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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12/19(三) 美國實習旅遊計畫注意
事項及申請流程實習的類型與環境
(Q003；15:30-17:00)
講座內容：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簡
惠萍小姐來校，說明美國實習旅遊
計劃相關細節。

西方文明漢學先驅，高母羨 (Fray Juan Cobo)：首本
中翻西著作及首份歐洲神學-哲學-科學中譯本之430
週年致敬

演講時間：12/17(一) ；10:00-12:00
演講地點：Q002
演講內容：

本演講旨在紀念西方首位漢學家高母羨神父(Juan Cobo, 1542-
1592)，他為第一位將中國典籍(明心寶鑑)翻譯成歐語-西班牙語的

人。內容上大致介紹兩本高母羨神父的譯作，以及首本基督教義

書中譯本；藉此這個機會，對高母羨傳教士表達追思敬意，以及

讓重新大家認識他在漢學研究上的先驅成果。

演講邀請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蔡德士教授(Jos Ernesto Parra
Corts)來校擔任講者，演講將以西班牙語進行，並配有一中文口譯。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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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降法評等歐元下跌(中央社–2012年11月20日)
http://goo.gl/u6Vvr

西班牙以永久居留吸引外國人士前去置產(中廣新聞網-2012年11月
20日)
http://goo.gl/LwKYX

西班牙人口未來40年將減少一成(中廣新聞網-2012年11月20日)
http://goo.gl/dj7ux

法在野黨魁之爭沙柯吉盟友勝(路透社–2012年11月20日)
http://goo.gl/rAoch

女性主教案英國國教將表決(法新社–2012年11月20日)
http://goo.gl/UMY94

反同性婚合法近萬人巴黎示威(法新社–2012年11月19日)
http://goo.gl/GAw2a

法人：留意跌深歐洲股債基金(中時電子報–2012年11月19日)
http://goo.gl/ZwfkV

西班牙人縮衣節食 零售業打折促銷(自由時報–2012年11月19日)
http://goo.gl/9ow2E

[UF4A江沐錦/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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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揮刀 法3A信評飛了

繼年初標普揮刀砍去法國頂級信評後，週一(11月19日)穆迪也

跟進宣佈調降法國主權債信評等，並嚴詞批評法國總統歐蘭德

(Francois Hollande)的改革政策「太過樂觀」。如今國際3大信評機

構中，只剩惠譽尚未摘除法國3A的頂級信評桂冠。

但因法國頂級信評難保早在外界預料之中，市場反應算溫和，

法國股市小跌，歐元週一尾盤雖下跌0.3%，至1.2770美元，但周二

早盤隨即拉回至1.2795美元。法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周二盤中也僅

小幅上揚至2.122%。惟2年期法國公債殖利率一度上漲4個基點，創

下逾1個月來最大漲幅。

穆迪表示，調降法國信評的主要原因是「該國持續面臨結構性

的經濟挑戰」，且「競爭力持續流失」。

這凸顯出法國在歐債危機爆發3年、歷經政黨輪替與多番撙節

後，改革成果依然有限。。

[UF4A江沐錦/整理]

穆迪信評(圖1)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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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將法國主權債信評級由AAA調降為AA1，並將展望定

在「負向」；另外，標普早在今年1月就已將法國的頂級評等下調

一級至AA+。

穆迪對歐蘭德的增稅政策多所批評，認為政策背後預設的經濟

成長目標「太過樂觀」，且加稅也可能打擊消費者支出，並進而妨

礙經濟成長。穆迪法國首席分析師霍恩(Dietmar Hornung)表示，

此次降評決定是根據「單一國家分析」的結果，而非基於歐元區整

體情勢。霍恩直言，西班牙及義大利都已採取「某種程度」的行動，

但法國方面仍有短期上的憂慮。

他並指出，法國降評也會影響到歐元區紓困基金EFSF與ESM
的評等。法國在這兩大機制中的貢獻度僅次於德國。

不過法國政府週二提出反駁，表示該國改革措施正在按部就班

進行當中。法國財長摩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強調該國信評堅

實依舊，其降低失業、重拾經濟成長的計畫，將會取得成果。

目前歐元區17國中，只剩下德國、荷蘭、奧地利、芬蘭與盧森

堡等5國，還擁有國際三大信評公司中至少兩家所給予的頂級評等。

穆迪揮刀 法3A信評飛了
新聞深度報導

新聞來源：

穆迪降法信評法辯經濟健全(新唐人2012年11月20日)
http://goo.gl/Axpxk
穆迪揮刀法3A信評飛了(工商時報2012年11月21日)
http://goo.gl/a04Gt



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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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的建築，在世界上是極為有名的，為何呢?奇特的造型

不用說，更重要的是，實用性和美觀以及跟上時代的腳步，正

是勝利的關鍵。

台灣人對荷蘭建築並不陌生。這兩年，荷蘭人先後拿下台

灣南北兩個藝術中心的設計權。去年底，UNStudio設計的大立

精品店在高雄落腳；MVRDV的建築實驗「TheVerticalVillagec
垂直村落」，則預計在秋天為台北灰暗的老公寓畫上一抹彩虹。

(圖1)

藝術十足、與水爭地的建築大國──荷蘭

[XG2A陳心惠整理/翻譯]

最早打破創作界線，將建築設計與漫畫、普普藝術等年輕

人文化充分結合的，應屬60年代的英國建築團Archigram。然

而在網路時代將其發揚光大的，卻是荷蘭。

幾百年來，荷蘭人填海造陸，不斷與自然爭鬥，創造新的

空間。因此荷蘭建築充滿生氣勃勃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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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WoZoCo是荷蘭政府在為照顧阿姆斯特丹的獨居長者1997
年而建的低成本公共房屋，是由MVRDV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設

