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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的電子報，我們在捷克，遇到了瓶頸。

上面這段話如果改成「我們在捷克，迷了路」，似乎便要讓人

誤會我們本期電子報是要介紹某部浪漫的異國旅遊遊記書；而

事實是：本期歐洲主題專欄延續著「空間雕塑/詩意凝結」的策

劃，希望能為讀者們介紹更多歐洲的當代建築，而就在我們將

焦點轉向「捷克」時，發現了這個國家的特殊性。

新舊並濟或新舊互斥，是守舊或保護古蹟，是創新或醜化市容，
從哪個角度來看方算完備?

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巴黎的鐵塔、倫敦的千禧巨蛋，這些

如今享譽盛名的建築，在建造完成之後也承受了諸多批評；而

當代建築若想大張旗鼓地進駐享有「露天的歐洲建築博物館」

稱號的布拉格，必得先經過一番唇槍舌戰。

最後，捷克的市容將如何改變?

套句盛先生的說法：「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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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留遊學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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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12/19(三)
時 間：15:30-17:00
地 點：Q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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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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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UA2A施珊淇/整理]

巴勒斯坦爭地位歐13國相挺(大紀元-2012年11月29日)
http://goo.gl/2ZzXM

歐盟同意與日洽談EPA(中央社- 2012年11月29日)
http://goo.gl/WDm10

英相：報業現規範令人無法接受(大紀元- 2012年11月29日)
http://goo.gl/lKl4A

德國議會批准希臘救助方案(大紀元- 2012年11月30日)
http://goo.gl/J856W

6歐盟成員拒絕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大紀元-2012年12月2日)
http://goo.gl/K9sFe

承諾調漲養老金西政府跳票(中央社- 2012年12月2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212020017-1.aspx

斯洛維尼亞總統決選前總理勝(大紀元- 2012年12月3日)
http://goo.gl/KQUwx

2012年最佳國際機場 荷蘭史基浦機場奪冠(大紀元- 2012年12月3日)
http://goo.gl/y99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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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議會批准希臘救助方案

[UA2A施珊淇/整理]

週五(11月30日)，德國聯邦議會以473票對100票批准了歐元集
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已達成的貸款協議，使填補希臘
140億歐元(181.7億美元)預算缺口的方案贏得一個主要債權人的支持，
即德國同意向希臘發放近440億歐元的救助貸款。

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在投票前做出警告，
表示該結果會決定對希臘的援助計劃是可繼續還是陷於失敗。他認
為希臘違約可能會導致整個歐元區的解體，所以國際救助機構應繼
續向希臘提供貸款支持，以穩定整個歐元區。但是蕭伯樂也承認，
拯救歐元的道路仍很漫長。

在激烈辯論後，473名議員贊成向希臘發放貸款，100名議員反
對，11名議員棄權。《華爾街日報》表示，這一結果顯示德國總理
默克爾(Angela Merkel)成功鞏固了她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
自由民主黨的支持，雖然該黨派一直質疑希臘的救助將對德國納稅
人造成傷害。

德國週五公佈的民調顯示，僅有43%的德國人贊成繼續向希臘
發放救助貸款，46%的德國人更願意讓希臘破產。

德國主要反對黨社會民主黨質疑救助計劃沒有解決希臘長期的
債務問題，只是把時間向後推移。該黨主席施泰因邁爾 (Frank-
Walter Steinmeier)指責聯合政府在處理歐元危機問題上欺騙民眾。

德國聯邦議會批准了希臘救助方案(圖1)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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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過往與現代的建築拉鋸戰

[UE2B楊杼嫻_UF2B 張美珠/整理]

捷克地圖(圖1)

正式國名 : 捷克共和國
(英文 : Czech Republic)
(捷文 : Česká republika)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布拉格，從西元5世紀開始擁有城市雛形，經歷7世紀石造教

堂與木造房屋的簡單建築形式，到了9世紀末與羅馬的政經及宗

教文化交流，並開啟了系統性的建築發展，時至今日，在布拉格

可以遍賞從10世紀至20世紀這1,000年中歐洲建築的演變，從仿羅

馬式(Romanesque)、哥德式(Gothic)、文藝復興式(Renaissance)、
巴洛克式 (Baroque) 、洛可可 (Rococo) 、新古典主義 (Neo-
Classicism)到新藝術風格(Art Nouveau)，因此世人都讚美布拉

