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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歐洲主題專欄」帶領大家來到了德國與奧地利，
看看如奶油般溶化的百水公寓、顛覆傳統印象的克拉根福綜
合醫院、讓議事果真攤在陽光下的的德國國會大廈、地下40
公尺依舊陽光普照的柏林中央火車站，以及號稱全世界最美
的圖書館之一的斯徒加特圖書館。你看看~歐洲可不是只有古
堡呢~寶貝(菲姐+花輪上身)。

「世界觀點」翻譯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訪
問聯合國秘書長Kofi Annan的文章《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探討聯合國在維護和平的任務上所曾
面臨的挫折與失責；革命尚未成功的同時，也意味著和平
尚未履行的黑暗。

「[法國與歐盟]投稿」專
欄中，收錄了2篇文章，1篇介
紹法國傳奇女政治家―西蒙娜
‧韋伊(Simone Veil)的政治崛
起與成就；另外1篇則以「歐盟
的推手─德國與法國」為題，
讓我們看看歐洲兩大國的合作，
另有法國總統與德國總理從密
朗特和柯爾的臉僵握手照，進
展到席哈克與施若德、薩科齊
與默克爾的相擁溫馨照，從身
體語言及嘴角上揚弧度便可窺
探兩國關係的歷史改變。

「歐洲藝文報導」介紹了目前正
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的「黑土大地」
(Land of Fertility)，讓我們一窺俄羅
斯19位藝術家的油畫精選，展期只至
11月18日，週末何妨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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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2012歐洲教育展－高雄場」

舉辦地點：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10F國
際活動展演中心

舉辦日期：2012/11/12(一) 16:00-
21:00
官方網址：http://goo.gl/hDjAz

11/14(三)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說明會

講 座 時 間 ： Q003 ； 12:20-13:10
講座內容：邀請學校代表Caroline
Rice來校，提供該校基本資訊，以及

summer EFL programmes簡介與申

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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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管 各 國 預 算 - 德 籲 擴 歐 盟 干 預 權 (2012/10/18 大 紀 元 )
http://goo.gl/sCuz9

波蘭蓋全球最窄屋-最寬僅1.5公尺 (2012/10/22大紀元)
http://goo.gl/5vSV1

西地方選舉-人民黨保住多數 (2012/10/22大紀元)
http://goo.gl/Gyz8i

歐洲央行默施：OMT計劃無限額但限時，不會忽視風險管理

(2012/10/23和訊網)
http://goo.gl/75sdO

歐洲議會 :歐洲央行應該提名更多的女性候選人進入委員會

(2012/10/23和訊網)
http://goo.gl/dWo4Y

首全球例-冰島全民共同制憲 (2012/10/23大紀元)
http://goo.gl/tDyQA

4

[UJ2B趙昱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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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希臘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默克爾應希臘領導人邀請，首次踏上了希

臘的土地。她只計劃在希臘待六個小時，但她的短暫到訪令希臘陷

入非常狀態。一方面，希臘領導人隆重歡迎；另一方面，數萬市民

上街憤怒抗議。事後，默克爾力挺希臘怒民，認為這是健康民主的

表現。默克爾明確指出，希望希臘留在歐元區裡，而且她自信，希

臘也能夠留在歐元區。不過，德國的鐵娘子並沒有許諾給希臘更多

的錢，也沒有答應給希臘更多時間。默克爾表示理解希臘人的感觸，

還鼓勵說，長久來看，現在的痛苦將來會得到回報。她還特別強調：

「我們是夥伴，也是朋友。」

[UJ2B趙昱淇/整理]

希臘人遊行罵德總理 默克爾為怒民撐腰

一名希臘抗議者在雅典議會前舉著牌子要德國總理滾出去 (Milos Bicansk/Getty Images)

參考網站:
http://goo.gl/d6y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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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希臘承諾支持

參考網站:
http://goo.gl/LQwRX
http://goo.gl/3WBRh

德國總理默克爾自歐元區危機開始近三年來首度訪問希臘，承諾將

繼續支持希臘。默克爾周二(9日)在雅典表示，希臘雖然在應對沉重

債務問題上已經取得很大的進步，但是仍然「道路艱難」。

成千上萬的希臘人將國內實行的緊縮政策歸罪於德國，在首都雅典

舉行抗議示威。警方使用催淚瓦斯等對付抗議者。

圖為希臘雅典，一群高中生11日聚集在國家財政部大樓外，抗議政府削減教育經

6

記者們說，這一具有很大象徵意義的訪問是為了顯示對希臘繼續留在

歐元區的支持。默克爾訪問之時，希臘正計劃通過新的總額130億歐

元的緊縮計劃，以達到獲得更多金融援助的資格。但是這一新的緊縮

政策再次讓民眾感到非常不滿。BBC歐洲事務編輯蓋文‧休伊特說，

雖然德國承擔了金融拯救金額的大部分，但很多希臘人認為德國總理

應該為希臘執行緊縮計劃承擔責任。默克爾在抵達雅典後與希臘總理

薩馬拉斯和商界領袖們舉行了會談。會談後，默克爾說，希臘的改革

步伐近期已經加快，並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她說，「成績雖多，但是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德國和希臘將繼續緊密合作。」她承認許多希臘

人承擔了金融危機和緊縮措施的痛苦後果，但是艱苦的過程是完全必

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子孫後代能有繁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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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登斯列．漢德瓦薩(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原名：Friedrich Stowasser，
1928年12月15日－2000年2月19日)，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人家庭，是一個奧地利畫

家、雕塑家，有奧地利的高地之稱，由於他覺得水是生命的泉源，因此取名為百水

(Hundertwasser)。百水先生的繪畫作品、環保主義理想、哲學觀、建築外牆造型、

郵票設計、旗標、服裝等等藝術方面，都充分體現了他內心的那股難以壓抑的、有時

甚至令人訝異的藝術見解。他的作品中最常見的主題是對直線、鮮亮的顏色、有機結

構、人類和自然的調和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不羈。除了奧地利以外，德國也有百水先

生所設計的百水社區。

2005年京都協定書正式生效後，全球各國無不努力減緩排放溫

室氣體，由於德國與奧地利的冬天相當寒冷，能源消耗量大，

於是，這兩國誕生了許多知名的綠建築以及出名的綠建築師，

而德國更是第一個達到碳排放量減量目標的國家，除了嚴格的

綠色建築法外，政府也以身作則。

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圖1)

