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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的學期經過，暑假與寒假的交替如同四季更迭般自然，轉眼間又到了

悠長的暑期。

本期的編按特別難以下筆。

一方面，是期末的最後一期電子報總不免俗地要回顧本學期的成效。六月舉

辦的《流金－克里姆特150週年誕辰紀念特展》將歐盟園區和至善樓都要翻了過

來，在小提琴演奏中盛大的開幕，又在悶熱的天氣中迅速地撤展。離開時，轉身

看了一眼空盪的展場，帶上了通往景觀電梯的那扇厚重鐵門。

再見了，Gustav Klimt；再見了，至善樓16樓。

另一方面，本期是編輯企劃所編輯的最後一期電子報，本篇也是撰寫的最後

一則編按。三年過去，歐盟園區電子報自橫式改為直式，新增了新聞深度報導、

世界觀點與歐洲藝文報導等專欄，每雙週開一次電子報組編輯會議，勞累了編輯

小組同仁們，排版時更是扼殺了編輯企劃不少的腦細胞；每逢出版日，心中則充

滿了趕銀行三點半的緊張氣氛，成為與時間賽跑的競賽；當然，有些時候難免因

為時間上的壓力而退出這無望得獎的賽事，選擇延後出刊(如同本期的狀況一般)。
這些工作經驗，相信也將傳承下去，成為每位編輯企劃最難忘的回憶吧!

再次感謝各位讀者對於歐盟園區電子報的支持與鼓勵，我們下學期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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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世界最大貨船漢堡受洗 亞歷山大•馮•洪堡出航（大紀元6月2日）

http://goo.gl/aRH9D

 德國人越來越老外國移民頂大梁？（大紀元 6月2日）

http://goo.gl/Ef6dY

 布魯塞爾13歲男孩虛報警謊稱炸彈襲擊（大紀元6月2日）

http://goo.gl/56cfK

 土耳其副總理就鎮壓行動向示威者道歉（華爾街日報6月5日）

http://goo.gl/7EIxZ

 歐洲央行暗示拉脫維亞可以加入歐元區（華爾街日報6月6日）

http://goo.gl/1Z88s

 衛報：英國政府也搞全面監控（中央社6月7日）

http://goo.gl/VmhSu

 歐盟放炮左轟IMF右損德法（中央社6月7日）

http://goo.gl/nbV64

[XS3A陳佳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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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倫敦反G8抗議英警強力鎮壓

32名反8大工業國集團(G8)高峰會抗議者6月12日遭英國警

方逮捕，中止抗議者計劃舉行的反G8連串行動。

由於警方接獲線報，數十名反G8抗議者聚集在倫敦市中

心蘇活區(Soho)一棟無人建築內，計劃在G8峰會期間舉行一

連串「嘉年華對抗資本主義」(Carnival Against Capitalism)

抗議活動，100多名鎮暴警察上午開始展開襲擊行動。

警方破門而入，屋內四處可見抗議者的睡袋與帳篷，牆上

噴寫反G8的標語，1名男子高喊「我不要活在法西斯的國家」，

企圖從屋頂一躍而下，被警方制止並逮捕。

一名抗議者被防暴警察帶出建築(圖1)

[XS3A陳佳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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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在蘇活區附近的攝政街 (Regent Street)與牛津街 (Oxford

Street)，也發生零星的抗議衝突，警方以強力控制情況，不讓抗

議者有機可乘，場面一度混亂。

StopG8運動抗議者說，倫敦市中心西區(West End)有許多

全世界「最殘酷同時也製造最多汙染」的企業，政府辦公室及

全球鉅富都在這裡，多年來G8不僅沒有解決人類的問題，也沒

有履行既有承諾，他們很不滿。

一名抗議者被警察控制住(圖2)

一名參與者被防爆警察逮捕(圖3)

倫敦反G8抗議英警強力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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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32名抗議者因持有攻擊性武器、攻擊警察、損害物品、

拒絕卸除面具等罪名被捕。警方強調，絕不容許抗議者影響

G8峰會進行。

英國是今年G8輪值主席，包括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Dorothea Kasner)、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等領導

人，17與18日兩天在北愛爾蘭參加高峰會，英國首相卡麥隆

(James Francis Cameron)設定3大議題，包括促進貿易、確保

企業遵守稅法，及加強透明化等。

新聞來源：
中時電子報 http://goo.gl/ld3SE
大紀元 http://goo.gl/OsIAf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KSwA
圖2：http://goo.gl/2cJMQ
圖3：http://goo.gl/ocb9a
圖4：http://goo.gl/mjrpr

一名參與者帶著自己的物品
被趕出建築(圖4)

