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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歪斜了一期編按之後，接著就

要中規中矩的一期編按。如此才有莫名
的偏執交錯感。

本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原訂於11月16日
出刊，因為內部稿件的繳交與審訂出現
了秋天來臨的蕭瑟小差錯，因此延後了
一個星期出刊，在此向每雙週期待著我
們小小電子報的讀者大大們說聲抱歉了。

此次的「歐洲主題專欄」帶領我們來到
了西班牙。建築的外型固然搶眼獨特，
但唯有和週遭的環境與當地人民的生活
做緊密且貼心的結合，方能成為雋永的
城市代表，並確實地履行了建築/空間
營造之於人類生活間的基本功能，提供
了心靈上的慰藉與安全感。

「世界觀點」翻譯了《德國明鏡》
(Spiegel online)的文章，探討著在時代
轉變與社會結構改變下，中共新領導人
所面臨的挑戰已與前任不同；在經濟狀
況普遍提升之際，人民要求更多自由與
民主，並已成功靠著「群體性事件」
(mass incidents)改變政府的政策。在經
濟考量已無法滿足所有人民的期待之下，
新的領導人似乎已無法忽略人民的聲音。

「歐洲藝文報導」帶領大家來到了達利
特展，看看達利如何運用天馬行空的想
像，塑造出一個至今仍讓人目不轉睛的
奇幻世界。

祝大家週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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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歐洲魅影影展每年邀請歐盟各會員國駐台單位響應支持，

透過歐盟各國推薦之熱門影片，讓台灣的民眾更加認識歐

洲文化，文藻外語學院為歐洲魅影影展放映學校之一，並

將由歐盟園區承辦，於校內播放共計14部歐洲電影，歡迎

校內外師生共襄盛舉!

歐洲魅影影展

放映日期：11/19~12/7
放映地點：Q002教室

片單與放映場次表：http://goo.gl/2pQUw
影片介紹：http://goo.gl/ZKb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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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范宏畢:歐洲抗危機邁入新階段(聯合新聞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
5/7473236.shtml

歐洲多國擬向谷歌征討”新聞稅”(新浪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102/8213625.html

IMF:支持歐洲央行希臘債券回購提議(鉅亨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1102/KFNUHA99HO6PE
.shtml?c=headline_sitehead

歐洲賊為何鐘情中國客?(新浪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1102/8207748.html

莫斯科“水星城市” 歐洲最高樓!(新浪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1211/20121102113
2676.html

美官員:歐洲必須支持希臘改革(中央社- 2012年11月3日)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87235&i
d=1&id2=2

歐洲盤前-非農就業好於預期,非美貨幣遭到拋售(鉅亨網- 2012年11
月3日)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21103/KFNUOY585S2YY.s
html?c=detail

歐洲全球復甦拖油瓶(聯合新聞網- 2012年11月3日)
http://udn.com/NEWS/WORLD/WOR2/7473840.shtml

[UJ2B張涵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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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洲 全球復甦拖油瓶

歐元區10月製造業活動連續第15個月下滑，增添歐元區明年

經濟可能無法擺脫衰退的證據，使歐洲成為全球復甦的主要累贅。

Markit公司公布，歐元區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從上月

的46.1降至45.4，稍高於初估的45.3，但顯示歐元區製造業加速萎

縮。指數低於50代表經濟萎縮。

製造業是歐元區從前次衰退復甦的主要動力，但從歐元區周

邊小型國家製造業開始的萎縮趨勢，已擴及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

家。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製造業連續第8月萎縮；法國過去15
個月來僅有1個月成長；可能成為下個紓困國的西班牙，製造業則

加速萎縮；義大利的情況也不妙。接受紓困的愛爾蘭則是唯一高

於景氣榮枯分水嶺的歐元區國家，達52.1，為3 個月來最高。

[UJ2B張涵恩/整理]

參考資料：

http://udn.com/NEWS/WORLD/WOR2/7
473840.shtml

http://www.1688.com.au/site1/news/fina
nce/2012/11/03/404470.shtml

歐元區製造業PMI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圖／經濟日報提供)

歐洲 全球復甦拖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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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衰退料延至2013年

歐元區經濟危機加深，10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扭轉

兩個月的升勢，由九月份46.1點滑落至45.4點，再度遠離50點的盛

衰分界水平，而區內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及義大利製造業PMI
同時處收縮狀態。

德銀經濟顧問邁耶預期歐元區衰退情況延續至2013年，令減
息可能重燃，IHS Global Insight首席歐洲經濟師阿徹亦指，歐元
區經濟第四季很可能進一步收縮，相信歐洲央行不會於下周減息，
估計在十二月才減息至0.5厘。英國、瑞典、挪威、希臘、瑞士及
捷克周四公布的製造業PMI均呈現收縮。

另英國研究機構NIESR調低英國明年增長預測，由七月時估
計1.3%下調至1.1%，2014年增長預測亦由原來2.4%降至1.7%，估
計寬鬆貨幣政策會維持至2020年，緊縮財政亦導致政府在2015年達
到當局設定的負債比率目標。NIESR經濟師柯比料經濟未來每季平
均增速僅0.2%，但增長需達0.5%才可稱得上復甦，而該情況自
2009年以來一直未曾出現。

歐元區上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
滑落至45.4點。

參考資料：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finance/20121103/00202_038.html

歐洲 全球復甦拖油瓶



註解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指數)。
採購經理人指數是指美國的採購經理人指數，它是衡量美國

製造業的「體檢表」，是衡量製造業在生產、新訂單、商品價格、
存貨、 雇員、訂單交貨、新出口訂單和進口等八個方面狀況的指
數，是經濟先行指標中一項非常重要的附屬指標是美國供應管理
協會ISM商業報告中關於製造業的一個主要參數。通常採購經理人
指數與金屬需求指標密切正相關，因而能被看作是金屬需求增長
率變化的有效指標。

PMI是一項全面的經濟指標，概括了美國整體製造業狀況、
就業及物價表現，是全球最受關註的經濟資料之一。除了對整體
指數的關註外，採購經理人指數中的支付物價指數及收取物價指
數也被視為物價指標的一種，而其中的就業指數更常被用來預測
失業率及非農業就業人口的表現。同時，PMI是一個對亞洲及中
國出口很有預測力的一個前瞻性指標。PMI已是國際通行的巨集
觀經濟監測指標體系，對國家經濟活動的監測和預測具有重要作
用。採購經理人指數為每月第一個公佈的重要數據，加上其所反
映的經濟狀況較為全面，因此市場十分重視數據所反映的具體結
果。在一般意義上講採購經理人指數上升，會帶來美元匯價上漲；
採購經理人指數下降，會帶來美元匯價的下跌。

