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2 園 區 活 動 預 告

3   歐 盟 雙 週 新 聞

4 - 6 新 聞 深 度 報 導

7 - 2 7 歐 洲 主 題 專 欄

2 8 - 2 9 歐 盟 學 術 專 欄

3 0 - 3 3 世 界 觀 點

3 4 - 3 9 歐 洲 藝 文 報 導

4 0 - 4 1 Do You Know. . . ??

4 2 - 5 3 校 外 活 動 快 訊

54         編 輯 團 隊

圖片來源：http://goo.gl/LfuPE



2

園區活動預告

打工渡假不是夢

講座時間：05/07 (二) ；17:00-18:00
講座地點：Q003
講座內容：與高雄餐旅學院合作，邀請傑瑞斯澳洲國際教
育中心資深教育顧問黃婉婷來校，針對：認識打工度假及
打工度假國家介紹、澳洲的打工度假經驗分享、打工度假
帶來的人生歷練與成長進行介紹。

留遊學講座

英國留學面面觀&IELTS考試講座

講座時間：05/08 (三) ；15:00-17:00
講座地點：Q003
講座內容：英國教育體系、英國文化簡介、國際學生在英
國的福利、英國名校介紹、如何申請英國碩士程序、如何
準備IELTS考試、如何掌握IELTS考試高分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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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搶救貧窮意超市以勞務換購物 (大紀元4月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4/1/n3836466.htm

 政府喊窮英女王加薪百萬英鎊 (大紀元4月3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4/3/n3838276.htm

 賽普勒斯避稅天堂變地獄 (蘋果日報4月8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
20130408/34938695/

 法總統：向全世界避稅天堂宣戰 (大紀元4月10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4/10/n3843525.htm

 全球最友善國家 WEF：冰島 (中央社4月11日)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04110325-1.aspx

 世界最高若望保祿像波蘭揭幕 (中央社4月14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30504/13201304140067
7.html

 恐襲！法國駐利比亞大使館驚爆 (世界新聞網4月24日)
http://goo.gl/Ij9Ih

[XS3A 陳佳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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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法國駐利比亞使館遭受炸彈襲擊

[UE3B 楊杼嫻/整理]

法國駐利比亞大使館當地時間23日上午7時10分，在利比亞首都黎波裏

(Tripoli)的哈伊安達魯斯城區法國使館遭到汽車炸彈攻擊，造成兩名法國

守衛受傷。利比亞外交部長阿布都‧阿濟茲(Mohammed Abdel Aziz)已將

爆炸案認定為「恐怖行動」，法國外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説：「整

個區域、不僅僅是利比亞、而是整個區域的安全措施都將得到加強。這次

襲擊就是為了殺人。法國不會屈服。」法比尤斯還警告説，襲擊的目標不

僅僅是法國，而是「所有那些同恐怖組織作戰的國家。」法國總統歐蘭德

要求利比亞儘速找出肇事者並接受審判。兩名受傷的法國公民已經責成外

交部立即派人前往當地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將他們接送回國。

利比亞本身的政治局面也不穩

定。許多反對格達費的民兵抑或者

是武裝部隊卻被吸收加入國軍行列。

而被譽為革命發源地的東班加西市

(eastern city Benghazi)遭受到伊斯

蘭聖戰士團體攻擊的案例也逐漸增

加中。9月美國位於班加西的使館也

被認定為聖戰士團體所為，因此沒

有人可以明確的說明，這次法國駐

利比亞大使館遭受到攻擊是針對法

國，還是整個東利比亞。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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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然而眾多人還是推測，這次的恐怖攻擊主要是針對法國於2月時干預伊

斯蘭武裝部隊於馬里(Mali)的行動有關。當時的法國政府因為擔心馬里北

部的蓋達組織武裝分子 (al-Qaeda-linked militants)將前進首都巴馬科

(Bamako)，因此派兵進駐馬里，而在馬里的軍隊同時逮捕了部份高階武裝

分子，當地的伊斯蘭聯盟(the Islamist alliance)遭受到嚴重的襲擊，幾百位

伊斯蘭教徒遇害。因此眾人研判，這次的恐怖攻擊是在報復當時法國干預

馬里的行動。

即便當時殖民時期最常叛亂的地方，法國過去在東非洲的殖民地帶的

大使館與現在的中非洲仍然維繫著良好的外交關係。這代表法國近期因為

政治立場以及經濟發展已經成為當地攻擊的目標。

近期在中非的共和國激進份子經常舉行抗議活動，原因在於法國軍隊

並沒有要停止非洲的叛亂、又或者是幫助中非共和國的首都班基(Bangui)
進行近一步的發展，因此有幾個法國的企業直接被當地當成是攻擊的第一

目標。

法國駐利比亞使館遭受炸彈襲擊

馬里(Mali)地理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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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事實上，近年來法國的任何一步政治行動都被伊斯蘭的聖戰組織視為

是攻擊的原因，例如禁止在公眾場合穿戴伊斯蘭教的頭紗等。「這個威脅

已經存在很久了」法國於塞內加爾(Senegal)達卡(Dakar)外交官高迪耶‧米

尼奥(Gautier Mignot)表示。

米尼奥認為，法國在馬里行動之前就有再加強安全維護等工作。近期

之內法國位於危險地區的大使館還是持有高度警戒，另一位法國外交官表

示：「雖然說這些威脅還是存在，但大部分國家的大使館還是沒有遇過這

樣的問題，這次的事件可以當作一次的學習，但是如何去防範以及處理恐

怖攻擊的辦法還是相當的重要。」

法國駐利比亞使館遭受炸彈襲擊

新聞來源：
恐襲！法國駐利比亞大使館驚爆 (世界新聞網4月24日)
http://goo.gl/Ij9Ih
法國對駐利比亞使館被炸表示憤慨(新唐人電視台4月24日)
http://goo.gl/SXsuf
France: Hundreds of Islamist militants killed in Mali (BBC 
2月6日)
http://goo.gl/gCEG8
Is France under attack in Africa? (BBC 4月26日)
http://goo.gl/fCZL2

哈伊安達魯斯城區法國使
館遭攻擊照片(圖3)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BU9K
圖2：http://goo.gl/SFMJE
圖3：http://goo.gl/WD6fW



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

[UJ4C黃粟唯/編整_UE3B楊杼嫻/校正]

(圖1)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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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卡出生於1898年的南西班牙的

一 個 小 鎮 ： 安 達 魯 西 亞 (Fuente

Vaqueros)，距離格拉那達 (Granada)幾

里之外。1915年高中畢業以後，洛爾卡

進 入 了 聖 心 大 學 就 讀 (Sacred Heart

University) ，在學期間他修習包含法律、

文學、寫作等課程。青少年時期的洛爾

卡比起文學，深深地被戲劇與音樂吸引，

因此訓練自己成為一位古典鋼琴家。而

在1916年至1917年之間，洛爾卡與其大

學教授從西班牙的卡斯提亞(Castile)旅行

至法國的里昂(León)再回到北西班牙的加

裏西亞(Galicia)。同時，洛爾卡的教授也

鼓勵洛爾卡開始創作他個人的第一本散

文作品《印象與風景》 (Impresiones y

Paisajes)。

在1923年後幾年，洛爾卡開始致力

於西班牙的前衛藝術活動，期間他出版

了兩本他個人最著名的詩集《Canciones》

(Songs)、《吉普賽故事詩》(Romancero

Gitano；Gypsy Ballads, 1928)至今仍在

西班牙傳唱。

歐洲主題專欄

《吉普賽故事詩》書籍封面(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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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洛爾卡在1930年回到西班牙，正好遇見普里莫‧德里維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註重建西班牙共展主義並成立獨裁政府。1931