計。

當時他們被要求設計100個單位的高密度低成本國民住宅，

這是阿姆斯特丹市少有的高密度建築，同時考慮日照的要求，

以及政府希望保留市內的綠化地帶，建築物的長寬高都受到限

制，只為了確保現有建築物的採光狀況。

當MVRDV完成單位的基本設計時，發現現有的方案超出

高度限制的要求，其投影影響西邊住宅的採光程度，所以

WoZoCo的西側需要局部降低，但只能提供87個單位，因此另

外13個單位需要懸掛在北面。但以荷蘭的一般住屋要求來說，

向北的住宅單元很難被公眾所接受，因為向北的單元長年沒有
陽光直射入屋中, 最後受限於法規，WoZoCo上下兩層共四個

單元懸掛在北面，才使得WoZoCo有如此獨特的外形。

WoZoCo老人公寓

陸上建築

MVRDV 設計的老人公寓，

每戶都擁有色彩鮮豔的透明玻璃陽台，讓老人擁有美麗的黃昏風景(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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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至於南面的典型單位，雖然每層的平面都長得一樣，但

MVRDV拒絕以複製的方式將每一層的平面帶到其他各層，因

此MVRDV巧妙地使用露台和窗口的位置，為每層的外觀帶來

不同的變化，南面的露台和北面的懸掛單位令WoZoCo從平凡

中變出不凡。

MVRDV建築公司在1993年在荷
蘭鹿特丹成立，公司名子為成員
的 縮 寫 ： Winy Maas(1959) ，
Jacob van Rijs (1964) and
Nathalie de Vries (1965)。現今
所接的工程來自世界各地，承接
各種工程。

官方網站截圖(圖6)

公寓背面(圖4)

公寓正面(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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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為了向新時代邁進，但又不過份主導其地位，Mecanoo以
景觀建築的處理手法將圖書館的屋頂處理成一道大緩坡，坡上

覆蓋著草皮。圖書館主要空間均掩藏在草坡底下，草坡上僅露

出一個顯眼的圓錐體，使人一眼就瞧見圖書館的所在，這道草

坡與校園綠意串成一片，人們很輕鬆自在地漫步於此，躺在草

地上享受著陽光的溫暖，台灣建築物的屋頂經常是空調機電設

備躲藏的無人角落，然而 Mecanoo的新圖書館屋頂卻成為學生

們最愛聚集的所在。

圖書館的玻璃外牆及處於館內中心位置的透明圓錐體中空設
計，引入天然光幫助照明外，圓錐體頂部的天窗更能造成空氣對流，
將館內的熱氣帶走。

Central Library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圖7) (圖8)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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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圖書館平面為不規則多

邊形，南側為圖書館的最高

點，草坡由南向北緩緩而下。

圖書館東、西、南3向以玻璃

包覆，幫助採光。

草坡在北側與地面接觸的邊緣開了一道口逐漸向內壓縮，

來此的人宛如進入山洞般探險而通過圖書館入口，迎面而來竟

是一個寬敞的閱覽空間，閱覽空間中央有一個像是火箭底部的

物體，由幾根傾斜鋼柱撐起，往上即是象徵圖書館所在的圓錐

塔，圓錐塔內有4層座位區供人在此讀書。

(圖10)

(圖11)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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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圓錐體是閱覽空間的重心，

藏書置於四周，獨立式閱讀座位

有的面向牆壁，有的卻朝向散發

光線的圓錐體，讓讀者選擇個人

喜愛的景觀。另外有開放式的討

論空間和電腦使用區，除了實際

功用，各區檯凳形狀、用色不一，

各具視覺美感。

辦公室和研究室沿著閱覽

空間周圍配置，辦公室在東側

和南側，研究室在西側，全館

共有1000個座位，其中有300個
座位配有電腦，藏書則置放在

溫濕度控制功能的地下室。

(圖13)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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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不只對人口密集以及燥熱的氣候做出了許多路上建築，對

於氣候異變所帶來的海平面上升，荷蘭也想出了應對方法。那就

是水上建築－漂浮屋。

海平面上升和暴雨，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直接後果。像

荷蘭這樣的國家，必須長年累月地與水爭地。現在，荷蘭的政治

家、建築師和城市規劃者提出了不要與水作對，而是設法尋求與

其共存的可能。

荷蘭建築師肯恩．歐道斯(Koen Olthuis)說道：「一個受到

洪水威脅的國家，應該設法與它和平共存，而不是跟它對立。」，

解決方案是：當人類必須向水做出讓步的時候，就必須建造水上

房屋了。

然而，並非所有鄰居都對此感到高興。雖然80公頃土地上

的許多溫室不得不被拆掉，以便為水騰出地方，但是新建築不僅

具有實用價值，而且還可使週邊地區的溫室免遭水淹，所以是符

合經濟效益的。

根據不同的裝修和設備，荷蘭一棟水上房屋需要幾十萬歐

元。新一代水上房屋和傳統的船屋已不可同日而語。歐道斯計劃

在浮動平台上建造聯排住宅、道路和綠化地。這些浮動平台將透

過可移動的管道供電，並連接到下水道。石油鑽探平台採用的就

是類似的技術。歐道斯表示，在水上不僅可以造房子，還可建造

水上風景區、公園和高爾夫球場等。國外早已有人前來詢問建築

師能否滿足他們提出的特殊要求。

歐道斯說：「人們不願意為水上住宅多付1歐元。因此唯一

的辦法就是，讓水上房屋和陸上房子的造價完全一樣。」

水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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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漂浮屋不僅幫擁擠的城市找到新的居住空間，也不需要用冷

