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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的籌備階段，因已拉到了贊助而免去

了經費的籌措困擾，較多的則是宣傳的挑戰；如

何在暑假期間吸引聽眾入場，著實讓人苦思了一

番。在藉由海報、酷卡、網路、校友聯絡中心的

協助，以及於《文化高雄》上刊登音樂會資訊之

下，索票人潮陸續不斷；音樂會當晚，更因為奧

地利台北辦事處的大力相助，與nota bene兩位音

樂家的精湛表演，讓音樂會圓滿落幕。

畫展則是另一個浩大工程，期間的各個關卡

包含場地借用與展場規劃，更曾經考慮是否另外

配線架設美術燈，終因經費問題與至善樓16樓光

線充足而作罷。佈展時間則是汗水與勞力的終極

交響樂，大家都淋漓盡致地累了幾天。

開幕當天，聽著小提琴社的表演，突然想到

曾聽人說過：當活動一開幕，就代表了結束。齒

輪卡著齒輪，一切開始正常運作，剩下的就是微

調的工作。

兩項大型活動在當時都仍只是「紙上談兵的

概念」，如今一場已經成為2012年的回憶，另一

場則將成為歐盟園區的學期句點。

本學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仍有一期將於六月

底出刊，敬請各位讀者們持續支持喔!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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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克里姆特150週年誕辰紀念特展》展覽至今

已接近尾聲，並將於6月14日劃下句點。

去年，歐盟園區與奧地利台北辦事處接洽時，對方提

出了「音樂會」與「畫展」的合作提案。對於歐盟園區而

言，除了躍躍欲試的興奮之外，更有著棘手的策劃與執行

上的困難，還有著盲人摸象的無所適從。



園區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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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倫敦穆斯林當街砍死英軍(世界新聞網5月23日)
http://goo.gl/WuJ5U

 宣告反恐戰轉向歐巴馬遭鬧場(自由時報電子報5月24日)
http://goo.gl/24RnQ

 希臘政局回穩 退出歐元區機率低(中時電子報5月24日)
http://goo.gl/RN9XF

 瑞典連6晚暴動 增派特警維安(世界新聞網5月25日)
http://goo.gl/a61E4

 非洲豪華慶祝「團結」50週年(大紀元5月25日)
http://goo.gl/FDT7r

 陸歐貿易戰 一觸即發(聯合新聞網6月5日)
http://goo.gl/GnGXp

 剛果內戰加劇 婦女受害深(中央社6月5日)
http://goo.gl/kd2G0

 中歐洪災 德捐1億歐元 (聯合新聞網6月5日)
http://goo.gl/wTJuf

[UJ2B王家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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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種族歧視嚴重 青年宣洩不滿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等地疑因種族歧視問題，引

發罕見的動亂，移民族裔青年接連六夜暴動，縱火事件層出不窮，

且向首都以外擴散，迫使美國與英國發布旅遊警訊，建議國民儘

量避免前往事發地點。

此波暴動的導火線，是在移民占八成的斯德哥爾摩－哈斯比

(Husby)區。當地1名69歲男性日前在公開場合揮舞大砍刀，威脅

要殺害警察，後遭警方開槍擊斃，此事引發民眾激烈抗議。一群

自稱飽受警察殘酷對待和種族歧視之苦的年輕人，隨即掀起接連6
晚的暴亂，許多建築與車輛遭到焚毀，消防隊疲於奔命。參與暴

動的多半是12歲到17歲的青少年。一名住在哈斯比的暴民說，當

地種族問題極嚴重，而暴力是他唯一能引人關注的方式。

(圖1)

哈斯比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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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新聞來源：
http://goo.gl/PwAAX
http://goo.gl/9mBKH
http://goo.gl/oQv38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61E4
圖2：http://goo.gl/WcyKk
圖3：http://goo.gl/PwAAX

(圖3)

