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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人物：韓國首位女總統朴槿惠(BBC中文網12月19日)
http://goo.gl/Ie0he

 肯亞再傳爆炸 明年大選蒙陰影(中央社12月18日)
http://goo.gl/SxngM

 突國革命週年政經未改善 總統議長遭石擊(大紀元12月18日)
http://goo.gl/S2NWE

 人物：安倍晉三(BBC中文網12月16日)
http://goo.gl/2zy8a

 颱風寶霞已造成菲律賓逾千人罹難(BBC中文網12月16日)
http://goo.gl/PfKS2

 噶瑪巴活佛譴責藏人自焚抗議做法(BBC中文網12月11日)
http://goo.gl/uArGr

 報告：中國經濟20年內超越美國(BBC中文網12月11日)
http://goo.gl/Qso0Z

 聯合國氣候大會延長《京都議定書》至2020(BBC中文網12月8日)
http://goo.gl/gQNn2

[XE3A張語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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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XE3A張語軒/整理]

噶瑪巴活佛譴責藏人自焚抗議做法

第17世噶瑪巴活佛泰耶多吉譴責藏人抗議中國統治自焚的做法
說，這不符合佛教的非暴力原則。

第17世噶瑪巴活佛泰耶多傑對BBC表示，他希望自焚的做法能
夠停止。

第17世活佛出現了兩個噶瑪巴：一個是由第16世活佛身邊的大
弟子大司徒確認的西藏的伍金赤列。晉美多吉，1992年同時得
到中國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的認可；另一個是由第16世活佛身
邊的大弟子指認的泰耶多傑，不過並未得到達賴喇嘛的認可。

兩位17世噶瑪巴均呼籲藏人停止自焚的做法。

總部設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早些時候發表聲明，否認發生在
中國藏區的藏人自焚事件與流亡政府或達賴喇嘛有關。

中國當局聲稱，藏人自焚事件是由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集團組織策劃。

西藏噶瑪巴活佛反對藏人自焚抗議做法(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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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真相

西藏流亡政府呼籲中國當局派出調查組赴達蘭薩拉了解真相。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桑蓋表示，「如果中國真的想讓藏人自焚事
件不再發生，他們應當無條件地允許國際機構進入藏區，調查藏人
自焚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在那裏指責他人。」

針對頻發的藏人自焚事件，中國官媒抨擊說，「策劃、煽動自焚是
將藏傳佛教引向邪路，同情、推崇自焚是混淆是非、助紂為虐。」

中國官方媒體稱，自2009年起，兩名嫌疑人接受達賴集團指令，
「煽動教唆脅迫」8名藏人自焚，造成3人死亡。

在此之前，四川省警方稱成功偵破一系列煽動脅迫藏人自焚案件，
並稱已拘捕兩名嫌疑人。

「反自焚專項鬥爭」

中國媒體還引青海省省委警告說，當局將「迅速組織開展反自焚專
項鬥爭」，加大自焚案件偵破，追查幕後組織者和煽動教唆者，依
法從快、從嚴判處典型案件和首惡分子。

鑒於藏區的自焚事件接連發生，聯合國人權專員皮萊於11月2日對中
國政府提出了批評。她敦促北京立即停止在西藏的人權侵犯行為。

德國外交部人權和人道援助專員勒寧則敦促中國重視人權，並呼籲
中國讓國際觀察員入境，了解藏人自焚的真相。

海外人權組織指出，中國境內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自11月起猛增。
12月10日，新華社證實，青海又有黃南州澤庫縣一名藏族女學生自
焚死亡。

噶瑪巴活佛譴責藏人自焚抗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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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藏人自焚」相關報導

 藏人何以自焚 盼政策改變 (中央通訊社12月18日)
http://goo.gl/7i1re

 藏人自焚抗暴中共強硬制裁 國際社會譴責(大紀元12月15日)
http://goo.gl/4r2B5

 西藏流亡政府促查藏人自焚真相(BBC中文網12月11日)
http://goo.gl/TOJpl

 國際人權日前夕 藏人在台絕食49小時抗議中共(大紀元12月9日)
http://goo.gl/9QkXf

 悼念自焚同胞 藏人絕食49小時(台灣立報12月9日)
http://goo.gl/UaXcD

 藏人自焚事件增至94人 引國際社會關注(大紀元12月3日)
http://goo.gl/ADmNr

 藏人自焚不止中共制裁 青海上千學生抗議遭鎮壓(大紀元11月
27日)
http://goo.gl/8Dlq0

 青海藏人自焚者：無法繼續強忍著活下去(大紀元11月27日)
http://goo.gl/vdY3V

 藏人自焚引起漢人震撼 網上呼籲當局改變治藏政策(大紀元11
月23日)
http://goo.gl/HGEB0

噶瑪巴活佛譴責藏人自焚抗議做法



Hamar

Dovrefjell-sunndalsfjella Helsinki

Copenhagen

這一次所要介紹的北歐建築並不特別

雄偉華麗，卻帶我們更貼近歷史與自然環

境。或許北歐存在比較少像其他國家那樣

令人印象深刻的古堡與教堂，但是我們卻

能不斷看見它不受限於任何一種風格而不

斷創新進步，也看見它成功地創造出與自

然共存而不衝突的建築作。

融入自然與歷史的

北歐地圖(圖1)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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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哈馬爾(Hamar) 1979
海德馬克天主教博物館

The Hedmark Cathedral Museum

海德馬克天主教博物館的主體由1997年普利茲建築獎獲獎

者，挪威建築師斯維勒．費恩(Sverre Fehn)設計。哈馬爾是挪

威中世紀唯一的內陸城鎮，有著挪威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源。費

恩的博物館正是在這遺址上建造起來。費恩的設計除了讓我們

看到如何保護現有遺址，更重要是通過建築讓參觀者和歷史對

話。

博物館外觀(圖2)