格為露天的歐洲建築博物館。

布拉格建築

歐洲主題專欄

10世紀末到13世紀中的仿羅馬式教堂建築(圖2)

14
世
紀
的
哥
德
式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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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16世紀至18世紀象徵財富與權勢的克拉
姆‧葛拉斯宮為巴洛克式建築之一(圖5)

18世紀晚期的新古典主義式建築(圖6)

19世紀的新藝術風格(圖7) 8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布拉格建築史逾千年，市區保存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而關於

中東歐是否該著手都市更新的論辯中，布拉格也最為激烈，無論是

捷克、匈牙利、波蘭或波羅的海三小國，這些歐盟新成員的經濟近

年來都蓬勃興盛，開發商主張必須捨棄部分古老或歷史性建築，才

能滿足富裕人口與勞動力持續增加的需求。

然而在古蹟保護人士眼中，這些新建築物只會讓「布拉格變得

愈來愈像美國曼哈頓」，尤其觀光業占捷克全國經濟的一成，古蹟

保護遊說團體「舊布拉格俱樂部」(the Club for Old Prague)執行長

比傑(Richard Biegel)憂慮：「如果我們允許高樓大廈出現，一開頭，

就無法挽回了，這些大樓將會摧毀城市景觀，也將永遠改變這座城

市。」

布拉格新舊錯落之難

布拉格為中世纪風景保存最完整的城市之一(圖8)
9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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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其實現代建築有歷史文化的傳承
作用，有這些現代建築，下一代的人
才能從中發現一座城市的發展，而非
將它停留在某一個時期。而且新舊建
築的揉合或許更能為這些舊建築增添
活力，亦更具體的反映一個城市的歷
史發展。

即使一向予人保守傳統的倫敦，
倫敦眼、千禧巨蛋等新建築，在興建
之初亦大受「歧視」，後來才逐漸為
人接受，倫敦眼更成為倫敦的新地標，
而且這些現代建築與舊建築並存，令
倫敦煥然一新，更耐人尋味。

有不少布拉格民眾就建議倣傚巴黎，將高樓大廈限制在舊城區
周邊，也有些人主張揉合新舊建築，讓現代產物也能擁有吸引力。

這些新舊建築之爭，在每個不斷發展的城市都難以避免，或許
這正體現了建築學就是要挑戰人們對城市的觀念這一重要主題。

新建築觀念

新建築代表 – 倫敦眼
成為了倫敦新地標(圖9)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千禧巨蛋(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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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2007年3月，Jan Kaplický和他的「

未來系統」(Future system)建築設計所

贏得新的捷克國家圖書館建築設計方

案大賽。一個由頂級建築設計專家和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所組成的國際評審

小組，在布拉格從全球400多個應徵參

賽的建築設計方案中幾乎毫無異議地將

他們的作品評為一等獎。

捷克 – 新潮建築設計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英國建築師-Jan Kaplický (圖11)

Kaplický得知得標消息後十分驚喜，稱「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

的時刻」。Kaplický在41年以前就離開捷克前往英國，他的名望在歐洲

其它國家要比在捷克更為人所知。獲獎意味著他將首次有機會在祖國的

土地上展示自己的重要作品。

因為布拉格屢次逃過戰亂破壞，讓市內各種風格的古老建築得以倖

存，為維護布拉格的優雅風貌，有不少人並不喜歡Kaplický過於新穎的

設計，例如：捷克總統瓦沁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和布拉格市長貝

姆(Pavel Bém)便是反對者中的重量級人物。

面對如此極端的批評，設計師Kaplický亦不得不為自己的設計護航

，表示「將布拉格變成一座博物館根本是大錯特錯」，又以製造飛機作

比喻，認為如果廠商在生產前徵求每一個未來乘客的意見，恐怕至今仍

未看到一架飛機問世。

在古蹟保護人士眼中，這些新建築物只會讓「布拉格變得愈來愈像

美國曼哈頓」，尤其觀光業占捷克全國經濟的一成，古蹟保護遊說團體

「舊布拉格俱樂部」擔心建造新穎且高聳的建築，將永遠破壞了布拉格

的城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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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國家圖書館之模型 (圖12)

