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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告誡自己，千萬別在期末最後一期電子報的開頭再次浮濫地使用

「終於」兩字。

本學期的歐洲主題專欄並不如以往至少規劃兩種
不同主題，議題的重複性對於部分讀者而言或許
已造成閱讀上的疲乏，在此向對於建築較無興趣
的讀者們說聲抱歉了。

而此次《世界觀點》同樣是以建築為主，就當
作最後一次的全部盛放吧！

《衛報》評論家針對在中國發生的「建築抄襲」
現象寫了篇報導，探討此種大剌剌地抄襲行為背
後的可能動機與意涵。

複製與抄襲是種向大師的「致意」與「奉承」，
或是純粹地便宜行事與媚外情結?

態度與氣度無法抄襲與複製，因此才令人崇拜與
欣賞，請讓我們如此Cliché地總結。

NEXT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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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2B 趙昱淇/整理]

巴西聖保羅 12月雨量創新高(中央社 2012/12/31)

http://goo.gl/LW3qd

珊迪過後 紐約復甦緩慢(中央社 2012/12/31)

http://goo.gl/aVfDk

日媒：陸稱釣島外交文件僅參考(中央社 2012/12/31)

http://goo.gl/095Dq

富人稅受挫歐蘭德新年更艱難(中央社 2012/12/31)

http://goo.gl/PfsGT

以總統主張恢復以巴和談(大紀元 2012/12/31)

http://goo.gl/4Xwxd

2013全球政經局勢 美媒7大預測(大紀元 2013/1/1)

http://goo.gl/MYBQ9

南韓國會通過2013預算(大紀元 2013/1/1)

http://goo.gl/fapYF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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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2B 趙昱淇/整理]

溫室效應和環境污染致死人數 中國第一

【大紀元2012年12月31日訊】據總部設在馬德里的人道

主義研究機構DARA今年早些時候公佈的數據顯示，2010年
氣候變化和污染導致全球500萬人死亡，在死亡人數最多的

1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一。

人道組織DARA的報告稱，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平均

氣溫上升，引發冰蓋融化、極端天氣、乾旱和海平面上升，

這種全球性影響將會危及人類生命和生活。據估計，每年有

500萬人死於由氣候變化及碳過度排放引起的空氣污染、饑

荒和疾病。如果當前的化石燃料消費模式不發生改變，到

2030年死亡人數將會上升到600萬人。其中超過90%發生在發

展中國家。

(圖1)

新聞深度報導溫室效應和環境污染致死人數中國第一

DARA還在報告中稱：「最多

20年以後，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都會受到氣候驟變的衝擊，因為全

球變暖而造成損失。

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氣候

變化每年將間接導致近100萬人死

亡，損失可達157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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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過去的一年是全球有記錄的歷史以來氣溫最高的一年。如今，

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有一些專家說，越來越多的科

學研究結果顯示，北冰洋和南極冰川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十年全部

融化，由此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40米到80米，一些低地國家和世

界各地許多沿海大城市以及經濟中心將沉入海底。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之際，歐洲國家率先籌劃

計劃，採取行動，力圖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扭轉這一趨勢，

避免全球氣候變暖造成的災難性影響。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等

經濟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溫室效應氣體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

增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號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大國，僅次

於美國。

(圖2)

溫室效應和環境污染致死人數中國第一

(圖3)

http://goo.gl/myBF5
http://goo.gl/I81sS

參考資料：

(圖1)
http://goo.gl/Ke6CB
(圖2)
http://goo.gl/hNhzT
(圖3)
http://goo.gl/NN1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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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圖(圖1)

日本－建築的創意

[UJ2A牛玉萱/整理]

大阪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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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與自然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圖2)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

在1941年9月13日，出生於日本大阪

兵庫縣。在成為建築師前，為了賺

取走訪歐洲建築之旅的費用，曾當

過拳擊手，其後在沒有經過正統訓

練下、買書自學，成為專業的建築

師，並得過無數個國內外建築大獎。

安藤忠雄以清水混凝建築著名，

甚至有「清水混凝土詩人」的稱號。

建物外牆為清水混凝土，表面不再加任何如石材或磁磚的裝

飾，進而發展出安藤獨特的建築語彙，獲得不少國際建築獎的肯定。

也有許多評論家對於安藤的建築特色認為，「對西方而言，安藤是

絕對的東方，因為他的風格極簡，又有禪味；但對東方而言，安藤

又是絕對的西方，因為他重視光、影、水、造型立體的變化。」，

而其作品的特質，就是「找不到門，卻處處是入口」，牆是第一個

看到的建築元素，順著牆走會找到坡或階，入口隨即顯現。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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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作品 (節錄)-1
住吉的長屋(大阪)
Fort Worth現代美術館(美國 德州)
光之教會(大阪茨木市)
水之教堂(北海道)
冰之教堂(北海道)
風之教堂(大阪兵庫縣神戶市)
本福寺水御堂(大阪兵庫縣淡路市)

Fort Worth現代美術館(圖4)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住吉的長屋(圖3)

本福寺水御堂(圖5)

冰之教堂(圖6)

歐洲主題專欄



9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表參道之丘(圖8)

空之教堂(圖7)

浪花橋站出入口(圖9)

已完成作品 (節錄)-2
空之教堂(大阪)
表參道之丘(東京)
國際兒童圖書館(東京都台東區)
浪花橋站出入口(大阪)
……等

進行中作品

亞洲大學藝術館(台灣台中市霧峰)
龍巖人本櫻花墓園-光之殿堂(台灣 台北
縣三芝鄉)
……等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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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忠雄 教堂三部曲－光之教會