採購經理人指數的優勢：

時效性、準確性、簡易性

參考資料：
http://wiki.mbalib.com/zh-
tw/%E9%87%87%E8%B4%AD%E7%BB%8F%E7%90%86%E4%BA%BA%E6%
8C%87%E6%95%B0

歐洲 全球復甦拖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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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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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習慣於將那些有庭院和純白牆面的建築稱作西

班牙風格建築，而事實上，這些並不僅僅是西班牙建築的特

點，地中海沿岸國家、中東地區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建築

似乎都有著類似的特徵。

西班牙的建築與其多元的文化有著很明顯的關聯性，基

督文化和回教文化的碰撞更給西班牙藝術帶上了奇異的色彩，

而且西班牙民族天生就有一種熱情奔放和狂野的個性，在建

築上就反映出詩意的、幻想的、神話的風格，往往充滿了豐

富的想像力和浪漫情懷。

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UE3B楊杼嫻/整理]

西班牙當代藝術建築

1.萊昂當代美術館
2.萊昂音樂廳

1.聖卡特納市場
2.雙塔

瓦倫西亞藝術科學城

建築位置(圖1)



萊昂當代美術館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Leon(MUSAC)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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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三年，耗資3,300萬歐元，於2005年4月開幕的MUSAC
當代美術館，以簡單的幾何造形搭配如色表般的玻璃外牆，座

落在西班牙萊昂這麼一個有著為數眾多大主教堂的老城裡。由

來自西班牙馬德里的馬西雅(Luis M. Mansilla)與圖儂(Emilio
Tuñón)所設計， 2003年獲得西班牙國家建築大獎 (Premio
Nacional de Arquitectura 2003)、2007年當代建築歐洲聯盟獎

(Mies van der Rohe Award 2007)的得獎作品。

當代美術館外觀(圖2)

歐洲主題專欄

美術館建築群分別有三層和六層兩種樓層，其總平面由數

十個多邊形格子所組成。這些格子或為展覽廳，或為辦公室，

或為餐廳，或為中庭，像西洋棋盤一樣，每個格子分別有不同

的活動在進行。這些既獨立又環環相扣的空間，看似相近卻各

有不同的設計巧思，即使同樣用於展覽，也因大小、方位、媒

材之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空間性質，以因應當代藝術作品展示

的多樣性需求。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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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較之於興建於大城市的當代美術館，MUSAC有著寬廣的腹

地來設計建築體本身與舒暢的入口廣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有

如「色表」一般的羅列在玻璃上的色彩讓參觀者眼睛為之一亮，

這些色彩總共有37種不同的顏色，色彩的取樣則是來自位於萊

昂市13世紀即建造的主教堂內的一張彩繪玻璃「放鷹者」(El
Halconero)經過電腦分析後，所列出的顏色分類。建築師意圖

將這個當代美術館連結萊昂的歷史裡，讓時空得以連貫，美術

館的設計則有如當代的主教堂，只不過人們所前往的目的與對

象成為當代藝術。這個設計的概念除非是西班牙的建築師否則

大概不會想出這樣與城市歷史與文化特色連結的概念。

當代美術館 (圖3)



萊昂音樂廳
Ciudad de Leon Auditorium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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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當今西班牙備受矚目

的建築師事務所 Mansilla +
Tuñón 所設計的萊昂音樂廳，

它的設計並非仿古的建築形

式，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現

代化建築。

禮堂內部(圖4)

室內景觀(圖5)

歐洲主題專欄

音樂廳的建築主體包括

一個可容納1,200人的表演廳，

和一個小型展覽館，緊臨街

道，面向圓環，朝著西班牙

國營古堡酒店聖馬可修道院

的方向，與歷史遺蹟相呼應。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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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音樂廳外觀(圖7)

歐洲主題專欄

這樣全然白色的外型設計是由一堆的窗戶所構成的，幽默

的運用不同大小的窗戶下去排列。就像是樂譜一樣，他有五個

水平面(五線譜)，而長方型的孔就像是五線譜上的音符。

夜間萊昂音樂廳外觀(圖6)

音樂廳的牆面上散佈著數十個窗

孔，這些窗孔就像是音符般和諧的散

落在五線譜中。這每一個斜凹、長寬

比例不同的窗孔，是根據戶外景觀、

建築外觀及室內空間需求，所做的精

準比例分割和定位。陽光經由深邃的

窗孔穿透室內，訪客在明亮的長廊坡

道上，也可以欣賞窗框外的一幅幅動

人街景。



聖卡特納市場
Santa Caterin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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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建於19世紀的聖卡特納市場，是巴塞隆納第一座有屋頂的市

場。

1997年，當地政府為聖卡特納市場更新及周圍的都市更新舉

辦了一項競圖，結果由西班牙著名夫妻檔建築師Enric Miralles及
Benedetta Tagliabue(EMBT)贏得了首選。聖卡特納市場更新耗時

7年完工，最後是在2005年完成，市場於5月開幕正式對外營運。

更新後的聖卡特納市場，最具特色之處在於其色彩繽紛、充

滿戲劇性的波浪狀屋頂。外層以20萬塊直徑約15公分的六角形瓷

磚，鋪製出馬賽克圖案。瓷磚顏色多達67種，代表著不同的蔬果

魚肉生鮮食材。

聖卡特納市場外觀(圖8)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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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由日本的建築師伊東豐雄(Toyo Ito)所打造。雙塔建築的建設

理念的起源是由建設巴塞隆納廣場的都市更新計畫為主軸，也代

表了整個巴塞隆納都市更新計畫。

伊東豐雄希望藉由兩座互相照映的紅色建築，反映出上萬人

經過巴塞隆納，塑造出一種大門通向巴塞隆納的景象。

這座建築主要的功能為節源設備、廢水回收系統以及他的太

陽能源，兩棟建築都有它象徵的組織性元素架構如：河流、雲、

光線、完整的內部照明、功能性的組織、便捷性等等的設計都支

配了整個建築。

雙塔(圖9)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雙塔
Torres Fira

整項建築在2009年時完

工，現今已是當地一個著名

的地標。在2009年終，巴塞

隆 納 增 建 計 畫 將 會 建 造

368,000平方公尺的展覽場，

加上超過5,000個停車位，讓

巴塞隆納在未來即將成為歐

洲最大的露天展場，也被視

為設計最前衛、技術格新的

一項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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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在充滿活力的紅色雙塔下，設計的入口大廳面積為240,000平方