館內展覽空間(圖3)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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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原來是一個天主教的寨堡，建築荒廢後，農民曾將它

改建。博物館保留了原有的斷壁殘垣，展示了時間的崩塌痕跡和

建築的秩序感。紅屋面和藍天、灰石對比構成一種既親近又間離

的藝術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將遺址改建成與現代有所連結

的建築物。

以玻璃及灰石建構而成的博物館
融合了現代與過去的歷史(圖4)

博物館保留了原建築物的遺址(圖5)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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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博物館的結構元素，完全沒有實體碰觸到任何中世

紀的牆或遺跡。

它也不會受限於建築物的牆體與屋頂。藉由斜坡，其節

奏與動線將帶領訪客持續接觸考古發現，以及未來依然會在

建築物周遭進行的考古挖掘。

(圖6)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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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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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馬克天主教博物館 主要分為以下區域：

中世紀區

中世紀區的主要是以將遺址中的主教的修道院的羅馬建築轉

化為哥德式建築，但現在的在天主教堂遺址中正由挪威政府進行

一項新的建築計畫。這座教堂從來不曾屬於羅馬天主教堂的管轄

範圍，但只要申請通過，便可以在教堂內舉辦婚禮，而中世紀區

也包含了花園區，裡面所種植的花草主要是中世紀時期被廣泛使

用的花草。中世紀館由費恩設計，用水泥、木頭、玻璃與中世紀

的石頭建築做出一個強烈的對比。

天主教堂外圍的保護建築(圖7)

民族館

民族館展示了海德瑪克自16世紀起至20世紀的宗教意涵，裡

面包含了一座後花園包含了所有海德瑪克地區早期的文物，而有

些展覽館則是可以藉由外界租用，而收藏品中也包含了19世紀最

好的住宅區。

考古學區

考古學區提供遊客可以看到任何時間的文物，大部分的中世

紀時期城鎮區文物都還未被挖掘，遊客可以看到在博物館以外所

遺留下來的遺址。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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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區

在米約薩湖(Mjøsa Lake)旁的公共區則有一個娛樂區，

並且開放給大眾，內容包含游泳區、礫石走道、大草皮、海

岸線。

至攝影存在以來，海德瑪克的照片館就已經開始收藏許

多的攝影集，因此博物館號稱擁有海德瑪克最多的照片集的

博物館。

海德馬克天主教博物館的海岸線(圖8)



建築設計師費恩說：「這座博物館的規劃傳達出天堂與塵世

之間的自由移動，創造了沒有地平線的地景。外在與內在的世界、

外部與內部的空間、室內與室外，一概沒有區隔。基本的建築概

念是要打造一座博物館，裡頭要保存哈瑪爾主教宅邸與大穀倉的

原有遺跡，並讓考古挖掘在博物館中和展覽品佔有同等地位。這

些遺跡必須維持原貌，因為他們訴說古代戰爭、主教與歷史的悲

劇故事。你面對著過去，必須善加處裡。過往對我的作品影響很

大。」－出自與普立茲克獎建築大師的對話一書

館內展覽空間(圖7)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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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野生馴鹿觀景中心

由建築師Snøhetta Oslo AS所設計的這座觀景中心位於挪

威Dovrefjell-sunndalsfjella國家公園內海拔1200公尺的高原。

Dovrefjell-sunndalsfjella國家公園以馴鹿聞名於世，是野生

馴鹿在地碩果僅存的家園。Dovrefjell是一座山脈，形成了挪

威北部和南部地區之間的屏障。它也是許多珍稀植物和動物

的自然棲息地。這塊土地有很長的歷史，很早就有人來這裡

狩獵、採礦和進行軍事活動。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造型獨特的野生馴鹿觀景中心
深受世界各地的遊客喜愛(圖8)

觀景中心佇立在高原上(圖9)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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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設計圖(圖10)

博物館設計圖(圖11)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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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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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vrefjell是一個山脈，形成了一個挪威的北部和南部

地區之間屏障。是歐洲野生馴鹿群最後的家是許多珍稀植物

和動物的自然棲息地。悠久的歷史充滿旅客，傳統狩獵，採

礦，軍事活動，在這片土地上留下印記。除了自然和人文景

觀Dovre山還擁有在挪威意識具有重大意義。國家傳說，神

話，詩歌(易卜生)和音樂(格里格)慶祝這個強大神秘和永恆

素質。挪威憲法的開國元勳，同意和忠實，直到Dovre秋天！

建築理念

這種獨特的自然，文化和神秘的景觀，已形成建築思想

基礎上。建築設計是基於一個堅硬的外殼和一個有機的內在

核心。朝南的外牆內部，創建一個受保護和溫暖的聚會場所，

同時仍保留訪問者的壯觀panorama Considerable強調的觀

點，材料的質量和耐久性能承受惡劣的氣候。類似當地基岩

中，所發現的鐵原料鋼矩形框。簡單形式地使用天然材料，

參考當地建築傳統。利用先進的技術，無論是在設計和製造

過程使用數字化三維模型，以推動銑床，哈當厄爾峽灣挪威

造船創造了從10英寸見方的松木梁的有機形狀。木材然後組

裝在一個傳統的方式使用緊固件僅木材釘。外牆被視為松焦

油，室內木材oiled館，一個尚未細緻入微的強大的建築，讓

遊客有機會，以反映和考慮這個廣闊和豐富的景觀。



到觀察館的來訪者可以坐在木質的長

條板凳上，在這裡他們可以靠近懸空

的火爐進行取暖。材料的品質和持久

耐用是被重點強調的，以此應對嚴寒

的氣候(圖13)