瑞典當局24日自第二大城哥特堡和第三大城馬爾摩，徵調

有處理暴動經驗的特訓警力支援首都治安，暴亂才逐漸緩和。

家長團體和志工組織也聯手巡邏街道，讓情勢得以趨緩。

然而，暴動凸顯多數富裕瑞典人和有移民背景年輕人之間

龐大斷層。這些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找不到工作，也覺得被

推向社會邊緣。很多人失業不是因為被歧視，就是教育程度不

高。

總理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的經濟政策雖使瑞典免

遭債務危機肆虐，卻始終無法把增加就業的承諾，兌現到移民

和年輕人身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最新發布的報告顯

示，在34個會員國中，瑞典成為經濟不公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

這種改變明顯地影響到移民和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

斯德哥爾摩長達一周的街頭暴動雖已和緩，卻引發各界關

注瑞典近來種族主義和經濟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重創這個北

歐國家所保有平等和寬容的聲譽。

種族歧視嚴重青年宣洩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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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流金－克里姆特150週年誕辰紀念特展》
展出作品介紹

目前正於本校至善樓16樓展出的克里姆特作品共計有17幅。歐

盟園區電子報將以兩期的篇幅，為讀者介紹本次展出的作品與其創

作理念。

更歡迎本校師生把握倒數的展出時間(至6/14結束)，盡速上至

善樓16樓欣賞畫作喔!

7

。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1862-1918)



海吉娜 (Hygeia) 為《醫學》

畫作下方的女子， 她是希臘神

話的健康女神，是醫神 埃斯丘

勒匹厄斯(Aesculapius)的女兒，

海吉娜深知各種疾病的治療，

且會馴養餵蛇，蛇在當時帶著

巫醫色彩，象徵醫療的奇蹟。

因此圖中健康女神，也有一條

飲用杯中水的蛇在手上。此畫

是克林姆特為維也納大學所畫

「醫學」一畫最後完成作品的

部份，也是唯一有彩色照遺留

下來相當珍貴的一部份。

畫名：海吉娜(Hygeia) 
年份：1900 - 07 年
原作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尺寸：77 x 55 cm
館藏處：毀壞 destroyed in 1945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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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雷雨將至(Approaching Thunderstorm)；大楊樹二(The 
Large Poplar II )
年份：1903 年
畫作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尺寸：100.8 x 100.7 cm
館藏處：奧地利維也納利奧波德博物館(Leopold Museum in Vienna 
Austria)

《雷雨將至》(或稱

《大楊樹二》)是克理

姆特在某年夏天渡假

時所做的作品。

克里姆特使用細緻入

微的筆觸描繪每片葉

子；以細微的顏色差

異，表現暴風雨的醞

釀。作品深刻表現暴

風雨前的寧靜。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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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向日葵花園(Farm Garden with Sunflowers)
年份：1907年
畫作材質：油彩．畫布
原作尺寸：110 x 110 cm
館藏處：奧地利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Oesterreichische Galerie, Vienna)

《向日葵花園》這幅畫中，克里姆特寫了向日葵和蒲公英。他的風
景畫大部分是長方形，大小都基於畫布和畫框，其中最重要的是有
编號的畫框。因為他會根據编號重尋當時繪畫的地點，再把作品全
部完成。這幅畫特別之處在於使用特寫而非全景，因為克里姆特對
開闊景色不感興趣，反而更喜歡簡潔緊湊的畫作風格。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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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 阿特湖畔房舍(Houses at Unterach on the 
Attersee)
年份：1916 年
原作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尺寸：110 x 110 cm
館藏處：奧地利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Oesterreichische Galerie, Vienna)

1890年代末期開始，克里姆特的暑假都在美麗的阿特湖畔度過，因此他在
當地畫了許多風景畫。 《阿特湖畔房舍》中，克里姆特成功的把湖畔遠
近不同的房舍，壓縮成為單一平面，因此，大家認為克里姆特以透過望遠
鏡觀察，才能創作這些畫作。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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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白樺木森林(Beech Forest (Birch Forest)
年份：1903 年
原作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尺寸：110 x 110 cm
館藏處：奧地利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Oesterreichische Galerie, Vienna)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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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阿特湖(Attersee)
年份：1901 年
原作 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 尺寸：80.2 x 80.2 cm
館藏 處：奧地利維也納利奧波德博物館(Leopold 
Museum in Vienna Austria)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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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艾蒂兒畫像II(Portrait of Adele Bloch-
Bauer II)
年份：1912 年
原作材質：油彩．畫布 Oil on canvas
原作尺寸：190 x 120 cm
館 藏 處：奧地利維也納國家美術畫廊
(Oesterreichische Galerie, Vienna)