[XG4A蕭姿慧/整理]

綠能建築在德國與奧地利



奧地利 - 維也納(Wien)
如溶化的奶油蛋糕般的百水公寓(Hundertwasser Village)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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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奧地利文化遺產、奧地利最高建築之

一以及國宅的百水公寓1977年開始設計，

1986年完工，其特色是外表披著五花八門

的彩繪圖樣，樓下則由各式各樣的柱子支

撐，而地面則如波浪般起伏，屋頂有雨水

回收的功能以及真正的公園，也有種植植

物的露臺以及給攀藤植物成長的高牆，而

建料也是以灰泥、木材、石磚等自然建材

為主，展現了百水先生的創意以及和大自

然共存的原則。

兩百多位居民居住在此棟如童話般的建築，

沒有一扇形狀相同的窗戶、沒有一面直線

的牆壁，室內有52戶、4個辦事處、16個
私人露台、3個公共露台以及250棵樹木與

灌木。

公寓的馬賽克拼貼噴水池(圖3)

百水公寓外觀(圖2)

仿百水公寓內部的藝術村(圖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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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奧地利 - 克拉根福
打破冰冷印象的克拉根福綜合醫院(Klinikum am Worthersee, Klagenfurt)

「它不僅對當今城市設計中功能分散，公園存在率低的城市規劃進

行了重新的定義，並為病患者和來訪者營造出了一個高效便捷的康

復醫療保健環境。鮮明輕快的色彩識別大膽運用到醫院導向系統建

設設計中，通透、光線充足的室內交通空間通過大片的玻璃幕牆與

室外祥和的庭院看似隔離，但卻從空間上沿著秩序進行延展而相互

融合，設計創造出了一種與神學類似的簡樸寧靜的美。」擁有國際

知名建築師和理論家身份的評委－奧托‧卡普芬格(Otto Kapfinger)，
如此評論著。

克拉根福綜合醫院(圖5)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費赫廷格(Dietmar Feichtinger)畢業於葛蘭茲科技

大學(University of Granz)建築系，1989年搬到巴

黎，於1993年創立建築事務所：迪瑪‧費赫廷格建

築事務所(DFA，Dietmar Feichtinger Architectes)。

(圖6)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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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根福綜合醫院由於其建築本身的可持續性設計以及自然採光的

巧妙應用，榮耀了2011年奧地利國家最重要的建築獎項並入圍2012
年「WAN在線建築雜誌大獎」的公共醫療項目。此醫院現隸屬奧

國第三大綜合性醫院，為了設計出舒適怡人以及高性能的醫院建築，

醫院的工作人員亦參與在整個建築設計的過程當中。

這家醫院是奧地利第一家被歐盟綠色組織所認證的綠色節能建築。

其節能指數是令人信服，例如：手術醫療中心所需的供暖指數比歐

盟能源和生態環境所控制的建築能效所需指數低了37%。而製冷需

求比所需指數低了多達41%。這樣每年節省電力大約為10億瓦特/小
時，相當於兩座水力發電廠的發電量。每年節省下高達2,200萬歐元

的資金。

(圖8)

歐洲主題專欄

整體建築約46%的立面採用通透的玻璃幕牆，有些地方幾個樓層的

立面甚至連續採用大面積的玻璃幕牆，這樣即使在院內也可一覽無

遺格蘭河的美景或克拉根福市的都市景觀。走廊設置的大片落地窗

版，等候區與活動空間顯得寬敞宜人與透明化。院內庭園朝向得天

獨厚的天然濕地，讓人逃離都市與醫院的冰冷氛圍，也提供使用者

更多隱私空間。

(圖7)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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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梳子般的構造，將建築深植四周地景，形構強烈視覺連結。設

計師巧妙的將病房內窗戶的高度設計為座椅的高度尺寸，這樣病人

或可躺在病床上或倚靠在窗前來欣賞庭院內純淨而寧靜的自然景觀。

所有檢查室和14間手術室均配備現代化的醫療設施，像是當今最先

進的滑動式核磁共振CT掃描器，從而大大縮短了不同手術治療的等

待時間。通過集合不同學科的知識以及整個專業團隊的設計力量，

醫院的房間與迴廊都有充足天然採光，裡面的工作人員、病患及家

屬都能感受到大自然溫暖的懷抱。從而為病患者設計出最佳的治療

環境。

醫院走廊(圖10)

歐洲主題專欄

(圖9)



德國－柏林
最高民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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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每到柏林除了參觀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外，德國國會大廈更是必到景

點，主體建築在1895年完成，當時為德意志帝國議會大廳，期間遭

遇過戰爭及大火的摧殘，經過多次的重建與整修，國會大廈慢慢地

蛻變成為德國生態建築的重要象徵，而其由英國知名建築師弗斯特

(Norman Foster)打造的獨一無二的大玻璃穹頂設計則成了國會大廈

的特徵，也充分的實現了建築師「讓議事攤在陽光下」的理念。

德國國會大廈正面(圖11)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諾曼‧弗斯特(Norman Foster)，生於英國曼徹斯特，1961年
自曼徹斯特大學畢業到耶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967年創立

自己的事務所。1983年獲得皇家金質獎章，於1990年封爵士；

於1997年被英女皇列入傑出人士名冊，獲功績勳章；1999年，

獲封終身貴族泰晤士河岸的弗斯特男爵 (Baron Foster of
Thames Bank)。
弗斯特是高技派(high-tech)建築師的代表人物，同樣亦是建

築業界聖手。他以設計金融證券類商業建築和機場建築而聞

名。1986年建成的香港匯豐總行大廈令他在國際建築界聲名

鵲起，隨後的法蘭克福商業銀行、香港國際機場更令其聲望

在建築界達到頂峰。

(圖1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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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廈的能源系統包括自然照明、空氣自然循環、生質柴油馬達

熱電機的建置，也就是說可以自行產電、產熱且使用最低環境衝擊

的能源。

穹頂中間立了一座倒三角錐的鋼構圓筒，從下往上看有如一把向上

吹奏的號角，在它身上則布滿鏡子，360面鏡片可將光導到底下的議

會大廳內，同時也具有民主、透明化的蘊涵，連結在倒三角錐的頂

端，有一面12公尺高、像一個垂掛的遮陽大扇子，隨著電腦控制緩

緩移動，能避免太陽直射在鏡面上而過熱或在議會大廳內產生反光

的情形。

具有導光、遮陽及通風的大玻璃穹頂(圖14)