提供登山遊客休息觀景的
木質座位(圖1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建築師把重點放在能抵禦惡劣天氣的材料選擇上，長方形

的框架採用了類似於鐵的粗鋼材質，簡潔的造型和天然材料的選

擇符合當地的建築傳統。南立面創造了曲線形的座椅，使人們在

上面休息時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之中。建築師在建造過程中結合挪

威的造船技術和先進的製作工藝，每10平方英寸的木質橫樑都被

打磨光滑並且用木楔進行加固，創造出波浪般的立面效果。外牆

使用松焦油進行處理，內部木材也經過油化加工。堅硬的長方形

外框與生鏽的鋼材相結合，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周邊環境中，同時

對外部木板的特殊處理，也突出了高山徒步者的存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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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野生馴鹿觀景中心是2011世界建築節(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得獎作品。

世界建築節是擁有老牌建築雜誌《建築評論》(The

Architectural Review)的英國EMAP媒體集團在2008年創建

的。執行人保羅‧芬奇(Paul Finch)創辦的初衷：讓建築師

們能夠走出自己的國家，面對面交流。目前已有超過8,000

名來自65國的建築師參與這項活動。

(圖1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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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Dream of Color Glass House
夢幻彩色玻璃屋

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彩色玻璃屋由建築師Tom Fruin所設計，

它由大概一千件大小不等的有機玻璃組建而成，所有的玻璃材料

都是透過回收而取得，這些玻璃來自丹麥建築中心的垃圾箱、國

家藝術工作坊的地下室、框畫店等等。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圖15)

19

歐洲主題專欄

(圖16)



這棟不尋常的彩色玻璃藝術之家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讓

原本就以安徒生童話故事(Hans Christian Andersen)及小美人

魚(Little Mermaid)雕像聞名於世的丹麥增添了更多奇異夢幻的

色彩。透過屋內所散發出的燈光，它在夜晚顯得更加不尋常也

更迷人，房子周圍的空間也充滿了這些彩色的燈光，讓人誤以

為自己走入了另一個空間。

Tom Fruin設計的靈感來自於他曾在丹麥所見的燈光，再

加上一些對當地的想像，於是有了這棟童話故事般美麗的玻璃

屋。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圖17)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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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Fruin製作彩塑玻璃屋的過程。

每一片不同顏色的玻璃及形狀大小都

經過他反覆地思考及比較，如此才能

在不管是白天或夜晚展現出它最協調

也最迷幻的一面。

Tom Fruin的另一件位於紐

約布魯克林的著名作品.這件名為

「Watertower」的作品完全由廢

棄和回收的樹脂玻璃及鋼製品製

作完成。Tom Fruin從整個紐約

市的商店和建築中收集來了1,000

塊樹脂玻璃，又從賓夕法尼亞州

收集了鋼製品。這是這位藝術家

這一系列作品中的第4件雕塑，其

中的每一件都採用了相同的材料

來向其各自位置的地標建築致敬。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圖18)

(圖19)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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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哥本哈根

方舟美術館

1996年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最重要的文化設施，丹

麥ARKEN現代美術館於1996年開幕，為哥本哈根注入了文化

新活力。方舟現代美術館(Arken Museum of Modern Art)的
國際競圖，由一位當時年僅20出頭建築系學生瑟倫‧勒貝格

‧倫德(Soren Robert Lund)，在哥本哈根南郊Ishoj的荒野上

具體實踐。

方舟美術館外觀(圖20) 美術館位於並未選在熱鬧的市區

，而是歌本哈哥南郊的Ishoi(圖21)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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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規定要求所有設計費高於10萬歐元的公共建築，都必須

開放歐盟範圍內的建築師事務所公開競圖。此一措施增加了專業跨

國競爭，也相對的提升了建築設計品質。新時代制訂了以建築與環

境品質為中心的建築政策，鼓勵實驗住宅、生態建築，建築師正在

重新建立起成經被工程師與開發商取代的地位。在服務上，

ARKEN希望博物館是能夠高度被民眾使用，所以展覽是高度被瞭

解，甚至希望營造深入與使用者對談，因此更努力培養館內的專業

服務能量，例如：設計使用者互動的工具，希望透過這種互動的反

應能夠提升展覽的品質。為了高品質的展覽，溝通是必要的工作

(ARKEN的信念)包括政府及一般民眾，博物館說，溝通是為了反

應對參觀者的尊重，可見博物館的用心。

館內展覽空間(圖22)

館內亦提供民眾休息用餐(圖23)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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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EN博物館的特色建築，像一個船型造型的建築

外觀，內外都充滿設計師的用心經營，除了視覺上如船的

建造，建築的中心由一道長達150公尺的白牆界定出風格強

烈的「藝術軸」，荒野中的方舟現代美術館，創造出一種

流動的空間能量與張力。而其細節的修飾都仿造如真，設

計師更採用船的元素創造出富有航海風情的獨特氛圍，每

一個建築的部份都如同藝術品般精緻。

美術館全景圖(圖24)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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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資料來源：

http://goo.gl/fWEC7

http://goo.gl/5fSX2

http://goo.gl/tQTfb

http://goo.gl/uJj95

http://goo.gl/156tE

http://goo.gl/fpwXO

http://goo.gl/LkGdQ

http://goo.gl/L58Y0

http://goo.gl/gZROc

http://goo.gl/0fRsx

http://goo.gl/llXUO

書籍：與普立茲克獎建築大師的對話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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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研究利用愛滋病毒來抗癌
Détournerlevirusdusidapourluttercontrelecancer