這幅描繪了 19 世紀維也納的
社交名媛，艾蒂兒，她是奧
地利制糖業富商斐迪南•布洛
赫 • 鮑爾 (Ferdinand Bloch-
Bauer()的妻子，時常主持沙
龍，邀請作家、藝術家、音
樂家聚會，是一位饒富智慧
與優雅的女性。這是克里姆
特為艾蒂兒完成的第二幅畫，
不同於第一幅的金碧輝煌，
這幅畫運用柔和的色彩展現
出艾蒂兒的柔美氣質。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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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ZSArY
http://goo.gl/M7ajl

圖片來源：
裸體真理
http://goo.gl/pyb6h
海吉娜
http://goo.gl/BMjs8
雷雨將至
http://goo.gl/k6Bz5
向日葵花園
http://goo.gl/rqGIb

阿特湖
http://goo.gl/Fb95m
白樺木森林
http://goo.gl/NtYkw
阿特湖畔房舍
http://goo.gl/YPE5i
艾蒂兒畫像二
http://goo.gl/lqov5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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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視頻幫助年輕的癌症患者

報導發布時間：2013/5/24

文章來源：CNN新聞網

再次任務 2(Re-Mision 2)是一個集合線上的小遊戲，讓參與的青少

年和年輕成人的癌症患者在面對不愉快的治療時,能更了解關於他們的

身體的狀況。這項產品是由希望實驗室(HopeLab)所開發的。他們曾在

2006年推出-再次任務(Re-Mision) 。

這是一款由玩家從幾十種任務中挑選一項，並帶領微型機器人

穿越虛擬人體，用各種武器殺死癌細胞。結果顯示這款遊戲能幫助玩

家獲得掌控疾病的感覺，並且嚴格遵守自己的療程。

歐盟學術專欄

[UF1A范秀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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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任務(Re-Mision)(圖1) 



此款遊戲是由玩家從幾十種遊戲任務中挑選其中一項任務

來挑戰，並帶領微型機器人蘿西(Roxxi)穿越虛擬人體，用各種

武器來殺死癌細胞。結果顯示這樣能幫助玩家獲得掌控疾病的

感覺。遊戲中的武器包括化療、抗癌藥物和人體自身的免疫細

胞。

遊戲的設計概念是結合生物和行為造成影響。主要是通過

積極的動機電路在人的大腦中通電，並給予玩家有控制癌症的

感覺。

此遊戲結合了視覺與討戰讓不少患者在心靈上與視覺上的

獲得了很大的信心。遊戲比賽中給他們的經驗意味著身體內部

與癌症抗爭，使用這些處方作為抗癌的武器，給予他們有用生

命奪回的控制感。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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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任務 2(Re-Mision 2)(圖2)

遊戲視頻幫助年輕的癌症患者

資料來源：

http://edition.cnn.com/2013/05/24/tech/
gaming-gadgets/cancer-video-
game/index.html?hpt=te_t1

圖1、圖2：http://www.hopelab.org/

相關連結：http://www.hopela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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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5/20《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Jobless
Youth: Europe‘s Hollow Efforts to Save a Lost Generation》的報導，闡述歐

洲當局青年失業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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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各國無法遏止青年失業率有增無減的趨勢。德國決定採取行動

解決問題，而南歐領導者們卻為了選票而替現狀辯護。

《德國明鏡》

失業青年：拯救失落世代

[XE2B周彤/編譯]

5月9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的示威遊行(圖1)



一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23歲希臘青年Stylia Kampani
表示她做了許多努力，但仍看不到未來前景。她曾於德國北

部不來梅大學(University of Bremen)就讀一年，完成了在雅

典(Athens)外交部的實習，在位於柏林(Berlin)的希臘大使館

就職。目前她在著名的《雅典每日新聞(Kathimerini)》做無

薪實習。未來會如何呢? Kampani回答：「好問題，我不知

道。我的朋友沒有一個相信我們有未來，或者是能過一個正

常的生活。四年前這一切都還不成問題。」

世界觀點

2013年4月在希臘的抗議活動(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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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正是歐債危機要開始的時候。當時希臘政府陸

陸續續通過一系列的財政緊縮政策，帶給年輕人一項挑戰。

希臘低於25歲青年的失業率在數月內超過50%。類似的情況

也相繼在西班牙(Spain)、葡萄牙(Portugal)、義大利(Italy)發
生。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統計，歐盟內的青壯年失業