歐洲主題專欄

電力供應採用生質柴油汽電共生發電機，以油菜花籽製造的生質柴

油做為燃料，而位在地下室的發電機除提供電力外，其產生的餘熱

也都被充分利用，將夏天常溫攝氏20度左右的溫水，以及生質柴油

發電機廢熱產生的熱水，儲存在地下300公尺的溫水層，留到寒冬抽

出來當熱水或暖房使用。而寒冬低溫的冰水，則儲存在地下60公尺

的地下水層，到了夏天再抽出來冷房。在玻璃穹頂外的露台上，也

設有300平方公尺面積大的太陽光電板，透過太陽能，也能夠取得

40KW的電力，做為大樓使用。

倒三角錐圓筒(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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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德國–柏林
地下40公尺也有陽光的柏林中央火車站

2006年5月才正式啟用的柏林中央火車站是全歐最大的十字交叉也

是世界上最美的火車站，也是柏林最新的地標和最大的太陽能建築，

這座大型的玻璃宮殿由鋼架支撐，9,117塊半透明玻璃接成大唐的弧

形天花板，被視為建築工學大師級的作品，德國國鐵局前後花了十

幾年的時間，投入100億歐元(約台幣4,500億)更新鐵路捷運系統，

隨後又在十年前開始動工興建車站，總共又花了7億歐元，興建這

座全歐最大的火車站。

柏林中央火車站外觀(圖15)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曼哈德‧馮‧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1964年從不倫瑞克高等科技大學畢

業，1965年創辦GMP建築師聯合事務所，著名的作品有柏林泰格爾機場、瑞士

安聯球場、中國國家博物館、青島大劇院等。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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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站主體一共分為五層，地下第

二層是遠距離及高速火車軌道，為

南北走向並有八個月台，其上三層

是各式的商店、餐廳及通往不同方

向的出口。最上一層是區域鐵路。

左右月台共陳列了780個模組，面積

達1萬7,000平方公尺。每年約可產

出16萬kW的電力，雖只能提供柏

林車站約2％的電力所需，但這已是
柏林市內最大的太陽能光電板應用。

(圖18)

歐洲主題專欄

中間十字交叉的月台，由於大量採透明玻璃，光線可從20公尺高的天

花板直射入40公尺底下的地底月台，也發揮運用光源，減少燈耗的效

果。

車站正面的整片玻璃帷幕及上方的玻璃屋頂，也大量採自然光，搭配

著多層次的內部光源，讓整個車站呈現出來的感覺是明亮寬敞，充滿

了現代感的律動及流暢。整個架構就像透明的解剖圖般，不論你在那

一個位置，你都可穿透看清楚所在位置，只要有一點點方向感的人，

是不會在這棟車站內迷失的。

柏林中央車站剖析圖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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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設計是兩棟大樓間的中心車站建築物，以圓穹玻璃頂做為造型，

但德國國鐵局為節省鋼材、降低成本，自行將圓弧穹頂修改成了不太

圓、接近平弧的造型。建築師得知後，氣得告了德國國鐵局一狀。 但

是事情並不是這樣而已！由於月台也是以長條圓筒形的玻璃罩為造型，

前後共長321公尺。沒想到興建到一半，德國國鐵局又為了節省經費，

左右各短了一截，少了100多公尺。建築師得知後儘管怒火衝天，卻

也只能搖頭歎息。

德國國鐵服務中心(圖20)

歐洲主題專欄

屋頂上的太陽能板(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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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臉書上，有一篇名為「世界上最美的圖書館」的文章，其中

一間便是斯徒加特市立圖書館。此圖書館為該城市醒目的地標也是

棟綠能建築，在全球235多件的競標名單中，由南韓籍Eun Young
Yi領導的設計團隊奪標，占地2萬多平方公尺，建造時間達3年之久，

耗資8,000萬歐元完成的新媒體藝術中心，其中400萬歐元用在室內

裝潢設計。

圖書館外觀(圖20)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建築師Eun Young Yi於1956年出生於韓國

的大田，在漢城漢陽大圩額畢業後到德國留

學，拿到德國建築師執照後，在科隆成立自

己的公司。他從2000到2010年任漢陽大學的

教授，斯圖加特圖書館是他最為出名的作品。

(圖21)

德國 - 斯徒加特
全球最美的圖書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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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百科

einkaufsbahnhof.de﹔berlin-motive.de﹔kleinezeitung.at
bahnbilder.de﹔scheutensolar.de﹔www.bbaw.de
http://www.wretch.cc/blog/reminsu/11674637
http://www.wretch.cc/blog/PISCES00/16542037
http://www.archinfo.com.tw/member/08/080917.aspx
http://tw.myblog.yahoo.com/yangnelly6902/article?mid=1855&prev=-1&next=1848
http://www.gooood.hk/_d273039105.htm
http://e-info.org.tw/column/ourisland/2005/ou05111801.htm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3010_4.html
http://www.wretch.cc/blog/mp506kimo/21476529
http://www.douban.com/note/188777573/
http://www.feichtingerarchitectes.com/display_project.php/1/235
http://seearchitecture.appscomb.net/op/channel_1?id=623

資料來源：

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un Young Yi以單立方塊(monolithic Cube)為概念，創造了一個地

下3層、地上6層的純白閱讀空間，呈現極簡而重複的效果，脫開已

往舊式圖書館呈列書架的模式，成功營造出開放的空間感。建築採

取了全白色的空間線條，中間採挖空設計，透過建築物頂端上大片

的玻璃以及覆蓋太陽能板，不僅照明優異且省電，更考慮到如何史

空氣對流節省空調電量使用，符合現代講求的綠色環保建築，透過

白天大量的日照，將自然能源轉化成室成的暖氣來源，不僅如此，

此棟建築更充分的考量到無障礙的設計。

圖書館內部(圖22) 圖書館屋頂(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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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成立新作品博物館-灰塵博物館

報導發佈時間：2012.10.16
作者：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 現職: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

文章來源：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由藝術家Michel Paysant構思的「新作品博物館」(OnLAB) 是
一個結合藝術、材料科學與技術的研究計畫，旨在讓藝術家與光