氣，因為水溫可以調節室溫，節省能源達25％，又不會排放二氧

化碳。水溫也可以調節冬天的室溫。在地面往下挖掘100公尺，一

到夏天，將微溫熱的水抽進儲水槽裡，由於是地底下，利用地下

土壤的自然現象來保持水溫，到了下雪的冬天，即使水溫是零度，

仍有調節功能，但這需要上百座漂浮屋同時儲水，才會有效果。

從船到屋，荷蘭已有20個漂浮社區，幾百年來，許多人住不

起陸地上的房子，只好住到運河上的船屋，成為窮人聚集的地方，

品質比不上地上的房子。可是，最近10年，水上屋不再是窮人的

專利。富人們花錢購買那些舊船屋，改裝成美觀舒適的漂浮別墅，

阿姆斯特丹目前大約就有300座～400座。

過去的船屋只是「船」，現在的漂浮屋有新設計，提升為

「屋」，居住品質大幅進步。

外觀(圖15)

舒適的房屋內部(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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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漂浮屋的建材的建造原理和地面房子一樣，用的是木頭、磚

頭、鋁或鋼鐵，屋子底部是水泥打造的中空基底，就像地下酒窖、

地下車庫，沉在水中，讓房屋浮在水面上至少一公尺，內外不能生

鏽，以維持品質。

一旦發生水災，漂浮屋外的洪水水位會上升6公尺，屋子跟著

水位高漲，理論上可以漲到20公尺，不過這需要更結實、更長的纜

繩，也要花更多錢。實際上，荷蘭如果淹水，水位也僅僅增加50公
分～60公分。因此漂浮屋很安全。

靠近河岸的漂浮屋用纜繩、木樁固定，房子隨水波上下浮動，

只要房子地基愈大，晃動感覺就愈小，住起來雖有些搖晃，據住戶

表示，他們都習慣了，不會頭暈。

原理示意圖(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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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英國媒體報導，荷蘭建築師肯恩．歐道斯推出名為「新水」

的專案，其中包括世界第一座水上浮動公寓樓「城堡」。據悉，

這個浮動公寓樓將採用水冷卻技術，比傳統的陸地建築節能25%。

荷蘭是世界著名的「低地國」。以前，為了避免房屋被洪

水淹沒，荷蘭經常把低窪地帶的水抽乾。這次的新專案則是要保

留低窪地區的積水，讓所有建築物都能隨著水勢漲落漂浮。

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浮動公寓樓，「城堡」將建造在由重型

水泥沉箱支撐的浮動地基上。整個「城堡」將由60套豪華公寓組

成，另外包括一個停車場、一條浮動道路及數個碼頭。每套公寓

還有獨立花園陽台，住戶可享受「無敵水景」。

(圖18) (圖1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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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肯恩．歐道斯(Koen Olthuis)，Waterstudio.nl的創辦人以

及漂浮屋的專家， 最近在TEDxWarwick說明了漂浮屋的利益。

多年來，我們都在看他的作品，現今，他在水上建屋的想法越

來越受到關注，因為這可以減少並改變水患和氣候變化給大都

市的影響。

影片截圖(圖21)

影片截圖(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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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38歲的建築師肯恩．歐道斯就創世界先例，率先設計出漂浮屋，
自從2003年創立Waterstudio公司，至今已設計40件漂浮建築。

因為這項創舉，他還在2007年被《TIME》雜誌選為全球具有影
響力的人物，更引發東京、杜拜、首爾等城市的興趣，紛紛委託他
在市中心規劃漂浮島。

Koen Olthuis(圖23)

資料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MVRDV
http://goo.gl/NXWjZ
圖1: http://goo.gl/lu0Ku
老人公寓及圖2到圖5: http://goo.gl/ShdGX
圖6: http://www.mvrdv.nl/
TU Delft 圖書館及圖7到圖14: http://goo.gl/nrNZI
圖15: http://www.waterstudio.nl/projects/50
圖16: http://www.waterstudio.nl/projects/33#
圖17: http://blog.udn.com/dk1858camry/1232437
圖18: http://goo.gl/orRnK
圖19: http://goo.gl/nM5F1
圖20: http://www.archifield.net/vb/showthread.php?5853-
圖21、22: http://goo.gl/2ibsA
圖23:http://goo.gl/4lJj8
http://goo.gl/r2qZf
肯恩．歐道斯 TEDxWarwick演講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ppfIhX5eSw

現在，荷蘭政府和他合作，以還
地於河的概念，讓低地回復為原本
該有的湖泊沼澤，在水上放置漂流
島，日後他還要設計漂浮社區、公
園、高爾夫球場，帶領大家走進漂
浮的未來。



阿茲海默症：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阿茲海默症是一個至今仍然沒有辦法根治的神經退化性疾病。今年