新國家圖書館之模型 (圖14、15)

「有哪本建築教科書曾說過建築物一

定要像盒子一樣方方的?人就不是方方的，

為什麼房子要方方的?」Kaplický曾經這

樣說過。

布拉格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in Prague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新國家圖書館之室內示意圖 (圖13)

這座由Kaplický設計、被稱為「布拉格之眼」的捷克國家圖書館，

外形就像一座圓潤的金字塔，以綠色和紫色為主，活像一隻八爪魚，因

此捷克人也將這座國家圖書館謔稱為「八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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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有歷史價值的舊建築固然值得保留，卻不代表要全面否定

現代建築。若說舊建築見證一個城市的歷史變遷，那麼現代建

築就是城市變遷的延續。

最後這項在2007年得獎的作品，引起了廣大的爭議，卡布

里奇在捷克電視台與布拉格市長展開了激辯，結果1.2萬人簽署

表示支持，僅30%表示反對，在Kaplický的努力下，2008年獲

得政府官員的首肯可動工興建，但隨著2009年Kaplický的逝世，

Kaplický的支持者，也是捷克的前總統瓦茨拉夫‧哈威爾

(Vaclav Havel)說明，這股建築熱將會漸漸地隨著他而去。

建築師Vlado Milunic也表示：「主角都不在了，這部戲該

怎麼演下去呢?」(How do you perform Hamlet when Hamlet
is dead?)，隨著Kaplický逝世，此一建案變成無法實現的夢想。

新國家圖書館之示意圖 (圖16) 新國家圖書館之示意圖 (圖17)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德弗札克音樂廳及議會廳
Antonín Dvořák Concert and Congress Centre

相較於「布拉格之眼」於建造上的無疾而終，另一個同樣

由Kaplický所帶領的「未來系統」(Future system)建築設計所

規劃的音樂廳及議會廳，則將座落於布拉格外的一個小鎮傑克

布傑約維採(České Budějovice)，建於一個舊軍事基地，代表著

捷克致力於文化遺址保留的支持，並以捷克古典音樂家－德弗

札克(Antonín Dvořák)命名。

當Kaplický說明德弗札克音樂廳的設計理念時，他列舉了

10項設計概念：自由、創意、人文、美麗、優雅、可塑性、感

官、色彩、革新以及靈感。

位於傑克布傑約維採的德弗札克音樂廳及議會廳概念圖(圖18)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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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這樣獨特的設計將會帶領建築界走向商業及文化性的境界，

文化區及大門敞開的設計可以隨時通往餐廳、咖啡廳、酒吧、

舞廳以及音樂廳。兩座音樂廳可容納1000人，其中400個座位為

私人包廂。這樣的設計以「眼睛」的設計理念，構成了音樂廳

內的窗戶，讓觀眾可以享受到絕佳的聽覺享受。

德弗札克音樂廳及議會廳概念圖(圖19)

捷克當地音樂組織表示，這座被戲稱為「魟魚」的音樂廳已

經確定將會在2015年完工，Kaplický最後的作品也確定會建造在

他的家鄉－捷克，估計將會花費20億克朗(約10億台幣)。然而，

整項調查尚未公開，支持者希望所有的建造細節能夠快點塵埃落

定，盼整座建案將會在2013年12月開始，在2016年可以正式開放

使用。

「魟魚」外觀概念圖(圖20)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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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室內概念圖(圖21) 座位概念圖(圖22)

大廳概念圖(圖23)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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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作品是捷克人口中的「跳舞的房子」，

美國人則稱它為「Ginger and Fred」(一部美國的老電影)的商業

辦公大樓。該建築物為國際知名建築師Frank Owen Gehry和克

羅埃西亞籍建築師Vlado Milunic於1995年共同完成的創作。

Gehry這項設計甚至是沒有預算上限，單純地因應保險公司

的要求，創造出一座布拉格的標誌性建築，Gehry於是設計一棟

任何人看了都會難忘的跳舞的房子。這是一座典型的解構主義建

築。外觀相當奇特，尤其轉角處不規則狀的雙塔，像是一對男女

在共舞，如同一對男女搭著肩牽著手在繁忙的街道上漫步。

跳舞的房子(圖24)