電暨奈米實驗室(LPN)的科學家Giancarlo Faini和Christian Ulysse
聯袂合作，共同打造微奈米大小的超創新藝術作品，以互動方式

呈現的灰塵博物館展覽(OnLAB–le musée des poussières)便是其

合作成。這個展覽由法國協會(Institut français)發起，旨在透過法

國的海外文化網絡，將這些創意十足的藝術作品向國外推展。

Michel Paysant喜歡挑戰人類視覺的極限藝術，他與光電暨奈

米實驗室的科學家合作，從建築、羅浮宮的展品和當代藝術中汲

取靈感，打造嶄新尺度的原創性當代作品。這些展品以互動方式

呈現，讓參觀者能啟動這些「灰塵般大小的奈米黃金雕塑作品」，

體會這些藝術品的細微程度。

展覽分為兩種展示模式。第一種為確實展出48件來自奈米博物

館的作品，這些黃金製成的奈米規格作品，以電子刻印方式雕刻

在直徑5公分的矽板上。這些作品都在光電暨奈米實驗室內完成，

採用的是工業用微電子電路的製造技術。

[UJ2A牛玉萱/整理]



歐盟學術專欄

20

第二種展示模式則是利用可以將奈米作品視覺化的觸控版面，

讓參觀者可以控制研究員與藝術家創造的影像與資訊，例如從光

學顯微鏡和電子掃描的角度來觀賞、利用Google Earth來觀看真

實的考古遺址、利用Atlas資料庫來檢視藝術家如何詮釋羅浮宮收

藏的原創作品。

該項展覽隸屬法國協會的「移動式模型展」架構計畫，將於

法國的海外文化網絡中進行推展。這些移動式模型主要是應用傳

統或創新載體如DVD、影片投影以及數位技術，利用很輕的模型

來展示各種尺寸的演進式展示。

透過光電暨奈米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和藝術家Michel Paysant
的合作，民眾將有機會了解時下奈米物件的製作方式，以及電子

顯微鏡等高科技工具的使用方式。

資料來源：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新聞稿，2012年6月28日

原文網址：

http://www.cnrs.fr/presse/communique/2669.htm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1011005

法國成立新作品博物館-灰塵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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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2012/10/09《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The peacemaker》的Kofi Annan專訪報導。Annan是受The Economist之邀，

談述一些對於敘利亞的見解、獨裁政權和如何解決安理會之間的分歧。另外，

最後有附錄小常識來解釋訪談中的事件背景，讓讀者能更加瞭解訪談內容。

--------------------------------------------------------------------------------------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Kofi Annan(圖1)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UA1A施珊淇/編譯]

Kofi Annan於1962年加入聯合國，

並擔任從1997年到2006年的兩屆秘書

長。

在Annan的領導下，組織內有許多重要的改革。他在成立「抗擊

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中扮演關鍵重要的角色。2005年，他鼓勵

聯合國會員國接受「國家保護責任」，呼籲各國捍衛人道主義。

Annan與聯合國於2001年一同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在他新出版的回憶錄「Interventions: A Life in War and Peace」
(中譯：《調停斡旋─戰爭與和平的人生》)中，Annan坦白表示自己

的職業生涯裡都在試圖說服各國政府實現和平。他指出，聯合國於

1945年編寫的原章程組織中，沒有確實保護「人民」的權利。Annan
曾任聯合國阿拉伯聯盟的敘利亞聯合大使；然而，卻在2012年8月辭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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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Where did the UN go wrong in its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Somalia, Rwanda and Bosnia in the 1990s? 聯合國在上世紀90年代

於索馬利亞(Somalia)，盧安達(Rwanda)和波斯尼亞(Bosnia)所派出

的維和任務哪裡出問題嗎?

聯合國安理會(註1、註2)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分裂直到冷戰結束。其

內部衝突影響許多溝通上的障礙，並使安理會理當介入的協議更不容

易達成共識。在大多數情況下，雙方達成了協議，並請聯合國監控，

安理會實質上已經介入國家間的衝突。

聯合國安理會logo(圖2)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註1－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簡稱聯合國安理會、安理會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是聯合國的六大主

要機構之一。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安

理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是唯一有權採

取強制行動的聯合國機構，其中五大國(美、英、俄、

中、法)有安理會否決權。

註2－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簡稱聯合國維和

部隊，指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至少需九票贊成(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核准

部署並決定其任務授權的部隊，此部隊只配備簡單武器用以自衛和維持秩序之

用途。秘書長對於如何發起和開展行動必須提出建議並報告其進展情況，而維

持和平部隊的行動部則負責各維和部隊的日常行政指導，管理和後勤支援。維

和部隊人員會戴有聯合國徽章的藍色貝雷帽或鋼盔，車輛和建築物等則漆成白

色，並標上「UN」字樣。這支部隊通常又被稱為「藍盔部隊」。維和部隊在

1988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23

世界觀點

註3－索馬利亞(Somalia)內戰

索馬利亞(Somalia)內戰始於1991年且延續至今，是爆發在索馬利亞的武裝
衝突。這邊主要提到的是聯合國介入(1992-1995年)部分。

聯合國安理會根據第733號決議案和第746號決議案，組織第一期聯合國索
馬利亞行動，首要任務是向索馬利亞人民提供人道主義救濟行動，並幫助已經
解散中央政府的索馬利亞恢復社會秩序。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索馬利亞維和部隊，其任務是確保人道主義援助物品
能夠實際分發到當地居民的手裡，並且在索馬利亞重建和平的社會。聯合國索
馬利亞維和部隊於1993年抵達索馬利亞，並開始一項為期兩年的工作，以減輕
飢荒問題。

結果，1993年6月及10月之間，摩加迪休(Mogadishu)地方軍閥與聯合國索
馬利亞維和部隊之間爆發多場槍戰，大多數維和部隊及美國部隊士兵均陣亡於
摩加迪休之戰。聯合國索馬利亞維和部隊隨後於1995年3月3日撤出索馬利亞，
不過也已經造成相當人員的傷亡。

註4－盧安達(Rwanda)大屠殺

盧安達(Rwanda)大屠殺發生在位於中非的盧安達，從1994年4月6日開始至
6月中旬結束。胡圖族的政府軍與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之間所發生的武裝
衝突，是一場有組織的大屠殺，也叫做盧安達內戰。據估計，死亡人數在五十
萬到一百萬之間不等，占當時全國總人口20％以上。