公尺，並與連續的「中軸線」迴圈走廊相連。

建築內包括三部分：高度均為約110公尺的酒店大樓、辦公樓，

以及一個較低、帶有屋頂花園的隔間，用於連接這兩棟高樓。

酒店大樓設計為一個三維曲面，同時裝有紅色鋁管百葉窗。空

間逐漸擴大、彎曲，直至設有大型酒店套房的頂層。

雙塔模擬圖(圖10)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伊東豊雄的建築理念相當具有特色，他受到法國當

代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日本

哲學家見田宗介的影響，將自己的建築理念透過

「游牧」(Nomad)的概念發揮。1986年伊東豊雄的

作品「風之塔」(Tower of Winds)引起了世人的注

目，也將他推向國際當代建築師之列， 2005年他同

時贏得了台台中市台中大都會歌劇院和高雄市2009
世運會主場館國際競圖首獎。

伊東豐雄(圖11)

另一方面，辦公大樓的外形設計

類似一個透明的直線型玻璃箱，其內

鑲嵌有線條流暢的紅色「核心」。由

於「核心」位於大樓的一面，因此，

在大樓外部即可看到其截面。雖然雙

子塔在外形上有鮮明的對比，但二者

之間形成了和諧互補的關係。



瓦倫西亞 - 藝術科學城
Valencia - Ciudad de las Artes y las Cien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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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這座耗資近百億台幣的科學與藝術之城，號稱是歐洲跨世

紀最浩大的文化建設工程，由西班牙中生代建築大師、瓦倫西

亞的子弟聖地牙哥．卡洛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返鄉設計；

第一棟建築物天文館(L'Hemisferic；Planetarium)於1998年4月

開幕啟用，科學館(Science Museum)於2000年完成，植物園與

停車場(L'Umbracle；Parking Structure)於2001年完成，藝術

中心(Palacio de las Artes) 於2004年完工。只有其中最靠南邊

地中海側的海洋公園，是由建築師Late Felix Candela設計。

瓦倫西亞科學城(圖1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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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科學館

於2000年完成的科學館占地41,000平方公尺，以樹林為設

計概念，結構設計巧妙的詮釋密林樹幹，挺拔強硬紋理清晰有

序。北面以40公尺高的玻璃與網狀的鋼結構，形成241公尺長、

尺度令人震撼的主軸長廊。

與天文館為全區最重要的兩棟建築物，為7公里長的河床

地界定出延伸至海岸的主軸線。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瓦倫西亞科學城科學館(圖13)

卡洛特拉瓦8歲時進入瓦倫西亞市的藝術與工藝學校(Arts
and Crafts School)，接受正規的素描及繪畫訓練。他在1975年進

入蘇黎士的ETH(聯邦科技學校)，並在1979年取得博士學位。他

最為人所知、奠定國際聲望的橋樑設計，始於1984年巴塞隆納奧

運會(Bach de Rode Bridge)的公開競圖。此後，他結合工程技術

與理性美感的機能性結構形式，包括橋樑或建築設計，在歐洲各

地陸續出現，每一出手都給世人一個久久無法消散的驚嘆號。

聖地亞哥‧卡洛特拉瓦(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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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表演藝術中心

藝術中心高度75公尺、占地40,000平方公尺，形體由兩個

薄殼交互融合切割而成。頂端懸吊彎葉狀的頂版，挑戰地心

引力的做法產生了驚人的空間張力。

瓦倫西亞藝術與科學城薄殼狀的音樂廳與表演藝術中心(圖16)

瓦倫西亞藝術與科學城音樂廳與表演藝術中心(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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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天文館

天文館以「知識之眼」為設計概念。眼睛是人類觀察世界

了解宇宙的靈魂之窗，以眼球造型的天文館來作為瓦倫西亞城

市文藝復興的起點，別具新意。圓球狀的瞳孔為Omnimax，
全天域放映室，眼瞼上部以薄殼結構包覆，眼瞼下部以弧形玻

璃外加金屬油壓支架，看上去宛如睫毛，天氣熱時眼瞼還會自

動開啟調解室內的微氣候。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La Fura利用投影技術將眼球投影在圓形螢幕上
真的宛如一隻水面上的眼睛(圖18)

天文館(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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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植物園

320公尺長的植物園，是頂拱18公尺高的開放型建築物，為

古河床上7公尺的高層上架構一座未來都市陽台。底部為白色

混凝土建築的停車場，沿街面使用高第慣用的弧形拱圈，表面

以破碎的馬賽克磚裝飾。將19世紀的歐洲流行的冬季公園

(Winter Garden)轉化為21世紀的人造與自然共生的複合結構體。

瓦倫西亞藝術與科學城植物園開放型頂拱建築物(圖19)

http://goo.gl/9MPrs
http://goo.gl/aFYx1
http://goo.gl/oKDe5
http://goo.gl/l8SVJ
http://goo.gl/rxZZB
http://goo.gl/Bwes7
http://goo.gl/4b0KQ

資料來源：

http://goo.gl/a5E9X
http://goo.gl/ekT2W
http://goo.gl/IyQPf
http://goo.gl/ELEZb
http://goo.gl/1EDTD
http://goo.gl/Q6Vb2
http://goo.gl/QyJLJ
http://goo.gl/hXj5p

http://goo.gl/3KJIG
http://goo.gl/7RGdb
http://goo.gl/Sz23I



挪威研究增進鮭魚品質

報導發佈時間：2012.10.04
在挪威，鮭魚幼苗轉移到海水網箱後，只有約80%到85%的

鮭魚可繼續生長至符合屠宰的標準，其損失的費用高達每年數十
億挪威克朗。其中最常見的原因是脫逃、疾病和處理相關傷害。
科學家認為不良的鮭魚品質是造成這些損失的主要原因，而鮭魚
品質不佳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還是密集式的生產方式。