光之教會，位於大阪茨木市。它並不是一座新的建築，而

是由於1995年阪神大地震所毀壞的木造舊教會所重新翻修設計

的，而且相較於風之教會及水之教會為附屬於飯店下的婚禮用

的教會；光之教會則是歸於信徒強烈的意志所完成。當初雖然

因資金問題，甚至有以後再蓋屋頂的藍天教會方案，但由於相

關人士和施工公司的捐款，因而得以在竣工之際安上屋頂。

光之教會亦是用安藤忠雄建築中常見的清水混凝土建造而

成，為教堂特徵的十字架造型隙窗，設置於禮拜堂祭壇後面的

整個壁面上，室內除了這個「光之十字架」以外，就沒有別的

十字架了。地板和椅子為木造，木頭雖然塗上暗色以強調「光」

的作用，然而為了冬季防寒，而鋪上明亮顏色的電熱保暖座墊，

使室內的印象為之一變。通常，教會建築的祭壇多半在最高的

地方，然而此教會的禮拜堂卻像音樂廳和大學教室一般，將信

徒的坐席排成階梯狀，而祭壇在最下面。

在光之教會旁邊還有一間教會門廳(星期天學校)，這裡的

地板與椅子也是木造的，採用明亮鮮明底色的木材，與禮拜堂

的印象完全不同。設計這棟時，以能與光之教會成為一體為考

量，開設了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教會學校」，在這棟建築的

一樓還保存、展示著1988年安藤忠雄建築研究所製作的光之教

會建築模型。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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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十字架與階梯式座椅(圖10)

星期天學校的明亮木材十字架與桌椅(圖11)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12

安藤忠雄 教堂三部曲－水之教會

安藤忠雄80年代的知名作

品－水之教堂，位於離富良野

及美瑛不遠處，由新千歲空港

乘特急約1小時可抵達，被視

為北海道美的代表之一。與

「風之教會」和「光之教堂」

一同被稱為「安藤忠雄教堂三

部曲」。

水之教堂，附屬於日本北海道，占地1,000公頃，位於設有高

爾夫球場、十五條滑雪道，以及日本最大室內人造波浪溫水衝浪

池VIZ SPA HOUSE的TOMAMU度假村中。這座矗立在大自然

之中的教堂，維持安藤式一貫低調的手法，隱身於飯店後方的水

之教會從外面是完全看不到的，進了飯店後依循著樓層指南，穿

越大廳、步出後門，沿著小逕直行，在一片緩坡當中，出現了一

道L型清水混凝土牆圍閉的建築，當中有四座混凝土十字架以90
度交接，外罩以H-Beam(H型鋼)為骨架的玻璃盒，形成唯一可供

辨識的指標，而這裡就是教堂的屋頂。

水之教堂位置圖(圖1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13

走進玻璃盒拾階而下，用力推開沉甸的大門(安藤式的建築

語彙：大門尺度通常都非大即重)，進入到教堂主館，迎面而來的

是如夢似幻的景象－兩座十字架矗立眼前，一前一後、一內一外，

演奏著完美的幸福奏鳴曲。隨著北海道的四季變化，水，在此，

時而柔細如絲、時而堅硬似冰，帶給水之教堂更為豐富的建築表

情，也讓慕名前來的人們畢生難忘的經驗。

玻璃窗開啟十字架靜立於池中(圖13) 玻璃窗開上時的兩座十字架(圖14)

冬天時的水之教堂(圖15) 水之教堂全景(圖16)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14

安藤忠雄 教堂三部曲－風之教堂

風之教堂，是在大阪兵庫縣神戶市灘區六甲山上，六甲東風

旅館的庭園內，在當地也被稱之為六甲教會。竣工於1986年，設

計者安藤忠雄，則是在多年後(1996年)獲得國際教會建築獎。

教堂設計時，為保持原有自然地形而呈現「凹」字形，以教

堂、鐘塔、風之長廊與圍牆組構而成。通往教堂的長廊使用了玻

璃，十字架則採用了RC(鋼筋混凝土)框架。教堂的最後面有小風

琴，而長廊的開口兩端形成風洞效應，能讓一點點的聲響有非常

很強的迴音，「風之教堂」之名由此而來。教堂內可以俯瞰大阪

灣的大海景觀，還能看見戶外四季的變化，起霧、下雨、飄雪。

風之教堂內部(圖17)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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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型的轉彎處(圖18) 玻璃風之長廊(圖19)

風之教會全景(圖20)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安藤忠雄 國際兒童圖書館

2000年1月1日正式成立國際兒童圖書館以前，原是日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上野分館，位於東京台東區上野公園內。最早

是源自於明治5年(1872)湯島聖堂內的書籍館，明治13年(1880)

書籍館改制為東京圖書館，以圖書閱覽為其主要功能。1995年

日本圖書館協會向國立國會圖書館建言，以國會圖書館上野圖

書館原址做為「國立國際兒童圖書館」，日本政府特別聘請安

藤忠雄負責設計監造，1998年開始改建，2000年5月5日兒童節

開館，但整棟建築直到兩年後才全部整修完成，於2002年全面

開館。

為什麼一個專門提供大人使用的圖書館要轉型成一個專

業的兒童圖書館呢？原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日本社會對兒

童的重視。因為開始重視兒童的需求、兒童的專業，所以日本

政府需要一個更專業的兒童圖書館來服務一般讀者與專業的研

究者。但這前提是：因為兒童有這需要，就算兒童本身還沒有

意識到這個需要，但政府看到了，所以他們提供了一個專業的

兒童圖書館，來讓兒童研究者，讓各地的兒童圖書館員有一個

更專業研習語言有的場所。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16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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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破壞這擁有一百年歷史的建築，安藤忠雄在原本的建

築物外加上兩大片玻璃，保護原本的建築也創造出另外一個令人

感到舒服的空間，同時擁有古典與現代的味道，而完全不突兀。

館內樓梯(圖23)