在1994年4月份哈比亞利馬納(Habyarimana)總統被暗殺，這在盧安達國內
掀起了激烈的暴力反應。胡圖族人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人(其中也包括那些幫
助和同情圖西族的胡圖族人)。大屠殺得到了盧安達政府、軍隊、官員和大量當
地媒體的支持，使情況更為嚴重。

由於美國此前在索馬利亞的干涉行動因當地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還遭
到了歐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譴責，因此不想派軍介入此次衝突。英國則一向與
美國共同進退。後來聯合國被迫說服其他國家伸援，法國在盧安達附近建立了
野戰醫院，嘗試收容難民；加拿大、以色列、荷蘭和愛爾蘭也陸續提供援助。
紅十字會、無國界醫生等救援組織亦無懼炮火，到達當地拯救平民百姓。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因此，他們公平且穩定了大環境。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安理會

被捲入了國家內部間的問題。如：索馬利亞(Somalia)(註3)、盧安達

(Rwanda)(註4)。



23

世界觀點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另 外 尚 有 南 斯 拉 夫 (Yugoslavia) 內 戰 期 間 斯 雷 佈 雷 尼 察

(Srebrenica)(註5)的大屠殺等。這就需依不同類型來對症下藥，來

保衛附近的平民百姓。這才是一個真正聯合國的行動特性－性質

性和戲劇性的變化。

註5－波士尼亞(Bosnia)戰爭之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

波士尼亞戰爭是指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的波士尼亞(Bosnia)與赫塞哥維納

(Hercegovina)多方之間發生的武力衝突，持續時間為1992年3月至1995年之間。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是穆拉吉奇(Mladic)率領的塞爾維亞(Serbia)方為了

報復波士尼亞人(Bosnians)對塞爾維亞人(Srbi)的虐殺，於是進軍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開始將塞爾維亞方在斯雷布雷尼查居住的波士尼亞男子全部屠殺，

另對婦女施暴。史稱斯雷布雷尼察屠殺事件。

因為經歷這樣的事情，在這兩地區之間的波士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依舊有

著無法抹滅的隔閡和心結。

索馬利亞

盧安達

圖3

波士尼亞



Q2：How did you feel in 1994 when you were asking
governments to intervene in the genocide in Rwanda but
were turned down? 在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時，你要求各

國政府干預卻被拒絕，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但我們必須了解情況。

我們當時正努力應付剛失敗不久的索馬利亞內戰，那是聯合國行

動之一，那時已造成美軍傷亡嚴重，聯合國維和部隊因而退出索

馬利亞。因此，許多國家開始避免這樣的風險。索馬利亞的慘痛

經驗，提醒他們不應該跳進類似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

府必須先照顧自己。因此，保護盧安達問題反而成為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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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大屠殺(圖5)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索馬利亞內戰(圖4)



註6－蘇丹達佛(Darfur)衝突

達佛(Darfur)衝突發生在蘇丹共和國西部的達佛地區，交戰方主要分別為

遊牧的巴加拉族(Baggara)組成的牧民武裝部隊，以及巴加拉族以外的定居部落。

蘇丹政府否認自己支援牧民武裝部隊，進行有系統的攻擊行動。

這場衝突開始於2003年7月。與主要為穆斯林與基督徒衝突的第二次蘇丹內

戰不同，絕大多數達佛居民、牧民武裝部隊、蘇丹政府官員都是穆斯林。關於

此次衝突的死亡大約在數十萬之間。不少媒體均以「種族清洗」及「種族滅絕」

來形容這場衝突，美國政府也把事件定性為「種族滅絕」，但聯合國認定蘇丹

政府的行動不是種族滅絕。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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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Why have you maintained that the conflict in Darfur
was not genocide? 你為什麼認為在達佛(Darfur)地區的衝突不

算是種族滅絕?(註6)

聯合國派一個委員會到達佛，並由著名的義大利法官

Antonio Cassese帶領。他們提出了一份報告，認為這是有系統

地侵犯人權，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危害人道權益。但是，他們

不能確定這是種族滅絕。這將涉及司法的判決及分析，因此該

委員會決定停止稱這是種族滅絕。

此狀況已向安全理事會報告了。以這報告為基礎，由安全

理事會提交國際刑事法庭。法庭接受了他們的報告，因此，我

不能說這是種族滅絕。我尊重Antonio Cassese為首的法律判斷。

儘管美國人稱為達佛(Darfur)種族滅絕，然而，他們並沒有改

變原本的政策，當他們宣稱這是種族滅絕，卻沒有採取任何行

動。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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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佛(Darfur)大屠殺(圖6)

Q4：Do you think the model of fi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change? 你認為在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

國席位，這樣的模式會改變嗎?

當我在任時，早應該改變了。我很努力帶來一些改變，嘗試

著創造常任理事國席位給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和日本，冀望透

過此舉帶來多點民主，但我們沒有成功。新的權力出現，使原本

五個常會理事國的壓力變得更為顯著。他們希望在談判協議上仍

有一定的主導權及發聲的地方。讓他們在這個組織裡更有利益。

因此，這些改革永遠無法抵抗。

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美、俄、英、中、法(圖7)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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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You have negotiated with Saddam Hussein, Omar al-Bashir
and Muammar Gaddafi. Do you believe talking to tyrants
achieves peace? 你曾與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奧馬爾

•巴希爾 (Omar al-Bashir)(註 7)和穆阿邁爾•格達費 (Muammar
Gaddafi)(註8)進行談判。你認霸權專制會實現和平嗎?

註7－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
奧馬爾•巴希爾 ，(1944年1月1日-)，蘇丹軍事領導人、政治家，曾任救

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從1989年起擔任蘇丹第7任總統至今。1993年10月
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解散，巴希爾改任總統。1996年3月和2000年12月連任，
2005年7月再次就職，2010年4月又再次連任。

註8－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1942年6月7日-2011年10月20日)

為前任利比亞實際最高領導者，長達42年的統治使他成為阿拉伯國家中執政
時間最長的領導者。

2011年2月初，受到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影響，利比亞出現反對格達費
統治的示威遊行，並很快轉化為內戰。6月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類罪為
由簽發針對格達費的逮捕令。2011年10月，格達費在蘇爾特的一個廢棄下水
管道中被捕，並在隨後執政當局武裝與格達費支持者的交火中，頭部和腹部
遭到致命連環槍擊喋血身亡，終年69歲。

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圖8)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霸權專制的存在是事實。他們有權力和影

響力去影響他們的人民，聯合國也正在努力糾正並處理這樣的情況。

你怎麼讓這些霸權改變？有時候，你需要與這些人交談，告訴他們

愛惜生命並停止嚴重的人權侵犯。你必須找到方法讓他們明白，因

為你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和他們正面衝突。我是一名外交官，不是

一名身後擁有百萬大兵的陸軍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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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Why did you resign as the UN-Arab League joint
special envoy to Syria? 你為什麼要辭去聯合國阿拉伯聯盟的

敘利亞聯合特使?