跳舞的房子
Tančící dům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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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布拉格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的保存城市，當

跳舞的房子出現在如此具歷史性意義的城市裡，當然是引起了

激烈的爭論；贊成的覺得這棟俏皮的建築可為歷史古城增添些

許趣味性，反對的人則是對Gehry的美國籍身份、個人特質而

有所不滿。身處反美、反全球化的歐洲建築環境之中。被認為

是美國繼二次大戰後，投下的第二顆炸彈，是一個破壞城市紋

理，助長帝國主義氣焰的象徵。

無論如何，在過了10年後，布拉格的明信片裡依然少不了

它，捷克國家銀行甚至在2005年為它出版了一枚金幣，加上從

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客，讓它成為了布拉格最具有標誌性的

建築之一。

這座商業辦公大樓，地面

層為咖啡店及零售商店，地下

一層為零售商店，辦公室在

2~7樓，頂樓有一個視野極佳、

可眺望城堡的餐廳。

轉角雙塔在本質上屬於扭

曲變形的圓柱體，其中混凝土

外牆、看起來厚實、有穩健輪

廓的，象徵男舞者，而玻璃帷

幕、看起來輕盈、穿著蓬裙有

腰身的，象徵女舞者。

女舞者的裙襬則是由玻璃

和鋼架所做成，而支撐著玻璃

裙塔的是好幾組弧形柱子，像

是翩然飛舞的美腿。跳舞的房子 (圖25)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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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為1929年2月28日，是一位加拿大人，於1989年因美國

加州洛杉磯華特迪士尼音樂廳(Walt Disney Concert Hall)而獲得普

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他的建築，包括他的

私人住宅，已成為旅遊景點。他的作品被引用作為其中最重要的當

代建築作品，在2010年世界建築的調查後，認為他是「現代最重要

的建築師」。

Frank Owen Gehry (圖26)

Frank Owen Gehry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Frank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

的作品 – 迪士尼音樂廳(圖27)
Frank 代表作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圖28)



歐洲主題專欄

生於1941年3月3日，是一

位捷克－克羅埃西亞建築師，

居住在布拉格，並於布拉格捷

克技術大學任教。

Milunić和Gehry為長期合

作夥伴，共同創作了「跳舞的

房子」，而Milunić的作品也包

含了布拉格第六區的建築。

Vlado Milunić (圖29)

Vlado Milunić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Vlado所設計的第六區建築 (圖30)

20



21

歐洲主題專欄

捷克國旗

http://goo.gl/NDttX
捷克地圖

http://goo.gl/Kpmab
捷克裔英國籍建築師-卡布里奇(Jan Kaplický)
http://goo.gl/bVPgO
http://goo.gl/wqpdO
新潮建築設計

http://goo.gl/MyYso
Future Systems 設計布拉格圖書館(Prague National Library)
http://goo.gl/2J61B
http://goo.gl/dO0yd
http://goo.gl/AxBDi
2003年，捷克共和國總統:瓦沁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
http://goo.gl/VjO41
2002年，布拉格市長:貝姆(Pavel Bém )
http://goo.gl/bEF32
加拿大建築師-弗蘭克·蓋裡 (Frank Gehry)
http://goo.gl/Dq2o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捷克建築師-弗拉基米爾(Vlado Milunić) (圖)
http://goo.gl/xnJfp
捷克建築師-弗拉基米爾(Vlado Milunić)
http://goo.gl/HzmwP
跳舞的房子(Ginger and Fred)
http://goo.gl/5Vixi
歐洲建築史

http://goo.gl/Dqubm
倫敦眼圖

http://goo.gl/jGdyU
德弗札克音樂廳及議會廳

http://goo.gl/9Lo06
千禧巨蛋

http://goo.gl/V6jOE
「魟魚」外觀概念圖

http://goo.gl/m1w9e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

http://goo.gl/AnaHT
迪士尼音樂廳

http://goo.gl/j1IsL
第六區建築

http://goo.gl/k37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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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新星