倫敦反G8抗議英警強力鎮壓



歐洲主題專欄

流金。克里姆特：作品賞析

流金。克里姆特

7

本此歐洲主題專欄，將持續帶領大家認識克里姆特數幅知名

畫作，並剖析每幅作品的創作背景及理念。

[UJ2B張彤瑋/整理]

《情慾克林姆(Klimt)》電影劇照(圖1)

。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1862-1918)



歐洲主題專欄

首先為大家介紹三幅克里姆特使用馬賽克技巧所作的作品：

期待(Die Erwartung)、生命之樹(Lebensbaum)、滿足(Die Erfüllung)

生命之樹(Lebensbaum)(圖2)期待(Die Erwartung)(圖3) 滿足(Die Erfüllung)(圖4)

8



歐洲主題專欄

史多克列特飾帶(Der Stocletfries)(圖5)

比利時的工業家阿朵夫‧史多克列特(Adolphe Stoclet)與太太蘇珊

‧史蒂文斯 (Suzanne Stevens)住在維也納，因而委託維也納宮坊

(Vienna Workshop)的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及克里姆特設計

位於布魯塞爾(Bruxelles)的新房子。

克里姆特所作的一個大壁飾〈史多克列特飾帶〉(Der
Stocletfries)，以生命的循環為題。

9



霍夫曼比較把牆壁當裝飾，而不是當作大平面來處理。依他的觀

點，維也納工坊的裝飾理念必須與建築相容，因此才會找克里姆特合

作。霍夫曼的史多克列特宮(Stoclet Palace)由一群「可居住的立方體」

組成，並貼有大塊的白色大理石板，並以銅製的角線沿著邊緣貼，以

凸顯幾何造型。克里姆特則設計了一個裝飾性、分三部份、以加金、

琺瑯和半寶石之大理石為材料的馬賽克。

在克里姆特飾帶作品中出現的，有抽象、風格化(生命之樹)和人像

(滿足、期待)等題材。在這些傑作裡，克里姆特應用它處沒有用過的馬

賽克技巧。這項技術他在藝術專科學校便已學過，後來到拉維納旅行

時，才再度發現。馬賽克藝術在這些年特別受到維也納工房的重視，

因而再度復活並革新。

歐洲主題專欄

10

史多克列特宮內部(圖6)



歐洲主題專欄

飾帶的中心主題是生命之樹。啟示錄上說，他救了異教徒，是黃金

年代的象徵，後來野獸派畫家馬諦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在文斯

(Vence)所設計的著名教堂，也以他為題。對克里姆特來說，它是結合一

切對他而言重要主題的象徵，從花到女人，從植物死亡到季節的復甦。

樹和女人溶混在一個樂園般，被施了魔法的世界裡；一個人們在裡頭舞

蹈、相愛的世界，變成樹的女人，就像馬諦斯的梧桐樹一樣，蔓生在整

個大自然裡。

生命之樹、認識之樹，人們確實活在天堂樂園裡。在一棵樹下舞蹈

的女孩是〈期待〉所呈現的。在另一棵樹下相擁的情侶，則是〈滿足〉。

當然還有死亡─對克里姆特和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來說，它是生命

正常的一環；在這裡，它以樹上的肉食鳥出現。相擁的情侶到了〈史多

克列特飾帶〉已成為家庭幸福的和平象徵，成為一種圓滿，一種生命的

喜悅。

樹上的肉食鳥(圖7) 馬諦斯的梧桐樹(圖8)

11



歐洲主題專欄

生命之樹(圖9)

生命之樹(Lebensbaum)

英文名： Tree of Life

創作年代：約1905.09

這是啟示錄裡所說的認識之樹，黃金

年代的象徵，他對這隻黑鳥─死亡的象

徵，提出質疑。如克里姆特和佛洛伊

德所認為的，它也屬於生命正常的循

環。

12



歐洲主題專欄

期待(Die Erwartung)(圖10)

期待(Die Erwartung)

英文名：Expectation

創作年代：約1905.09

在認識樹下舞蹈的女孩所呈現的〈期

待〉，是繼克里姆特致命女人之後出

現的。畫的表現方式受史多克列特收

藏的東方藝術影響。克里姆特如此作，

乃為了替委託者創造一個合宜的環境。

13



歐洲主題專欄

滿足(Die Erfüllung)(圖11)

滿足(Die Erfüllung)

英文名：Fulfillment

創作年代：1905.09

在〈吻〉裡就已設計的情侶造型，使

用的是馬賽克技巧，這克里姆特年輕

時 便 已 學 過 ， 後 來 到 拉 維 納 註

(Ravenna)旅行，才再度發現了它。

14
註 拉維納(Ravenna)位於義大利東部，這裡又被稱為「馬賽克之城」(City of

Mosaics, Citta di Mosaico)。



吻(Der Kuss)