最新發表的兩項研究預期將成為測試新藥物的新標準，並再次證實及

早發現阿茲海默症的重要性。

第一項研究是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聖頓大學醫學院團隊的研究

成果。他們發現有阿茲海默症基因的患者，在開始出現記憶問題以及

失去思考能力的前二十五年，就可以觀察到初期症狀，會出現的初期

症狀是腦脊髓液中澱粉樣蛋白(beta amyloid)減少，是導致阿茲海默症

的主因。到了發病前十年，大腦對葡萄糖的消粍量減少，某些輕微的

記憶障礙則可以診斷出來。

第二項研究則發表在英國的《自然》期刊(Nature)上，指出罕見的

澱粉樣前體蛋白(APP)基因變異能保護部份阿茲海默症患者。由Kari
Stefansson帶領的冰島deCODE遺傳學科學研究公司研究團隊，在1795
位參與該項研究的冰島受試者中，確認1%的受試者受到該基因變異的

保護。冰島團隊發現APP的基因變異能使澱粉樣蛋白減少將近40%，表

示抗澱粉樣蛋白療法或許是一條可行之道。此變異基因也可以預防因

老化而常見的大腦功能衰退。

歐盟學術專欄

[UA2A施珊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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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發布時間：2012/10/06
作者：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
文章來源：法國《世界報》(Le Monde)

圖1



就阿茲海默症的研究而言，有幾項重要的進展。首先是診斷

概念。許多新的診斷研究都開始針對臨床初期症狀進行探討。今

日，當病人在臨床上被宣佈罹患阿茲海默症時，我們知道該病症

從5、10甚至15年前就開始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從臨床前期就探

討阿茲海默症。第二個進展是5年前就已經發現生物標記，讓我

們能夠在患者出現臨床病徵之前就確診。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想，

是否可以利用這些生物標記來測試新藥，或是有可能利用那些臨

床前期就已知的生物標記。在臨床前期，患者的神經元潛力還沒

有完全喪失。最後，研究員也證實了抽煙、長期閒逸、憂鬱、過

重等等是致病的危險因子。針對這些危險因子著手，似乎能夠降

低阿茲海默症的罹患率和發病率。所有這些發現都可以改善對患

者的照料，讓患者能夠及早確診，以期獲得更好的治療，甚至阻

止病情的發展。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資料來源：法國《世界報》(Le Monde)，2012 年 7 月 12 日及 7 月 22 日

原文網址：http://abonnes.lemonde.fr/sante/article/2012/07/12/alzheimer-l-idee-
du-besoin-de-detection-precoce-renforcee_1733125_1651302.html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11011013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reAak
圖2: http://goo.gl/wFW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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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灰黑的雨雲籠罩著銀行大樓－這個圖片是許多人對此城市的印

象，畢竟它太常出現在新聞報導中，全歐洲，甚至全世界都關注金

融危機中，位於這個黑森城市的歐洲央行對歐元的命運做了什麼樣

的決定。

編按：《Deutsch Perfekt 》在11月號的主題為《世界村－法蘭克福》的文

章，這期的報導訪問了許多長期居住在法蘭克福且融入當地生活的移民，

他們對於法蘭克福的移民群皆有不小的貢獻，他們對於法蘭克福的評價是

正面還是負面的呢?
-------------------------------------------------------------------------------------

《Deutsch Perfekt》
世界村－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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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法蘭克福不只是一個金融中心，在德國更沒有一個地方像黑

森的這個城市融合如此多文化，有些人稱它為美茵河的巴比倫

(Babylon am Main)，博客哈特(Marcek Burkhardt)在這遇見了來

到此地的並覺得自己是「真正的法蘭克福人」的外地人。

[XG5A 蕭姿慧/編譯]



世界觀點

「當時，我不會半句德文，我

覺得我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

界」，烏祖內爾回憶著：「可是這

裡的人們思想開放且友善，這讓我

覺得輕鬆不少，很快地，我覺得這

裡是我的故鄉，我是一個熱愛法蘭

克福的當地人，我以驕傲的法蘭克

福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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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海姆(圖2)

由於這個象徵性的圖片讓許多人認為：法蘭克福一定事一個

冷漠且無聊的城市。自10歲時從土耳其移民到法蘭克福並居住於此

22年的烏祖內爾(Fatih Uzuner)發自內心的嘲笑這幅陳腔濫調的圖

片，他認為，法蘭克福是一個相當舒適的城市，人們在這裡可以擁

有很好的生活。

法蘭克福(圖3)

法蘭克福是一個銀行城，但絕

不只是單單一個銀行城，當你在法

蘭克福近郊的美麗郊區，如：伯恩

海 姆 (Bornheim) 、 薩 克 森 豪 森

(Sachsenhausen)或者北區，你將會

忘記惱人且令人喘不過氣的金融商

業生活。



世界觀點

「不要感到驚訝」，烏祖內爾說：「在法蘭克福居住了超

過來自180個國家的人。」平均大約每4個人中就有1個是外國

人，今日，10個小學生裡面就有7個擁有非德國籍的外國籍。

烏祖內爾在一間十分著名的移民高中教授體育和英文，一個教

室裡26個學生就有23個具有移民背景，且學生們相處十分融

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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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蘭
克
福
步
行
街(

圖

4)

烏祖內爾以友善及寬廣的眼光看世界，他的笑聲具有傳染

力，從咖啡廳的花園到溫暖、陽光普照且人山人海的步行街都

可被聽到。如果有人觀察這條步行街一段時間，他將會遇見全

世界。



世界觀點

烏祖內爾在空閒時間從事跨文化交

流的活動，在幾個月前他成立了第一個

民間籃球隊－069法蘭克福，069是法蘭

克福地區的電話開頭，「這突顯出我們

是這個城市的人」他解釋著。球隊現在

有50個來自各國的球員，我們敞開雙臂

歡迎每個人的加入，「我自己曾體驗過，

融合在運動是怎麼運作的，我想要繼續

將這個經驗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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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069籃球隊隊徽(圖5)

