迫害而殉教帝國統治著的迫害而殉教帝國統治著的迫害而殉教。。。。

聖露西亞節是瑞典傳統重大節日聖露西亞節是瑞典傳統重大節日聖露西亞節是瑞典傳統重大節日聖露西亞節是瑞典傳統重大節日，，，，
女孩子穿著潔白的露西亞裝女孩子穿著潔白的露西亞裝女孩子穿著潔白的露西亞裝女孩子穿著潔白的露西亞裝，，，，頭上頭上頭上頭上
帶著蠟燭花冠帶著蠟燭花冠帶著蠟燭花冠帶著蠟燭花冠，，，，男孩也是一身雪白男孩也是一身雪白男孩也是一身雪白男孩也是一身雪白
類似長袍的衣服類似長袍的衣服類似長袍的衣服類似長袍的衣服，，，，胸部前方綴著一胸部前方綴著一胸部前方綴著一胸部前方綴著一
排大扭扣排大扭扣排大扭扣排大扭扣，，，，頭戴長型雪白頭戴長型雪白頭戴長型雪白頭戴長型雪白，，，，中央有中央有中央有中央有
個黃色大星星像魔術師的三角錐形個黃色大星星像魔術師的三角錐形個黃色大星星像魔術師的三角錐形個黃色大星星像魔術師的三角錐形
的高帽子的高帽子的高帽子的高帽子，，，，遊行隊伍邊走邊唱著遊行隊伍邊走邊唱著遊行隊伍邊走邊唱著遊行隊伍邊走邊唱著
「「「「露西亞歌露西亞歌露西亞歌露西亞歌」，」，」，」，歌曲緩緩步入慶祝歌曲緩緩步入慶祝歌曲緩緩步入慶祝歌曲緩緩步入慶祝
會場會場會場會場。。。。當天也有特製的節日點心當天也有特製的節日點心當天也有特製的節日點心當天也有特製的節日點心
「「「「Lussekatter」，」，」，」，中文直接翻譯中文直接翻譯中文直接翻譯中文直接翻譯
便稱為便稱為便稱為便稱為「「「「露西亞貓露西亞貓露西亞貓露西亞貓」。」。」。」。雖然此夜是雖然此夜是雖然此夜是雖然此夜是
最漫長的一夜最漫長的一夜最漫長的一夜最漫長的一夜，，，，卻也是一場熱鬧的卻也是一場熱鬧的卻也是一場熱鬧的卻也是一場熱鬧的
夜晚夜晚夜晚夜晚。。。。

Lussek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