[XG2A 陳心惠/編譯]加拿大法國褐矮星巡天小組發現，距離地球100光
年疑似有一顆不規則移動的星系行星，可能為一顆星

際行星或棕矮星，這顆自由移動的物體，叫做

CFBDSIR J214947.2-040308.9。截至2012年11月，該星

體是已發現星際行星中離地球最近的一個，推測為劍

魚座AB移動星群成員，如果真為如此，則可推測其離

地球的距離為40±4秒差距(130±13光年)，年齡在5千
萬年至1.2億年之間。科學家表示，如果CFBDSIR2149
是屬於劍魚座AB移動星群，那他真的是相當年輕的一

顆。

資料來源：

文：
http://goo.gl/Blr8u 、http://goo.gl/QeX45
http://goo.gl/PjJ5Ch 、http://goo.gl/CNb5v

對該行星的光譜觀測發現，該行星可能有水蒸氣和甲烷存在。

漂泊的行星(Orphan planet)，還是……?

星際行星的形成有兩種說法：其一就像大部分的星星，是由大量灰塵和許多

宇宙殘骸由圓盤狀組合而成，但是之後被丟出主行星運行軌道；或是本身就因為

種種原因而永遠無法到達完整星球的質量。最重要的是，這顆星星是在劍魚座

AB移動星群—―由大約30顆組成相似的星群中發現的，而且被認為是和那些星星

差不多時間形成的。

數十億的迷失星星?

現今，發現這種迷失的星星已不再是甚麼稀奇事。去年，天文學家已經發現

了多個迷失的星系，事實上，有些科學家認為這種現象是一種常規，而非例外。

舉例來說，在2011年的其中一個研究指出，流浪星球在整個銀河系中至少比

「正常的」明顯的主星多50%，這樣的話在地球所在的這個銀河系當中也很有可

能有著上億個的孤星。

圖：
http://goo.gl/ATn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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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Palestinian Recognition Marks Triumph over Israel

【UJ2A 牛玉萱/編譯】

編按：11/30德國《明鏡周刊》(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

名為《Palestinian Recognition Marks Triumph over Israel》的文章，此報

導探討的是，雖然以色列與美國都堅決反對，但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

稱UN)就在上週四的聯合國大會上授予巴勒斯坦為非會員觀察國，此舉基本

上是正式的承認巴勒斯坦國。而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的各

國家在此事上出現意見分歧，其中德國如預期般的投了廢票。

--------------------------------------------------------------------------------------
海倫‧弗里德曼 (Helen Freedman)與阿里‧布里格斯 (Ari

Briggs)星期四(11/29)下午時隻身在紐約。他們站在位於曼哈頓的

聯合國總部前的小安全島的中間，並揮舞著以色列的國旗。他們潦

草地在牌子上寫下「沒有『巴勒斯坦』國」 (“No ‘Palestinian’
State“)，在引號中的引號「巴勒斯坦」是故意加上的。

這小型抗議活動是他們倆人，此舉為兩人對街建築物裡正發生

的事情之洩憤方式。聯合國大會在剛剛進行了授予巴勒斯坦「非會

員觀察國」身分的程序，這意味著他們勝過了他們的勁敵以色列。

然而此舉可能造成中東和平的進程不進反退。

「巴勒斯坦想要毀滅以色列」弗里德曼如此說道，他所隸屬的

組織「Americans for a Safe Israel」支援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活動。

而在弗里德曼再度開口以前，先被路過第一大道的車隊的尖銳汽笛

給打斷了。諷刺的是在那車隊中央的裝甲車內，載著的正是巴勒斯

坦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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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比預定行程晚了一個小時抵達聯合國大會，收下了他在

稍後強勢的演說中所稱呼的「巴勒斯坦國的出生證明」，此證明最

終是在當地時間下午五點交到他手中，193個聯合國會員國中有138
個國家投了贊成。9個國家投了反對，其中以色列與美國最為顯著，

並有41個國家－包括德國－投了棄權票。

雖然投票結果早已定局，但全場還是爆出了熱烈喝采。巴勒斯

坦代表團從他們的位子上跳起，擁抱彼此並揮舞他們的國旗。曾在

幾分鐘前批評此次決議案是個「愚蠢進行曲」(march of folly)的以

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羅恩‧普勞瑟(Ron Prosor)則沉默並僵硬地坐

在自己的位子上。

在演講中，阿巴斯呼籲聯合國會
員國通過他所謂的「巴勒斯坦國
的出生證明」。 (圖1)