過去三年，由挪威食品、漁業和水族業研究機構的Harald
Takle博士所領導的國際研究團隊針對30克的幼魚到100克的小鮭
魚做了不同體能訓練模式的實驗。這項研究指出，適當的體能訓
練可以增進小鮭魚的健康並減少轉移海上時的損失。

在小鮭魚被轉移到海水網箱前的12週，體能訓練可以最有
效率地增進心臟肌肉細胞生長和提高免疫系統功能。例如，當受
到 IPN(infectious pancreatic necrosis，傳染性胰臟壞死)病毒攻
擊時，有受過體能訓練的鮭魚之存活率比沒有受過訓練的高出
15%。同時，體能訓練也可加強骨頭和脊椎的生長，減少畸形的
產生，發展天生的游泳能力，並同時提升整體健康；另外，優秀
的游泳者更能對抗疾病與承受密集的體能訓練。

根據Takle博士指出，大部分的測試都在能夠嚴格控制的水
流速度和含氧量的Nofima’s Sunndalsøra研究站完成。目前許多
孵化場可以用簡單的方式達到魚群體能訓練的效果，但在有些漁
場水流的控制可能較困難。許多工業界的人士對這項研究結果都
表達了極大的興趣，希望能在近期實行魚群體能訓練的制度。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1001010

歐盟學術專欄

[S2A何若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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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儼然已成為過去式。能理解的是過

去的人們會服從於獨裁政權，並獲得生活無虞的回饋；然而，

中國人民已無法於經濟上獲得滿足，並更重視自由和社會安定。

上禮拜佔據世界各地新聞頭條數天的新聞是，由紐約時報

所彙整的資料顯示，中國總理溫家寶與其家人於他在位期間累

積了財富約27億美元(約歐元20億元)，但中國媒體卻隻字未提

這則新聞。

世界觀點

[XE4A張維哲/編譯]

中國人民不再臣服於獨裁政府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中國9至11屆總理溫家寶(圖1)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編按：2012/11/2 德國《明鏡周刊》(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

篇名為《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的文章，探討北

京新領導人接任後將遇到的挑戰。內容談到，過去中國媒體在獨裁政權

下的妥協，但在新官上任後，中國整體做了那些改變，人民又對於這些

新領導人有什麼樣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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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相反地，在當地政府所經營的《中國日報》中，第二頁特

別引述了現今中國規模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總

裁馬雲的一句話：「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同時擁有金錢與政權...
當這兩件事被牽扯在一起，就像個炸彈一樣。」

報導表示，馬雲的這番評論係針對一本19世紀的商業大亨

的書所做出之讀後感；實際上，這段話也強調出記者們常常因

為受到當地政府的打壓，衍生出逃避官方審查以陳述事實的現

象；並於他們已讚美了10年的總理退休之際，拋出最後一句話。

由此可見，中共新任領導人要延續前任的統治作風將會有

其困難。11月8日，美國總統大選後的兩天，北京政府舉行中

國人民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五代新任國家主席習近

平、總理李克強將從第四代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手

中接下職位。

中國的下一總書記習近平(圖2) 中國的下一任總理李克強(圖3)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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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黨計畫，權力的轉移將如往昔般心照不宣地進行，如

同毛澤東60年前所行、而其繼位者鄧小平20年前再述：我們統

治，你們服從－我們將一同富裕，只是互有時間先後的差別。

10年、20年後皆將依此進行。

人民要求更多

然而，歷史的演變當然不會按照路線走。新任領導人面對

的是不同於以往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的挑戰。中國經濟雖然

仍維持在7個百分點的成長率，卻有日漸趨緩的現象，而人民對

於生活品質的要求則相對提升。整體來說，人民與領導人之間

清楚劃分的權力已失衡。數十年以來，人民皆處於對當權政府

的畏懼中，但近年來，情勢卻產生了逆轉。

世界觀點

習近平(左)將9月接任未來的10年的總書記，胡錦濤(右)也即將退任(圖4)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上週，數千名民眾因位於中國富城之一的寧波市內之一

間石化工廠建造時，疑似因設施化學外漏持續四天而上街抗

議；這起事件也只是近年來無數「群體性事件」 (mass
incidents)的冰山一角。然而，當地政府做了10年前完全無法

想像的決定－下令工程暫停並答應重新進行評估。中共那曾

經讓外國投資客納悶不解、也讓西方政客偷偷稱羨的獨裁統

治作風已結束，任何涉及生態保護疑慮的計畫案，在實施上

比起部份民主國家來說更為困難，就連外國企業也同意這項

看法。

世界觀點

數千抗議民眾與中國公安產生衝突(圖5)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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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興政策

隨著財富所帶來的自信心，不論透過上街抗議或撰寫微博，

民眾不願將國家所遭受的問題至個人生死度外，包括：食品安

全問題、各企業勞工工作環境安全、育兒中心涉及虐待與不當

管教、少數民族壓迫，甚至是領導人的貪腐與傲慢。

九月中旬，習近平受現任總理指定為新任國家領導人後，

莫名消失在大眾媒體長達兩星期，中國政治評論部落客便以嘲

諷溫家寶累積財富的口吻評論習近平的沉默。許多評論的絃外

之音皆認為中國高層領導人那漠不回應態度羞辱了中國人民的

智慧。當新任統治者於上任時，他們將面臨與之前相比截然不

同的環境。

世界觀點

在抗爭一週後，政府當局陷入輿論壓力，將計畫暫停。(圖6)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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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呼籲改革的領導人鄧小平將中國經濟推向前所未有的

高成長，多數人也相信現任高層領導人仍將繼續仿效前人的政

策。僅過去十年而例，中國國內生產總毛額便以五倍的速度攀

升，而每天收入少於2美金的人口數也降低了20%－逾2.5億人。

中共官方主張，打擊赤貧屬國內人權政策的一環，而照此數據

來看，的確讓人無法反駁。

權利喪失

然而，接下來的10年裡，中國無法再以由經濟成長為由，

阻絕所有外力進行統治。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說：「近年來，

許多中國人已變得富裕，但貧窮的人多半仍未獲得應有的權

利。」他指出，第四代領導專注於確保權力穩定，而現今第五

代領導則需著手關注社會正義，如農民和工會權益、集會結社

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法律條文的制定。

世界觀點

中國領導人國慶日於北京天安門參加獻花儀式(圖7)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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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指出，靠著出口外銷以及國家大量興建公共設施，