年，洛爾卡被指派於第二共產政府的教育部所創立的 Teatro

Universitario la Barraca (The Shack)大學擔任戲劇指導，主要是教導西

班牙的偏鄉地區學生，如何用現代人的眼光去欣賞古典西班牙戲劇。

1936年6月，洛爾卡離開他加裏西亞的家人到馬德里後三天，西班

牙內戰爆發。洛爾卡早就預知他會因為他的自由言論主義，被視為右派

政府支持者以及內戰引發者的重要嫌疑犯。而根據當地人推測，洛爾卡

於1936年8月19日被當地國軍射殺。

洛爾卡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不管是個人因素或者是非政府組

織都一致認同洛爾卡的傳記作家的說法：「兇手在他的性向上面大做過

文章。」而後所有人都認為這就是他的死因。

西班牙長槍黨標誌(圖4)

普里莫‧德里維拉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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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普里莫‧德里維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是一位西班牙政治家，也是西班牙法西斯主義長槍黨(Falange)，即西
班牙傳統主義者方陣和進攻性國民工團議會的創始人。



洛爾卡屬於27年一代詩人(Generation of '27)註的代表人物，在國際上

遠近馳名。曾在馬德里大學(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UCM)就讀，他早期的詩集有《詩篇》、《歌集》等。成名作是《吉普賽

故事詩》(Romancero gitano)，該書和另外一本《深歌集》中詩篇均使用

吉普賽風格寫成。

(圖5)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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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7年一代詩人(Generation of '27)
27年一代詩人是一個西班牙的文學團體組織成立於1923至1927年，身

為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團體，他們的組織理念主要是來自於他們急於向

大眾分享他們的經驗，並且希望可以效仿法國的前衛(avant-garde)形
式，將西班牙的藝術與詩集再向前推進一大步。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初期，

他支持第二共和國的民主政府，反

對法西斯主義(Fascism)叛軍，後在

西班牙格拉納達省 (Provincia de

Granada) 遭弗朗西斯科 · 佛郎哥

(Francisco Franco)的軍隊殘忍殺害

並將屍體拋入一個廢棄的墓穴。佛

朗哥當權後，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

他的作品一直在西班牙遭禁，後來

佛朗哥雖然允許他的作品出版，但

他的生平以及同性戀身份在佛朗哥

去世前一直是被禁止討論的話題。



(圖6)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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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賽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
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文學代表人物，他最著名的著

作為《唐吉柯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故事背

景是個早沒有騎士的年代，主角唐吉訶德幻想自己是個騎

士，因而作出種種匪夷所思的行徑，最終從夢幻中甦醒過

來。

洛爾卡在西班牙文藝史上大概是僅次於賽凡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註被廣

為熟知的作家。盛名之由來得之於他才華洋溢，散文、

詩及劇作擅場當代；也得之名詩作《詩人在紐約》(A

poet in New York)，讓美利堅人民不時歌頌稱揚，

益增聲名；而他英年早逝，悲劇的死亡更增傳奇色彩。

他的生與死是西班牙史上重要年代 ─ 1898殖民帝國

結束，1936內戰爆發成為叛亂分子槍下亡魂。



(圖7)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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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把洛爾卡的詩歌創作分為三個時期。

1920至1927年為第一時期。在《詩集》之後，

《深歌》、《組歌》、《歌集》和《吉卜賽謠曲

集》的風格相近，傳統的韻律和現代主義的影響

並存，基本上是表現客觀的詩歌體驗，個人內心

情感的抒發是有節制的。

洛爾卡最著名的作品《吉普賽故事詩》出版

於1928年，是世界文學史中的現代經典作品。紐

約公共圖書館在1995-1996年為慶祝成立一百週年，

挑選出對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59本經典書籍，

舉辦「世紀之書」展覽，《吉普賽故事詩》就是

其中一本。本譯本為國內第一本由西班牙文直譯

中文並附注解的《吉普賽故事詩》完整版，並收

錄詩人自評本詩集的演講稿中譯及附注。藉由此

譯本，期待能讓中文讀者一窺洛爾卡詩作中神秘

而夢幻的吉普賽世界、詩人獨特的美感境界，以

及詩人對其創作理念的闡述。

洛爾卡詩與戲劇兩文類並行創作不輟持續十

五年光陰，「詩中有劇，劇中有詩」，二十餘部

作品遺留人間。



1927年初，《吉普賽故事詩》的創作基本完成，它為洛爾卡贏得了

極高的聲譽。但他對這部詩集的局限性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因此，在一

片讚揚聲中，他不無惋惜地告別了第一個時期，開始了一種全新風格的

創造。這是一種抒發苦悶、宣洩憤怒、表現困惑的自由體詩歌，是一種

開放型的詩歌，它通向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這個革新的過程一直持續

到1928年。

《吉普賽故事詩》(Romancero gitano)18首詩的場景都在夜裡。月

亮是最常出現的星體。西班牙文中有一句俗語：「夜晚是年輕的。」吉

普賽人因為流浪的生活，常常在夜裡趕路。月亮是大地夜裡唯一的光源。

吉普賽人的歌曲中常出現月亮。洛爾卡的詩中，月亮彷彿是女神一般，

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卻又帶有人類忌妒和善變的性格：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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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走來到了鐵鋪

腰際纏繞著夜來香。

小孩凝望凝望月亮。

小孩正凝望著月亮。

盪漾不定的空氣中

月亮搖晃他的手臂

又放浪、又純潔的月亮，

袒露硬錫般的胸膛。

(譯者：陳南妤)

《月亮‧海洋》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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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卡詩中除了月亮、海洋、圖象、花香，還有著歌唱、哭泣、
呼喊等聲響。例如這首《因愛而死》

河邊年老的女人

在山腳下哭泣，

珥珥

天使和吉普賽人

彈奏著手風琴。

母親，當我死時，

讓那些紳士知道。

發出藍色的電報

從南方到北方。

七聲尖叫，七種血，

七響罌粟喪鐘。

《因愛而死》

(譯者：陳南妤)

這段詩行中出現哭聲、手風琴、尖叫、喪鐘，還有男子向母親最後的

請求。西班牙的聲音並不總是如此悲哀，但是羅卡寫出了西班牙的「非寂

靜」。西班牙的一日從早晨鄰居和小孩的對話開始。公寓的牆隔音通常不

佳。接著是廚房瓷盤和刀叉互擊的聲響，還有咖啡杯敲打咖啡盤，一面傳

出咖啡和烤麵包的香味。早晨的街道匆忙的人群不忘互道早安、大聲地寒

暄。午後樓下的女高音開始練習那段歌劇。到了西班牙，身邊總是有著許

多音樂家和畫家，好像音樂和藝術是全民的嗜好和娛樂。每個小城鎮都有

它的許多節慶。不時驚訝地被街頭樂隊遊行或音樂表演所吸引。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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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為了克服情感和創作上的危機他前往美國，《詩人在紐約》