由於多元的文化使得法蘭克福被稱為美茵河上的巴比倫，雖

然這裡的使用的語言種類比其他地方都多，可是幸運的是，人們互

相了解，社區們擁有良好的溝通，沒有人會被孤立或擁戴，這是和

巴比倫不同的地方

來自巴基斯坦的曼索(Amir Mansoor)也做了和烏祖內爾十分

類似的事，他與來自各國的人創立的一個劇團，「它是一座連結

文化的橋樑」，曼索表示。自2004年開始，曼索與他的朋友們將

歡樂的台詞與幽默帶到了舞台上，因此他們贏得了來自法蘭克福

的移民融合獎，現在，他們的劇團也提供語言課程給想要學習德

文的境外移民者。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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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索在法蘭克福生活超過20年，如今他已經40歲且認為法蘭

克福是他的家鄉，而他則是法蘭克福人，「在這裡我有言論及思

想自由，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在火車站人們可以買到想

買的東西，即使是巴基斯坦的傳統小吃。

其實，在法蘭克福車站附近有些時候會有充滿異國風味的大

型的亞洲市集，例如，許多販賣新鮮蔬果、肉、起司等的小攤販，

有些則是販賣印度寶來塢的DVD、亞洲檀香、瑞士巧克力或以色

列啤酒。

圖6

如果你是搭乘火車來到這裡的話，你會馬上見識到多彩且有

活力的生活，但是這裡也有殘酷的一面，尤其是法蘭克福車站附

近，在市中心的附近聚集了遊民、毒蟲、妓女以及大小犯罪，在

街上公開施打毒品、大聲吵鬧引起他人注意，優美的市民中心充

滿了關於「女孩！女孩！女孩！」(Girls, Girls, Girls以及色情展

示窗的霓虹燈招牌(圖2)，在招牌下坐著一個衣衫破爛的老人向路

過的行人乞討，這時路過了三個西裝筆挺的男士，其中兩個對老

人視而不見，第三個向老人說些話，男士們在這霓虹燈閃爍的街

道向前走了幾公尺，老人說：「回來！你一定有0.5歐元可以給我，

不要向那些男人一樣，老是說沒錢，而身影卻消失在一間妓院」。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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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德國最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嗎? 瑟拉(Teresita del
Pilar Serra-Duran)，一位來自智利的藝術家對於這個問題沒有

多想，她回答，「邪惡與道德淪喪的生活是法蘭克福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十分有趣，因為這個城市居然有這麼大的反差。」瑟

拉集畫家、舞蹈家以及時尚設計家於一身，有時她會坐在車站

附近的咖啡廳數個小時，並觀察人們。

原文：
Deutsch Perfekt
圖片來源：
Wiki 
http://www.ichliebefrankfurt.de/broadband/81266.jpeg
http://goo.gl/KvpFX
http://ais.badische-zeitung.de/piece/01/fd/7e/15/33390101.jpg

她將她所聽到、看到與感覺到的應用到藝術上，她在法蘭克福的

近郊有一間畫廊，她也喜歡在家工作，「我雖然喜歡法蘭克福喧鬧且

多彩的生活，可是我最喜歡的地方當然還是我家。」她的家位在葛麗

絲海姆(Griesheim)，距離火車站只有幾分鐘的車程，「這是一個很明

顯的反差，住在這裡就像住在小鎮一樣，人們彼此互相認、一起慶祝，

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瑟拉解釋著。

從公寓的窗外看出去，是鴨子家庭，後面是美麗的港邊，路旁佇

立著老樹，而萊茵河則從旁流過，天鵝在綠色的萊因河內游泳，垂釣

者在提岸等著魚上鉤，「這不是最棒的田園風光嗎？」瑟拉問並幸福

地看向窗外說道，「我花了很多力氣才從法蘭克福搬出來，法蘭克福

是一個相當有活力的城市。」

其實，法蘭克福是一個非常多樣貌的城市，就如同台灣的大城市

一樣，它可以寧靜、狂野、神秘或知性，在這裡誕生了德國文學的大

文豪－歌德、著名女高音雪佛(Christine Schafer)、安妮日記的作者安

妮‧法蘭克(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今日在車站附近是著名的

紅燈區以及大大小小的中國餐廳，在3站地鐵以外的地方是和其他城市

相似的老城區，每年法蘭克福舉行著大大小小的會展，吸引許多人前

來，不同的人對法蘭克福有不同的看法，你對法蘭克福的看法是什麼

呢?



閃耀歐洲-Eurovision歌唱大賽

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是歐洲廣播聯

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簡稱EBU)主辦的一項歌

唱比賽，自1956年開始舉辦，是同類型比賽中規模最大者之

一。在2008年，一共有43個歐洲及鄰近國家派出代表參加比

賽，並有1.5億觀眾透過電視觀看了決賽。比賽中每個國家派

出一個歌手或一個樂團演唱一首自選的歌曲，之後觀眾透過

電話、簡訊或網路投選最喜歡的歌手，再統計各國的票數間

接選出優勝者。而勝出者所代表的國家自動成為下年決賽的

主辦國。在過去54屆比賽，愛爾蘭代表勝出了7次，是各國之

冠。英國、法國、盧森堡和瑞典代表各勝出了5次並列第二。

歷屆優勝者中，1974年瑞典流行樂團ABBA和1988年勝出的

席琳‧狄翁(Celine Dion)成了國際知名的巨星。

1974年 ABBA樂團現場演唱(圖1) 1988年席琳·狄翁現場演唱(圖2)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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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耀歐洲-Eurovision歌唱大賽