中國經濟成長也許令人讚嘆，但如今真正重要的是個人消費力。

唯有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而非一昧提高出口量或大量印鈔，才

能真正提升個人的消費能力。

作家章議和的父親與新任領導人習近平父親一樣都是創建

中國共產黨的元老之一，她提出看法認為：「有時候看似純粹的

經濟問題，實際上還是得透過政治來解決。」此番見解也同樣適

用於日益增加的貧富差距、農村土地徵收衝突，以及從地方省級

機關到統領國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貪污腐敗。

世界觀點

中國人民要求更多的自由以及權力，在10月底興起一樣抗議活動。(圖8)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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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累積的意義

經濟發展並非中國領導人所追求的目標，也曾是全球的發

展重點；而從歐美各國對於中國成長數據顯得憂心忡忡來看，

經濟發展如今依舊是首要目標；近來，部分中國民眾對於政治

紅利(political dividends)遠比經濟成長更感興趣。

作家章議和表示她希望新任領導人能有大膽的作為。她認

為首先需鬆綁媒體言論自由，如緬甸，並且提升少數民族的權

利，接著仿效台灣的做法，考慮舉行選舉的可能性；但她期望

的是政府能勇於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歷史的錯誤並補償受害者。

章議和說：「這不該如此困難的，否則我們累積這些財富的意

義為何?」

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也曾說：「笨蛋！問題在於經濟。」

(It’s economy, stupid!)這句話放在任何地方似乎都很正確，但

在中國卻非如此，或許中國人對於經濟已感到厭倦。

世界觀點

http://goo.gl/2rnNO
http://goo.gl/79HYo
http://goo.gl/Ju5ci

資料來源：

第四十二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 (圖9)

Chinese No Longer Bow to Autocratic Rule

http://goo.gl/ZmnFr

報導原文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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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 YF3A陳彥廷_黃郁庭_邱佳薇/整理]

歐洲日－阿爾薩斯省

歐洲日的由來

在歐洲，歐洲日是慶祝歐洲和平統

一的紀念日。1950年5月9日，法國外交

部長羅伯特· 舒曼提出了他歷史性的宣

言：一個有組織且維持和平關係的歐洲。

這個建議，被稱為「舒曼宣言」，

被認為是歐洲聯盟(EU)的誕生。

今天5月9日已成為歐洲標誌(歐洲

日)，伴隨著其國旗、國歌(快樂頌)、座

右銘及單一貨幣(歐元)，此日更確定了

歐洲聯盟為一個政治實體。 羅伯特· 舒曼(Robert Sc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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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

展覽

在五月，有17個展覽透過

媒體、圖書館以及市政府和文

化中心遍及整個阿爾薩斯，

「27個國家團結在一起，一個

新的層面」，「歐洲就在你的

生活中」，「發現歐盟」，

「議會的發展」，「歐盟之父 :
羅伯特‧舒曼」，「我們的權

利,我們的自由」。這些都是由

歐洲議會所舉辦的一些展覽,都
將於五月份進行。這些展覽可

供給17個機構為期193天展出。

在歐洲，每到歐洲日，各個地區皆有各式各樣的慶祝方式。

這次，我們將以法國- 阿爾薩斯省的慶祝方式為例來介紹。

今年的歐洲日，阿薩爾省將慶祝方式分為兩大族群 : 一是大眾，

二是年輕族群。

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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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競賽

正如本月屬於歐洲的重要月

份，歐洲機構資訊中心與阿爾薩

斯省及下萊茵省理事會成立了一

個比賽，從2012/5/2-5/31藉由回

答五提有關於歐洲的題目，阿爾

薩斯當地的居民將有機會得到搭

乘郵輪前往萊茵河遊玩以及多項

獎品。1,127人參加了這個在阿爾

薩斯省的公開競賽。

烹飪活動 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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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為了讓公眾商討歐洲問題，在這個月份內將舉行多次會議，

其中最特別的是眾議院6月1日在斯特拉斯堡地區所舉行的閉幕會

議。這次的辯論賽「搬至歐洲，生活在歐洲」，由Pascal
Mangin主持，展示了歐洲流動性的好處，以及它的方式。它有

助於建立一個屬於歐盟的感覺。在青年議會代表的推動下，這次

的辯論集合了各個區域的代表，辯論會由法國歐洲教育培訓機構

的主任Antoine Godbert親自揭幕，還有一些青少年現身說明他

們的親身經歷以及學習及實習環境，還有歐洲志工的服務經驗，

個人計畫等。最後由Philippe Richert以主張「歐洲就在我們每個

人的身邊」為目標，做為這次在阿爾薩斯省歐洲之月的一個完美

句點。

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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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年輕族群】

校園推廣

在歐洲月裡，青少年大眾是活

動優先特別推廣的族群。因此，歐

洲機構資訊中心加強了對學校的影

響，且實行對阿爾薩斯省的1,289名
小學、中學及高中學生推廣53個活

動。

歐洲的事蹟及遊戲活動

除了校園推廣外，許多與歐

洲相關的活動也為了阿爾薩斯省的

青少年們舉辦：關於歐洲事蹟的演

講、歌唱、遊戲、以及能幫助了解

歐洲其他國家文化的展室等。針對

幼稚園學童到高中生的年輕族群們，

透過這些有趣的活動，可以認識許

多歐洲國家的文化豐富性及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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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性的會議及研討會

到了六月一日，阿爾薩

斯省會在當地展開第一場關

於「年輕族群在歐洲的變動

性」的研討會。在全球化的

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公司

偏好尋找有國際相關經驗證

明的新鮮人。

針對這些年輕族群，歐洲變

動性會議是第一個在單一地區所

舉辦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能提

供超過250位學生諮詢教育目的

之活動性(伊拉斯莫斯計畫、教

育交流…)、專業志向(培訓、國

際企業實習)、以及非正式教育

(歐盟志工服務、交換學生…)。

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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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自35個機構的歐洲交流人員參加研討會，例如易於整合畢

業 學 生 的 協 會 (l’Association pour Faciliter l’Inser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Jeunes diplômés) 、 斯 特 拉 斯 堡 大 學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 國 際 生 涯 協 會 (l’association
Itinéraire International)、歐洲委員會(le Conseil de l’Europe)、學

生線上聯絡網(le Réseau Express Jeunes) ……等。

整個下午，許多學生將會分享他們的歐洲體驗。這段體驗會

得到許多收穫，對提升個人成長及豐富履歷將有諸多貢獻。

歐洲日 La Journée de 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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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trasbourg européenne
http://www.strasbourg-europe.eu/
Bilan d’activité Mois de l’Europe en Alsace
http://www.region-alsace.eu/sites/default/files/fichiers/europe-
international/bilanmoiseuropev2.pdf
 Introduction
http://www.touteleurope.eu/fr/actions/construction-europeenne/information-et-
communication-sur-l-europe/presentation/9-mai-journee-de-l-euro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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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拉 斯 莫 斯 (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 ，生於1466年10月27日、

卒於1536年7月12日，是中古世紀著名的

荷蘭籍學者以及神學家。他在15世紀時

到歐洲各地的修道院學習，而伊拉斯莫

斯計畫以他命名是為了響應他在歐洲各

地追求知識的精神。

誰是伊拉斯莫斯?