報導發佈時間：2012/12/18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NRS)RNA結構暨反應作用實驗室

(laboratoireArchitectureetréactivitédel‘ARN)團隊利用HIV的複製機制，

試圖將病毒轉變成治療工具，特別是用來治療癌症，目前已經成功篩選

出一個特別的突變蛋白質。

HIV會將自己的基因嵌入人類宿主的細胞基因組中，並利用人類的

細胞進行繁殖。主要特徵是會不斷突變，進而在持續繁殖的過程中，產

生多個突變蛋白質(變異體)。

研究員首先將人類基因注入HIV基因組中。這種遍佈所有細胞的人

類基因稱為「脫氧胞苷激酶」(dCK)，它可以催動抗癌藥物(註一)。多年

來，科學家都在尋找更有效的dCK蛋白質形式，利用HIV的繁殖能力，

建立了一個包含將近80種突變蛋白質的變異體庫，並結合抗癌藥物，在

腫瘤細胞上進行實驗。科學家因而確認出一種比未突變之蛋白質更有效

的dCK突變種，可以使進行實驗的腫瘤細胞死亡，並發現減少300倍的

抗癌藥物劑量，就可以獲得相同的療效。

這項實驗性技術的優勢是直接在培養出來的細胞中測試突變蛋白質，

未來幾年之內則將在動物身上進行分離突變蛋白質的前臨床研究。再者，

這個轉變愛滋病毒的實驗系統，未來也可能應用在眾多治療上。

(註一)dCK會將用來複製DNA的核苷酸予以磷酸化(也就是說，dCK可以將磷酸基團加入

DNA分子的結構部份裡)。dCK將類似核苷酸的抗癌藥物予以磷酸化之後，可以催化這些

藥物阻止DNA的複製，進而阻止癌細胞增生。

歐盟學術專欄

[XG5A蕭姿慧/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goo.gl/JgnY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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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能有現在的風貌，都歸功於4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位

於西陣線的生還者們。每個歐洲國家都有這些經歷過西陣線殘酷

日子、容忍共產主義生活超過40年的人的執政紀錄。

每年11月1日的亡靈節，波蘭的首都華沙(Warsaw)都會瀰漫

著安靜詭異的氣氛，整座城市宛如一座空城。

當黑夜降臨時，Powazki軍事公墓充滿著橘紅色的蠟燭及燈

籠閃爍出的光，整座墓園壟罩在一片火紅中，散發出沉重的秋寒。

這座軍事公墓埋葬了從19世紀以來，為國家犧牲的英雄。包

含了華沙起義(譯註見下頁)以及少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人。

波蘭和歐盟權力中心的轉移

《Germany, Poland and the shifting centre of European Union power》

橙色和紅色的蠟燭和燈籠(圖1)

[UE3B楊杼嫻/編譯]

編按：2012/12/18英國BBC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由Allan Little所撰寫之

文章《Germany, Poland and the shifting centre of European Union
power》，內容探討波蘭與歐盟/德國間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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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華沙起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地下軍反抗
德國佔領軍的戰役，戰爭始於1944年8月1日。
波蘭地下軍的目的是希望在蘇聯的紅軍到達華
沙之前解放德國的佔領軍，進而免於蘇聯的控
制。50,000名波蘭地下軍採用了游擊戰對抗
25,000德軍，整個起義持續了63日，直到1944年
10月2日，波蘭軍隊方向德軍投降。在波蘭方面
有大約18,000名軍人和超過250,000名平民死亡，
另有大約25,000人受傷。德軍方面有大約17,000
人死亡和9,000人受傷。

當10個前共產主義的東歐國家在申請加入歐盟時，英國原是第

一個表示感興趣的國家。

保守黨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與約翰

‧梅傑(John Major)相信透過拓展歐洲可以避免深化歐洲，並可藉

此有效地停止因為布魯塞爾權力發展而導致歐洲各國主權遭受侵害。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不如預期。

英國前歐盟大使Lord Kerr表示：「柴契爾夫人相信自蘇聯統

治下出來的國家絕不會想再次陷入主權專制的國家框架中－只不過

這次從莫斯科換成布魯塞爾。」

「她相信東歐的加入將會讓歐盟傾向同盟而非聯邦，歐洲將變

成更為自由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是她的看法，但很顯然地她誤判

了局勢，歐盟發展越廣便越需深化。」

華沙起義(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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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解放者－歐盟

波蘭人與其他東歐國家並不認為布魯塞爾與莫斯科存在著

間接的相似度，也不認為歐洲執行委員會與蘇聯可以被拿來相

提並論。

波蘭的外交部長Radoslaw Sikorski表示：「對我們而言，

加入歐盟代表了在體制上已確實確認了我們屬於歐洲的一部份；

而這正是我們於歷史上非自願地被兩個極權主義：蘇俄(Soviet
Russia)和納粹德國(Nazi Germany)所剝奪的權利。某種層面

上來看，世界二次大戰及其政治影響直至1989年的第一次人民

選舉和加入北約(Nato)與歐盟(EU)之後才真正徹底結束。」

而對英國來說一點也不民主、官僚且煩人的歐盟，對於波

蘭人來說卻代表著一股解放的力量、一種具有保障且民主的象

徵，並於幾世紀後，終於讓波蘭成為一個安全、自由的國家。

歐盟的權力中心向東移(圖3)