英文名：The Kiss

創作年代：1907.08

通常於克里姆特畫中具主導性的致命女人，在這裡成為次要。她委身於男人，而

閃閃發光的衣服隱約透出那遮藏不住的性慾。於是〈吻〉這樣的禁忌題材避開了

檢查，而克里姆特這位讓清教徒的維也納人看到自己虛偽的，也受到觀眾熱烈的

歡迎。畫中的模特兒：克里姆特自己，他把愛人艾米麗‧福勒格(Emilie Flöge)，

擁在臂彎裡。這幅畫是他「金色時期」的冠冕，也成為分離派的標誌。

歐洲主題專欄

吻(Der Kuss)(圖12)

15



歐洲主題專欄

男人那方型的裝飾圖案，以及女人的圓形圖案，兩者到底意味著

互補或敵對？這兩人雖然擁抱在一起，但仍保有一種距離，好似兩人

又沒有什麼關係？很明顯的，男人是主導，也做了吻的動作。女人則

任由他去，但她的手緊縮在一起，腳趾頭也緊緊攀著岩壁：由於喜，

還是由於怒？克里姆特熟悉亞當和夏娃這永恆形象裡的矛盾關係，因

為他把自己畫成亞當，把愛人艾米麗擁在臂彎裡。

16

〈吻〉這個版本更清楚地象徵兩性的和解與結

合。有些人認為，這張畫在克里姆特的作品發展裡

跨了一大步，因為他畫結合，而之前他畫的大多是

兩性的爭戰。但另有一些人認為，克里姆特的世界

觀並沒有改變，這幅畫反而以更細膩的方式，以男

女之間的張力，描述圓滿是不可能的。



歐洲主題專欄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剛才〈吻〉這幅畫裡的女主角的畫像。

艾米麗‧福勒格畫像(Bildnis Emilie Flöge)

創作年代：約1902

艾米麗‧福勒格是克里姆特的愛人，也是

他終身的伴侶。她經營一家時裝店，而他

為她設計布和樣品。他的設計圖看起來，

像從他風景畫背景裡剪下的片段。

(圖14)
17



歐洲主題專欄

艾米麗‧福勒格畫像裡的艾

米麗和克里姆特所作其他女人的

肖像都有同樣的特點，她們都有

出神的表情─她們心不在焉，多愁

善感地，用同樣清朗的目光看這

世界以及男人。

畫中艾米麗的衣服，看起來

不就像從樹林剪下一角，拿來做

為模特兒的第二層皮膚嗎？這個

服裝是克里姆特發明的，以襯托

她那纖細的側影，而這在當時的

維也納幾乎又生風坡。連他的母

親也反對這種新服飾，因為它不

同於當時流行的百褶裙。

衣服在克里姆特畫中和模特兒一樣重要。他細膩地揭露女人的個性，

並襯托她的臉、脖子與手。對克里姆特來說，衣服具有和身體器官一樣的

功能：它們本身就是器官。

克里姆特與艾米麗(圖15)

18



歐洲主題專欄

阿德勒．布洛赫─包厄畫像I(Bildnis der Adele Bloch-Bauer I)(圖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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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阿德勒‧布洛赫─包厄畫像I(Bildnis der Adele Bloch-Bauer I)

英文名：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創作年代：約1907

寫實和抽象在這張畫裡，如同在史多克列特飾帶裡一樣合而為一。克里姆

特以拜占庭優雅的裝飾填滿整個畫面，如在風景畫裡已用過的手法。一些陌生

的符號，如三角形的埃及式眼睛，或邁錫尼的漩渦註─克里姆特最喜歡的圖案，

在看第二眼時才會注意到。

克里姆特的「金色時期」，某種程

度上也是他的「黃金年代」，他從1906

年〈芙莉查‧李德勒畫像(Bildnis der

Fritza Riedler)〉開始，到 1907 年的

〈阿德勒‧布洛赫─包厄畫像I〉結束─

這張畫同時也是該時期的高峰。無疑的，

克里姆特知道，這巨大、金色、鍍金的

裝飾，這耽溺於金色背景以及女人珍貴

服飾，這過度的誇飾，對他繪畫可能產

生危險。然而，這些飾金的女肖像，在

跨入新紀元裡，卻是他作品裡最重要的

女人畫像。這些女人，在必須遵從的保

守傳統和開始有解放意識之間，被撕扯

來撕扯去。

芙莉查‧李德勒畫像(圖17)

註 邁錫尼的漩渦為螺旋型線條構成的圖案，呈现兩個漩渦夾著一個連接的部分，有人
認為，這樣的圖案象徵生命之門的開放，或者是誕生和死亡之間、死亡和再生之間
的分界。



歐洲主題專欄

死與生(Tod und Leben)