就是在那裡創作的。後來他又去了古巴、阿根廷和烏拉圭。經過革新之後，

他的詩歌的象徵色彩更濃了。中閃爍的點點光輝已經化作五彩斑斕的世界。

這是個大面積豐收的年代，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品質上，都達到了令人吃

驚的程度。詩人自己也一直以此為驕傲。遺憾的是，詩人在世時，對這時

期的許多作品未來得及做系統的整理。當然，可以肯定地說，《詩人在紐

約》是他第二時期的最高成就。

從紐約回到西班牙之後的6年，洛爾卡將主要精力投入了戲劇創作，詩

歌已不多產。主要詩集是《短歌》與《十四行詩》。這兩本詩集以抒發個

人的親情為主，有較大的隨意性，也有較強的情愛色彩。在此期間，詩人

收攏了在紐約時張開的翅膀，重又回到傳統的韻律上來，儘管沒有摒棄自

由詩的風格。或者可以說，這是前兩個時期的概括和總結。伊格納西奧之

死，導致了本世紀一首偉大挽歌的產生。它將《詩人在紐約》的先鋒派風

格與《吉普賽故事詩》及《深歌》的魔幻色彩融為一體。

在洛爾卡的詩歌中，人們可以覺察到三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死的聲音、

愛的聲音和藝術的聲音。

(圖8)

由詩的風格。或者可以說，這是前兩個時

期的概括和總結。伊格納西奧之死，導致

了本世紀一首偉大挽歌的產生。它將《詩

人在紐約》的先鋒派風格與《吉普賽故事

詩》及《深歌》的魔幻色彩融為一體。

在洛爾卡的詩歌中，人們可以覺察到

三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死的聲音、愛的聲

音和藝術的聲音。

以下介紹《詩人在紐約》詩集中的兩

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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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ude)

My eyes in 1910
never saw the dead being buried,
or the ashen festival of a man weeping at dawn,
or the heart that trembles cornered like a sea horse.

My eyes in 1910
saw the white wall where girls urinated,
the bull’s muzzle, the poisonous mushroom,
and a meaningless moon in the corners
that lit up pieces of dry lemon under that hard black of bottles.

My eyes on the pony’s neck,
in the pierced breast of a sleeping Saint Rose,
on the rooftops of love, with whimpers and cool hands,
in a garden where the cats ate frogs.

Attic where old dust gathers statues and moss,
boxes keeping the silence of devoured crabs
in a place where sleep stumbled onto its reality.
There my small eyes.

Don’t ask me anything. I’ve seen that things
find their void when they search for direction.
There is a sorrow of holes in the unpeopled air
and in my eyes clothed creatures － undenuded!

New York, August 1929

1910

(Intermedio)

Aquellos ojos míos de mil novecientos diez
no vieron enterrar a los muertos,

ni la feria de ceniza del que llora por la madrugada,
ni el coraón que tiembla arrinconado como un caballito de mar.

Aquellos ojos míos de mil novecientos diez
vieron la blanca pared donde orinaban las niñas,

el hocico del toro, la seta venenosa
y una luna incomprensible que iluminaba por los rincones

los pedazos de limón seco bajo el negro duro de las botellas.

Aquellos ojos míos en el cuello de la jaca,
en el seno traspasado de Santa Rosa dormida,

en los tejados del amor, con gemidos y frescas manos,
en un jardín donde los gatos se com ían a las ranas.

Desván donde el polvo viejo congrega estatuas y musgos,
Cajas que guardan silencio de cangrejos devorados

En el sitio donde el sueños tropezaba con su realidad.
Allí mis pequeños ojos.

No preguntarme nada. He visto que las cosas
cuando buscan su curso encuentran su vacío.
Hay un dolor de heucos por el aire sin gente

y en mis ojos criaturas vestidas ¡sin desnudo!

New York, agosto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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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AND PARADISE OF THE BLACKS

They hate the shadow of the bird
over the high water of the white cheek
and the conflict of light and wind
in the salon of the cold snow.

They hate the bodiless arrow,
the precise handkerchief’s farewell,
the needle that keeps the pressure and the rose
in the cereal blush of the smile.

They love the blue desert,
the swaying bovine expressions,
the lying moon of the poles,
the water’s curved dance at the shore.

With the science of tree trunk and street market
they fill the clay with luminous nerves
and lewdly skate on waters and sands
tasting the bitter freshness of their millennial spit.

It’s through the crackling blue,
blue without worm or a sleeping footprint,
where the ostrich eggs remain eternal
and the dancing rains wander untouched.

It’s through the blue without history,
blue of a night without fear of day,
blue where the nude of the wind goes splitting
the sleepwalking camels of the empty clouds.

NORM AND 
PARADISE 
OF THE 
BLACKS

NORMA Y PARAíSO DE LOS NEGROS

Odian la sombra del pájaro
sobre el pleamar de la blanca mejilla

y el conflicto de luz y viento
en el salón de la nieve fría.

Odian la flecha sin cuerpo,
el pañuelo exacto de la despedida,

la aguja que mantiene presión y rosa
en el gramíneo rubor de la sonrisa.

Aman el azul desierto,
las vacilantes expresiones bonvinas,

la mentirosa luna de los polos,
la danza curva del agua en la orilla.

Con la ciencia del tronco y del rastro
llenan de nervios luminosos la arcilla
y patinan lúbricos por aguas y arenas

gustando la amarga frescura de su milenaria saliva.

Es por el azul crujiente,
azul sin un gusano ni una huella dormida,

donde los huevos de avestruz quedan eternos
y deambulan intactas las lluvias bailarinas.

Es por el azul sin historia,
azul de una noche sin temor de día,

azul donde el desnudo del viento va quebrando
los camellos sonámbulos de las nube vacías.



洛爾卡與達利

達利、洛爾卡兩位正值青春年少的藝術家，狂野不羈的才情。使彼

此惺惺相惜，甚至發展出一段超越友誼的曖昧關係；日後，雖然兩人各

奔東西，並且各自在不同的藝術領域上開創出一片榮景，年輕時代的這

段友誼卻如一條看不見的繩索，將彼此緊密相連在一起，直到西班牙內

戰爆發，逼使他們不得不做出抉擇。

「我們都是世上的小小灰塵，也許曾在畫布上駐足，但在數千年後，

都將歸於塵土。」這是傳說達利送給洛爾卡的定情畫作，而洛爾卡則為

畫作命名並寫下《Little Ashes》這首短詩。

洛爾卡也有為達利量身打造的定情詩作《Ode to Salvador Dalí》詩

人與畫家兩情糾葛的真實故事如電影般上演，現在讓我們來欣賞洛爾卡

的作品《Ode to Salvador Dalí》。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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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卡(左)與達利(右)合照(圖9) 達利畫作《Little Ashes》, 1928 (圖10)



A rose in the high garden you desire.
A wheel in the pure syntax of steel.