世界觀點

位於波蘭西部的華沙市正是此一新興歐洲認同的中心，

德國的投資如洪水般湧入這個嶄新且充滿生氣的城市，特別

是針對華沙市的IT部門。

華沙在1945年前並不屬於波蘭，而是座隸屬於德國且被

稱為Breslau的城市。之後有500,000人從此處移民至簡陋的戰

後德國城市；在這之後，近50萬的波蘭人在被蘇聯政府釋放

後移民至華沙，並入住這些已移居的德國人的房子中。

如今，歐洲的重心所在戲劇性地東遷，在前期幾十年的

歐洲計畫中，大部分都是由西陣線戰爭的生還者所主導。

前德國總理Helmut Kohl的前外交政策顧問 Joachim
Bitterlich表示：「現在，波蘭政府只要想知道歐洲的動靜，

不用去巴黎，只要去柏林就好了。對德國而言，目前的處境

則相當棘手，因為自1989/90年後，他們就必須要拾回一些他

們早就忘記的事情：責任與領導。」

波蘭首都華沙(圖4) 30



到了華沙馬上便能發現，歐洲(包含德國)已經開始被那

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更為殘暴的東陣線戰爭中的生還

者所改造。

1980年代中，Radoslaw Sikorski在流放期間於英國停留

數年，並與David Cameron同一時期於牛津就讀。身為親

英派的他，每日早晨於華沙的自宅中在BBC的廣播中醒來。

他是為中偏右派的政治人物，並且相當適合處理英國保守派

可能面對的所有難題－只要與歐洲無關。

因為波蘭那段痛苦的過去，造就了現在的他，藉由幫已

逝世的世代發聲，Sikorski在歐洲成為極具影響力的人物。

Radoslaw Sikorski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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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的命運

一年前，他前往柏林演講並號召德國帶領歐洲，積極地成

就一個更有秩序且更為集權的歐洲聯盟，此舉並非削弱國家的

主權，而是讓歐洲的自由獲得更多保障。

「歐元區近期的危機肇因於所訂定的條約未能徹底實行，

在條約的遵循與否只仰賴歐元區各國的良心之下，此項條約早

已名存實亡。」

「因此為了讓歐盟能夠發揮作用，我們需要更有力的規

範。」而更有力的規範並不是英國當初所希望東歐夥伴國家帶

來的結果。

英國的歷史幾乎與其他歐洲國家截然不同，英國從未受到

軍事挫敗的羞辱或遭其他國家佔領。

英國在歐洲同盟中所追求的並非鞏固民主或提防宿敵；然

而，歐洲整合將讓各國自過往駭人的歷史中解脫的信念在中歐

是如此強大且執著，特別是在德國與波蘭。

波蘭與德國的過往歷史於每次會議中都宛若隱形的座上賓；

兩個國家早已逝去的過往情仇透過現今在位者發聲。

波蘭的經濟在這幾年的表現已經超過了其他歐洲的國家(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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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譯註：本文作者 )曾拜訪一位退休外交官叫Dietrich
von Kyaw，他的成長史反映出他的來源國與中歐國家的改變。

他在東德長大，父親是位德意志國防軍軍官，1939年時在

波蘭被殺；在他10歲那年，他與家人向西逃亡以躲避紅軍。他

仍記得那時的恐懼、戰敗的恥辱，以及死在掘溝的德國人。

「你問我歐盟對我這種人來說算什麼？1920年，在我17歲
時，我父親在芬蘭參戰，就為了保衛那些芬蘭人向紅軍抗衡；

身為一個外交官，我負責針對芬蘭是否加入歐盟進行協商。

我父親在波蘭的某處遇害，我們在德國的地產於1945年割

讓給波蘭；1989年後，我前往華沙遊說波蘭重回歐洲。」

總括而言，中歐人並不認為自己僅僅是單純加入歐盟，而

是實現了曾因戰爭而中斷的命運。

在華沙我遇到一個26歲的年輕人Mateusz Koracki，他說

他熱愛每一條街道的舊城市氣氛、每一塊磚瓦、每一塊雕刻石，

以及從事導覽的工作。

「我屬於波蘭不用為了自由而奮鬥的第一代，而這一切都

是由強大的歐盟所賦予的，我們可不想再搞砸一切。」

Dietrich von Kyaw(圖7)

資料來源：

原文網址
http://goo.gl/0WfrJ
華沙起義圖
http://goo.gl/Khxw5
Radoslaw Sikorski圖
http://goo.gl/pMXgn
華沙圖
http://goo.gl/xyYRv
Dietrich von Kyaw 圖
http://goo.gl/dwCo1



歐洲學生在歐盟裡所擁有的優勢

XF5A 1097301008  Séverine
1097301042  Joanna
1097301055  Isabelle

教育，永遠“發燒”的話題

教育，是個不斷更新且使人重視

的主題，在歐洲所有國家裡當然也不

例外，是個擁有高度關注的議題。由

於各國之間教育制度及系統訂定的不

同，而且歐盟本身並無共同的教育政

策，所以使得許多證照、考試、資格

證書名稱、評鑑、技能訓練…等，都

有不同的方式及實施作法。

因此，歐盟在各個會員國仍保有教育與訓練制度的自主權下，

建立起共同觀念及措施交流的平台，提供跨國教育及訓練與青年合

作夥伴關係和國外留學交換計畫與機會，並推動創新教學之計畫和

建立學術與專家的連絡網，更呼籲在教育上應用新科技的需要性及

強調跨國文憑認可的重要性。根據歐盟馬斯垂克條約第126條，在完

全尊重會員國對教學內容及教育制度之權責並尊重其文化與語言的

差異性之前提下，歐盟將藉由鼓勵或補助會員國之間的合作活動來

提昇教育的品質。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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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歐洲取向的教育，並藉由學習各會員國的語言來達成此