英文名：Death and Life

創作年代：約1916

對克里姆特來說，這是他的中心思想。而這在當時也是個重要的題材，

耶貢．席勒(Egon Schiele)也以此為題。克里姆特呈現一種現代的死

亡之舞，與席勒的不同，具有尋求妥協的意味─這些人似乎沒有感覺

死亡的威脅，也不感覺它存在。

死與生(Tod und Leben) (圖18)

21



歐洲主題專欄

表現主義的出現，使克里姆特的鍍金風格顯得有些過時，因為他發現，

金使得風格僵硬化，而無法把心理表達出來。金色或拜占庭風格，過於華麗

的裝飾，往往使人物悶得喘不過氣來。於是克里姆特決定取消裝扮與裝飾，

並從他豐富且具有吸引力的題材裡創造新的東西。而在女人的肖像裡，藝術

家的幻想不再停在身體的結合上，而是轉到之前的期待上。也許這新的開朗

風格出現的原因在於，克里姆特感覺到年齡以及死亡的逼近。在他開始只抓

住片刻濃郁的享受、神奇的美感和年輕時，他再次處理〈死與生〉的題材。

〈死與生〉裡所呈現的，好像說出了茜茜(Sissy)，也就是奧地利皇后兼匈

牙利王后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Austria)所說的：「死亡的念頭有如一種淨

化，它像個園丁，把花園中的雜草拔除。然而這座花園喜歡孤獨，如果有人從

牆上好奇地探望，它就生氣。我也是這樣，把自己的臉藏在陽傘、扇子下，好

讓死亡的念頭能在我身上平靜地發酵。」

戴帽子和羽毛圍巾的女士
Dame mit Hut und Federboa

(圖19)

黑色羽毛帽
Der Schwarze Federhut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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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女朋友們(Die Freundinnen)

英文名：Girlfriends

創作年代：約1916-1917

克里姆特喜歡女人並且畫他們，所以也毫不猶豫地以女人的愛情

為題，如〈水蛇〉所表現的，而他畫男人卻總畫得很勉強，都是

因為題材所以不得不畫。

女朋友們(Die Freundinnen)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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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如果有個藝術家，他的「藝術乃徹底情

色」的，這個人就是克里姆特。女人是他唯

一的題目：他畫她們裸露或打扮華麗，動的、

坐的、站的、躺的，各種姿勢、動作，還包

括最私密的…。樂於被擁抱、激情、興奮地

期待。

作為一個密集的偷窺者，像一個製造聳

文的報導畫家，他畫她各種刺激快感的姿勢。

而他也把我們都變成偷窺者與共謀，憶起觀

看他工作的成果：在躺椅上的女體，她那自

然的情慾，並且揭露她一切私密的行為。

亞當和夏娃(未完成)
Adam und Eva(unvollendet)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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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茱迪絲I(Judith I)
創作年代：約1901

死亡與性、愛神與死神的聯想，

不只吸引克里姆特和佛洛伊德，

而且吸引了當時全歐洲。理查．

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歌劇中

兇 殘 的 克 呂 田 涅 斯 特 拉

(Clytemnestra)，表演的就是這令

人驚懼的一幕。

茱迪絲I(Judith I)(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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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茱迪絲I(Judith I)與茱迪絲II(Judith II)兩畫作完成時間相距八年，克

里姆特繼續發展致命女人的原形。這個茱迪絲不是歷史裡的英雄，而是一

個與克里姆特同時代的典型女性，這從她那珍貴的項圈可看出，那是當時

的流行。藝術家以這些圖畫創造了像葛蕾塔‧嘉柏(Greta Garbo)或瑪蓮

娜‧迪特利希(Marlene Dietrich)的類型─在她們以及「妖婦」這些字眼還

沒出現前。她們驕傲、冷漠，同時卻又像謎一般地攫住觀者─男人。

克里姆特選用茱迪絲題材，等於

為這些受女人懲罰，必須以死來贖罪

的男人找到強烈的象徵；茱迪絲為了

救她的城市，先誘引霍羅夫倫斯

(Holofernes)將軍，然後再斬去其首。

這是聖經所呈現的英雄，一個勇敢、

果決地實現理想的完美例子。茱迪絲，

這使人心生閹割恐懼的英雄…。聖經

裡的這個人物，再度融合當時人們所

興趣的愛與死題材。

茱迪絲II(Judith II) (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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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奧地利畫家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代表著一個至今仍然令人著迷且

引起共鳴的現代主義時期。這位藝術家及其同伴共同塑造了20世紀初期

非凡的藝術成就，並在維也納留下深刻的印象。

19和20世紀間的維也納(Vienna)是奧匈帝國(Austria-Hungary)
的宮廷城市，和巴黎(Paris)、倫敦(London)和慕尼黑(München)並
列為歐洲的精神中心，視覺藝術，文學，音樂，建築和科學都達到