率已經攀升到25.4%，失落世代已經慢慢成形。雅典大學

(Athenian university)的畢業生Alexandros說：「我們不想離

開希臘，但目前狀況持續的不穩定讓我們既疲憊又憂傷。」

歐洲政府此時仍毫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世界觀點

歐債危機持續發酵(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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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洲政治菁英的首選並非在歐債危機後推動有效的教育

和職業訓練幫助南歐青年，而是發動傳統意識形態鬥爭。在

布魯塞爾(Brussels)的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對
傳統經濟刺激計畫的呼聲愈來愈高。北方的債權國正極力避

免任何支出行為；然而，債務纏身的國家似乎比較注重他們

在年長者間的選票。

歐洲持續在這種狀況下浪費寶貴的時間，直到5月令人擔

憂的失業報告震驚了整個政府：希臘15歲至24歲間青年的失

業率已飆升超越60%。一夕之間，歐洲爭先恐後要解決這問

題。青年失業議題將會成為六月的歐洲高峰會中最迫切要解

決的課題。義大利新任總理萊塔(Enrico Letta)表示，青年失

業率已經成了義大利和歐盟的「惡夢」。

義大利新任總理萊塔(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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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遠大的承諾，微弱的成效

這些強烈不滿的字眼近期出現在歐洲各大首都，但直到目

前歐盟各國並沒有具體行動。舉例來說，今年2月歐盟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投票通過新增60億歐元(約78億美金)作為青

年人就業基金。但目前歐盟會員國仍在為這筆錢的使用分配上爭

執不下。這基金恐怕要等到2014年才會有實質作用。

處理青年就業問題是德法兩國的燃眉之急。德國聯邦勞動

部長馮德蘭(Ursula von der Leyen) 在5月22向媒體介紹了新政：

法國和德國希望能藉由國家資金支持，而鼓勵南歐的企業為青年

失業者提供培訓，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則
會向這些企業提供貸款。

然而，這項處理危機的政策將會對招募來自希臘、西班牙、

葡萄牙的技術人員產生諸多限制與不利。政治人士也開始驚覺雅

典和馬德里(Madrid)的失業問題正逐步對整個歐元區與其民主造

成威脅。現在94歲的前德國聯邦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表示：「我們需要政策來減低南歐青年失業問題，而歐

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顯然失敗了，

這是不可否認的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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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們也紛紛表示歐洲是該解決問題的時候了。德國

紐倫堡就業研究機構 (Germany‘s Institute of Employment
Research)主任默勒(Joachim Möller)警告：在危機重重的國家青

年們前途嚴峻，面對如此嚴峻的青年失業問題，如不採取強而有

力措施加以緩解，恐將引發社會動盪等嚴重後果。

德國經濟研究所(Cologn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所長Michael Hüther表示，政治人物雖然坦承這是個極大的疏失，

但長久以來卻沒有任何動作。德國經濟學者沃夫岡‧法蘭茲

(Wolfgang Franz)則指出，青年人失業在他們未來的工作生涯中

並不是一個容易癒合的傷口，永遠都會留下就業和收入機會減少

的陰影。

5月13日在雅典的示威活動(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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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目前試圖挽回形象，在緊縮開銷同時也盡全力解

決各項問題。德法兩國推出企業援助計劃則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歐洲的這項新計畫特別為青年失業者設立。德法兩國的企業，

凡願意為青年失業者提供培訓或就業機會，將獲得國家資金支

援。資金一部分是來自60億歐元的青年人就業基金。這項計畫

有機會為歐洲湧入10倍以上的熱錢，來解決當前南歐中小企業

信貸緊縮的局面。但位於盧森堡(Luxembourg)的歐洲投資銀

行卻不敢肯定未來能達到600億歐元，表示目前200億到300億
歐元是比較可行的。

儘管如此，歐盟理事會去年曾答應危機重重的國家要將歐

盟結構基金的餘款協助青年就業，今年投入了160億歐元幫助

青年失業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希望能幫助78萬青年，但這些舉

措至今收效甚微。這些金錢投注是否有成效仍有待觀察。

歐洲投資銀行(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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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lternative Solution?
德國內閣急著找尋創新且符合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5月初

德國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召集9個部門的官員和眾協

會的代表召開圓桌會議，討論如何將德國行之有年的雙軌制職

業訓練體系擴張到歐洲其他國家。這項體制獲得企業主共同的

支持。

德國內閣預定在6月擬定這項草案，該國希望能將他們的雙

軌制職業訓練導入其他體制，藉此幫助危機重重的國家。德國

政 府 打 算 在 聯 邦 職 業 訓 練 研 究 所 (Fede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成立新的國際教育合作推