The mountain stripped bare of Impressionist fog,
The grays watching over the last balustrades.

The modern painters in their white ateliers
clip the square root's sterilized flower.

In the waters of the Seine a marble iceberg
chills the windows and scatters the ivy.

Man treads firmly on the cobbled streets.
Crystals hide from the magic of reflec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closed the perfume stores.
The machine perpetuates its binary beat.

An absence of forests and screens and brows
roams across the roofs of the old houses.

The air polishes its prism on the sea
and the horizon rises like a great aqueduct.

Soldiers who know no wine and no penumbra
behead the sirens on the seas of lead.

Night, black statue of prudence, holds
the moon's round mirror in her hand.

A desire for forms and limits overwhelms us.
Here comes the man who sees with a yellow ruler.

Venus is a white still life
and the butterfly collectors run away.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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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渴望的高處花園裡的一朵玫瑰。
純鋼句法裡的一隻輪子。
剝去印象主義霧氣的山。
俯瞰最後扶手的灰色。

現代畫家們，在白色的畫室裡，
從方形的根上剪下無菌的花。
塞納河水中的大理石冰山
冷卻了窗驅散了常春藤。

男人用力踩踏鋪著瓷磚的街道。
水晶迴避著反射的魔力。
政府已經關閉了香水店。
機器把它的雙節拍變成永恆。

森林，屏風和眉心的缺席
在古屋頂上游盪。
空氣在海面上打磨自己的棱鏡
而地平線如巨型水道般升起。

不認識風和陰影的水手們，
在鉛的海裡把塞壬斬首。
夜神，黑色的謹慎雕像，
手持月的圓鏡。

對形式和極限的渴望把我們征服。
來的這個男人用黃色尺子看東西。
維納斯是白色的靜物畫
而蝴蝶收藏者們都逃走了。

Ode to Salvador Dali



歐洲主題專欄

20

Cadaqués, at the fulcrum of water and hill,
lifts flights of stairs and hides seashells.

Wooden flutes pacify the air.
An ancient woodland god gives the children fruit.

Her fishermen sleep dreamless on the sand.
On the high sea a rose is their compass.

The horizon, virgin of wounded handkerchiefs,
links the great crystals of fish and moon.

A hard diadem of white brigantines
encircles bitter foreheads and hair of sand.

The sirens convince, but they don't beguile,
and they come if we show a glass of fresh water.

Oh Salvador Dali, of the olive-colored voice!
I do not praise your halting adolescent brush

or your pigments that flirt with the pigment of your times,
but I laud your longing for eternity with limits.

Sanitary soul, you live upon new marble.
You run from the dark jungle of improbable forms.

Your fancy reaches only as far as your hands,
and you enjoy the sonnet of the sea in your window.

卡達蓋斯，在水與峰的相交處，
抬起了石階藏起了螺號。
木笛讓空氣平靜。
年老的森林神祗遞給男孩們水果。

他的漁夫們無夢地睡在沙灘上。
在洶湧的海上玫瑰是他們的羅盤。
受傷手絹的貞潔地平線，
連接起魚和月的巨大玻璃。

白色雙桅船的堅硬王冠
環繞著苦的額頭和沙的頭髮。
塞壬們勸說而不誘惑，
如果我們拿出一罐淡水它們就會出現。

啊，薩爾瓦多‧達利，橄欖色的嗓音！
我不誇讚你不完美的青春筆觸
或是你的色彩，它追逐你這時代的色彩。
但我讚頌你對有限永恆的渴望。

潔淨的靈魂，你住在新的大理石上。
你逃出不可思議形式的黑暗森林。
你的手到哪裡，你的想像就到哪裡，
你享受你窗戶中海的十四行詩。

Ode to Salvador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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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is dull penumbra and disorder
in the foreground where man is found.

But now the stars, concealing landscapes,
reveal the perfect schema of their courses.

The current of time pools and gains order
in the numbered forms of century after century.

And conquered Death takes refuge trembling
in the tight circle of the present instant.

When you take up your palette, a bullet hole in its wing,
you call on the light that brings the olive tree to life.

The broad light of Minerva, builder of scaffolds,
where there is no room for dream or its hazy flower.

在人類光顧的前景中，
世界是無言的黑暗和混亂。
但星星們，藏起了風景，
指明了它們軌道的完美圖形。

時間之流近乎停止，形成
從一個到另一個世紀的數字形式。
被征服的死神顫抖著
躲入這一分鐘的狹窄循環。

當你拿起調色板，一隻翅膀上有道彈痕，
你呼喚喚醒橄欖樹冠的光。
密涅瓦寬闊的光，腳手架的女建築師，
那裡既沒有夢也沒有不准確的花。

洛爾卡(左)與達利(右)合照(圖11)

達利(左)、洛爾卡(中)與超現實主義電影大
師布紐爾(Luis Buñuel)合照(圖12)

Ode to Salvador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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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ll on the old light that stays on the brow,
not descending to the mouth or the heart of man.

A light feared by the loving vines of Bacchus
and the chaotic force of curving water.

You do well when you post warning flags
along the dark limit that shines in the night.

As a painter, you refuse to have your forms softened
by the shifting cotton of an unexpected cloud.

The fish in the fishbowl and the bird in the cage.
You refuse to invent them in the sea or the air.

You stylize or copy once you have seen
their small, agile bodies with your honest eyes.

You love a matter definite and exact,
where the toadstool cannot pitch its camp.

You love the architecture that builds on the absent
and admit the flag simply as a joke. 

The steel compass tells its short, elastic verse.
Unknown clouds rise to deny the sphere exists.

The straight line tells of its upward struggle
and the learned crystals sing their geometries.

你請求留在前額的古老的光，
不要向下跑到人的嘴和心裡去。
巴庫斯深愛的葡萄
和帶來彎曲流水的無序力量都怕這光。

你做得好，把警告的旗幟插上
照亮夜晚的黑色邊界。
作為畫家，你不想讓形式為你軟化
不可預知之雲的多變棉花。

缸中的魚和籠中的鳥。
你不想從海和風中把它們臆造。
用誠實的瞳孔看過它們敏捷的小身軀後
你描摹它們，賦予獨特的風格。

你喜愛明確和準確的材料
那裡蘑菇無法安營扎寨。
你喜愛在缺席時造起的建築
把旗幟看做普通的笑話。

鋼的節拍念誦自己有彈性的短詩。
球面否定未知的島。
直線言說自己垂直的努力
睿智的水晶歌唱它的幾何。

由左至右：達利、Jose Moreno
Villa、布紐爾、洛爾卡與Jose
Antonio合照(圖13)

Ode to Salvador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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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the rose of the garden where you live.
Always the rose, always, our north and south!

Calm and ingathered like an eyeless statue,
not knowing the buried struggle it provokes.

Pure rose, clean of artifice and rough sketches,
opening for us the slender wings of the smile.

(Pinned butterfly that ponders its flight.)
Rose of balance, with no self-inflicted pains. 

Always the rose!

Oh Salvador Dali, of the olive-colored voice!
I speak of what your person and your paintings tell me.

I do not praise your halting adolescent brush,
but I sing the steady aim of your arrows.

I sing your fair struggle of Catalan lights,
your love of what might be made clear.