了一個高峰，嶄新及具開創性的作品蜂擁呈現，克里姆特大膽的畫

風雖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卻也是開創新風格的重要人物之一，直

至現在更有越來越多人欣賞他的作品。

《情慾克林姆(Klimt)》
電影劇照((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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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Hy9mL
圖2：http://goo.gl/P07cp
圖3：http://goo.gl/x6FZq
圖4：http://goo.gl/GoQN1
圖5： http://goo.gl/qjJvi
圖6： http://goo.gl/ttZv2
圖7： http://goo.gl/Ez2Qs
圖8： http://goo.gl/JzBz6
圖9：http://goo.gl/P07cp
圖10： http://goo.gl/x6FZq
圖11： http://goo.gl/GoQN1
圖12： http://goo.gl/MfoYt
圖13： http://goo.gl/l9p1d

參考書目：

古斯塔夫‧克林姆 : 1862-1918 = Gustav Klimt / 吉勒斯‧內雷(Gilles
Néret)著; Mali Wu譯。德國 : 塔森(Taschen), 1997[民86]

參考資料：

http://goo.gl/iPWTu
http://goo.gl/n0qQS

圖片來源：

圖14： http://goo.gl/l9p1d
圖15： http://goo.gl/l9p1d
圖16： http://goo.gl/AL4n5
圖17： http://goo.gl/hWL2n
圖18： http://goo.gl/gWdNb
圖19：http://goo.gl/n10H0
圖20： http://goo.gl/bAe1j
圖21： http://goo.gl/RWJFw
圖22： http://goo.gl/ACWDf
圖23： http://goo.gl/2EPDn
圖24： http://goo.gl/3uHUz
圖25：http://goo.gl/uc7mU



歐盟研究利用廢棄物製造生質塑膠

報導發佈時間：2013/6/3

有句古老的英國諺語「髒活有錢賺」意指要賺錢就得不怕髒活，

這句話套用在現代化社會一樣管用。都市固體廢物(MSW)、農業廢棄

物以及水處理場排放的污水污泥都富含了可再次利用的碳。 從這些廢

棄物中將碳回收使用不僅僅保護環境，還能製造出生質基塑膠與高分

子等有商業價值的材料。 基於以上想法，一項計畫名為「合成氣發酵

生物高分子」(SYNPOL)便在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中，食物、農業與生

物科技分類底下成立。該計畫的目標為建立一處理生物及化學衍生廢

物與原料的整合平台。不論是從都市、農業與水處理場排放的廢物，

經過合成氣發酵的產物將會被用來製造生物聚合物。

歐盟學術專欄

[XS3A陳佳君/整理]

29生質塑膠的應用(圖1)



來自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馬德里生物研究中心的Oliver Drzyzga

博士表示，SYNPOL計畫主要有兩個優點：一為用於合成氣發酵過程

的廢物(原料)來源並不與生質柴油等來源重複，二為最終產品百分百可

為生物降解。研究團隊相信這項生物技術的應用將不僅有助處理與管

理陸地廢棄物，同時也能取代石油基塑膠的使用，降低對環境的危害。

而這項合成氣發酵計畫也將帶領歐盟在處理廢棄物與製造可持續發展

生物高分子的技術上取得全球領先的地位。

計畫協調人José Luis García López教授，同時也為主要研究者即

表示：「每年有二千五百萬噸以上的塑膠被丟棄在垃圾掩埋廠，或隨

意棄置於環境中，由於塑膠難以自然分解，而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

因此，我們有急切的需要尋找再次利用廢棄物的方法，而本計畫所使

用的合成氣發酵便為其一方法。」

歐盟學術專欄

30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goo.gl/3IpVa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pVmfP
圖2：http://goo.gl/l3t26

泰國每年皆產生約1,400萬噸
固態廢棄物，其中200萬噸是
永不分解的塑膠(圖2)

歐盟研究利用廢棄物製造生質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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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6/6《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The
Truth about Erdogan: Turkey‘s ’Other 50 Percent‘ Demand a Voice》的報

導，闡述目前土耳其的暴動與其總理埃爾多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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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土耳其(Turkey)於六月初發生暴動。這次示威活動原本只是少數

人抗議政府計畫在伊斯坦堡市(Istanbul)中心最後一塊公園綠地塔克西姆廣場

(Taksim Square)興建購物商城，最後擴大成反對總理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的大示威，並蔓延到其他城市。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持續造成土耳其的分裂。一半的土耳其人民視他為

救世主，而另一半的人則稱他為獨裁者。埃爾多安不斷譴責反抗的民眾並忽

視他們的訴求，他讓自己陷入空前危機當中。

《德國明鏡》
埃爾多安的真相：土耳其另外一半的人民亟欲發聲

[XE2B周彤/編譯]