動中心辦公室 (Central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能及時提供危機重重的國家意見。新的機關已

經批准10個新的職位。沃夫岡‧法蘭茲(Wolfgang Franz)認為

這是個正確的的決定。但他也同時表示早該這麼做了。

沃夫岡‧法蘭茲(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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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在教育方面，西班牙已經落後歐洲其他國

家多年。該國輟學率在歐盟會員國當中排名最高，高達

24.9%。奇怪的是，西班牙政府在2012年削減了100億歐元

的教育經費，也取消了企業雇用社會新鮮人的免稅方案。縮

減教育開支是值得關切的，目前西班牙620萬的失業人口中，

多數缺乏教育與訓練。

西班牙的問題在於工作者被分為兩階級。自從佛朗哥

時期(Franco dictatorship)之後，要開除已就職的人幾乎是

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年輕人的工作時有時無，毫無社會

保障可言。他們是危機首要衝擊對象。有工作的也面臨失業，

而原先沒有工作的更沒有任何機會。

西班牙失業狀況嚴重(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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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青年失業率的關鍵是改革被分為兩階級的勞動力市場。

但德國內部的報告顯示，危機重重的國家在這方面進步極微小。

根據報告，葡萄牙教育體制有些微成效，希臘則只有些微進步的

跡象，像是「協助年輕失業女性」。

分裂的勞動力市場對義大利衝擊特別嚴重。有工作的長輩占據

既有的工作，新一世代的年輕人沒有取得工作的機會。義大利那

不勒斯(Naples)的示威者T恤上的文字清楚表達出年輕人的心聲：

「我不想死於不確定」 (I don‘t want to die of uncertainty)。在雅

典，年輕畢業生Stylia Kampani正在思考重新開始。目前考慮搬到

德國，她表示到了這關頭，她應該會留在德國。

那不勒斯的示威活動(圖9)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EpmGj
參考資料：
http://goo.gl/VQogk
http://goo.gl/dJcZL
http://goo.gl/R5PWc
http://goo.gl/QDGtf
http://goo.gl/7bxx8
http://goo.gl/tLsVI
http://goo.gl/Z6fpB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C7TIj
圖2：http://goo.gl/lrHCk
圖3：http://goo.gl/v3Qpt
圖4：http://goo.gl/k6ogP
圖5：http://goo.gl/i9eD9
圖6：http://goo.gl/128U1
圖7：http://goo.gl/AgqoZ
圖8：http://goo.gl/6I0i0
圖9：http://goo.gl/4zW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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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名稱：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展覽日期：102.05.25- 102.08.18

展覽地點：301-304展覽室

(圖2)(圖1)

[UF1A張喬茵/報導]

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李朝進出生於1941年，屬於戰後在台灣成長的第一代藝

術家，60年代末以銅焊畫嶄露頭角。除了創作之外，早年積

極投身創造高雄藝術環境的開拓，包括成立畫會、開設高雄

第一家專業的私人畫廊、創辦雜誌等等，被視為「高雄現代

繪畫的先驅者」。

李朝進性格憂鬱、沉默寡言，其創作深具「疏離」與

「異化」的個人特質。90年代中期以後選擇與人群疏離的半

退隱生活狀態，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從容往來。1998年之後李

朝進未曾發表新作，本展可說千呼萬喚，也被李朝進視為過

往創作的一次總結，展出作品逾百件，涵括其各階段代表作

品，完整而深刻地映照李朝進的藝術創作歷程。

(圖3)

校外藝文報導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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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銅板取代畫布，以切、

割、燒、焊、腐蝕、敲擊取代

畫筆的運作，不論在材料或手

法上多少帶有「黑手」的習氣，

「銅焊畫」可能是第一批最具

「高雄」性格的作品。李朝進

的「銅焊畫」，詮釋了60年代

台灣社會的憂鬱，帶點玄奧，

更多孤寂。這是存在的焦慮，

一種精神的困頓。

(圖4)