I sing your astronomical and tender heart,
a never-wounded deck of French cards.

I sing your restless longing for the statue,
your fear of the feelings that await you in the street.

I sing the small sea siren who sings to you,
riding her bicycle of corals and conches.

但你所居住的花園的玫瑰同樣如此！
永遠的玫瑰，永遠，我們的北和南！
平靜和全神貫注如同盲的雕像，
對自己引起的地下力量一無所知。

純粹的玫瑰洗淨鉛華和粗痕，
為我們打開微笑的纖柔翅膀。
（被釘住的蝴蝶想要展翅）
均衡的玫瑰，沒有自尋的煩惱。
永遠的玫瑰！

啊，薩爾瓦多‧達利，橄欖色的嗓音！
我所說的是你的人和你的畫對我說的。
我不誇讚你不完美的青春筆觸，
而是歌唱你箭枝的堅定方向。

我歌唱你加泰羅尼亞之光的美麗力量，
你對具有可能解釋之物的愛。
我歌唱你宏大而柔軟的心，
如同法國紙牌，而且從不受傷。

我歌唱你對雕塑永不停歇的渴望，
對在路上等著你的情感的恐懼。
我歌唱在海中為你歌唱的小塞壬
她騎著珊瑚和海螺的自行車。

洛爾卡(左)與達利(右)合照(圖14)

Ode to Salvador 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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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卡(左)與達利(右)合照(圖15)

But above all I sing a common thought
that joins us in the dark and golden hours.

The light that blinds our eyes is not art.
Rather it is love, friendship, crossed swords.

Not the picture you patiently trace,
but the breast of Theresa, she of sleepless skin,

the tight-wound curls of Mathilde the ungrateful,
our friendship, painted bright as a game board.

May fingerprints of blood on gold
streak the heart of eternal Catalunya.

May stars like falconless fists shine on you,
while your painting and your life break into flower.

Don't watch the water clock with its membraned wings
or the hard scythe of the allegory.

Always in the air, dress and undress your brush
before the sea peopled with sailors and ships.

但是，我首先要歌唱那共同的思想
在黑暗還是光明的時候，它都把我們聯繫在一起。

讓我們眼盲的光不是藝術。
而是愛，友誼和擊劍。

它不是你耐心描繪的畫作
而是失眠皮膚的特蕾莎的胸部，
負心人瑪蒂爾達的緊實捲髮，
被描繪做鵝媽媽遊戲的我們的友誼。

讓黃金上的打字血印
劃出永恆的加泰羅尼亞之心。
當你畫畫和生命綻放的時候，
讓沒有獵鷹的拳頭般的星星照亮你。

你不要去看那薄翅的滴漏，
或是隱喻的堅		硬鐮刀。
面對充滿船隻和水手的大海，
你要永遠在空氣中為你的畫筆穿上和脫下衣服。

Ode to Salvador Dali



電影：達利和他的情人(Little Ashes)

《達利和他的情人》有點像是藝術家的傳記電影，描寫1920年代

三個西班牙藝術家年少時期的愛慾情狂：即洛爾卡和超現實畫家達利，

以及超現實主義電影大師布紐爾(Luis Bunuel)。

這是一部從1922年到1936年，西班牙跨越藝術家的象牙塔時期到

反抗佛朗哥政權時代的傳記電影，西班牙偉大詩人洛爾卡、超現實藝

術大師達利和電影巨匠布紐爾，個性殊異的三位藝術家，在馬德里的

學生宿舍裡，交會閃現的火花，以及超越友誼的秘戀。

電影原名《Little Ashes》—小灰燼，是洛爾卡的詩和他為達利命

名的畫，這段秘戀則取材自著名傳記作者伊恩‧吉普生(Ian Gibson)的

著作。1920年代，那個同性戀被視為嚴重罪行的年代，在馬德里大學

宿舍裡，洛爾卡和達利從天才間的惺惺相惜，發展成刻骨銘心的同性

之愛；但這份不可能的愛在信仰、道德和情慾間掙扎囚泳，最終將洛

爾卡推向死亡悲劇。

電影中達利與洛爾卡的扮相(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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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劇照(圖17)

電影劇照(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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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爾卡38歲壯年之際，因參與社會運動得罪執政者及同性戀身份曝光

遭到虐待暗殺，慘死荒野，連屍首都找不到。且洛爾卡作品也被西班牙執

政當局禁止長達50年，而彼時功成名就的達利矢口否認兩人曾有同性戀情，

及至50年後洛爾卡的作品解禁，風燭殘年的達利在死前三年，才向傳記作

者吉普生揭露了他和羅卡不只是靈魂伴侶的這段同性秘戀，電影呈現的就

是他們這段不可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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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roodo.com/smallidea_clipping/archives/2438693.html
http://www.pots.com.tw/node/3208
http://goo.gl/eIvwo
http://goo.gl/eHx9H
http://goo.gl/mKzCQ
http://goo.gl/OpbnU
http://goo.gl/e33kr
http://goo.gl/8jTyG
http://goo.gl/XiYfa
http://goo.gl/44Z6a
http://goo.gl/nQYL2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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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研究以蛇毒對抗疼痛

報導發佈時間：2013/01/07

曼巴蛇 (Mamba) 圖(1)毒液中的物質比嗎啡更有效。

蛇毒中有為數可觀的多樣物質，例如可致死的麻痺性神經毒，但也
有止痛劑。位於法國濱海 - 阿爾卑斯省(Alpes-Maritimes)、由法國國家
科學研究中心(CNRS)和尼斯 - 蘇非亞科學園區大學(Université de Nice-
Sophia Antipolis)共同組成的研究團隊，在Eric Lingueglia的領導下，日
前成功在老鼠上測出黑色曼巴蛇毒液中一種肽(Peptide)的功效。這種跟
眼鏡蛇家族是近親的大型蛇類(某些類型可長達4公尺長)，生活在中非與
東非的熱帶草原上。在法國，研究人員將這種命名為「曼巴膠」
(Mambalgine)的新分子提出專利申請，並希望臨床實驗很快就能評估該
藥物對人體的效果和無毒性。該研究成果已發表在《自然》期刊
(Nature)上。

尼斯 - 蘇非亞科學園區大學實驗室的真正目的並非是發現新的止痛
藥。科學家研究能穿越細胞膜的特定蛋白質類型「離子通道」(canaux
ioniques)，其中某些通道例如「酸敏感離子通道」(canaux Asic)則與疼
痛的傳導有關。為了解通道的功用，研究人員試圖從動物毒液中辨識出
能封鎖離子通道活動的分子，因而發現兩種新的止痛分子：2000年發現
一種存於狼蛛(Mygale)毒液中的止痛分子，2004年發現另一種存於海葵
毒液中的止痛分子。Lingueglia指出：「有時候，我們發現的分子不僅
能為通道研究帶來新資訊，更可能具有治療效果」。

歐盟學術專欄

[XE2B周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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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巴膠」似乎特別有效。與毒液研究專業工程師Sylvie
Diochot共同領導測試的Anne Baron說明：「它在老鼠身上表現出