緣起

歐洲歌唱大賽在1950年代，正值歐洲戰後重建，位於瑞士的

EBU特別設立了一個委員會希望創辦一個輕鬆娛樂的活動能使

促進歐洲廣播聯盟成員國彼此交流。在1955年1月於莫斯科舉

行的一次委員會議中，瑞士電視廣總幹事兼委員會主席Marcel
Bezençon提出以一種電視節目形式播出歐洲廣播聯盟成員國

共同參予國際歌唱大賽的點子。這個賽事勝於當時一直在義大

利舉行的聖雷默音樂節(Sanremo Music Festival)，並且對直

播電視節目的技術來說是一項全新的挑戰：在當時，它是在廣

域國際網路中將許多國家聚集在一起的一個頗具野心的計畫。

那時候衛星電視還不存在，並且所謂的歐洲電視網路包含了陸

上的微波網路(Micorewave Network)。這個概念，當時被稱

為「歐洲電視最高獎項」(Eurovision Grand Prix)，在1955年
10月49日於羅馬舉行的一次EBU聯合會議中正式批准，並且決

定第一次的大賽將在1956年春天於瑞士的盧加諾(Lugano)舉辦。

比賽特色

比賽通常在每年五月中的某一星期六作為決賽的時間。因
為跨國比賽關係到各個國家的面子，因此規定繁多，而且隨著
時間也不斷的一再修正，比賽從一開始的1~2人的團體限制到
現在最多一個團體可以有6個人參予。比賽中也規定必須超過
16歲才能參加。歐洲歌大賽四大巨頭：英國、法國、西班牙與
德國是歐洲歌大唱賽的最主要資助者，因此這四大巨頭享有保
送決賽的權利，然而近十幾年來這四大巨頭都在比爛，名次往
往都在倒數十名以內，2010年倒是出人意料之外，德國、法國
和西班牙參賽歌曲都不錯，只有英國敷衍了事。德國少女歌手
Lena所演唱《Satellite》輕快俏皮。

[法國與歐盟]投稿
閃耀歐洲-Eurovision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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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腔調的英語聽起來很特別，這首歌賽前就已經是眾家

媒體預測的冠軍歌曲，最後果然不負眾望為德國贏得第二次在

歐洲歌唱大賽的冠軍頭銜，距離上一次德國獲勝是1982年。

比賽賽程

通常都是在每年的五月挑選一個星期的星期六作為決賽的

時間。由於參加的國家越來越多，所以分成半決賽、決賽兩部

進行。半決賽共有兩場，每場選出十個參賽名額，加上直接進

入決賽的四個大國，共25個國家。這四個大國分別是英國、法

國、西班牙跟德國，這是因為這四國提供最多的財務支持。

評分標準

2010年德國少女歌手Lena現場表演(圖3)

大賽的優勝者由參賽國家的觀眾投票決定，但投票者不得

將票投給自己國家的選手。每名參賽者表言結束後，都會留下

十分鐘時間給觀眾投票。隨著通訊科技不斷的進步，手機簡訊、

電話和網路都成為有效的投票方式，而每一個參賽國家也都能

選出自己心中的1~12名，第一名的歌給12分，以此類推。

[法國與歐盟]投稿
閃耀歐洲-Eurovision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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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數加總以後，最後由設在德國的一個數據中心進行處理，
比賽全部結束後半小時內觀眾即可獲得大會最終結果。

最後投票時間，各國選手卯足全力拉票 (圖5)

2003-2011年各個參賽國家投給法國的累積分數。
其中比利時、希臘及安道爾為法國得分最大的貢獻者(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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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起法國

從1956年開始的歐洲歌唱大賽至今法國一共奪冠五次，以下是
歷年來的冠軍介紹。

André Claveau 獲得27分。(圖6)
演唱歌曲：《Dors, mon amour》
同時也是法國非常有名的演員。

1960年 Jacqueline Boyer 獲得32分。
(圖8)

演唱歌曲：《Tom Pillibi》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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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 Aubret 獲得26分。(圖7)
演唱歌曲：《Un Premier Amour 初愛》
曾於1952年，拿下法國體操比賽冠軍。

1969年 Frida Boccara 獲得
29分。(圖9)

演唱歌曲：《Un Jour, Un 
Enfant》

1977年 Marie Myriam 獲得136分。
演唱歌曲：《L’oiseau et L’enfant》(圖10)



• 歐盟理事會

• (法- Conseil de l'Union européenne，英-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 該組織成員是由歐盟裡各國政府部長所組成的理事會，與歐洲會議(法
-Parlement européen，英-European Parliament)皆為歐盟決策會議的
關鍵。

每位理事會的成員皆稱為「理事」，然而在2004年羅馬條

約簽署，每個成員被改稱為「部長理事」。此舉是爲了把部長

理事和國家首長或政府代表區分開來。歐盟理事會正式的具體

名稱應該是「歐共體理事會」，但這名詞不被普遍使用。歐盟

理事會也被民間稱為「歐盟部長理事會」，或簡稱「理事會」。

歐盟理事會通常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會議。

※ 注意：歐盟理事會及歐洲會議並非同一組織，雖然兩者總部皆設立在比利時-布
魯塞爾。兩者關係有如上、下議院；歐盟理事會成員為政府部長；歐洲會議成
員由民間票選代表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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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理事會—2008年法國輪值主席介紹