白天的兒童圖書館(圖21)

傍晚的兒童圖書館(圖22)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18

兒童室(圖24) 世界瞭解室(圖25)

國際兒童圖書館只有三層樓，但每一層樓的每一間資料室都

有不同的功能，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一樓：

1. 說故事室(おはなしのへや)：專門說故事給小朋友聽的教室，父

母親不能進入。半圓形的書櫃前擺著一張長桌、與兩張椅子。

這間說故事的小房間有個很特別的設計，就是天花板的電燈，

據說有特別設計成「均光」，無論在哪一個角落閱讀，都不會

因為背光而產生影子。

2. 兒童室(こどものへや)：專門研究兒童書的資料室，十八歲以

上才能進入。

3. 世界瞭解室(世界を知るへや)：藏有世界各國的知識類書籍。

說故事室(圖26)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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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

1. 第一資料室：亞洲各國的童書、與兒童文學相關的研究書籍皆

收藏於此。

2. 第二資料室：各國童書(亞洲以外)的展覽室。

三樓：

1. 多媒體視聽室(メディアふれあいコーナー)：提供電腦、耳機

查閱館內有關童書、繪本或兒童文學的年表及珍貴資料。演

講廳：在多媒體視聽室旁邊。

2. 書籍博物館(本のミュージアム)：展示著有關兒童的書籍。

第二資料室(圖28)第一資料室(圖27)

視聽室(圖29) 演講廳(圖30)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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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博物館

(圖32)

(圖33)

(圖31)

(圖34)

(圖35)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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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goo.gl/uTkny(圖1)

http://goo.gl/p2gBD(圖2)

http://goo.gl/Qgf02 (圖3)

http://goo.gl/sDwcP(圖4)

http://goo.gl/ZdOrZ(圖5)

http://goo.gl/oSz44(圖6)

http://goo.gl/rhMY8(圖7)

http://goo.gl/RupVj(圖8)

http://goo.gl/0DJ00(圖9)

http://goo.gl/CnRt3(圖10)

http://goo.gl/PjiDu(圖11)

http://goo.gl/00jQ2(圖12)

http://goo.gl/htvSq(圖13)

http://goo.gl/8yHwi(圖14)

http://goo.gl/aUwDP(圖15、16)

http://goo.gl/Yeb04(圖17)

http://goo.gl/OJrwi(圖18)

http://goo.gl/Kuvpy(圖19)

http://goo.gl/hMmgJ(圖20)

http://goo.gl/GeUhN(圖21)

http://goo.gl/1vCCO(圖22)

http://goo.gl/3jcks(圖23)

http://goo.gl/A4glk(圖24)

http://goo.gl/rGz5i(圖25)

http://goo.gl/BgF8m(圖26)

http://goo.gl/78W5e(圖27)

http://goo.gl/6iw4C(圖28)

http://goo.gl/m3GxA(圖29)

http://goo.gl/MkUNR(圖30)

http://goo.gl/75ykt(圖31)

http://goo.gl/vLrRm(圖32)

http://goo.gl/VywqM(圖33)

http://goo.gl/hpkP5(圖34)

http://goo.gl/iVL3r(圖35)

資料來源/參考：

http://goo.gl/H72od

http://goo.gl/bjbnT

http://goo.gl/G3wZX

http://goo.gl/xpSV8

http://goo.gl/FNRWJ

http://goo.gl/leQyq

http://goo.gl/wpfqn

http://goo.gl/lNdD4

http://goo.gl/blWrt

http://goo.gl/uLodN

http://goo.gl/znOgn

http://goo.gl/Q94h1

書籍參考:

遠見雜誌-創意大師的20堂課(P.17)

歐洲主題專欄
空間雕塑/詩意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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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研究超音波技術造福心臟病患者

報導發佈時間：2012.11.09
作者：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

現職：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

文章來源：挪威研究理事會

歐 盟 「 超 音 波 治 療 心 悸 (Ultrasound guided cardiac
arrythmia treatment ； USART) 」 計 畫 是 由 挪 威 公 司 GE
VINGMED ULTRASOUND統籌，與挪威心臟病學創新中心

(CCI)以及比利時魯汶大學共同合作，並受益於奧斯陸大學醫院臨

床方面的專業知識，開發新的超音波系統，改善心臟病患的治療。

每三十秒，西方社會就有一人心臟病發或是因心臟相關疾病

過世，這樣的狀況直到現在對心臟病學仍是主要挑戰。儘管新的

治療方式帶來了新的希望，目前分析工具依然不足夠，切除治療

或植入心律調節器因為難以調整到最適狀態，而導致了許多令人

不滿意的結果。為了減少臨床和現有技術的差距，並有效評估心

臟功能不全和潛在的病因，歐盟需要開發新的技術。

超音波目前主要用在診斷和決定患者所需的治療方式，實際

治療的時候，X光是最常使用的治療方式。由於超音波能夠得到

一些X光無法獲得的重要訊息，研究團隊想要進一步開發超音波

技術，使其成為治療的方法之一。

[UJ2B 張涵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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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
http://goo.gl/BFCcx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goo.gl/dYLeq

許多心臟患者患有心律失常 - 例如，
心臟心悸 - 阻礙心臟的能力，有效
地擊敗。

Dr Eigil Samset, Center Co-ordinator at CCI

USART為期四年的預算為1,300萬歐元，是居里夫人方案(Marie
Curie Actions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me)之一 ，鼓勵歐盟研

究人員在其他國家工作一段時間。研究團隊目前仍在找尋挪威以外

的候選人，並期待國際注入的新血為計畫帶來新的氣象。

挪威研究超音波技術造福心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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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譯註：1月7日《衛報》(The Guardian)建築暨設計評論家Oliver Wainwright
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Seeing double: what China‘s copycat
culture means for architecture》的報導；內容介紹中國目前現有或正