埃爾多安(圖1)



在土耳其，存在著兩種事實。其一，為總理埃爾多安在伊斯坦堡的塔克

西姆廣場與土耳其境內81個省、77個城市削減公民權利，越來越專制，違反

土耳其政教分離的憲法，把強加自身的宗教信念於人民。

正因如此，示威者無畏被警方以催淚瓦斯和警棍攻擊，占領了伊斯坦堡

的街道。根據土耳其醫師聯盟(The Turkish Medical Association)估計，在抗

議過程中有3人死亡，4,000人以上受傷。被逮捕的人數不盡其數。

世界觀點

塔克西姆廣場的抗議人士被警方已催淚瓦斯攻擊(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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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事實，則是在伊斯坦堡的前船塢地區卡西帕姆沙(Kasimpasa)，

埃爾多安的發跡地，還有其他宗教色彩較濃厚的村鎮，暴徒的抗議行為

係因反對黨領袖與外國人士的煽動，他們肆無忌憚地破壞城市，發動抗

爭活動對抗伊斯蘭教並詆毀對獨裁統治的美譽。奠基於此觀點之上，土

耳其警方實際上不過是以暴制暴。

這些區域是埃爾多安支持者的大本營。他們佔了土耳其投票者的

50%，為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在兩年前的議會

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不僅如此，正義與發展黨的得票率比其反對

黨－中間偏左派的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多出了整整2倍。

世界觀點

抗議行動愈演愈烈(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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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埃爾多安將這勝利視為一個授權，使他能以任何他覺得適合的方式統

治。只要是跟新商場或是和庫德人之間的和平有關，他會立刻授權執行。

土耳其最具爭議的政治家

龐大的橘色、藍色和白色的旗子高掛在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位於

卡西帕姆沙(Kasimpasa)的辦公室。此辦公室與距離塔克西姆廣場內充滿無

花果樹的格兹公園(Gezi Park)不到幾街區。一個身穿制服的守衛無聊的坐

在黨辦公室海報的前面，絲毫沒受到威脅的跡象，卡西帕姆沙的人民有

「爸爸」的保護，意指埃爾多安。

卡西帕姆沙辦公室前
的旗子(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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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主要道路另一側的街口，充斥著更多的黨旗，但這些旗幟已褪

色及磨損。五個穿著短袖襯衫男人坐在旗幟下面，在茶和芝麻捲中，

討論著正發生在這個國家的事。他們表示，問題並非出自出身他們之

中而如今已晉升高位的的埃爾多安，這次的抗議活動是最大反對黨共

和人民黨煽動造成的。

飄揚的正義與發展黨黨旗(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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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埃爾多安是唯一一個讓土耳其產生如此嚴重分裂的政治人物。他出

生貧困、極具野心，為了現在的位置，打敗許多老練的精英。他削減軍

事力量，進行改革並促進經濟成長，他做出了許多令人稱謝的貢獻。中

小企業日益興旺，收入與景氣也節節上升。

問題出於埃爾多安將任何批評都視為一種攻擊、將任何跟決策有關

的發言視為非法干涉、也將抗議活動視為破壞行為。埃爾多安更認為記

者與藝術家大多都涉嫌恐怖主義。今年無國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報告顯示，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度排名在170個國家中，

排154。排名落後伊拉克(Iraq)與俄羅斯(Russia)。

占領街道的示威群眾(圖6)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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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發言權

許多在塔克西姆廣場的抗議民眾並不否認埃爾多安所做的貢獻，但他

們還是希望政府能傾聽他們的聲音。現年35歲、即將拿到哲學博士學位的

Direnc E.提到：「當初很多人投給埃爾多安因為他們原以為他是自由派的，

但現在他們非常失望，尤其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和中小企業家。」

日復一日，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在街頭交談，每晚約9點，市民不約而同

的打擊牆壁、敲擊自家鍋碗、按車子的喇叭聲援抗議人士。直到現在，他

們仍感受不到自己在政治上享有的發言權。但是也因為埃爾多安持續地忽

略他們的訴求並以嚴厲的方式回應，將他們團結在一起。

Direnc E.(圖7)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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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爾多安說，抗議民眾都是被左翼反對派驅使。但根據兩位伊斯