[UF3B 蔡秉原_尤仲雯_張晏榛/整理]

(圖1) (圖2)



如何組成及運作

此組織由主席、祕書長為首。

此制度實行輪換制，每六個月輪換

一次。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外交

部長出任主席。理事會祕書長由歐

盟各成員國聯合推擧任命。

歐盟理事會主席即「歐盟總統

」，是根據將於12月1日生效的歐盟

新憲法—《里斯本條約》，以替代

此前每半年更換的歐盟輪值主席。

歐盟部長理事會主要任

務是協調歐洲共同體各個國

家間事務，制定歐盟法律和

法規。在預算方面，它和歐

洲議會共同擁有決策權。理

事會的另一主要權利在貨幣

方面，它負責引導貨幣交易

率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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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4)



發展計畫

環境與能源

法國總統沙柯吉計劃說服27國能夠在2020年時，把20%的能源為

再生能源；以及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減少至1990年的20%。但

是最近的糧食危機與增加生物碳氫燃料的需求；還有德國保護自

己汽車工業的意願，很難達成一致的協議。

移民

沙柯吉總統提議「有選擇性的移民」，對合法移民和難民提供適

當地幫助，不接受大規模的移民，以及反對非法移民及組織僱傭

。這項建議已獲得德國全力支持，其餘的國家並沒有提出根本性

的異議，但在小細節，有些國家提出遣返期及拘留有衝突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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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歐洲共同防務

法國提出歐洲共同防護政策，也就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法語全名：Politique étrangère et de sécurité commune，簡稱

PESC)，其中之一的目標是維護和平，加強國際條約規定的國

際安全。針對此項，總統沙柯吉提出法國應重返北約指揮部(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法語：OTAN，l'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簡稱北約組織或北約)，總統親美傾向的動

作，以及加強歐洲的地位以提升法國國際的地位，引起其他國

家的猜測。

共同農業政策

2008的共同農業政策，法國進行「深度改革」、削減支付

補貼、鼓勵農業市場配額(例如：牛奶配額)，還有解決環境問

題：氣候的快速變化、生物能源、水資源的管理以及生物多樣

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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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圖7) (圖8)



採取一致的措施

歐元第二季GDP(國內生產總值，

英語：Gross Domestic Product，亦稱

國內生產毛額或本地生產總值)，成長

率有衰退的趨勢，與第一季相比減少

0.2個百分點，這是歐元第一次經濟衰

退。

地中海聯盟

總統沙柯吉在2007選舉時提出，

希望法國擔任2008年下半年度歐盟輪

值主席國時能成立該聯盟。地中海聯

盟(法語：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
，但通稱為Union méditerranéenne)
，目標是聯盟將會同歐盟「以相同的

方式做相同的事以達到相同的目標」

，還有負責統合能源、保安、反恐、

移民及貿易，希望以色列、阿拉伯加

入，還有扭轉土耳致力加入歐盟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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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改革

圖(9)

圖(10)



讓歐盟更深入人心

法國政府希望藉助此次擔任歐盟輪值主席的機會，在法國人與

歐盟之間建立更多的對話，讓法國民眾更加接受歐盟、對歐盟

的認識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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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UG4A謝育展/報導]

「酒」是時空膠囊，將生活封存，透過酒的氣味，重現生

活的記憶。酒出現在人類生活中，已至少六、七千年以上的歷

史，我們以酒祭祀，喝春酒、尾牙酒、喜酒及彌月酒，家庭廚

房更少不了料理酒，可見酒與生活息息相關。

「酒」能反映出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底蘊，不

僅呈現當地物產的精華，抒發在地文化精神反映庶民的生活樣

貌，也是封存時空記憶的載體，所以「酒」其實是一種「說故

事的水」，醞釀、品味著我們的故事。

「流觴曲水」，為中國古代流傳的一種遊戲。坐在河渠兩

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

杯飲酒，並且吟詠一詩。

展覽背景

流觴曲水－蘭亭集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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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影區(圖2)

酒：新曲水流觴~說故事的水特展

本展以臺灣本土酒產業演

進與技術發展為主軸同時介紹

世界各國的品酒文化，如何健

康飲酒品酒及選擇好酒；並且

提倡負責任的飲酒態度及防制

不適當的飲酒行為，最後帶領

觀眾一同暢遊臺灣酒鄉風情。

圖2為留影區，參觀者可免費使用圖

中白色機器拍照留念，背景樣式繁多，

以本展覽各主題為主。拍攝完成後照片

將會顯示於圖三曲水流觴情境電子互動

設施中，並且重複播放，趣味性十足。

類似圖2之電子互動設施在館內共有

五個，參觀者透過它們，啟動影片播放，

可觀賞五段與酒有關的故事。

本展將從「酒的製造」介紹起，一步

步帶領參觀者進入酒的世界。

電子互動設施(圖3)

展覽介紹及筆者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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獼猴製酒(圖5)

酒甕(圖4)

「好酒沉甕底」這句臺灣俗

諺貼切地描繪出「酒甕」的重

要性，甕的發展以及變化亦深

受時代背景影響。

許多古書記載，猿猴善於

造酒，在其聚居處多能發現類

似「酒」的東西，難道是猿猴

的天生本能?期待讀者親赴高雄

科工館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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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有專屬於它的銀行，顧名思義就是「存放酒的銀行」，

使酒也能像錢一樣在銀行開戶憑儲酒存摺生息、 提取、 轉賣，

成為新興的投資理財標的，讓消費者在品嚐美酒之際還能享受

投資的樂趣。

酒銀行(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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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米酒香(圖8)