目標

2. 鼓勵學生與教師交流，並進一步推動文憑及進修認可制度

3. 推動教育機構彼此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4. 建立各會員國彼此間教育的資訊與經驗交換

5. 鼓勵青年交流及社會教育專家交流

6. 鼓勵發展遠距教學

歐盟的行動方案目標

這種教育作法取向奠基在歐盟各會員國彼此間密

切合作關係上，它開放給任何關心教育的人，從學

校、老師、管理者、大學校長、專業團體、專家及

各國部長，並提供各種形式及各種年齡的訓練，目

的就是在於提昇教育水準、克服學習機會障礙和配

合二十一世紀的需求之際，同時又能兼顧保存歐洲

教育豐富性的特色。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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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近在咫尺

歐盟針對不同年齡層在教育及實

習上提供許多不同的獎助學金計畫，每

年有數以萬計的公民利用這些計畫項下

的補助赴國外留學或從事歐洲研究計畫。

在1976年，各國教育部長首次決議建立

資訊連絡網，以促成歐洲共同體9個會

員國彼此之間就教育政策與組織方面互

相了解，並隨後在1980年成立歐洲教育

資訊網站Eurydice來介紹各國的教育制

度。

1986年創辦伊拉斯謨斯(Erasmus)計畫，實施學

生交換，而這項計畫是歐盟實施最成功的一項計畫，

已擴展至12個國家。此計畫在歐洲的存在已超過20年，

是一以英文為基調，由歐盟直接進行部分補助的統合

課程。以各種方案鼓勵歐洲大學互相承認學位，以進

行師資與學生的交流，課程橫跨各種科系以及各階段

高等教育課程，此一計畫在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時
便早已陸續開始實施；目的在於讓歐洲各國學生習得

歐洲各國文化，並分享多元教育資源。因為歐洲各國

獨有的不同的傳統，文化，歷史，語言，及常見的本

位主義等因素，此地區高等教育的複雜程度極高，這

樣跨國際，跨科系領域的學制整合，極不容易。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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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此方案主要對象為歐

洲學生，但為了保持學術與教學上

的多元性，歐盟也積極拓展與非歐

盟國家大學的合作交換機會，尤其

是去年通過的「伊拉斯謨斯世界」

方 案 (Erasmus Mundus) ， 是

Erasmus計畫的延伸，進一步鼓勵

非歐盟學生的參與，歐盟學生也可

以到歐盟之外的高等學院進修，對

歐洲以外的地區將有更全面了解的

機會，同時也促進教育文化資源的

共享。

「伊拉斯謨斯世界」於2002年由歐盟執委會向歐洲議會與歐盟

部長理事會提出，主要目的為提升歐洲高教的品質及促進與非會員

國的合作，吸引更多第三國研究生赴歐洲留學，以迎合教育全球化

的挑戰與創造歐洲成為卓越中心，自2004年9月起實施至2008年12月
結束。歐盟首次以大量經費補助並開放非會員國學生與學者參與，

顯示歐盟積極地提高歐洲高教品質，期望吸引世界各地頂尖學生，

這些學生日後成為政策決策者，為未來歐洲與非會員國之間建立無

限合作機會。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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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所獲得的經驗已發展成為蘇格拉底計畫(Socrates)，這項

計畫含括所有的教育領域，包括所有年齡層及各種程度的學習能力，

在1995年創辦，並伴隨達文西計畫與青年計畫，總共有30個參與國家。

它真正的廣大抱負為拓展『知識歐洲』，以接受新紀元之各項重大挑

戰，諸如︰提倡終身教育、鼓勵全民教育、達成專業資格及技能之相

互認可，促進語言之學習及鼓勵交流與革新。

蘇格拉底計畫8項行動方案：

– Comenius：學校教育交流方案

– Erasmus：高等教育交流行動方案

– Grundtvig：成人教育交流行動方案

– Lingua：歐洲語言教學提升方案

– Minerva：資訊教育及科技學習方案

– 教育制度及政策之觀察及革新方案

– 配合其他行動計畫之聯合行動方案

– 其他附加行動方案

為推廣在各大學介紹歐洲研究，

歐盟支持莫內計畫(Jean Monnet)並

補助莫內講座的成立、歐盟法律、經

濟及歐盟建構的政治研究及歐盟整合

的歷史演變等課程，這項計畫也補助

莫內卓越中心的成立。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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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有關教育與訓練的計畫表

計畫項目 領域範圍 資訊網站

蘇格拉底

SOCRATES
教育領域

歐洲教育資訊網Eurydice
介紹歐洲各國自小學至大學的教育

制度、組織、發展及評鑑方式，以

官方語言及英語二種版本發行。

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職業訓練

歐洲職業訓練發展中心CEDEFOP
提供歐盟各會員國職業訓練現況及

未來的最新訊息。

青年方案

YOUTH 
PROGRAMMES

青年方案

歐洲資訊傳播網EURODESK
提供有關歐洲地區教育、訓練及青

年領域之各項資訊。

田普斯TEMPUS
與歐盟候選國及

美加兩國之高等

教育的合作

歐洲訓練基金會The European 
Training Foundation
提供候選國及第三國之合作計畫

台灣雖然不是歐盟會員國成員之一，但同樣可享有這些計畫所給予

的好處，因為每年都會由臺灣歐盟中心七所聯盟大學分別規劃辦理，

提供校內臺灣學生赴歐盟國家長短期研習、交換、以及專注於歐盟研

究之獎學金，像是2008年，歐盟「伊拉斯莫斯世界」方案頒發最高達

每年2萬4千歐元獎學金給10位將赴歐洲攻讀該計畫碩博士課程的台灣

學生，至歐洲國家研習。台灣每年平均約有10多名學生申請到該獎金。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龐維德表示，此一計畫不僅可幫助嚮往至歐洲求