校外藝文報導

★銅焊畫：焦慮的滋味

「銅焊畫」以銅片為主要素材，再加上銅絲、油彩及其他金

屬零件創作完成。在60年代晚期的台灣，李朝進的「銅焊畫」絕

對是「前衛」；其冷冽的質地、幽玄的意涵，引領了一個全新的

走向，從此開啟了他的藝術之路。

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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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鄉愁的符號

80年代早期，李朝進用水彩畫了一系列的有關青山、古厝、

太陽主題的作品。大大的太陽，往往是這些畫作的焦點，其中

可能隱藏著他真正的藝術題旨。但，李朝進的太陽，應該是

「落日」，不是朝陽。這些畫，總是喚起「日暮鄉關何處是」

的感懷，讓人陷入深深的愁緒中。那個年代的鄉土運動，總是

伴隨著鄉愁的音調。顯然，李朝進的故鄉仍存在心中的某處，

鄉土似乎存在朦朧的煙霧中，鄉愁凝縮為一枚「落日」，孤懸

著。從1965年的「銅焊畫」〈遲降的太陽〉開始，「落日」就

經常在他的畫中出沒，貫穿了他的整個創作歷程。生命何物？

藝術何為？李朝進以「落日」作為對生命意義的提問。

(圖5)

校外藝文報導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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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體：心神的徬徨

90年代，「軀體」開始在李朝進的畫中出現，成為藝術的

主角。李朝進的「軀體」似乎處在漫遊的狀態中，只是他們都心

煩慮亂，不知所之，比較像「異化」的人；倒是藝術家本人，可

能才是一個真正的「漫遊者」。陷身在一個現代都會中，他讓

「軀體」介入，讓自己抽離。他的「軀體」或「人物」來自現世，

卻無處落腳，活在不確定的虛空中，傳遞出一種陌生感，荒謬感

也顯而易見。生活的記憶，竟變成一場虛構！這些形象都冷漠疏

離，某種「存在的焦慮」、某種「心神的徬徨」呼之欲出。

校外藝文報導

(圖6) (圖7)

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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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圖8)

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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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逸氣或塊壘

「筆痕墨韻」或許是解讀李朝進藝術一個關鍵的切入點。

油彩以「筆墨」的姿態暈染出的藝術天地，模糊了事實與虛構，

也模糊了夢想與現實的界限。筆線墨韻通常散發抒情寫意的特性，

喚起舒暢的聯想，使近似抽象的線條成為現實知覺婉轉意緒的反

映，詩意豐盈。只是，在李朝進的油彩「筆墨」中，抒情的外表

卻隱藏了一股莫名的抑鬱感，荒涼蒼白。自來，傳統文人在筆墨

間涵養天地氣韻，造就胸中「逸氣」，但也在筆墨間經歷世事滄

桑，形成胸中「塊壘」。「荒涼蒼白」是一種「逸氣」?還是

「塊壘」?看李朝進的藝術，這是最令人着迷的趣味。



校外藝文報導

★心得

雖說世界上有許多畫抽象畫的藝術家，但我覺得李朝進

的畫作仍有他自己的風格在。他的畫作也是以抽象為主，

而且具有許多幅連作，目前在藝術界也算占有一席之地。

他的作品都很有意境，有的也很值得我們省思，每一幅

畫的背後感覺都蘊藏著深奧的涵義。我覺得暑假可以撥

空出點時間來，到這裡欣賞他的畫作，沉澱心靈，增進

點自己的藝術氣息也是很不錯的選擇呢！

參考資料：http://goo.gl/pQTvJ
圖片來源：http://goo.gl/Oqz6A

http://goo.gl/pQTvJ

(圖9)

殘象－李朝進創作研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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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西班牙奔牛節(Los sanfermines)的由來嗎?

[UF1A范秀瑞/整理]

奔牛節 (Los sanfermines) 是潘普羅納(Pamplona)的特殊節慶，

從7月6日中午到14日止，是為了紀念聖佛明(San Fermín)保護神而

來的。節慶期間每天早上8點都有奔牛(encierro)節目。所謂的奔

牛是指群眾和牛從牛欄沿著街道一路奔向鬥牛場。奔牛是項危險

的活動，每年都有人被牛頂傷；到了下午，參與奔牛的牛隻則在

鬥牛場中表演。

納瓦拉(Navarra)最著名的節慶，毫無疑問的當屬San Fermín。
San Fermín節慶中奔牛(los encierros)及鬥牛(las corridas)是其中