如同上方圖片，本展蘊藏著許多發生在臺灣的「酒的故

事」，等著大家來挖寶，身為臺灣人，千萬不可不知臺灣事。

紹興酒的故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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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啤酒文化(圖9)

德國人酷愛啤酒，是世界上啤酒銷售量最大的國家，因

此形成了特殊的「啤酒文化」－有悠久的歷史，古老的傳統

和各式的釀製方法，還有專屬的啤酒節慶和舞蹈，在德國最

著名的啤酒之鄉巴伐利亞，啤酒存在的歷史幾乎和當地歷史

一樣悠久。

42

歐洲藝文報導



原住民飲酒文化(圖12)

樂極生悲(圖10)

居酒屋(圖11)

大部分事物皆是一體兩面，「酒」也不例外，對社會亦造
成一些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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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本展覽值得一看，漸進式的展出架構使參觀

者能有整體性了解；展出內容不僅包含酒的基本知識，亦

藉由創新的方式帶入臺灣的酒故事及其文化，解釋政治與

經濟如何影響酒，除此之外也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社會問

題；館內提供品酒服務，教導民眾如何品酒，整個展覽具

有教育意義，就須買票入場的展覽而言，十分值回票價！

品酒區(圖13)
品酒+酒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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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173Ls(官方網站)
(其餘圖片皆為筆者於現場拍攝)

參考資料：
http://goo.gl/nEMHl(含交通資訊)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三方館四樓

展期：101/09/28至102/03/31 。 每逢星期一、除夕、年初一固

定休館(星期一為國定假日或補假日，照常開放，星期二

亦不休館)，其餘停止開放時間則另行公告。

票價：全票100元；優待票70元(學生、軍警 )；學生團體50元(須
達20人以上)

展場入口實況(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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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英國人的「帽子文化」 [UA2A施珊淇/整理]

(圖1)

英國人對帽子有一種相當微妙但十分一致的判斷標準，比如

在什麼場合下該戴什麼樣的帽子，帽檐直徑是多少最合適。有時

候在英國，「閱人」就是「觀帽」，只看那人戴著什麼款式的帽

子，就可以推斷所屬的社會階級。

在英國的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帶著帽子的英國人，愛美的

女生自不用說；時尚的男生特別喜歡軟氊帽，因為比較有個性，

又特別能展示個人魅力；有風度的英國老先生也少不了一頂禮帽

；甚至英國學生的校服也包含帽子。在哈羅公學 (Harrow
School)附近，那裏的貴族子女上學時人人頭頂一個硬草帽，這

是該學校幾百年的傳統，是一定要戴的。

英國倫敦的各大商場裡，賣帽子的櫃檯也是英國人最愛光顧

的一個地方。那裏擺放著很多看起來很華麗的帽子，罩著輕紗的

，插著羽毛的，有的只有巴掌大小，也有的只能遮住半個臉。英

國人在現實生活中是真的戴這些誇張的帽子。據說英國人參加活

動，包括婚禮、葬禮、生日聚會，甚至包括聽歌劇、聽演講和看

划船比賽，都要戴帽子。帽子的不同式樣、不同戴法還寓示著人

們不同的自信程度、體驗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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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許多社交習俗都與帽子有關係。假如一個男士去拜

訪朋友，進屋後一定要先摘下帽子。在街上遇見熟人的時候，

女士只要對熟人點頭微笑或打個招呼即可，但男士一般還要脫

帽施禮。這種脫帽施禮、以示恭敬的習俗也反映在英語語言裡

。例如，英語「hat in hand」(手持帽子)這個詞語就有「十分恭

敬」的意思。另一個成語「take one's hat off to(someone)」，

字面意思是「對某人脫下自己的帽子」，它的引申意思則是「
敬仰某人」。另外，英國有一種黑色圓頂硬禮帽，已成為英國

男子社會地位的象徵。有趣的是，英國議會曾有一項規定：議

員不得戴著帽子進入議會廳，而在發言時又必須戴上帽子。因

此許多議員索性光著腦袋進入議會廳，發言時則戴上議會廳準

備的一頂公共帽子。於是在辯論某個問題時，就可以看到一頂

帽子被爭著發言的人傳來傳去。爭奪激烈時，帽子在空中飛舞

傳遞，再加上口哨聲、跺腳聲，像是在做擊鼓傳花遊戲。

戴帽子除了美觀、禮儀等因素，英國人戴帽子也跟天氣有關

。有太陽的日子，紫外線特別強，皮膚容易曬傷；而陰天的時

候，動不動就飄幾滴小雨，大都是沾衣欲濕的那種，撐傘實在

不值得，光著頭還挺冷，所以備一頂帽子晴天遮陽、陰天擋雨

是非常必要的。

資料來源 :
http://goo.gl/A0wvr
圖片來源 : 
http://goo.gl/HGFFe

Q：英國人的「帽子文化」



48

校外活動快訊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南風劇團

■節目名稱：《跳舞不要一個人》

■ 活動日期： 2012/12/07(五)   
19:30~21:30
2012/12/08(六) 19:30~21:30
■ 演出年度：2012
■ 演出地點：大東演藝廳

■ 演出單位：南風劇團

■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教育局

■ 節目名稱：雲門2樂舞高雄

■ 活動日期： 2012/12/15(六) 
19:30~21:00
2012/12/16(日) 14:30~16:00
■ 演出年度：2012
■ 演出地點：大東演藝廳

■ 演出單位：雲門舞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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