學的學子，更能增進歐洲地區與其他國家的文化與經貿交流。且該計

畫課程多樣性高，包含光學工程、紀錄片執導到葡萄酒釀酒等不同學

門，可多方培養不同領域的人才。所以，出國，已不再是夢想，它也

可以離我們很近!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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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婚姻

[XF4A蔡宜庭、莊謹琳/整理]

12月08日同志支持團體於
波爾多市舉行同志婚姻法
支持遊行(圖1)

11月07日巴黎反同志婚姻法
遊行示威(圖2)

過去，同性戀者被認為是有罪或是心理疾病一種，在近代社會

越來越能被接受。自20世紀末，同志婚姻的訴求牽動了越來越多的

國家去擬定合法化同性戀的平等或是婚姻關係之法律。截至2012年
12月已有14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

同性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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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已有8個歐洲國家(其中6個為歐盟會員國)承認同志婚

姻：荷蘭(2001年)、比利時(2003年)、西班牙(2005年)、瑞典(2009
年，必須找一位教會牧師見證此婚姻)、挪威(2009年)、葡萄牙

(2010年)、冰島(2010年)及丹麥(2012)。在這些國家中，男同志與

女同志可擁有與異性婚姻相同之結婚權力。

歐洲同志法實施分佈圖(圖3)

為尚未通過同志婚姻法國家

為開放民事伴侶關係國家

為同志婚姻法實施國家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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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法國總統－歐蘭德(圖4)

法國

法國現任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於2012年5月第18
屆法國總統選舉競選期間曾承諾：«droit au mariage et à
l’adoption pour tous les couples»(譯：所有夫婦皆享有結婚權

與子女領養權)，同性戀享有與異性戀夫婦平等的結婚權力與子

女領養權 ，期望將同志婚姻法案納入法典中。上任至今，歐蘭

德總統領導的內閣已於11月7日提出同性法案，2013年1月可望

由議會進行討論；目前已有足夠的跨黨派支持，政府能照規劃

時程來推動這項法案。

法國尚未准許同性婚姻，但是自從在2012年11月8日同志

婚姻的相關法律一直在法國議會討論著。自從1999年，同性戀

夫妻可簽署兩人協議同居和法院核可同居。然而這兩者給予的

法律保證並沒有與異性婚姻一樣。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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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於巴黎拉德芳斯(La Défense)地區聚集約700位反

同志婚姻民眾高喊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別騙孩子」，「以為

辯護孩子的心為由」示威者表示。反同志婚姻抗議在法國全境大

城市皆有舉行，如里昂、波爾多、里爾、普瓦捷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Baiser de Marseille馬
賽之吻》，由Alliance VITA(以促進個人

生命保護及尊重個人人權為宗旨之組織)在
全法國發起反同志婚姻及反同志父母之抗

議行動中，兩位馬賽女學生突然走到抗議

群眾前並毫無準備地擁吻了起來，嚇壞當

時民眾。抗議的兩位女學生，17歲的Julia
及19歲的Auriane表示兩人不是女同性戀

也不是同性戀支持者，僅是剛好路過，當
聽到示威者喊著「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時，兩人為了表示反對如此觀點，忽然有

了到群眾前接吻的點子並衝動地作出此舉

動。

Julia(左)及Auriane(右)於示威群眾前擁吻(圖5) 

[法國與歐盟]投稿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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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來源 Date de réalisation年分 NSP沒意見 Pour贊成 Contre反對

BVA 2000 2 % 48 % 50 %

CSA 2004 4 % 50 % 46 %

BVA 2006 2 % 60 % 38 %

BVA 2011 4 % 63 % 33 %

Ifop 2012 0% 60 % 40 %

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民意調查(表一)

Source 來源 Date de réalisation年分
NSP 沒意

見
Pour 贊成 Contre 反對

BVA 1998 2 % 28 % 68 %

BVA 2002 8 % 41 % 51 %

CSA 2004 2 % 33 % 65 %

BVA 2006 2 % 48 % 50 %

BVA 2011 4 % 56 % 40 %

Ifop 2012 46 % 54 %

根據2012年9月近期民意調查顯示，高達六成民眾支持同性戀結

婚權利，但是對於同性戀者收養子女的問題，法國民眾意見分歧，

並表示相較於同性戀家長帶孩子長大，仍是由一男一女帶孩子長大

較好。同性戀婚姻及同性戀子女領養權利仍在法國熱議中。

同性戀孩童領養合法化民意調查(表二)

[法國與歐盟]投稿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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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歐盟擁有鮮少關於家庭之專業知識。就其本身而言，在

2004年歐洲人權法院裁定「預約結婚之夫婦，應由一男一女組

成，是國家法律特權組成而非歧視」，雖然在2008年此法院曾

說明「在不同司法法條中，同性戀者有成為家長的可能性。」

2003年，歐洲議會要求所有歐盟會員國「取消同性戀所遭

受任何形式的歧視(法律或事實上的)，特別是結婚及收養子女

的條款。」

2010年9月6日到9日舉行的歐盟大會中，再次提及同性戀

婚姻合法化的問題，並指出同性戀夫婦並沒有得到自由遷徙的

保障。事實上，2010年9月7日，歐盟司法、基本人權和公民委

員會委員Viviane Reding專員表示 :如果一對同性戀夫婦決定從

一個承認同性戀的國家搬遷到另一個不承認同性戀的國家，其

應有的權力(子女收養、社會保障及繼承等)受到不平等對待，

構成歧視，進而違反歐盟法律。因此歐盟委員會將在整個歐洲

領土互相認可同性戀婚姻之權力，歐盟的立法可能將會改變。

芬蘭、盧森堡及斯洛文尼亞正在為同性戀婚姻及同性戀子

女收養權利進行熱烈討論中，可望成為下個推動同性戀婚姻合

法化及同性戀子女收養法案之國家。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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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s
國家