建造中之知名建築抄襲作品，以及此一複製行為背後可能代表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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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卑斯山的城鎮、艾菲爾鐵塔、曼哈頓的天際線...中國正複製著全球

經典建築；然而，建築師Zaha Hadid決定制止此一行為。

高聳的教堂尖塔、粉蠟筆色般的農舍、輝煌的湖畔，Hallstatt
看起來就如同明信片般，充滿牛鈴聲響與約德爾調(yodelling；譯

註：瑞士高山居民之曲調)，窗台上爬滿著小白花；然而，此處並

非奧地利的Hallstatt，而是中國廣東的惠州。

分身：中國的抄襲文化對於建築界的影響
Seeing double: what China's copycat culture means for architecture

[黃筱涵/編譯]

奧地利Hallstatt(圖1) 中國惠州(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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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當去年出現關於奧地利城鎮被中國「秘密複製」的報導時，

引發部分居民的強烈反彈；但是，市長Alexander Scheutz則相當

高興，並於與此一雙胞胎城鎮簽署文化交流時表示備感榮幸。原因

當然顯而易見：此一複製代表著文化宣傳上的商機，每年前往

Hallstatt參觀的中國遊客自50位成長至1000位。

而關於在中國發生的案例與其對於智慧財產權的態度之討論，

如今因為Zaha Hadid(譯註：Zaha Hadid出生於伊拉克的巴格達，

後定居英國，為知名的伊拉克裔英國女建築師。2004年成為首位獲

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女建築師，在國際建築界享負盛名)於北京的

新建案在重慶遭受複製而再次白熱化。

位於重慶的抄襲建案(圖3)

Zaha Hadid位於北京的作品之
3D情境圖(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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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Zaha Hadid決定採取法律行動，SOHO中國房地產公司董事

長潘石屹同樣聲明將與侵權者對簿公堂；涉嫌抄襲的重慶「美全22
世紀」負責人則聲明表示無辜，於記者會上堅稱此一建案的靈感並

非來自Zaha Hadid，建築的曲線設計係取自「長江畔的鵝卵石」，

並以廣告標語「從未抄，只想超」回應抄襲的指控。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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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中國更多的抄襲案例還包含了：上海的天都城，108公尺高

的艾菲爾鐵塔在香榭大道矗立；在成都，集合住宅大樓複製著英國

多塞特郡(Dorchester)。

而在中國，抄襲已不只是單純參考指標性建築，部分建築師

甚至直接複製一整列的城市景觀：以天津為例，曼哈頓著名的天際

線景觀便全數挪至一古老漁村，完整地涵蓋了包含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與林肯中心(Lincoln centres)等建築，並擁有自己的哈

得孫河(Hudson river)。此一計畫自詡於2019年落成後，將使該地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的金融中心」。

巴黎化的天都城(圖6)

曼哈頓的天際線移至天津(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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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有人認為，模仿係為一種奉承的方式；但是，柯比意基金會

(the Fondation Le Corbusier)則另有一番見解。柯比意位於法國的

廊香教堂於九０年代在中國鄭州完整重現，但在柯比意基金會介入

後無疾而終，遺跡如今成為燒烤餐廳。

如今已成燒烤餐廳的抄襲作品(圖8)

位於法國的廊香教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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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考古學家Jack Carlson於《Foreign Policy magazine》中論述，

全盤地複製他國建築文化，除卻無恥的商業借用行為外，或許可追

溯至更為深層的原因。「這些抄襲建案的相似性透露出它們不僅是

特異的建築，而是中國成為全球第一的里程碑宣言。」他以司馬遷

於《史記》中針對秦朝代偉大建築的記載為例，表示：「在秦朝，

每當征服異族後，皆會委派工匠複製其宮殿與城牆，並重建於首都

的北坡。」

如果複製文化確實隱含著一種必勝心態；一種中國用以表達

可與之相匹敵、甚至超越西方成就的方式，我們是否該擔憂？

《Fat Architecture》的Sam Jocob認為：「建築的歷史中充斥著相

互抄襲的痕跡」，他個人以此概念之下所創作的作品「The
Museum of Copying」便是去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亮點，「曾經，抄

襲被認為是件好事，師法古人是種必須，而新的概念會在當中浮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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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Sam Jocob表示，現代主義建築大師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名譽正因其建築的可複製性而迅速攀升。「可複製性為其

作品的力量與成功之極大部分，他能複製自己，他人亦可輕易複製

他。」Sam Jocob另補充說明，如果觀察建築大師SOM(Skidmore、
Owings與Merrill)早期的作品，與Mies幾乎難以辨別；事實上，

Frank Lloyd Wright便戲稱他們三位是「The Three Blind Mies」。

名言為「Less is more」的
LudwigMies van der Rohe(圖11)

Louis Skidmore、Nathaniel Owings、John O. Merrill
由左至右(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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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Zaha Hadid對於抄襲的最初反應出乎意料地相當大方，認為

這些抄襲建築的未來世代若能展現出一種創新的突變，她認為也相

當令人興奮。但執行總監Nigel Calvert表示：「我們要求抄襲者立

即停止建案，更改建築物外觀，除了公開道歉另需予以賠償。」

Hadid則補充道：「創意取自同一口井本是無傷大雅之事，但不該

取自同一桶水」(It is fine to take from the same well – but not
from the same bucket)。

資料來源：

原文網址
http://goo.gl/2iaZK

圖片來源：
圖1-圖3: 原文網站
圖4: http://www.searchouse.net/op/arch?bid=334
圖5: http://www.bobaow.com/fwjz/2012-5-16/69999_1.html
圖6: http://www.habitables.co.uk/feature-2/duplitecture-chinese-
architectural-copies
圖7-圖9: 原文網站
圖10: http://www.dezeen.com/2012/08/23/the-museum-of-
copying-by-fat-at-venice-architecture-biennale-2012/
圖11: http://goo.gl/syjn8
圖12: http://goo.gl/vLzlz
圖13: http://goo.gl/hfOU6