持久的止痛效果，跟嗎啡一樣強。它也同時對周邊神經系統與中樞

神經系統有作用」。

這類研究是分段逐步進行的。從在曼巴蛇毒液中發現分子活動，

到隔離出分子、進行體外離子通道測試，最終在實驗室裡對老鼠進

行測試，共花了五年的時間。

研究止痛是必要的。Lingueglia強調：「近年來，研究員並未

發現真正的新型止痛藥物。研究室通常是讓既有的藥物發揮最佳的

效果」。他補充道：「嗎啡是很好的產品，但我們或許能做的更好。

嗎啡有副作用，有時相當不好，例如可能在老年人身上引發腸道閉

鎖的消化問題」。嗎啡也會引起成癮現象，而且止痛效果會隨時間

減弱。嗎啡對某些末期癌症或神經疾病造成的疼痛則無效果。

Lingueglia明言：「我們應該探索所有的新線索」。曼巴膠在酸敏

感離子通道中的運作途徑與嗎啡不同，或許能避免某些副作用的出

現。

目前科學家還需在動物身上進行更多的研究，但是新藥物的研

發已獲得考量，將由位於蘇非亞科學園區的Theralpha生物製藥公

司負責。該公司創辦人之一Michel Lazdunski曾長期領導蘇非亞科

學園區的實驗室。他是離子通道研究的先驅，也是2000年法國國家

科學研究中心金質獎的得主。

演化專家亦有可著手的工作。目前，科學家仍無法解釋為何黑

色曼巴蛇的毒液中存有止痛分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goo.gl/Z78Yh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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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4/8，前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因中風逝世的消息震驚世

界，但對於他昔日的政策與態度，大家卻是毀與參半，有人讚美她是英國的救世

主；有人則嘲諷他為冷血的鐵娘子(The Iron Lady)。這位英國唯一的女首相，是

透過怎樣的施政，令英國民眾們又愛又恨?讓我們藉由以下The China Post的報導

近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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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柴契爾夫人以保守黨身分，當選英國首相。但當時英國有

「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之醜名，其經濟、軍事及民心都大不如

前。於是，柴契爾夫人透過她過人的哲學價值與堅毅的勇氣與決心，開始

大刀闊斧的改革。為了落實自由主義，她力排眾議，不惜削減工會力量，

大力反對蘇聯政府，保護偏遠福克蘭島免於阿根廷入侵。

柴契爾夫人的革命傳奇

柴契爾夫人作風果斷 (圖1)

[UT1A 徐靖雯/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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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資深勞工記者，尼古拉斯‧約翰(Nicholas Jones)表示：「柴契

爾夫人利用阻斷英國工業公會力量來進行經濟改革。」因此。1970年代，

許多藍領階級紛紛走上街頭罷工抗議，重創英國經濟。直至1990年柴契

爾的任期尾聲，罷工的聲浪才漸漸轉弱。

在柴契爾夫人為了實踐「群眾資本主義」(popular capitalism)註，

大肆拍賣國營伐木業，為民營產業提供了90,000的工作機會。此外，她

還廉價販售公共住宅，讓居民成為屋主。這些政策使資本主義蓬勃發展，

也加深了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前民營化政策負責人杰瑞‧格林斯通(Gerry Grimstone)表示：「英

國以前雖然是個非常社會主義的國家，但當時，英國航空、英國電信、

捷豹(Jaguar)汽車等國營事業卻都開始民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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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大眾資本主義的概念來自柴契爾夫人的改革時代。柴契爾夫人雖然在政治經

濟的光譜上屬於右派，但是她卻提出了這個概念來讓一般的英國人民可以分

享國家社會進步的果實。具體的做法是將國營企業私有化的同時，藉著釋股

來創造Popular share Ownership。讓英國僅有百分之幾人口擁有股票所有權

的比例大幅提高到 60-70%以上，讓一般人民也可以擁有資本收益。

( http://goo.gl/uAUOc)

柴契爾夫人，攝於1951(圖2)



當時，美國是英國在大西洋上最重要的夥伴。而美國前總統，羅納

德‧雷根(Ronald Reagan)，更是柴契爾夫人的政治心靈伴侶，兩人的

施政方針相近，都強調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而且雷根和柴契爾都希望

終結共產主義，致力減緩冷戰緊張情勢。

1979年，中歐地理政治佈局封閉。但因波蘭籍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當選教宗，他嚴厲以哲學與宗教的方式對抗蘇聯政府，使東歐這

片政治與思想受到箝制的土地上，激起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意志。

波蘭外交部部長雷德克‧斯考斯基(Radek Sikorski)表示，制定華沙

公約時，他正住在英國「在冷戰鐵幕後，柴契爾夫人、雷根總統、若望

‧保祿二世堪稱『反共產的三位一體』(the anti-communist 'Holy

Trinity')。」

柴契爾夫人極力防止蘇聯入侵東歐，也因而被俄羅斯稱為「鐵娘

子」。

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總統志同道和(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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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柴契爾又面臨一個挑戰—阿根廷入侵英屬福克蘭島(British
Falkland Islands)。福克蘭島的長期衝突，是外交與軍事上的攤牌。而

柴契爾力排眾議，率領皇家海軍，行跨8,000海哩，對戰阿根廷。贏得勝

利後，報紙頭條更是大幅報導「帝國回擊了！」(The Empire Strikes
Back.)

而英國對香港問題的處理方式，則是全然不同。鄧小平執政時期，

一直不斷表態希望香港回歸中國。

1984年，柴契爾夫人同意在1997終止香港統治權，但前提是，香港

於歸後的50年內，仍須保留其殖民時享有的自由與生活方式。

柴契爾夫人在聯合國上的演講，遠比雷根更激勵人心，更有權威性。

在她11年的首相任期被後世推崇為準則。在一個政權與領導力微弱的年

代；在一個被平凡的現實主義制約的時期，柴契爾夫人英雄的事蹟，的

確是相當激勵人心的。

一個賣雜貨的女兒，其葬禮卻是自邱吉爾逝世後，最隆重的一次。

而讓大英帝國重振雄風的瑪格麗特‧柴契爾絕對當之無愧。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0jl4
圖2：http://goo.gl/oelWO

覆蓋英國國旗的柴契爾夫人靈柩前往聖保羅大教堂途中(圖4)

原文網址：
http://goo.gl/lBW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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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http://goo.gl/MAh47
圖4：http://goo.gl/t9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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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4C 黃粟唯/報導]

Ambiguous Being 2013新浜碼頭移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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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日期：2013/2/23 ~ 5/12
展覽地點：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

總策劃 ：楊堯珺

受邀策展人：
台灣策展人蔡家榛、以色列策展人 Sally Haftel
Naveh、德國策展人 Anett Vietzke

SPP Workshop藝術家：
張芳榜、蔡玉庭、楊詠晴、陳穎蓁、盧芑蓁、王
齡玉、李育誠、陳若云、陳君婷、林惟馨、何秀
珠、郭俊邑、林恒正、謝曉帆、王中穎、林晏印

主辦單位：高雄市新浜碼頭藝術學會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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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最生猛活跳的新浜碼頭，於1997年秋季由一群懷有熱誠和理想