什麼是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Programme全名為European Region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是於1987年創立的歐盟國家交換學

生計畫。此計畫給了歐盟學生與教師短期的學

術交流機會、使歐洲各國學生以更自由的方式

學習歐洲各國文化，也促進了歐洲各大學間的

合作以及分享教育資源。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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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4 李易蓁_許僑臻/整理]

法國年輕人與伊拉斯莫斯計畫



根據Statistics for all的統計，2008到2010年每年約有三萬名

左右的法國學生參與伊拉斯莫斯計畫，學制從短期交流、學士、

碩士、博士都有。他們平均在其他歐洲國家學習六個月，而最多

法國學生前往的前五名國家為西班牙、英國、德國、義大利、瑞

典。

數據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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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公寓(L’Auberge espagnole)是2002
年由法國導演Cédric Klapisch執導的喜劇電影

。這部電影不僅入圍了凱撒獎最佳電影、最佳

導演、最佳女配角、最佳劇本等獎項。

法國女演員Cécile de France更是因為這

部電影獲得了凱薩獎最佳新人獎。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伊拉斯莫斯計畫，

這部電影絕對是你的首選！

西班牙公寓

法國人Xavier在一個機緣下參與了伊拉斯莫斯計畫，前往了

巴塞隆納當交換學生。他到了當地後住進了一個特別的公寓。那

裡住著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比利時人、英國人、丹麥人、德國

人、義大利人。六人同住一個屋簷下勢必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及文

化。他就因此增廣見聞、成長、蛻變、自我探索，而西班牙語更

是大大的進步。

故事大綱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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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拉 斯 莫 斯 世 界 計 畫 (Erasmus
Mundus)是伊拉斯莫斯計畫的國際版，創

立於2003年。

目前有一百多個碩士學位學程，而從

2010年開始也開始了博士學位學程。

學生們能夠在兩到三個國家學習，而

且不只開放給歐盟國學生申請，非歐盟國

家學生每年也能獲得大約24000歐元的獎學

金，是很寶貴的機會。

如果有興趣可到官網查詢相關的申請

資訊。(http://goo.gl/hxo5X)

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

 促進歐洲高等教育標準

 接納世界各地的大學畢業生前往
歐盟求學以及吸取經驗

 提升歐盟與第三國高等教育機構
湖合作

 提高歐洲高等教育的國際能見度

目標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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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教育展

歐洲教育展例行於每年11月舉辦。2012年共有兩場：台北場

(11/10-11)、高雄場(11/12)。而歐盟經貿辦事處每年都會設攤推

廣伊拉斯莫斯世界計畫。往年也有從這個計畫畢業的校友前往演

講分想當年念書的經驗。因此，對於這個獎學金有興趣的同學不

妨前往歐洲教育展諮詢一下，想必會有很大的收穫。

[法國與歐盟]投稿

資料來源

http://ec.europa.eu/education/external-relation-programmes/mundus_en.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asmus_Programme
http://www.eef-taiwan.org.tw/index_en.asp
http://www.statisticsforall.eu/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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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藝文報導

地 點：高雄美術館第104、105展廳

時 間：101年10月20日～102年2月17日；每週一休館；農曆春節
除夕2/9及大年初一2/10休館

展覽時間：9：30～17：30（下午 17：00 停止售票及入場）

票 價：全票$250 一般個人參觀者
優惠票$220學生持有效之本國學生證，每証限購乙張
敬老票$150本國籍65歲以上長者憑證件，每証限購乙張
中國信託卡友刷中國信託信用卡買票，享9折優惠

免票資格：身高110公分以下之兒童、身心障礙手冊者與陪同者一位
（不分國籍，憑證件入場）

交通方式：如果有車，建議騎車去，因為公車非常難等(小編我等了
快一小時)，如果你的情況和小編一樣，沒有其他辦法，
那就到捷運巨蛋站去搭3號公車吧，在1號出口。

官方網站：http://www.mediasphere.com.tw/dali/

[XG2A陳心惠/整理_報導]

俏皮的薩爾瓦多•達利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43

歐洲藝文報導

因為此次展有嚴密拍照監管，所以圖片大多出自於網路、展覽手
冊。若去展場，建議在入口處租借導覽機 (100元)或是周二~周六
10:30、14:00；周日上午10:30會有免費專人導覽，還有一方法是先去
紀念品部買300元的展覽手冊。

進場右手邊為一隻長腳大象，正前方為達利的照片。由照片得知，
達利的藝術不只於「擺飾」更運用在生活上，又可以知道，藝術就在
生活當中，至於是甚麼，小編我就不再透露了，去現場看看吧!左手
邊為「長頸鹿維納斯」

再往內走，可以看到一連串玻璃藝術品。玻璃的「扭曲、變形」

正代表著超現實主義。右邊牆上有一幅用眼睛填滿的畫，正對面、

也是中央放著一個極為出名、在很多念品上出現的「唇型沙發」。

這擺放不知是美術館特意安排還是別有涵義?在沙發右方，有許多

畫，皆含拼貼成分。

有名的唇型沙發

你是先看到長頸鹿，還是維納斯?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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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發左邊，是小編本次最有興趣、也是看得最起勁的「黃金藝