Zaha Hadid位於北京的作品之
3D情境圖(圖13)



歐盟君主制國家

君主制，是以君主為國家元首的一種政體，君主擁有名義

上或絕對的政體權力，通常為世襲制，且為終身任期。

而君主制的執政方式，又可分為「絕對君主制」 和「君

主立憲制」；目前，歐盟成員國中的君主國，皆為君主立憲制，

不同於「絕對君主制」的君主擁有統治國家的所有權力 ，

「君主立憲制」的君主僅是國家元首的象徵，沒有實際權力或

是權力受到限制，在歐盟的君主國，真正擁有實權的，為國家

首相或議會。

君主制
[YF4A鄭名涵_古佩旋/整理]

目前歐盟成員之君主立憲國

英國(Royaume-Uni)
瑞典王國(Suède)
荷蘭王國(Pays-Bas)
比利時王國(Belgique)
盧森堡大公國(Luxembourg)
西班牙王國(Espagne)
丹麥王國(Danemark)

[法國與歐盟]投稿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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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國家首腦是君主，即女王或國王， 由於

採用君主立憲體制，國家不是由君主統治，而

是由民主選舉產生，並由君主「指定」的政府

來治理，在向內的職責上，君主可以對首相進

0

英國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Élizabeth II)也是大英國
協王國君主，在英國人心目中，她是國家團結

的象徵

英國首相
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

目前，英國皇室成員中，最受矚目的，為劍橋公爵夫婦，也就是威廉王子與凱

特王妃，兩人於2011年四月的婚禮，成為全球性的話題，而兩人的一舉一動，

也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皇室小故事

行「建議」，但不能干預首相和內閣進行施政；而在向外的職責

上，只扮演一些禮儀性的角色，如接待來訪的國家元首、訪問海

外其他國家等促進英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和外交關係。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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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丹麥大王子弗雷德里克的妻子，即「平民

王妃」瑪麗·唐納森獲選為全球最美王妃第

五名；雖然她出身平民但氣質不俗，成為

王室時尚新偶像。

皇室小故事

丹麥在1849年就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 體制，

亦是歐洲較少有由君主專政過渡 君主立憲而

不經歷任何流血事件的國家。丹麥政體為君

主立憲制下的議會民主制，因此，由議會的

最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Margrethe II)丹麥
女王以平易近人而稱譽於北歐

丹麥首相赫勒‧托寧-施密特(Helle Thorning-
Schmidt) 為丹麥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最大黨提名首相人選，首相以及內閣大臣們擁有行政權力；而

君主的權力是象徵性的，不直接行使行政權力，但女王仍持續

行使三種權力：諮詢權、建議權、告誡權；據此，首相與內閣

皆會固定出席女王主持的國家委員會。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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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大公國的國家元首為盧森堡大公，也是

目前歐洲唯一的一個大公國。大公國是指國家

很小且君主之稱謂僅相當於諸候，但又是國際

上保障其主權獨立的國家，雖為大公國，但盧

盧森堡

近日，盧森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該

國大公儲紀堯姆與比利時女伯爵斯蒂芬

妮舉行盛大婚禮，這是盧森堡數十年來

最大的王室慶典，也是繼去年英國威廉

王子大婚後，歐洲最受關注的王室婚禮。

 皇室小故事

盧森堡首相尚-克勞德‧容克(Jean-
Claude Juncker)

亨利大公(Grand Duke Henri)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森堡大公實際上是和國王平等外交的。盧森堡政治以君主立憲

制下的議會民主制運行，大公為國家元首，擁有立法權和行政

權，實際上，政府由首相領導，議會行使立法權，政府行使行

政權，並對議會負責。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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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近幾年來，有關荷蘭王室的不合理花費屢見報端，成為人們批評和

關注的焦點。最新一項統計顯示，在目前歐洲經濟一片萎靡，其它

王室紛紛縮減開支下，荷蘭王室的年度開銷更是超越英國，成為了

歐洲最昂貴的王室家族。

皇室小故事

荷蘭女王碧翠斯 (Beatrix)

荷蘭實施君主立憲制下的議會民主制。憲

法上，荷蘭政府由女王與內閣首長所組成。

女王的任務為共同簽署所有法律使其生效，

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除此之外，女王在政府組成中的作用有限，並不主動干預每日

決策。首相主要任務是協調政府政策，但包括首相在內的所有

部長都是平等的。各部長組成部長會議透過共治的方式推行法

律與政策。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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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vR9sh
http://goo.gl/j1HFo
http://goo.gl/lVcYp
http://goo.gl/gFk0s
http://goo.gl/Y2NME
http://goo.gl/P3NNa
http://goo.gl/5NoEt

歐盟成員國中的君主立憲國得君主，都為象徵性的君主，並

沒有擁有實權，通常，都扮演一些禮儀性的角色，像是代表國家

參與會議或接待外賓，以鞏固國家外交；而歐盟成員中的君主立

憲國的首相及議會擁有較大權力，因此，決策者為首相或議會。

Les monarchies au sein de l’UE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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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會員是歐盟裡唯一由人民直接普選出的代表，

歐盟會員國的國家每五年進行一次歐洲議會會員的選舉，每

個國家的歐洲議會會員人數依照人口數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歐洲議會會員是一份全職工作，會員每一個月有一星期在法

國Strasbourg參予歐洲議會的全體會議，另外三個星期則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Bruxelles)工作。