投票結果出爐，巴勒斯坦代表團
全體歡呼。(圖2)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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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敵意且有毒(Hostile and Poisonous)

阿巴斯此次在外交上非常的成功，尤其當他仍不斷與哈馬斯

(Hamas，譯註：為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之間有著權力糾葛的時候。

但當此投票涉及促進和平時，便有可能成為得不償失的勝利。畢竟，

對中東和平來說特別重要的兩個國家－美國與以色列，在此次行動

中感到被冷落了。

在投票後不久，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旋即對此一結果表示「不幸」與「適得其反」，並提出唯

一能達成真正和平的方式，還是只有直接對談；她更表示，聯合國

此次投票等於在通往和平的路上設了新的障礙物。如同證明她所言

非假般，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
提出一項陳述，批評阿巴斯在大會上的演說是「有敵意且有毒的

(Hostile and Poisonous)」。

民眾聚集在廣場歡慶(圖3)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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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雙方似乎都企圖利用那一天來保衛其立場，而非向對

方伸出友善之手。阿巴斯以一首歌頌「受敬愛的烈士們」—
也就是那些在最近八十天來在加薩走廊(Gaza Strip)喪命的人

們－的詩來開始他的演說，並提到「男人、女人與小孩們抱

著夢想死去」。他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內的定居活動定調

為無止境的詛咒，阿巴斯還將其形容成種族歧視、種族隔離、

殖民主義與種族清洗。

緊接著在阿巴斯之後發言的以色列大使普勞瑟則反抗性

十足。當他提出以色列持續承諾和平時，他砲轟巴勒斯坦總

統寧可象徵性地前來紐約，也不願到耶路撒冷展開真誠的對

談。他說此次決議案對提倡和平毫無幫助。「這是巴勒斯坦

人建國的唯一途徑」，他怒吼著：「而那途徑甚至走不出在

紐約的這個房間」。

(圖4)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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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內部的多重意見(Confusion in the EU)

事實上，出了聯合國大會外，投票並不具備太大的意義。非會

員觀察國－如梵蒂岡－擁有發言權，但不能投票。非會員觀察國的

身分看似為成為正式會員的跳板，但由於美國擁有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的否決權，巴勒斯坦人所期望的未來仍非一蹴可幾。以色列現在

必須擔憂的是，此項認可給予了巴勒斯坦進入國際刑事法院並反對

以色列的權利。

然而，對於歐洲聯盟而言，投票再次暴露出27個成員國在外交
政策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大多數歐盟國家－包括法國，義大利，
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盧森堡和丹麥－明確地贊成巴勒斯坦成
為觀察員身分的國家，其餘非歐洲聯盟國家的－瑞士和挪威及阿巴
斯－也支持贊成；然而，其他國家－英國，荷蘭和德國－皆投了棄
權票且保持中立，只有捷克投了反對票。

(圖5)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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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駐聯合國大使—彼得‧維蒂希(Peter Wittig)表示：「我
們對於今天的決議能否讓和平進程向前發展持有疑慮」，他擔心
聯合國此項決議將弊大於利。

不過，並非所有人皆如此擔心。這次的投票並非偶然，聯合
國早已準備在1947年通過「劃分巴勒斯坦計劃」(UN Partition
Plan for Palestine)並承認巴勒斯坦國的65週年的這天，兌現承諾。

在聯合國大會中一席激烈的發言並非唯一可看出改變有多麼
細微的證明，星期四晚上，一位巴勒斯坦藝術家的畫展在聯合國
大廳舉行開幕，抽象作品的標題反映了兩國人民在中東持續不止
的悲劇：「故鄉」、「無家可歸」和「耶路撒冷」。

表決後，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馬拉慶祝勝利。 (圖6)

原文報導網址:
http://goo.gl/BXukQ

圖片來源:
http://goo.gl/OIvB0 (圖1)、http://goo.gl/gHkie (圖2)
http://goo.gl/9HcyG (圖3)、http://goo.gl/ls6Yq (圖4)
http://goo.gl/dTQSi (圖5)、http://goo.gl/HvRJc (圖6)

巴勒斯坦戰勝以色列



歐洲文化之都
(2013馬賽Marseille)