術品區」(絕大部分為18K金，小編有注意喔!)只要看過一遍，就可

以發現，達利的金製藝術品多充滿了「錢幣」的元素，那是因為達

利把他自己和他老婆，卡拉(Gala)當成超現實主義王國中的國王與

皇后，他自己做達利王國正式錢幣!正面為他們倆的肖像，背面則是

百合花以及蜜蜂，代表他們所統治的王國徽章。這種錢幣主要有五

元、兩元、一元與五角等黃金幣。古代傳統的皇室都必須要有他們

專屬的配件與用品設計，所以達利也比照辦理。

花達利卡拉別針

伊西斯自畫像

烏龜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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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左走，就是青銅製品了，不用擔心會醜醜的，因為上面

的漆大都是漂亮、富有質感的顏色。

達作品中有許多「軟化的時鐘」，這些代表現時失去了報時

能力，象徵追尋夢中「潛意識的時間」一種無時間性的永恆。

達利的作品大多是諷刺的，但少數有讚美的，例如最有名的

「梅維斯特沙發」(Mae West Sofa)，梅維斯特在當時是享有盛

名的明星，達利正是她的粉絲之一，於是，這沙發便誕生了。不

同於以往偏執的諷刺手法，開始將靈感與實際事物做連結、做出

實用性的作品，以向她致敬。

時間的輪廓(PROFILE OF TIME) 

背負時間馬鞍的馬
(HORSE SADDLED WITH TIME)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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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現實藝術主軸為想像，達利之所以會如此成功，除了豐富

想像力、功力高強的技術以外，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經過世界

大戰後，寫實畫家不再是主流，痛苦的人們、荒涼的土地、戰亂

的國家，就算畫出來，有沒人想看，於是，就誕生出極為乾淨的

抽象派和瘋狂想像的超寫實派了。達利一生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

戰，他運用了強力的想像力，度過困難，入口處的那隻大象就是

這麼來的。達利與他的太太──卡拉(Gala)，相戀時，卡拉還是別

人的太太，又大了達利九歲，在當時的社會，以及天主教中，這

是無法接受的事!也因為這件事，令達利與他父親的關係僵化，直

到受到一連串的人生歷練以及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才合好。這

些背景，使他時而會以這種心情表現在他的作品上，這也讓我們

了解，他對於摩西的不滿以及對於維納斯的迷戀為何了。

摩西與基督教徒(MOISE ET
LE MONTHÉISME)系列其
中一幅，圖中的臉是摩西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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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資料擷取自網路)

亞當與夏娃
(ADAM AND EVE)

歇斯底里的裸女(NU FÉMININ 
HYSTÉRIQUE ET AÉRODYNAMIQUE) 

抽屜人(CABINET 
ANTHROPOMORPHIQUE) 

空間維納斯
(SPACE VENUS)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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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藝術(L‘ART D’AIMER) 系列

抽屜人的預感
(PREMONITION DE TIROIRS)

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 

系列其中之一

燃燒中的女人
(WOMAN AFLAME)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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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編我一點都不懂藝術，這次之所以選這個展是因為時間剛

好，交通還可以接受，再加上湊熱鬧的心情才去看的。為了寫出這

個報導，小編我不惜犧牲讀書時間，從台南趕到高美館去看這展。

雖然我真的看不太懂藝術，但是精美的雕像以及充滿各種特殊意義

的作品的確感動了我。第一次知道，抽屜代表的意義；第一次知道，

黃金可以做的這麼美；第一次知道，原來銅雕可以這麼美。也第一

次知道，原來單單一個嘴唇造型的沙發可以做成如此眾多種類的紀

念品。雖然我在沒有導覽機下，真的看不太懂，也不知為何達利要

做這些別有涵義的作品，但是，我的確被單純的「美」吸引住，就

算你不懂藝術，沒關係，花這筆錢去看這些美的事物，也是值得的。

展場外的時間之舞2
(DANCE OF TIME Ⅱ)

旗子:由左到右:高美館X2、西班牙(瘋狂
達利)、英國、俄羅斯(黑土大地)、中華
名國(陳水財)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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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包如果超過規定大小(右邊柱子前
的牌子上有寫)，要到右手邊的寄物
處寄放喔!

一進門，就會有貼心的工作人員問你要不要租
借語音導覽機喔!

入口處。要再往內直走到後面才
是達利的展場，到那才會撕票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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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戰利品：吸水杯墊、時鐘貼
紙、鬍子形狀名片

進入美術館後，左手邊就可以和燃燒中
的女人的仿製品合照，還附道具

被撕過的票

紀念品店。在進入美術館後右手邊

再次入場章。在出口處，工作人員
會很貼心的幫你蓋上，這樣當天你

就可以進出此展無限多次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資料來源：

http://www.mediasphere.com.tw/dali/
導覽書

現場導覽員

圖：

俏皮達利http://goo.gl/lTP7w
長頸鹿維納斯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668050
「唇型沙發」http://www.mediasphere.com.tw/dali/
花，http://texpired.blogspot.tw/2012/08/dali.html#!/2012/08/dali.html
達力卡拉別針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668050
伊西斯自畫像http://goo.gl/Glp5N
烏龜http://goo.gl/Glp5N
背負時間馬鞍的馬(HORSE SADDLED WITH TIME) http://goo.gl/qWISg
時間的輪廓(PROFILE OF TIME) http://goo.gl/S6FrM
摩西與基督教徒(MOISE ET LE MONTHÉISME) http://goo.gl/mGWJe
亞當與夏娃(ADAM AND EVE) http://ebook.taaze.tw/do/dali/default.html
空間維納斯(SPACE VENUS) http://zadane.pl/zadanie/346153
歇斯底里的裸女(NU FÉMININ HYSTÉRIQUE ET AÉRODYNAMIQUE) 
http://goo.gl/No6E6
抽屜人(CABINET ANTHROPOMORPHIQUE) http://goo.gl/KfcYU
燃燒中的女人(WOMAN AFLAME) http://goo.gl/sLZqJ
愛的藝術(L'ART D'AIMER) http://letspet.blogspot.tw/2012/09/show-part-iii.html
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http://alancook.wordpress.com/2009/11/17/salvador-dali-alice-in-wonderland/
抽屜人的預感(PREMONITION DE TIROIRS) 
http://letspet.blogspot.tw/2012/09/show-part-iii.html
和小編我自己拍的

歐洲藝文報導
瘋狂達利：超現實主義大師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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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S2A何若瑄/整理]

Q：西班牙紅酒為何在國際的舞臺上
表現亮眼?