歐洲議會會員-希薇古拉(Sylvie Goulard)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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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會員的主要工作內容有：

• 與歐洲部長理事會共同投票決定歐盟的法律

• 同意或否決歐洲聯盟委員會的主席提名

• 與歐洲部長理事會共同投票決定歐盟的預算，並掌握預算的

執行

• 對歐盟的擴展提出意見

• 有權對歐洲部長理事會、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與歐洲聯盟

委員會的領導人質詢。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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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簡介

希薇．古拉(Sylvie Goulard)於1964年12月6日在法國第二大

城馬賽市出生。她身為歐洲議會中少數女性議員之一，不斷地

努力為人民爭取權益，同時也為歐盟建立了不少功績，像是在

2010年9月15日，也就是她剛上任歐洲議會議員剛滿一年多時，

就與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伊莎貝爾．杜隆

(Isabelle Durant) 和 前任 比利時 首相居伊 ．伏 思達 (Guy
Verhofstadt)共同成立了一個叫「Spinelli」的團體(le groupe
spinelli)來實行「聯邦歐洲」，而雖然因為是藉由跨政府主義與

超國家主義而運作著，並稱不上是真正的聯邦，然而此主張加

速了歐洲一體化，如歐元及申根簽證就是深受此影響所產生的

成效。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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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實早在學生時期開始，希薇．古拉就已對政治和法律方面

有所興趣，她在1984年時畢業於普羅旺斯大學(Université d’Aix-
Marseille)，得到她的第一個法律學士文憑，爾後，還讀了兩年的巴

黎政治大學(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最後她到了國家

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簡稱ENA)完成她至終

的博士學位。而除了歐洲議會議員的身份之外，她還曾任教於比利

時布魯日的歐洲學院(Collège d’Europe)。

巴黎政治大學普羅旺斯大學

國家行政學院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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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薇．古拉現為 48 歲，結婚且育有三子，也是前瓦訥市

市長、前法國國務總理和前高等教育部長－人民運動聯盟黨

馮斯瓦．古拉(François Goulard)的弟媳，而希薇．古拉自己

則 是 屬 法 國 中 間 派 社 會 自 由 主 義 親 歐 洲 主 義 政 黨

(Mouvement démocrate，簡稱MoDem)的一員。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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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政壇生涯的一開始，於1989年直到1999年這漫長的十年裡

，希薇．古拉擔任法國外交部部長一職，後來接續著當了十二年的

國 際 學 習 與 研 究 中 心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簡稱CERI)，在任外交部部長期間2001年到2004年
，她還擔任了歐盟執委會義大利的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
的政治諮詢家，甚至還延續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當初所主持的歐洲未來協訂 (Convention sur
l’avenir de l’Europe Convention) 《 歐 盟 憲 法 》 (Le traité
établissant une Constitution pour l'Europe)，最後在2009年6月7日
時被選舉為法國歐洲議會議員。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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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薇．古拉於2009年法國民主運動黨所提名的候選人名單

中脫穎而出，代表法國西區當選為歐洲議會的議員之一。

隨後，她選擇成為歐洲議會中歐洲自由民主聯盟(ALDE)
政團的一員及其協調員。她所主持的跨黨派機構「第四世界極

端貧困和人權委員會」與知名的第四世界扶貧運動(ATD)互為

合作關係。在歐洲議會當中，她主要參與「經濟和貨幣事務委

員會」的相關事宜，同時為「歐盟與日本關係代表團」的成員

以及「農業與農業經濟委員會」的代理委員。

第四世界極端貧困和人權委員會：«Extrême pauvreté et
droits de l'homme-Comité Quart Monde»旨在引起歐洲議會

對貧困問題的關注。她為生活在貧困中的窮人發聲，分析各種

問題(就業、就學、醫療、輔助預算等等)並且提出決議或修正

相關法條。

歐洲議會時期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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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5日，希薇．古拉與Daniel Cohn-Bendit, Isabelle
Durant及Guy Verhofstadt共同創立「Spinelli組織」，一個旨在促

進歐洲成為聯邦制(federalism)的歐洲議會議員聯盟。這個組織在

對於促成聯邦歐洲這個議題上，具有最大的影響力。

聯邦歐洲(Federal Europe)，是將歐洲組成一個大型聯邦制國

家的政治主張。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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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她在歐洲議會上主張建立一個歐洲系統性風險

委員會「Comité européen du risque systémique (CERS)」。

她認為面對全球的金融危機後，歐洲的金融市場需要更嚴格

的規定管理來保障歐盟的權利。

「Comité européen du risque systémique (CERS)」負

責歐盟金融體系的宏觀審慎監測和排列各種金融風險的危急

順序。若遇到金融問題時也會發出可公開或不公開的警告。

2011年，她提出了一個「經濟對話」的想法，使所有國

家政府在歐洲會議上公開發表他們的意見和願景，因此促進

了各國家與的議員之間交流，直接面對面討論經濟議題。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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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希薇．古拉和義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一同發行

所著的《歐洲的民主》。兩位作者從一份聲明中表態「如果歐洲

團結一致的話，歐洲世界將會變得更強大；各個國家不要有想盡

可能想多保留一點的主權的想法，因為這個站不住腳的觀念已是

落伍而且矛盾的。」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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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個月的Strasbourg會議過後，希薇．古拉定期在她

的官方網站上提供影片專欄，與民眾討論歐盟的相關重要事

項與她的政治、經濟觀點。

這個管道提供民眾了解歐洲議會內部運作的內容，提高

民眾參予議會選舉的意願。另一方面也幫助選民更加了解議

員的政治傾向。

希薇．古拉的官方網站：http://goo.gl/sjNDv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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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歐洲議會會員都擁有一組協助他的團隊，Sylvie
Goulard的團隊有5位成員：Sylvain Maréchal 和 Heather
Bailey負責處裡文件以及與歐洲媒體接洽、協調；Pierre-
Jean Verrando負責管理斯皮內斯(Groupe Spinelli)秘書處；