的在地藝術家合力共同經營的一個藝術空間，地點位於高雄市鹽埕

區大勇路一棟舊式挑高空間之二樓，展覽內容多元精彩，並不定期

舉辦藝文教學、座談會、主題展等，內容包含來自國際及全國各地

之優秀藝術 家作品。除展覽空間另設有一小而多功能的交誼空間，

提供自助咖啡飲品外尚備有藝術家資料提供各界人士欣賞之餘能在

此小憩並與藝術家作第一手聊天接觸，舉凡法國橘園美術館館長、

國際策展人士、國際藝評協會、日本福岡美術館策展者…..均曾至

此地參觀訪問。在過去常年的經營之下，「新浜碼頭」堪稱是高雄

市公立美術館外的一個視覺文化重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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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guous Being」 (曖昧的存在)是台灣策展人蔡家榛、

以色列策展人Sally Haftel Naveh以及德國策展人Anett
Vietzke於2012年6~9月間在台灣、以色列、柏林等三地，

以「影像圖書館」為概念所執行的國際策展交流專案。此

計畫是以「認同議題」出發，分別由三位獨立策展人，各

自根據在地的政治、性別、族群、社會文化等認同發展現

狀/現象，從當地的當代錄像藝術作品中，提出當地現下

正在發生中的存在狀態/樣貌，是相互借鏡，也是相互呼

應。

新浜碼頭藝術空間為促進國際藝術交流，並為南台灣引介

更多元的國際錄像藝術作品，特別策劃了「Ambiguous
Being 2013新浜碼頭移地計畫」，同時邀請年輕世代的創

作者，共同將展場規劃為「藝術家的居家放映室」，將有

別於黑盒子放映法，而是或趴、或坐、或躺、或臥、或窩，

為觀眾帶來全新的錄像觀看經驗。同時亦於展場，邀請年

輕藝術家以Workshop型態，提出現下正在發生中的存在

狀態/樣貌，是回應，也是相互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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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厭倦了單一主題的藝文展覽？你是否想
改變透過攝影或文字欣賞展覽的方式？
「Ambiguous Being」曖昧的存在可以滿足你
對藝術的渴望．讓你對藝文展覽有全新的認識
和感受。

實在難以想像三個歷史和文化截然不同的國家
在藝術的交流之下，激盪出如此動人的火花，
以藝術的角度對不同的議題傳達概念，各個藝
術家用不同的手法呈現在社會中的問題和現象，
令觀看的人可以感同身受，也令人不禁讚嘆，
在這小小的展演空間裡，竟然集結了如此多位
當代藝術家的智慧和創意。

館內的作品皆可讓參觀者自由選取且觀看，同
時館內的佈置也讓來看展覽的人有溫馨舒適的
感受，由與影片都是以傳達概念為主，也許會
有稍微難以理解的部分，熱心的管內人員也會
熱情地為你解說和分享。

不妨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在這空間裡，當你觀
賞到認同的議題時，產生的共鳴和感動，以及
對藝術家的讚嘆，就是參觀這展覽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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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的館內人員也幫我挑選了幾件代表性的作品，
例如以色列藝術家以美人魚來凸顯對家園的懷念，
還有德國藝術家以一個虛幻不可能出現在現實中
的場景來凸顯現代人親子關係的疏離，每部影片
的時間最短只有幾秒鐘，最長可以長達一小時，
我覺得不彷試試從時間性上較短的影片開始看起，
你會讚嘆，藝術家想傳達的概念，竟全都在這幾
秒的影片之中。

其中我最欣賞的還是台灣藝術家張立人的作品
《古典小電影》，影片只有五十五秒，但卻呈現
了長久以來男性物化女性的議題，用一個全新的
角度來詮釋西方的藝術與文化，我覺得非常值得
觀看且分享。

由於所有的影片傳達的都是一個概念，而並非訊
息，我想其中的意義就是要讓人在觀賞影片後加
以思考，你會明白，認同是無法以主觀或邏輯性
的理論存在，是一個無法清楚定義曖昧的狀態，
最初我看見展覽的文宣，完全不知道怎麼把「社
會議題」和「曖昧」兩個詞連結起來，觀賞完曖
昧的存在，我相信你會對很多絕對存在的事有全
新的認知，在這曖昧存在的空間裡，沒有絕對的
狀態。



40

Do You Know

滾起司球大賽(Cooper’s Hill Cheese-Rolling and Wake)
最早的文字紀載始於1826年的英國，但實際的歷史可能更長。
參賽者必須從200英呎的陡坡追逐滾落的起司球(圖1)，起司球
時速最高可達130公里，誰第一個到達終點，誰就可以抱回重
達7、8磅，由斯馬特家族農場特製的「起士球」。

人摔得鼻青臉腫、閃到腰都是家常便飯。儘管這項比賽
潛伏危險，但許多人仍每年都來參加，有些人從大老遠來，只
為了贏得起司獎。

大家追逐著滾落的起司球(圖2)

比賽用的起司球(圖1)

Q：你知道什麼是「滾起司球大賽」嗎？

[XE2B 周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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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http://goo.gl/3sEsp
http://goo.gl/cVBtG

圖片來源 :
圖1：http://goo.gl/yjDUj
圖2：http://goo.gl/NdfUf
圖3：http://goo.gl/NdfUf
圖4：http://goo.gl/pqgJK

人仰馬翻，比賽時的狀況(圖4)

史帝芬．蓋德拿著2004年滾起
司大賽的獎狀(圖3)

這項歷史悠久的比賽只停辦過2次，一次是1997年，33位參
賽者受傷，還有一位觀眾為了閃避起司球失去平衡，從100英
呎的山坡跌下，由於受傷的代價實在太大，大賽因此暫停一年。
而2001的口蹄疫，大部份農場關閉，也被迫停辦了一次。

而比賽的常勝軍是當地的史帝芬．蓋德(Stephen Gyde)(圖
3)，他已經贏得21個起司球了，另外大家也相信，2009年時43
歲的他可能是其中年紀最大的優勝者。

你知道什麼是「滾起司球大賽」嗎？



2013KSAF高雄春天藝術節-特別演出「雲門2 春鬥搞不定」
Cloud Gate 2 Spring Riot 2013 Uncertain Waiting

表演時間及場地：

5月3日(19:30）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5月4日(19:30）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官網：http://www.ksaf.com.tw
票價種類：300.600.900.1200.1500

校外活動快訊

[UJ2B 張彤瑋/整理]

搞
不
定
，
更
好
玩
。
搞
不
定
，
就
是
我
們
要
的
大
自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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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編舞家
黃翊

台灣嘉義人，從小在父母開設的舞蹈社看母親教探戈，
也跟著從事廣告設計的父親習畫。舞蹈、攝影、錄影、
裝置藝術，都是他創作的領域。

黃翊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創作所，大學時代的編作，
就引起許多台灣舞蹈前輩的注目。林懷民就曾引用法文
Les Entant Terrible，驚歎黃翊是天分絕佳的「可怕的孩
子」。

舞評家也表示：「這個和任天堂一起長大的編舞家，眼
球速度決定了思考的速度，過去無從拷貝，令人 拍案激
賞。」

近年來，黃翊逐漸受到國際矚目。他為美國舞蹈節編作
的Messed被譽為「舞蹈節最佳舞作」；《低語》獲丹麥
Cross Connection國際編舞大賽第二名，也被美國《舞
蹈雜誌》選為2011年「25位最受矚目舞蹈家」。