西班牙葡萄酒產量居世界第三位，而且有很

多質量非常優秀的葡萄酒，更值得慶幸的是它不

像法國葡萄酒被世人投注了大量的目光，也不像

加州的葡萄酒，有專業媒體替他宣傳炒作，我們

還可以得到更加實惠的價格，當然除了象Vega
Sicilia酒廠的“UNICO”這樣極個別的例子除外。

西班牙的葡萄種植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在公

元前1100年，腓尼基人開始用葡萄釀酒。但是西班牙葡萄酒的歷

史並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光輝，直到1868年，法國葡萄園遭受根

瘤蚜蟲病的災難，很多法國的釀酒師，他們多數是來自波爾多，

來到了西班牙的Rioja，帶來了他們的技術與經驗，這才讓西班牙

的葡萄酒進入騰飛期。這段時間，法國的葡萄園大面積被剷除，

由於葡萄酒緊缺也從西班牙進口了相當數量的葡萄酒。這也是法

國為西班牙提高釀酒水平作出貢獻的佐證。

據說最早把葡萄引進西班牙的是腓尼基人，他們在開墾葡萄

園。雖然有一千多年的釀酒經驗，但西班牙的人種植和製酒技術

並沒有隨著時代演變而進步。世紀中末期，法國葡萄園受芽蟲侵

害，很多法國酒商到其它國家尋酒和買葡萄，而西班牙北部的等

地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他們把很多釀酒的竅門傳授給當地人，西

班牙酒才有極會擠進世界級行列。

Unico 葡萄酒(圖1)

西班牙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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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多樣的氣候和土質培育

出了多樣的葡萄種類，而每一個品

種都獨具特點。在西班牙，每一顆

葡萄藤都受到特殊的照料，在西班

牙這片土地上生長的葡萄，在日益

更新的種植技術的呵護下，其品質

已經贏得了相當的國際聲望。從一

些炎熱乾燥的南方；潮濕的北方；

到卡斯特亞娜(castellana)高原嚴酷

的冬季。西班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

子：葡萄藤適應各式各樣的生長氣

候，地理環境，和地質條件。

日照在葡萄的生長中也佔據重要作用。

西班牙的日照時間根據地區的不同而各異：

在靠近伊比利亞半島北部和東北部的葡萄莊

園平均每年有大約2000小時的直接日照時間

；而在加迪斯海灣(Golfo de Cadiz)和東南

部的一些地區，每年的平均日照超過了3000
小時，這也是全球日照時間最長的區域之一

。

降水量也是另一個影響葡萄生長的重要

因素。它是影響葡萄產量和質量的決定性因

素。每年冬季伊比利亞半島的降雨正有利於

當年的產量：它正逢時宜的補充了夏季帶來

的乾旱，對葡萄的結果十分有利。如果正趕

上乾燥炎熱的夏季，那就促成了釀造葡萄酒

最好的年份。

葡萄種類(圖2)

博巴爾Bobal葡萄(圖3)

西班牙紅酒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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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也是另一個影響葡萄生長的重要因素。它是影響葡萄產量
和質量的決定性因素。每年冬季伊比利亞半島的降雨正有利於當年的
產量：它正逢時宜的補充了夏季帶來的乾旱，對葡萄的結果十分有利
。如果正趕上乾燥炎熱的夏季，那就促成了釀造葡萄酒最好的年份。
需要強調的是，西班牙擁有了十分適合葡萄生長的自然環境(羅莎爾
Rosal,皮裏奧拉托 Priorato,裏貝拉‧多諾 Ribera del Duero, 桑盧卡‧
巴拉梅拉Sanlucar de Barrameda等)，這直接影響了各個地區葡萄莊園
的產品質量。包括是地勢的高低，山勢的起伏；葡萄種植于山坡還是
穀底，都會影響到葡萄品質特點，是讓所屬莊園的葡萄酒具有獨特品
質的重要因素。

葡萄是影響葡萄酒品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於葡萄樹的修剪，
施肥，灌溉以及防蟲害都能夠影響葡萄的品質，但是葡萄自身的品種
才是最關鍵的：在釀造成葡萄酒的過程中，無論原料的優劣，其葡萄
的品質也將轉化於釀成的葡萄酒中。每一種葡萄原汁都具有至少一種
葡萄原料自身最突出的品質——醇香，質感或者是色澤。

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產國，很多釀酒國家甚至向他們購買
葡萄。葡萄酒產量則排名第三，在義大利和法國之後。

葡萄園(圖4)

日照在葡萄的生長中也佔

據重要作用。西班牙的日照時

間根據地區的不同而各異：在

靠近伊比利亞半島北部和東北

部的葡萄莊園平均每年有大約

2000小時的直接日照時間；而

在加迪斯海灣(Golfo de Cadiz)
和東南部的一些地區，每年的

平均日照超過了3,000小時，這

也是全球日照時間最長的區域

之一。

Do You Know
西班牙紅酒



參考資料：
http://www.spanishwine.asia/zh-hk/3/2.php
http://www.spanishwine.asia/zh-hk/3/3.php
http://www.spanishwine.asia/zh-hk/3/5.php

圖片：
圖1
https://encryptedtbn3.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QzgOYzmJSeqqyPOt3DWH
WHGd--hp9ZyIRyfVlR1nCMkZK3keup
圖2
http://www.spanishwine.asia/es/3/img/45.jpg
圖3
http://www.spanishwine.asia/es/3/img/428.jpg
圖4
http://www.spanishwine.asia/es/3/img/323.jpg

56

Do You Know
西班牙紅酒



57

校外活動快訊

前進吧!人生 主題影展

展映日期：2012-11-06 ~ 2012-11-30
展覽地點：高雄市電影館
官方網站：http://kfa.kcg.gov.tw/

夏天的故事
http://goo.gl/8bZBb

啄木鳥與雨
http://goo.gl/XQmEH

人間師格
http://goo.gl/GJKRf

非普通服務
http://goo.gl/lbW6w

愛無7限
http://goo.gl/7S0mc

星叭克超有種
http://goo.gl/tC6nC

阿蒙與橡樹
http://goo.gl/CT5OF

搬運你的未來
http://goo.gl/Nt1nC

萬能人力銀行
http://goo.gl/GCKjY

芭蕾首步曲
http://goo.gl/eQ8kq



58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73
編輯團隊

2012年11月23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 張守慧主任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學院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
文編COPY EDITOR 何若瑄、張涵恩、陳心惠、江沐錦

電子報訂閱：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