Stéphane Thérou則在巴黎抱持與西邊選區的連接並觀察

追蹤當地媒體新聞；Aliona Ditte負責設計與開發Sylvie
Goulard的相關網站。這些分工可以讓歐洲議會會員即使

不在自己的國家工作，也能與他所屬的國家人民有所連結，

時時掌握各地時事與人民的需求。

Sylvain Heather Pierre-Jean Stéphane Thérou Aliona Ditte

資料來源：

http://goo.gl/wzfh3
http://goo.gl/4cFra

圖片來源：

http://goo.gl/hjirM
http://goo.gl/mgMgj
http://goo.gl/l3dF4
http://goo.gl/FziVL

[法國與歐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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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地宮與兵馬俑大揭秘

[UG4A 謝育展/報導]

「解析秦始皇一生功過；見證兵馬俑雄偉壯觀」這句話巧妙地

傳達本展覽之宗旨，亦為展覽展出內容。

「秦始皇」為首位一統中原的帝王，他創造了中國史上第一個

集權帝國，為中國疆域版圖奠定最初的基礎， 並為史上稱帝的第一

人。 他的一生飽受爭議，有許多輝煌成就，也有多項為後世所批判

舉，其中不乏本次特展品－「地下兵馬俑軍團」。

「兵馬俑」被世人譽為「 世界第八大奇蹟」，於西元1974年隨

著一次挖掘水景的過程中首次被發現。那年，陝西省臨潼區驪山山

腳下，連續的乾旱讓當地居民非常苦惱，卻也因此使得該地成為全

世界關注的焦點。

本次特展首度將考古、文化、創意與數位科技結合，有別以往

傳統的文物展示。透過深入易懂的影音動畫與展介紹，讓參展民眾

對這位牽罟一地有更深的認識； 從出土各類兵馬俑的特徵和製作方

式，了解秦代的陪葬宿衛軍種及軍陣制度，與當年秦軍的威猛氣勢。

展覽背景

展覽入口實況(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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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與七國(圖3)

本展將從秦始皇的一生及秦朝發展介紹起，一步步循序漸進

帶領參觀者進入兵馬俑的世界。

秦代大事記(圖2)

展覽介紹及筆者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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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一生(圖5)

影音動畫(圖4)

展館內有許多小房間，每個房間內皆藉由影片的方式訴說著兩千
多年前的秦始皇及秦朝故事，如同乘上時光機般，身歷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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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築壇祭天稱為「封」；在梁甫山除地祭

地稱為「禪」。中國古代歷朝皇帝對泰山的頂禮膜拜，代表的

是一種舉足輕重的政治象徵，尤秦漢時特重此禮。秦始皇一統

大業後，於西元前219年率眾臣至泰山封禪，立碑歌功頌德，以

詔天下。據說下方照片中的頌文由當時的丞相暨書法家李斯以

小篆撰寫。

泰山封禪(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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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兵馬俑坑東側軍陣(圖8)

左方圖片為當時楊姓農夫發現兵馬俑

之地；上方圖片則呈現兵馬俑一號坑局部

軍陣，一號坑是最大的兵馬俑軍陣，坑內

由前鋒、主體、側翼、後衛組成。軍陣排

列整齊嚴審，凸顯出秦軍主力步兵的堅強

實力。迄今為止，考古隊已發掘了四座兵

馬俑坑，其中有一座是未建成的空坑。

兵俑井址(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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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製作示意圖(圖9)

本展不單單呈現出兵馬

俑的原貌，「解析」亦為

本展特色。兵馬俑製作過

程相當複雜，在反覆實驗

及不斷創新下摸索出一套

製俑方法，大致上可分為

四大步驟－素型、 塑燒、

上色及組裝四大步驟，藉

以動畫方逐一說明。
兵馬俑製作動畫(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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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亦針對較具代表性

之兵俑個別介紹。圖11為一

號坑將軍俑，為秦兵馬俑坑

中級別最高的陶俑，身材高

大魁梧，昂首挺胸，雄風逼

人；圖12為二號坑跪射俑與

立射俑動畫，其出土證實秦

始皇的確擁有一群精銳弩兵。

一號坑將軍俑(圖12)二號坑跪射俑與立射俑(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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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馬車一號車(圖13)

銅馬車為皇帝出巡時負責開道與警戒的車輛，由三至四個

零件所組成，製作工序繁複，秦朝青銅工藝的精巧神妙再度出

現於世人眼前。圖14為銅馬車互動設施，裡面關於銅馬車豐富

的知識等著參觀者親自發掘。

銅馬車互動設施(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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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地宮(圖15)

有關於秦始皇的長眠之處，厚重風土下的神祕地宮，一直

是神祕謎團，至今尚未挖掘。考古學家利用搖桿和地球物理探

測技術進行勘查後發現其大小相當於78個北京故宮；歷史文獻

中亦有相關紀載，證實這座皇陵的存在。圖15為根據長年考古

研究，結合科技所模擬出的秦皇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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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長久以來對於兵馬俑深感興趣，遺憾無法親赴陝西感受兵

馬俑帶來的震撼，但本展卻間接完成了筆者心中的缺憾，本展覽不

但可一窺其面貌，漸進式的展出架構使我對於兵馬俑能有整體性地

了解，從秦皇到兵馬俑，乃至延伸至考古領域，最後由充滿現代元

素的「彩繪兵馬俑」做結尾，收穫良多 。「展覽」應對社會普羅大

眾有正面影響力，是散播知識的媒介，「千古一帝秦始皇─地宮與

兵馬俑大揭秘」做到了，它是相當值回票價的一場展覽！

哈潮瘋秦風(圖16)

彩繪兵馬俑(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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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皆筆者於現場拍攝

參考資料：
http://goo.gl/jL5k7(含交通資訊)

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六樓

展期：即日起至2013年4月7日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9:00 – 17:00 (16:30 後停止售票與入場)

票價：全票250元；優待票220元(學生、軍警)

購票入口實況(圖18)



Do You Know

[UJ2B 張涵恩/整理]

Q：妳知道歐洲的吸血鬼傳說起源嗎？

大家知道吸血鬼的由來嗎?你知道吸血鬼的代表人物嗎?