台灣視覺藝術家袁廣鳴認為，黃翊的作品「毫無疑問的
將是台灣整個跨領域發展脈絡下，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
點。」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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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2助理藝術總監/編舞家
鄭宗龍

生於台北萬華的鄭宗龍小時候就跟著家人四處擺攤、賣拖鞋；
街頭活力和人生百態成為他日後創作的泉源。台北藝術大學
舞蹈系出身，曾任雲門舞集獨舞者。2002年開始創作，作品
在歐美亞澳舞台演出，屢屢獲獎。

2006年首度為雲門2編創《莊嚴的笑話》，其後應邀擔任雲
門2特約編舞家，陸續為舞團編作《變》、《牆》、《裂》、
《樂》等作品。2010年擔任 台灣百年「跨年慶典」的執行導
演。2011年獲《PAR表演藝術》雜誌選為「年度人物」。同
年應享譽國際的電影導演蔡明亮之邀，跨界為蔡明亮的獨角
戲《只 有你》編排舞蹈。12月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前往紐
約研習。

雲門之外，澳洲Expressions舞團、倫敦拉邦過渡中心舞團，
香港演藝學院及台北藝術大學都曾邀約編作，多次搬演他的
作品。

2012年，鄭宗龍應林懷民之邀擔任雲門2助理藝術總監。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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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編舞家
布拉瑞揚‧帕格勒法

布拉瑞揚出生於台東，是台灣排灣族的原住民。布拉瑞揚的意思是
「快樂的勇士」。

布拉瑞揚12歲受雲門啟發，立志成為舞者。就讀台北藝術大學期間
首次編舞，即獲舞蹈家羅曼菲稱讚為「台灣舞蹈界難得的後起之
秀」，《台灣舞蹈》雜誌票選為「舞台上最亮的舞者」，畢業後成
為雲門舞集舞者，巡迴全球演出獨舞。1998年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學
金赴紐約研習。

他的作品氣度恢宏、語彙鮮明，具有強烈的能量，作品巡演歐美，
深受舞評讚賞及觀眾喜愛。美國舞評表示，他的作品「狂野具原創
性的幽默、充滿快感和驚異，令人對現代舞上」。

1996年首次為雲門舞集編作《肉身彌撒》。2006年，他為雲門舞集
編作深具土地情感的傑作《美麗島》，由台灣民歌教父胡德夫與舞
者同台演出。媒體表示，布拉瑞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編作台灣大
地之歌」，「激動了觀眾枯槁已久的生命活力和希望」。

在歐美大都市歷險多年之後，布拉瑞揚密集走訪台灣原住民部落，
去認識自己的根源，也搜集各族音樂舞蹈和文化素材，蘊釀編作大
型新作。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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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翊用光和身體
編織一首《無聲雨》

校外活動快訊

有些話我們不敢當面講，或不用說，會以一封簡訊、一個眼神、
一個溫暖的擁抱來傳達，他則以身體來說話。

「有時，不用文字的語言更精準，其實，每個人都會無聲語，只
是忘了而已。」黃翊說，用身體說話的《無聲雨》，可以感受，
無法解釋，渲染的是一種淡淡的悲傷。

我
想
告
訴
你
一
個
秘
密
但
你
不
一
定
要
懂
，
只
需
要
去
享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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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雨》是黃翊舞蹈世界的
「手語」和「簡訊」

黃翊慣於在作品中保留一定的距離，疏離但仍能感覺溫度。《無聲雨》細
密地像霧氣，不留神就被作品中的各種暗示包圍。

在手語發展的過程中，黃翊留給舞者空間訴說自己的故事，舞者們像是把
心中的秘密化成無聲的語言藏在《無聲雨》之中，但重要的不是手語所訴
說的意思，而是希望舞者能進入一個透明的中介狀態，保留給觀者解讀的
空間。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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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翊的《光》有兒時探戈記憶
也是當兵站哨時的奇想

校外活動快訊

「探戈的舞步很純粹，沒有雜質，密度高，連在旁觀舞的人都感受
到那種開心，想加入一起跳。」黃翊說，以探戈動作元素編作的
《光》，像是把音樂的色澤染進舞者的肢體，如一片烏雲密布的天
空，一道光從縫隙中透出，落在海面上，閃耀著波光。

當觀者逐漸《無聲雨》這支4人舞中安靜沉澱時，緊接而來的
《光》以探戈融入現代舞，卻又炫目歡快地要觀者感受跳舞的
純粹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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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7種不同色彩的流動，呈現在不同時間中光的感覺，光線所構
成的魔幻空間流暢且令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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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藍色的地方》
鄭宗龍漫遊紐約10個月的腳步與沉思

校外活動快訊

當觀眾被《光》挑逗到情緒的高點時，雲門2助理藝術總監的鄭宗龍大手一揮，乾淨俐
落地抽離了音樂，將觀眾帶往《一個藍色的地方》。

這支舞創作源於鄭宗龍在紐約時半夜失眠，「想東想西，想過去、想未來，有一點不
安。跳躍的思緒持續到天將明未明的時刻，我看見遠方的天空有一層漂亮的藍色，不
安的心情突然安靜了下來，我想將這安靜的瞬間呈現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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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藍色的地方》
法國人的「狼跟狗的時刻」

日本人的「魔幻時刻」

舞名源自Blue Hour，意指黎明與黃昏，日與夜交替的兩個時刻，光線昏暗得
分不清狼與狗的差別。

人在紐約，因為語言所感受到的隔閡，有限的單字，讓人與人的關係只
能停留在表面的問候。某個寂寞困頓睡不著的夜晚，他跑到頂樓吹風，
坐在陽台上，看到城市酒吧的喧囂一直到凌晨才安靜下來，帝國大廈的

燈卻亮了一夜。接近凌晨，一片漸層的藍佈滿了天空。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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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瑞揚的《搞不定》讓舞台變得幽默自在！

校外活動快訊

《搞不定》反映了藝術創作過程，編舞家不斷徘迴在變動與搞不定的
狀態下，永遠不知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但也讓舞作有了意外的驚喜。

舞作裡，編舞家將坐在觀眾席中發號施令，親自以聲音參與
演出，要求舞舞者當場即興，要他們當飛魚，學狗爬，變貴
婦…，扮演讓舞者頭痛、讓觀眾驚喜的「背後靈」，發展出
場場都不同的《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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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定》
你永遠不知道被衝破的結構下次會長成什麼樣子

「好啦，你們先介紹你們自己吧。」劃破《一個藍色的地方》的緊張感，觀眾席
穿刺而出一個輕鬆自在的聲音，表演已經開始，這是排灣族的編舞家布拉瑞揚幽
默、瘋狂且多話的作品《搞不定》。

在《一個藍色的地方》無聲過後
磅礡的音樂暫歇，一個乾淨明亮
的地方呈現在觀者面前，舞者們
看似鬆散的走至台前。

校外活動快訊

從一開始就沒有清楚的主題，永遠
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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