在6月30日的日內瓦公報(communiqué of Geneva)上，我

提出了一個6點計劃(6點計劃包括立即停止暴力行動，從人口

密集地區撤走敘利亞安全部隊，釋放任意拘留的平民，並實行

每天兩小時停火計劃，讓人道主義救援物資能夠抵達和照顧傷

員)，安理會也表示對此計畫的贊同。五個常任理事國皆一致

同意敘利亞的政治過渡期和相關解決方法，但當他們到達紐約

聯合國總部協議時，並沒有因此跟進這樣的想法。我辭職是因

為這些國際層面上問題，但你應該看到我的辭職是因為支持敘

利亞人民。我希望世界和聯合國的會員國知道，我們目前的問

題分歧和使用的手段，是不會幫助敘利亞或周邊的地區成員國。

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圖9)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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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How do you see the conflict developing from here? 你如

何看待敘利亞的衝突(註9)發展?

如果衝突範圍超出敘利亞以外，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極有可

能有更巨大的衝突爆發，它將創造更多世界問題。我期望新上任

的聯合特使Lakhdar Brahimi，他非常優秀且是位談判高手，希

望他能夠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現在我們正走入深淵中。

註9－敘利亞(Syria)內戰

敘利亞內戰，是從2011年1月26日初步開始持續至今，發生在敘利亞的

示威抗議，以及推翻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的內戰，為阿拉

伯之春的一部分。敘利亞爆發反政府示威是受到周邊國家阿拉伯之春影響，

示威要求獨裁總統巴沙爾下台，巴沙爾拒絕下台並派由其弟弟領導的軍隊

用重武器血腥鎮壓屠殺示威者，並指責敘利亞反對派為恐怖分子，敘利亞

部分軍官不服從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平民命令並帶武器倒向支持敘利亞平

民，從而形成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力量，反政府軍在國際社會阿盟周邊國家

和中東各國以及歐美的支持之下，重創政府軍，勝利在望。敘利亞反對派

民主勢力籌劃組織新政府。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敘利亞地圖(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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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uXwgn
圖2、 http://goo.gl/DtsuK
圖3、http://goo.gl/CaZwz
圖4、http://www.economist.com/node/13185216
圖5、http://www.pulitzer.org/archives/6456
圖6、 http://goo.gl/Zar0A
圖7、 http://goo.gl/eNCQH
圖8、 http://goo.gl/iXI6D
圖9、 http://goo.gl/CRfKw
圖10、http://goo.gl/TWXqh

The Q&A: Kofi Annan
- The peace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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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Rwanda)大屠殺：

http://goo.gl/4J6xN
波士尼亞戰爭之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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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傳奇女政治家―西蒙娜‧韋伊

歐洲議會和法國前國務部長，目前擔

任法國憲法委員會的成員，主要負責確保

法國法律的合憲性。她是法國人心目中最

喜愛的政治人物之一，沒有人不欽佩她的

才智與勇氣！17歲的西蒙娜，在奧斯威辛

集中營失去她的家庭，並且經歷了惡夢般

的際遇，她後來決心讓戰後的法國現代化，

並在不久之後結婚成為一名在司法部工作

的律師，不久之後便在法國政壇上發光發

熱。

西蒙娜‧韋伊 (Simone Veil，1927-)

《人生》自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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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韋伊

西蒙娜的一生多采多姿，無論是在政

治上還是在哲學上，她的成就都是其他男

性沒辦法相比的！《人生》這一本自傳敘

述了她完整的人生歷練，內容寫實真誠，

筆觸流露出她對家人的思念與傷感 ，並且

對政壇的爾虞我詐有一番自己的見解與體

悟，也闡述了一些她在人生上的哲學。

[XF4A 許培澍 _高雨璇/整理]

[法國與歐盟]投稿



從1974年到1979年，她擔任法國

的衛生部長。在這段期間制定了兩條有

關婦女權益的重要法律。

1974年12月4日 ，避孕藥及口服避

孕藥的取得合法化，這讓避孕變的更容

易，之後她雖然捲入複雜的政治鬥爭中

，但最後還是在1975年的國會上贏得多

數票順利讓墮胎合法化，於1975年1月
17日。 西蒙娜，攝於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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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涯－衛生部長

政治生涯－參與歐洲議會

在197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西蒙娜當選為歐洲議會的成員。在

其第一屆會議中，更是被推舉成為新的議會的主席直到1982年。作

為民選議會的第一任主席，她是第一位女性主席，這對議會與女權

運動有著非常大的意義。在1981年，西蒙娜贏得了著名的查理曼大

帝獎，接著 她在1984年競選當選成為自由民主黨的黨主席。

政治生涯－積極參與各項委員會

1984年至1992年，她擔任環境、公共健康和食品安全及政治事

務委會。之後她又轉換跑道到外交事務委員會及其相關人權小組委

員會。在1989年和1993年之間，她也是議會代表團的非亞太-歐盟聯

合議會的副委員長，直到1992年卸任。

[法國與歐盟]投稿
西蒙娜‧韋伊



1998年，授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名譽獎章。

2003年，當選為國際刑事法院的被害人信託基金董事會的董事。

2005年，授予阿斯圖里亞斯王子國際合作獎。

2007年，授予了南北歐洲理事會獎 。

2007年，受到新保守派總統候選人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支持。

在她受到重用的這段期間裡，幫助薩科齊在第一輪總統選舉得到31%
的選票。

攝於1974年，攝影師: James Andanson

攝於198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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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榮及獎章

憲法委員會成員

1998年，她被任命為法國憲法委員會直

到 2005年她短暫離開理事會，致力於建立歐

洲憲法的條約的運動上。但是，這一行動卻

受到各方的批評，因為它違背了法律規定，

委員會的成員應與黨派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否則委員會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就會受到質疑。

[法國與歐盟]投稿
西蒙娜‧韋伊



參考資料：

http://goo.gl/3UW2W
http://goo.gl/ZVYz9
http://goo.gl/esTvU
http://goo.gl/zzA3h
http://goo.gl/oeR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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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政治生涯燦爛無比，但是爬得愈高，就愈辛苦，壓力

愈大，並且眼紅她成就的人就越來越多，她一生的官運並不是

一帆風順，途中經歷過許許多多的挫折與辛酸血淚才有今天的

輝煌成就！她表示在工作上的動力完完全全來自於熱情這兩個

字！這兩個字陪她度過無數個挑燈夜戰的夜晚，而她丈夫也是

她的精神支柱，家人的陪伴給了她很大的動力去完成她所想做

的事，而沒有後顧之憂!