[ YF3A 羅淨汝、林芷羽/整理 ]

[法國與歐盟]投稿

29



起源

歐洲文化之都始於「歐洲文化之城」(European City of
Culture) ，於 1983 年 12 月由當時希臘文化部部長 Melina
Mercouri 在歐盟部長會議 (The Conseil of Minist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聚會時所提出之概念。Melina Mercouri認為文
化並不如政治或經濟那般的受到關注，因此她提出了歐盟會員國
能夠透過此計畫來發揚歐洲的文化。 此外，她希望能藉由歐洲
文化之都計畫讓各會員國間的歐洲公民能夠透過文化的交流來拉
近彼此的關係，並營造出多元文化特色。

此計畫在1985年由希臘的雅典城做為代表開始運作。至1999
年德國舉辦期開始便將「歐洲文化之城」改名為「歐洲文化之
都」。

[法國與歐盟]投稿

1983 年 希 臘 文 化 部 部 長 Melina
Mercouri (1982-1994)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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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之都創立的宗旨在於鼓勵成員國之間能有跨文化的

藝術活動交流及發展，並且能妥善利用媒體或者是多國語言來鼓

勵歐洲公民能夠更親近藝術領域。除此之外，歐洲文化之都希望

藉此能夠保護文化遺跡及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質並能夠提高與他國

的文化交流。

而此項活動不僅使歐洲國家於藝術、文化領域有更進一步的

發展，同時也帶來了經濟的活躍，例如：城市在競選期間所帶來

的改變、觀光產業的提升等。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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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圖2)

(圖3)



在1999年之前的歐洲文化之都選拔程序為各歐盟會員國提

名選拔，再由各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國家出任歐洲文化之都之角

色。之後，歐盟委員會將會每年向擔任歐洲文化之都活動之城

市撥款；在2004年之前的國家皆是由此種選拔方式所進行的。

近年的投票方式則是改由歐盟會員國每年得以向歐盟理事

會在活動進行六年前提出申請。此後，由文化領域之專家組成

的評委會做第一階段的評估並且提出建議，而被此評委會篩選

出的國家則要提出更進一步的詳細計畫，之後則進行約九個月

的預選會議。最後階段，則由選出之國家進行三十分鐘內的口

頭解釋城市的文化活動，以及六十分鐘與評選團的提問與對話。

此過程結束後將由評選會選出一致認同的國家，若有歧異，則

由投票方式進行。

[法國與歐盟]投稿

運作方式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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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第二大城市、第三大

都會區及第一大海港也 同時為

法國境內最古老的城市。它位

於地中海沿岸，屬地中海型氣

候，一年內有將近三百天的豔

陽天，適合旅遊及觀光休閒，

每年約有三百萬人次以上的觀

光客，為法國遊客人數最多的

城市之一。

[法國與歐盟]投稿

2013歐洲文化之都 – 馬賽 (Marseille)

2008年9月16日，馬賽市長Jean-Claude 
Gaudin(右)及文化部長Christine Albanel於馬
賽宣告馬賽被選為2013歐洲文化之都。(圖4)

在馬賽，人口約有162萬人(2008)，其中含有25%的北非血統，大

多為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人，根據人口統計學家估計，馬賽將在近年

內成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歐洲城市。馬賽為法國最大的商業港口，同

時也是地中海最大的商業港口。

歐洲文化之都相關活動將於2013年1月12日在馬賽展開序幕。(圖5) 33



馬賽此次競選中，打敗波爾多、吐魯斯、和里昂，雀屏中

選為歐洲文化之都代表的主要原因是馬賽獨特的海濱地理位置，

藉由地理位置上的優勢，馬賽提出了「歐洲地中海的區交流研

討」計畫，此計畫以個文化間的對話以及文化城市復興為主題。

內容則分為略分為兩大方向，第一為地中海之間的青年交流藝

術節，此為地中海地區的當代創作藝術；第二則為馬賽藝術節，

這則是在公共區域的歐洲藝術交流活動。

[法國與歐盟]投稿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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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2日至13日，馬賽為了慶祝成為歐洲文化之都將舉辦遊行活動。 (圖8.9)

資料來源:

http://www.mp2013.fr/

(圖7)