吸血鬼最初的來源應該是屍體。死屍還魂是件神秘而令人恐懼

的事情。當原始信仰產生的時候人們不相信已死的親人將要離自己

而去，這樣就產生一些還魂和祭祀的儀式。或者，我們可以猜想，

在醫療不發達的條件下，有些沒有真正死亡，只是休克了的人被下

葬，而後在甦醒的時候或者復又活動起來，被當成不死的存在。歐

洲黑死病流行的時期，在人們極度恐慌的情形下產生這樣的事情應

該很容易料想了，因而出現像尼塔特這種帶有傳染黑死病能力的德

國吸血鬼。吸血鬼的存在被普遍接受就是在大概17世紀時期。

有人認為吸血鬼其實是狂犬病患者，因為狂犬病患畏光，怕水，

變得野蠻，會咬人，同時可能討厭刺激性氣味。因此討厭大蒜。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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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吸血鬼其實是卟啉症病患。卟啉

是一種存在於皮膚中的光敏物質。主要和金屬離子結合參與組

成例如血紅蛋白，葉綠素之類的東西。如果卟啉無法通過正常

參與血紅素合成，在人體中積累過多，就會引起卟啉症。患者

的膚色改變，並且不能暴露於光下—光照會使卟啉改變為另外

的物質，損傷人的皮膚，嚴重的會發生潰爛，水泡，就如同被

太陽灼傷。這種疾病也叫紫質症。

14世紀，歐洲發生了大面積的瘟疫，為了避免受到傳染，

人們往往並不仔細辨別病人是否真的死去而就匆匆將他們掩埋，

由於某種原因人們打開墳墓，會發現屍體變了姿勢，還沾有血

跡，這不過是由於當時被掩埋者尚未死去，在棺材內醒來後掙

扎所至，但在當時因為貧窮和缺乏教育的地區如東普魯士，西

里西亞，波希米亞等地卻被傳為吸血鬼，從而引發了持續幾百

年的吸血鬼迷信。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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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是吸血鬼的黃金時期，1710年瘟疫再度流行，東普

魯士深受其害，當局為了消除人民的恐懼，或者說官民一致認

為瘟疫的罪魁禍首是吸血鬼，當局採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手段，

比如把一座公墓里的墳墓全部打開，看看哪些人的屍體沒有腐

爛或指甲、頭髮等有沒有在死後繼續生長。

弗拉德三世(Vlad III，1431年11月－1476年12月)，他是15
世紀時瓦拉幾亞公國的領主，擁有兩個綽號：穿刺公(Ţepeş)，
龍之子(DRACULA)，曾擊退了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入侵者，成

為民族英雄，但他殘暴冷酷，曾將成千上萬的戰俘用尖木樁釘

死，許多編年史都將他描述為暴君，「即使是歷史上最嗜血的

古羅馬暴君：尼祿，戴克里先也沒有如此殘酷和難以計數的刑

罰」最重要的是，400年後，英國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以其為原型寫成哥德式小說《德古拉》(Dracula，1897
年出版)，他才得以聞名天下，並隨著斯托克小說被一再改編、

搬上銀幕、舞台、電視而成為吸血鬼的代名詞。弗拉德三世像

現藏於維也納藝術歷史博物館。

(圖5)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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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qi14G
(圖2) http://goo.gl/9BRlB
(圖3) http://goo.gl/QL461
(圖4) http://goo.gl/m4pjj
(圖5) http://goo.gl/kRw0X
(圖6) http://goo.gl/9mGLG
(圖7) http://goo.gl/qquaG

(圖7)

巴托裡伯爵夫人(Erzsébet Báthory，1560年8月7日－1614
年8月21日)：這位夫人是那達斯地伯爵(Nádasdy)的遺孀，由

於伯爵常年在外征戰，伯爵夫人無聊之間，在僕人托爾科的慫

恿下，學習妖術，在1600年伯爵去世以後更加肆無忌憚，經常

挾持附近村莊裡的少女，並加以折磨，據相關編年史記載，伯

爵夫人在喝受害者的血時非常快樂，甚至把血裝滿浴盆用來沐

浴，使自己永保青春美麗。其奶媽尤奧，管家烏依瓦裡，女巫

達爾維拉亦有參與此事。1610年12月30日，她的表兄圖爾索伯

爵率兵攻克城堡救出一些受害者，伯爵夫人因其貴族關係，而

只被判終生監禁，共犯一律處以極刑，城堡也由此荒蕪。巴托

裡伯爵夫人的畫像現藏於布達佩斯(Andras Dabasi)國立博物館，

歷史畫廊。

資料來源及詳細內容：

http://goo.gl/w1W8b
http://goo.gl/roPXd



校外活動快訊

禮物‧袖珍雕塑展

活動日期：2012/12/18~2013/02/20
活動時間：周一至周四 10:00-18:00
周五、六、日及國定假日 10:00-20:00
展覽地點：駁二藝術特區C1倉庫 65



校外活動快訊

節目名稱：來聽歌吧! 當台語老歌遇上黑膠唱片

演出日期：一至四月周末

演出地點：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票價：99元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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