[法國與歐盟]投稿

圖片來源：

http://goo.gl/3UW2W
http://goo.gl/q4MM0
http://goo.gl/QMvMc
http://goo.gl/ngARq

西蒙娜‧韋伊



德法過去的關係

德國與法國同時是歐洲大陸的主要強國，歷史上其地緣戰略利

益即互相衝突。十七世紀中葉，法國首相李奇流 (Cardinal
Richelieu)認為唯有德國弱，法國才能強。其後三百年間，法蘭西

與日爾曼兩大民族經常彼此爭戰，占據對方領土。一直持續到1870
年普法戰爭後，法國戰敗，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以屈辱法國的方式到

巴黎凡爾賽宮加冕，成為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第一任皇帝。次年，

兩國簽訂法蘭克福條約，法國除賠款外，還要割地：把阿爾薩斯和

洛林兩省割於德國，法德的結怨便成了世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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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推手 ─ 德國與法國
Le couple franco-allemand

[YF3A 黃唐瑤_林昭雯/整理]

[法國與歐盟]投稿
德國與法國

德國取得統一後，在普法戰爭後的

工業、經濟和軍事方面成為歐洲首屈一指

的強國，而被法國以及歐洲其他大國如英、

俄等所顧忌。並在擴建海軍，爭奪海外殖

民地等擴張政策後，與法英等列強利益更

加衝突，德國問題於是變成歐洲主要矛盾

來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法

德矛盾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結果雖是德國

戰敗，雙方都損失慘重。1939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爆發時，法國更是一心想摧毀德國，

最後德國戰敗，向美、英、法、蘇等同盟

國投降，被法、美、英、蘇共同分區佔領。



雙方關係的轉捩點

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局勢產生了很

大的變化，這項改變，創造了改善德、 法

兩國關係的環境。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國

的政治家都願意誠實並客觀公正的看待兩

國間的歷史問題，然後採取對未來有遠見

的一系列行動。1950年，法國外交部長舒

曼(Robert Schuman)提出「舒曼計畫」，

建議與德國合作成立「歐洲媒鋼共同體」，

此案得到西德和其他國家的同意。次年，

法國、西德與義、荷、比、盧六國便簽訂

協定，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七年之

後，六國又再簽訂羅馬條約，成立「歐洲

經濟共同體」，此共同體就是歐盟的前身。

羅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

1984年，在第一次大戰法國消耗

戰戰略下的「西線」重鎮凡爾登

(Verdun)，法國總統密特朗和德國總

理柯爾共同祭拜七十萬名在此喪命的

德、法兵士亡魂，並同聲宣告：「歐

洲是我們共同的祖國。」兩人也始終

堅信，「歐洲統一，必須由親身經歷

二十世紀前半歐洲敵對狀態的這一世

代執行」。並於1991年年底簽訂馬斯

垂克條約，為歐洲共體建立政治聯盟

和經濟與貨幣聯盟確立了目標與步驟。

法國總統密朗特(左)與德國總理柯爾
(右)於於凡爾登共祭德、法士兵。

37

[法國與歐盟]投稿
德國與法國



2003年，法國總統席哈克與德國總理施若德參加兩國簽署友好條

約四十週年的盛大慶祝活動，紀念兩國於1963年簽訂的愛麗榭宮條約

化解了兩百多年來的恩怨，成為一同為歐洲統合努力的友邦。隔年，

兩人更是在諾曼第登陸六十周年紀念典禮上相擁。這項舉動不只是對

六十年前戰爭仇恨的超越，也象徵歐洲曾有的歷史前嫌盡釋，在整個

歐洲逐漸走向統合的過程中，幾乎沒有人還認為這個區域還會陷入爭

戰的境地。

法國總統席哈克(左)與德國總理施若德(右)
於諾曼第六十周年紀念典禮上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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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當選法國總統後不

久，第一次與德國總統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會面就發

生爭執，從此雙方關係一直較為緊張。而雙方關係的轉捩點是2010
年10月法國多維爾的一幕，當時兩人在沙灘漫步，姿態親密。此後，

法國和德國會互邀對方部長參加本國內閣會議，兩國最高領導人會

面以及兩國部長理事會作為「德法軸心」的主要運作機制更加引人

矚目。一名德國高級官員表示，薩科齊的領導欲和喜歡搞大計劃的

性格對默克爾來說是有幫助的，默克爾會把薩科齊的想法從120%降

低到75%，然後他們會一起努力去做好50%的事。

法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左)與德國總統
默克爾(右)

[法國與歐盟]投稿
德國與法國



經過半個世紀的往來，德法合作對於兩國人民以及整個歐盟的發展

均有極大貢獻：

(一)兩國人民不再擔憂戰爭問題

(二)兩國工商業合作，提升對人類之服務

(三)在兩國共同的努力下，歐盟成立並繼續成長，在金融權(如歐元)、
海洋生物資源保育、共同貿易政策等方面有排他的管轄權(exclusive
competence)，在農漁業、經濟、社會、涉及全歐洲的能源、公共健

康等方面與各會員國有共享的管轄權(shared competence)，在工業、

文化、觀光 、教育等方面則對會員國 有支援權 (supportive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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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兩國在雙方領導人有遠見、