坦堡比爾基大學(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研究人員的報告顯示，2/3

以上的抗議人士並沒有隸屬於任何政黨，一半以上的人從沒參與過群

眾集體示威活動，10位受訪者中有9位表示促使他們抗議的原因是埃

爾多安的獨裁風格、土耳其警方暴力和民主權利被削減。雖然輿論民

意調查機構說如果有一場選舉，埃爾多安還是會獲勝，但他們表示很

可能的原因是反對黨過於弱勢。

一位先前在塔克西姆廣場被噴催淚瓦斯的29歲德裔土耳其女士說：

「共和人民黨不被允許擁有權力。」她希望藉由這次的抗議活動能產

生一個新政黨或選舉聯盟，因為她說：「只有50%的力量是無法展開

革命的(With 50 percent, you can‘t carry out a revolution)」。

這名紅衣女子已成為抗爭運動的象徵人物(圖8)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w9Kv1

參考資料：

http://goo.gl/X4Qt6

http://goo.gl/dqlfB

http://goo.gl/ltnlc

http://goo.gl/dqlfB

http://goo.gl/0hsqS

世界觀點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fxpK

圖2：http://goo.gl/Junpm

圖3：http://goo.gl/Junpm

圖4：http://goo.gl/rJed1

圖5：http://goo.gl/CJxp9

圖6：http://goo.gl/AriRj

圖7：http://goo.gl/s21tT

圖8：http://goo.gl/mHk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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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UJ2B王家鳳/報導]

40

原鄉‧心海 李進發油畫個展

Homeland ‧ Inner Life

廣告文宣(圖1)

人在原鄉的鄉愁，心在心海的漂流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日期：102.06.01-102.07.14
展覽地點：B01展覽室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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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 Inner Life

藝術家李進發二十多年來的創作歷程，

是探尋「原鄉」的漂旅，藉由單純的原色、

率性的筆觸與生活的體驗，追尋土地的原

鄉與心靈的原鄉。

李進發作品中的台灣鄉土景觀，隱喻

了自身對世界與生命的領悟，而其個人內

在的記憶與情懷，又寄託在畫中物件的歷

史刻痕，內心與外在的相互觀照，成就了

深刻的藝術表現。

李進發(圖2)

逐夢(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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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從廣濶的臺灣海岸，找回原始，

尋求單純。就率性的筆調，帶出內

心最直接的感觸。隨時光滑動的軌

跡，抒發懷舊的心情；藉自我主體

的省照，交會原色的質樸。透過心

靈純真的視野，如同旅人行腳的寫

照，忘時地享受自然；更像過客當

下的際遇，悉真地反芻生命。讓原

色的視野與原始的悸動在呼與吸、

天與地的對話中共振共鳴。

紅丘海岸(部分)(圖4)

晨曦黃岩(圖5)

Homeland ‧ Inner Life



校外藝文報導

Homeland ‧ Inner Life

觀後心得

這一次觀展很榮幸地是由李進發老師本人導覽介紹，無論是創作想

法、靈感、特色與風格，都講解的非常詳細，讓我們能夠充分了解老師

想要表達的意境，從中學習與省思。

獅山大灣 (圖6)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幅作品，崖的肌理畫的非常細緻，水也很

清澈透明彷彿看的見水的深層。而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黃澄

澄的天空中那幾道淡淡的綠色，雖然是對比色，卻一點也沒有突

兀、不協調的感覺，和水面的青苔互相對應，懸崖也被陽光染成

了橘色，河、崖與天空合為一體，真的是美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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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Homeland ‧ Inner Life

這一系列是李進發老師的懷舊作品，分別為「承先」、「起

後」、「繼往」、「開來」。老師許多作品都是畫台灣已經逐漸

消失的景色，不但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警醒著我們這些傳統已

經逐漸被遺忘、淹沒了。就像下圖的麻黃海岸，也許你覺得似曾

相識，也許是你的回憶，但現在這個海岸卻不再如此美麗了。

(圖7)

麻黃海岸(圖8)



校外藝文報導

Homeland ‧ Inner Life

福禱(圖9)

我個人也很喜歡這個作品，這是

老師去日本參加祈福活動得到的靈感。

右圖只有原圖的右半邊，右下角畫的

是日本核電廠，而左下角，也就是原

圖正中央，畫的則是海嘯。全圖其實

共有四個人，正在跳舞為日本祈福。

從最右邊的人開始身上分別寫的是聖

經、可蘭經、梵文與老莊思想，表達

出全世界都在為日本祈禱的意象。而

我認為最值得省思的就是全圖正上方

的太陽與月亮，代表著大自然不變的

規律，意味著我們不應該破壞大自然

的法則。

不知道大家看出這幅

作品裡有多少人了嗎？雖

然現代科技發達，我們靠

著電話、網路就可以聯繫

所有人，卻還是感到孤寂。

就如左圖一樣，雖然大家

都在一起，卻跨不過那道

牆，每個人都是孤單的。

黑白紅(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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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Homeland ‧ Inner Life

資料來源：
http://goo.gl/qUjXG

李進發老師的每個作品都很有自己的想法，無論是在風景畫上，

總是能給人一種啟發與警惕；或是較具個人思維的作品，都非常的有

意義，很值得欣賞與思考。非常推薦大家去觀賞！

夕涯(圖1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AohX
圖2：http://goo.gl/JBTJn
圖3：http://goo.gl/D1rVg
圖4：http://goo.gl/D1rVg
圖5：http://goo.gl/D1rVg 46