2014：瑞典／拉脫維亞

2015：比利時／捷克

2016：西班牙／波蘭

2017：丹麥／賽普勒斯

2018：荷蘭／馬爾他

2019：義大利／保加利亞

[法國與歐盟]投稿

歐盟文化之都候選名單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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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冰雕的起源與用途

[XG2A  陳心惠/編譯]

冰雕有「冰工藝」之稱，是一種以冰為主要材料來雕刻的

藝術形式，源自於法國，初創的目的是為了增加食物的美麗與

清爽。因為材料的可變性和揮發性，冰雕表現出了許多難點。

要仔細選擇適合冰雕的冰。理想的冰應該由純淨的水製成，這

樣才有很高的透明度，還有包含盡量少的氣泡。冰雕時溫度和

速度也需要考慮，以避免冰的融化。如果不是在嚴寒地帶做冰

雕，通常需要到大型冰庫裏去雕刻。因此在熱帶地區，冰雕是

不常見的。

在烹飪藝術上，冰雕是相當常見的題材，特別是在亞洲。

大型餐廳和旅館在舉辦宴會時，往往會用可放在桌上，如大盆

栽般大小的冰雕來裝飾桌面，常見的主題有一對天鵝，在婚禮

中可代表成雙成對的喜慶氣氛。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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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各個國家對於冰雕的出名點不太一樣，除了廣為人知的競

賽，還有甚麼比較不一樣的呢?以下舉例了其中較有名的：加拿

大、英國、瑞士。

在加拿大的魁北市(Quebec)，每年都會在冬季狂歡節時舉

辦為期3個禮拜的冰雕祭。為何冰雕藝術對加拿大這麼重要呢?自
1880年開始，一些傳統雕刻藝術家，比如說Louis Jobin，開始把

這技術帶到較不具持續性的媒介上。這帶領了非比尋常的潮流，

藝術家開始往這方向發展，漸漸地，從隨時創作，變成了固定幾

天在固定地點雕刻、展示作品，最後，發展到舉辦比賽、變成一

種風俗習慣。

(圖3)

冰雕的起源與用途



38

資料來源：

文：
http://goo.gl/FJ20V
http://goo.gl/m31wN
圖：
http://goo.gl/yp2Ra
http://goo.gl/Mf6sF
http://goo.gl/IwhqH
http://goo.gl/m31wN

Do You Know

在英國，最大的冰雕祭是London Ice Sculpting Festival。創

辦人為Carol Cordrey和Icebox，在2009年舉行。現在，這個冰雕

競賽位於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每年的主題會改。這個祭

典不只是比賽，也提供了觀光客去Icebox所開的課程，製作屬於

自己的冰雕。

瑞典基律納市(Jukkasjärvi)的冰旅館(ICEHOTEL)最廣為人知，

僅管現在許多嚴寒國家都陸續建造冰旅館，但這一家是最早的也

是最大的。1989年成立以來，備受旅遊節目，雜誌，新聞的注目。

整家旅館全部以冰塊打造，除了床，連在旅館酒吧喝酒的酒杯也

是用冰雕成的。冰用取自托爾尼奧河中的水。特別的是，這家旅

館僅存在於每年的11月到5月，其他月份時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

每年的布局都會有所改變。

(圖4)

冰雕的起源與用途



39

校外活動快訊

展映日期：2012-12-22 ~ 2013-01-04
展映地點：高雄市電影館

官方網站：http://goo.gl/55Ng2 波蘭鐵人
http://goo.gl/YjM5Q

酷刑
http://goo.gl/ZXGXC

樂隊指揮
http://goo.gl/eN8ek

補情人
http://goo.gl/7BRma

戰後光景
http://goo.gl/3U5tp

丹頓事件
http://goo.gl/2aYIf

戀愛編年史
http://goo.gl/4IwGl

神聖七日
http://goo.gl/XAxqZ

愛在波蘭戰火時
http://goo.gl/8J1XU

附魔者
http://goo.gl/m6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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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2012巴赫納利亞 - 台灣冬季音樂會

類 別：音樂
活動日期：101.12.22(六) 19:30
地 點：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281展演場
票 價：索票入場(12/8開放索票索完為止)
索票地點：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267棟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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