有計劃的長期耕耘、政府各階層維持平

等並互相合作，以及社會各層面的共同

努力下，經過了兩代後，兩國人民已建

立了彼此的認同感以及友好的行為規範。

如今，德、法曾為了生存發展而發展歐

盟，又為了歐盟而用平等地位、協調合

作的方式來解決利益衝突，然而才造就

歐盟發展得更成熟，兩國本身也獲利不
少，成為良性循環。總而言之，德法合

作正是「歐盟」的推手，「歐盟」也是

德法合作的動力。

現今歐盟的27個會員國

參考資料：
http://goo.gl/MCOvo
http://goo.gl/U00OJ
http://goo.gl/xvRsG
http://goo.gl/Tpsrm
http://goo.gl/dcvD3
http://goo.gl/yMg7k

[法國與歐盟]投稿
德國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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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大地
Land of Fertility

俄羅斯繪畫展

高雄市立美術館9月22日至11月18日展出俄羅斯19位
藝術家的油畫精選140件。

這19位藝術家風格迥異，每一系列的作品都能強烈

感受到他們獨樹一格的繪畫風格。

科爾日夫逃難者/137X198/油彩畫布/1988-
1990(圖1)

科爾日夫飛行者/200x250/油彩畫布
/1986-1995(圖2)

[XF5A 潘靖/報導]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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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俄羅斯文化藝術在10世紀開始因為宗教因素而受到拜占庭藝

術影響。到了17世紀則因為貿易上的往來而受到西歐文化影響，從

那時候開始，俄羅斯文化藝術開始有了鮮明的歐洲古典特色。到了

19世紀下半葉，隨著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俄國的文學和藝術出現

批判現實主義的高潮，20世紀具有現實主義充滿人文情愫的俄羅斯

美術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獨特地位。

薩拉霍夫《紅衣鬥牛士》120X140/油彩畫布/1969(圖3)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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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實生活為出發點，強調藝術應在現實中，而非在想像的理

想唯美世界裡，主張藝術不應只為藝術性而存在，而需由現實生活

出發並結合現實生命，這樣的理念下所形成的藝術創作風格，美術

史上稱之為「現實主義」風格。這樣的風格將俄羅斯藝術推向國際

舞台，形成重要的藝術史流派。

彼得羅夫-沃德金《撒馬爾罕的一家茶館》51.5x62.5cm 1921年作 (圖4)

梅爾尼科夫《在和平的田野上》(聖彼德堡俄羅斯博物館收藏) (圖5)

歐洲藝文報導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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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展覽令我十分驚豔，這

十九位藝術家的作品風格各有特色，

作品主題也大不相同，但仍舊能在

畫中感受到俄羅斯獨特的文化。許

多作品帶給我冷冽、遼闊的感受，

也有些帶有宗教及政治色彩。其中

有部分作品可以看見中國文化的影

響，由此可知俄羅斯的繪畫藝術與

中國有密切的交流。

偶然經過高雄美術館，於是臨時決定

去參觀期待已久的湯姆生影像展。進入美

術館後立刻被黑土大地的展覽主題所吸引，

於是有了第一次與俄羅斯文化藝術接觸的

機會。

在台灣若不是美術相關科系的學生，

很少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認識俄羅斯畫家

以及俄羅斯文化藝術的發展歷史。

伊凡諾《母女的晚餐》 137x137cm 1976年作 (圖6)

梅爾尼科夫《林間獨行》69.5x59.5/油彩畫布/1972 (圖7)

心得分享：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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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以及喜愛的是薩拉霍夫 (Tahir

Salahov)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強烈，主題鮮明，總是將空間

的運用達到最飽滿的效果。他的「畫家夫人」以及「紅衣鬥牛

士」是我最喜愛的作品，帶有拉丁美洲的異國風格，將畫裡人

物的表情及動作表達地淋漓盡致。

已故中國知名作家魯迅(1881-1936)曾讚美俄羅斯的繪畫藝

術：「真摯，卻非固執；美麗，卻非淫豔；愉快，卻非狂歡；

有力，卻非粗暴；但又不是靜止的，它令人覺得一種震動。」

薩拉霍夫《畫家夫人》92x70cm布面油畫1993 (圖8)

歐洲藝文報導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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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霍夫是亞塞拜然族(Azerbaijani)畫家，1928年11月

生於巴庫(Baku)。他是嚴峻風格(Severe Style)的代表人

物之一。薩拉霍夫後期的作品表達方式變得更加溫和、

內斂，作品中也能看出他深受東方文化的影響，如「孫

子的畫像」(Portrait of Grandson Dan)。他的筆觸流暢、

悠揚，色彩的運用也十分精緻、複雜。在他許多有名的

作品中，可以看見異國文化對他的影響，如作品「紅衣

鬥牛士」。

薩拉霍夫《有大眼睛的女人》
89x71.5cm，布面油畫，1993(圖10)

薩拉霍夫《咖啡館》(圖11)

(圖9)

歐洲藝文報導

畫家簡介：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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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山藝術文教基金會

展覽名稱：黑土大地：俄羅斯繪畫展

展覽日期：101.09.22- 101.11.18
展覽地點：101-103展覽室

資料來源：
高雄市立美術館黑土大地簡介
http://goo.gl/6ENMb

圖片來源：
圖1,2,3,7 : http://goo.gl/O5ZKL
圖4,6: http://goo.gl/OnBRY
圖5: http://goo.gl/XhDnw
圖8: http://exhibit.artron.net/zl.php?zlid=2459
圖9: http://goo.gl/8gqXQ
圖10: http://goo.gl/QdzdV
圖11: http://goo.gl/61UkJ.
圖12: http://goo.gl/Omhse
圖13: http://news.chushan.com/index/article/id/52441

特卡喬夫兄弟《婚禮》 (圖9) 梅爾尼科夫《红衣少女》(圖10)

歐洲藝文報導
黑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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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演奏地點：高雄市音樂館
演奏日期：11月6日
官方網站:
http://goo.gl/cJN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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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雅軒
日期：11/7~11/18
官方網站:
http://goo.gl/DtU33

「打開畫匣子－美術在高雄」
藝樣風情－柯芳珠油畫、陶藝個展

從小喜歡塗鴉、玩泥巴，大學時參加美術社，退下教職後真正

踏上「圓藝夢」之路，以直覺的、隨興的、自由的，只要讓我

感動的人、事、物、景皆可成為創作題材，戶外寫生亦使畫作

更多元豐富；而在平面繪畫上不易展現的三度空間，藉由泥土

的可塑性，天馬行空的聯想和感動可盡現於陶藝創作上，此時

內心的滿足與快樂久久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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