最主要的活動項目。

當地的遊客與居民(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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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7月6日正午12:00在巿政府廣場的陽台由巿長點燃沖天炮

(chupinazo)，宣告Sanfermines節慶開始，眾人歡呼，高喊

「Viva San Fermín!(聖佛明萬歲)」揭開序幕，Pamplona巿民

及從國內外前來參與盛會的人士聚集在廣場，手拿不同顏色的

手帕，身著不同顏色的上衣，分成15個以上團體，伴著鼓樂聲，

且拿著標語牌，上頭書寫著所要批評的事項。

動物保護主義者抗議標語(圖2)

西班牙奔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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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牛活動開始，眾人離鬥牛場820公尺遠的牛欄(corralillo)
開始與牛共舞，往鬥牛場方向狂奔，進行一場“人牛追逐戰”，

穿越兩條街道，兩個小廣場，來到鬥牛場，歷時約三分鐘，所

有牛隻進入鬥牛場則點燃沖天炮(el cohete)表示奔牛活動(el
encierro)結束。此項慶典，由於美國小說家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所寫的《旭日東昇(The Sun Also Rises, 1926)》
而廣受全球矚目，目前觀光客人數有凌駕Pamplona巿民之勢。

接下來的活動是Santo Patrón(San Fermín)的遊行繞街儀

式，巿民將紅巾圍在頭部，跟隨巨人像(los gigantes)、大頭像

(cabezudos)遊行，手中酒囊(botas de vino)傳來傳去，盡情歡

樂。

人牛追逐戰(圖3)

西班牙奔牛節

紅頭巾(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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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西班牙奔牛節

資料來源：

http://www.fjweb.fju.edu.tw/span_yulucas/materia/materia6_2.htm
http://hk.gotrip.travel.yahoo.net/article/index.php?id=10310
http://www.sunny.url.tw/mall/index.php?app=article&act=view&article_id=169
圖片來源：

圖1、3、4：http://hk.gotrip.travel.yahoo.net/article/index.php?id=10310
圖2：
http://news.eastday.com/w/20070706/u1a2954577.html
圖6：
http://www.pamplona.com/
相關連結：

http://sanfermines.pamplona.es/
http://www.pamplona.com/

活動盛況(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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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巨匠再現
米開朗基羅特展

歷時兩年多籌備，飛越半個地球超過一萬公里的運輸旅程，由

國立歷史博物館、時藝多媒體與義大利米開朗基羅故居博物館

(Casa Buonarroti) 所攜手共同策劃的《文藝復興巨匠再現: 米開朗

基羅》特展，自2013年6月15日至9月29日於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行。

《文藝復興巨匠再現：米開朗基羅特展》中最值得一看的，就是由

義大利米開朗基羅故居博物館精心挑選的15張大師真跡手稿，包含

鎮館之寶《卡西納戰役》人體素描習作：米開朗基羅與達文西兩人

曾於五百年前進行一場競圖對決，兩人以「戰爭」為題，於市政廳

廣場前公開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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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五大必看：

1. 原尺寸7公尺高《大衛》原作翻模複製來台，為著名世界

翻模師切西教授生前最後力作，此模具為19世紀製作。

2. 完整看見最真實的米開朗基羅，以不同角度剖析米開朗基

羅的個性、生活、藝術成就，以及大師工作室的學習實況。

3. 米開朗基羅真跡手稿首次登台，近距離觀看保存超過500年
大師手稿，零距離感受大師創作最初意念。

4. 米開朗基羅建築創作與詩文揮灑，許多人不曉得藝術全才

的米開朗基羅，也曾寫出著名14行詩，與愛人、姪兒的書

信首次在台曝光。

5. 古老繪畫技法濕壁畫重現， 500年前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

藝術史著名的藝術交鋒「王者之爭」戰役圖，由義大利濕

壁畫大師安東尼奧．德維托重現此古老技法。

米開朗基羅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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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展覽時間：2013/06/15~2013/09/29 09:30 - 17:30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201-203展覽室

票券價格：全票250元

學生票220元 (大學專以下學生，持學生證)

敬老票160元 (65歲以上長者，持身份證件)

全展內容豐富、多元且精采，將藉由對米開朗基羅多面向的深度

導覽，引領觀眾進入米開朗基羅大師的藝術世界，探索隱含其中

的大師精神

詳細資訊請洽

http://michelangelo.mediasphere.com.tw/

米開朗基羅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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