Population
人口

Mariage
同志婚姻

Adoption
同志收養

France
法國

6~10% 

Belgique
比利時

10% 
(2003) (2006) 

Danemark
丹麥

2,7% 
(2012) (2010) 

Suède
瑞典

N/A
(2009) (2003) 

Pays-Bas
荷蘭

3,6% 
(2001) (2001) 

Portugal
葡萄牙

N/A
(2010) 

Espagne
西班牙

2,38% 
(2005) (2005) 

歐盟國家同性戀婚姻及同性戀子女收養比較表

：légalisé法案已通過
：pas encore légalisé尚未通過

N/A ：non applicable 無資料

參考資料

Wiki：http://fr.wikipedia.org/wiki/Mariage_homosexuel_en_France

Toute l’Europe：http://www.touteleurope.eu/index.php?id=5560

La Parisienne -mariage gay : le making du 《Baiser de Marseille》
http://www.leparisien.fr/laparisienne/societe/mariage-gay-le-making-of-du-
baiser-de-marseille-24-10-2012-2261951.php

L’Express : le mariage homosexuel en 
Francehttp://www.lexpress.fr/actualite/societe/le-mariage-gay-en-
france_1117732.html

Atlantico :François Hollande promet le mariage homosexuel pour 
2013http://www.atlantico.fr/pepites/francois-hollande-promet-mariage-
homosexuel-pour-2013-314324.html

[法國與歐盟]投稿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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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在歐美國家家裡擺放的聖誕樹大多是真的嗎?

A：

“O Christmas tree, O Christmas tree! How are thy leaves so
verdant!”每到聖誕節便會在百貨公司、廣播或者商店聽到聖誕歌

曲，其中一首“O Christmas tree”更是大家耳熟能詳，聖誕樹的

歷史淵遠流長，聖誕樹真正的由來已經不可考，但現在它已成為

聖誕節不可或缺的代表以及許多文化中冬季的普遍象徵，傳統上

聖誕樹只會立12個晚上，即平安夜到一月六日，但每個國家都有

自己立聖誕樹習慣的日期，例如：美國為感恩節過後。

在台灣大部分的聖誕樹都是聚氯乙烯(PVC)所製成，然而歐美

國家不然，在歐洲的鄉村有時會看到一大片的整齊排列杉樹林，

這些可不是普通的杉樹林，它們是聖誕樹栽培園，一到冬天人們

會來這裡挑選聖誕樹，栽培商會將被購買樹砍掉，讓顧客帶回去

當聖誕樹，如果覺得到栽培園很麻煩，聖誕市集或者超市也有販

賣已經砍好的聖誕樹。

在美國，每年感恩節後便時有所聞聖誕樹起火，除了氣候乾

燥與電線短路外，樹本身沒有水分加上遇熱自然容易起火，因此

挑選聖誕樹時要挑看起來最新鮮的，可搖動或彈一下聖誕樹的枝

葉，如果有針葉掉落表示樹本身已經乾枯，如果掛上燈泡或者太

靠近火源或熱源，容易引發火災。

[XG5A蕭姿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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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聖誕樹種為：最受歡迎的高加索冷杉、價格最實

惠的雲杉與最為昂貴的太平洋銀冷杉。聖誕樹的成長與

價錢受氣候影響，因此今年與去年的差距不大，今年高

加索冷杉的價格約每公尺16~20歐元。

參考資料：
http://goo.gl/hED9g
http://goo.gl/nL9pN
http://goo.gl/dxuyK
http://goo.gl/MaUI4
http://goo.gl/d9hEX

(圖7)

Do You Know



校外活動快訊

展映日期:

2013-01-08~2013-02-08

展映地點:

高雄市電影館

官方網站:

http://goo.gl/Opclt

春
http://goo.gl/OH8Um

我向春天預約了你的愛情

青青草地上尋著白色小花的秘密讓我

找到你藏在樹洞裡的日記。

四季中最雲淡風輕的一部，有著

春天如夢初醒、乍暖還寒的味道，

一切充滿了不確定性，也充滿了

可塑性，讓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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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http://goo.gl/uQ8UI

秋
http://goo.gl/7cAAd

冬
http://goo.gl/9UvDJ

紅玫瑰、白玫瑰與薰衣草

流浪的水手的心隨著歌聲搖擺揚起風

帆。夏天的布列塔尼海灘流連忘返。

愛情的叨絮、歡愉的歌聲、旖旎

的風光，侯麥的夏天有著難得的

青春洋溢，讓觀眾的心情也不禁

會隨之飛舞...

葡萄成熟時，還想談戀愛

金黃色的陽光伴我漫步悠游自在

。在秋天滿是成熟葡萄的園裡。

一連串無傷大雅的欺瞞、詭計、

背叛與心猿意馬，在看似輕描淡

寫的筆觸下，迸出驚人的挑逗性

與趣味性。秋天，是侯麥最飽滿
的一次收成...

下一個男人不會更好

舊愛往事是烙在心底淺淺的印記。冬

天雪地裡留一抹真情足跡。

你相信生命中唯一的真愛?你相信

只要肯執著、永不放棄地等，真

愛就會在寒冬後隨著春天的腳步

降臨?無論再怎麼鐵齒，侯麥的冬
天故事都能說得讓你心服口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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