圖片來源：
圖6：http://goo.gl/qUjXG
圖7：http://goo.gl/DL2YX
圖8：http://goo.gl/qUjXG
圖10：http://goo.gl/qUjXG
圖11：http://goo.gl/JBT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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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跳臺滑雪運動的起源？

跳雪是跳臺滑雪的簡稱，運動員腳穿特製滑雪板(不持雪杖)

，借助跳臺進行跳躍滑雪的一種運動項目，包括70米級和90米級

跳臺兩個單項。它要求運動員藉助速度和彈跳力沿跳臺下滑，使

身體躍入空中，運動員會於空中飛行一段時間後，落在地上。

[XS3A 陳佳君/整理]

奧運項目跳台滑雪比賽介紹(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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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跳台滑雪逐漸普及，於第一屆冬季奧運中成為了正式的比賽項目，

只設男子個人和團體項目，直至2012年才正式加入女子個人項目。

跳台滑雪是在1924年首度被列入冬季奧運的正式比賽項目之一。

在1964年冬季奧運前，跳台滑雪的高度未被統一，每屆的跳台高度也

有所不同。在此之後，跳台的高度也有統一。當中共有三個級別，分

別為70公尺、90公尺與120公尺三種高度，也規定跳台助滑道的坡度為

35至40度，長度為80至100公尺左右。

在跳台滑雪的個人項目中，分為個人70公尺以及個人90公尺。每

位運動員需要跳兩次，裁判會按照距離和姿勢作出評分，則為「距離

分」和「姿勢分」，得到成績，並以運動員兩次的得分作排列，分數

愈高，排名愈高。

所謂的「姿勢分」是指由5位裁判由最低的從0分到20分，從運動

員由開始起動至落地時的「準確性」、「完美性」、「穩定性」和「

整體穩定性」作出評分，並把最佳和最差的成績去掉，將剩下的3個分

數相加起來，得出「姿勢分」的最終成績。

跳臺滑雪運動的起源

德國東部小鎮的克林根塔爾
(Klingenthal)舉行跳台滑雪世界
盃 賽 事 (FIS World Cup ski
jumping)(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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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而「距離分」是運動員著陸後距離原定目標的數目，若運動員

在著陸後未能到達「K點」〈原定目標〉，則會將距離乘以每公尺

分值〈1公尺兩分〉，從原來得分〈「姿勢分」〉中扣減。但如超

過原定目標的「K點」，則會將距離乘以每公尺分值，從原來的姿

勢分得分中增加，最終得到總成績，分數最高者為勝利者。

在團體賽方面，每隊都有四位運動員，而每位運動員都需要跳

兩次，一隊中共跳八次，八位運動員的「距離分」和「姿勢分」

會作出合併，得分最高的一隊為優勝隊伍。而其「距離分」和「

姿勢分」的計算方法與個人賽的計分方式沒有不同。

由於跳台滑雪是以跳台助滑道的角度和起跳端的仰起角度等

不同，加上自然條件，如：風向、風速以及雪質等在不同時候會

有所不同，因此，跳台滑雪只有最好成績，並沒有世界紀錄。

跳臺滑雪運動的起源

跳台滑雪(圖3)

資料來源：
http://goo.gl/Mh29j
http://goo.gl/KF63R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AHWn
圖2：http://goo.gl/76TyK
圖3：http://goo.gl/f9CsG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名稱：創作論壇《私外交－余政達創作2008-2013》
展覽日期：102.06.08- 102.08.18
展覽地點：401-403展覽室、多目的室

校外活動快訊

創作論壇《私外交－余政達創作2008-2013》

(圖1)

此次展覽是策展人陳寬育與藝術家對話的呈現，經由數個取徑再閱

讀余政達的作品。其創作透過從當代媒體經驗而來的主體特性，將

日常的生活經驗，重新處理並映射出問題感，亦將他者納入自身的

生命互動脈絡中，製造一場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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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余政達以學生身分獲得台北獎，隨後即受到當代藝壇的持續

關注，除了參與多項國內外重要展覽，亦代表台灣多次獲邀至國外駐村

創作，深得國內外策展人及藝評家的肯定。本展為余政達在台灣的首度

大型個展，藉由策展人陳寬育的再閱讀，將藝術家自2008年參與台北雙

年展至今年最新的作品結構成一個易於閱讀卻又深刻的文本。將展出包

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參與國外駐村成果，以及尚未在台灣發表過的新

作等以錄影裝置為主的作品，除了呼應私外交的策展主題，更是余政達

自2008年以來創作歷程的一次精彩回顧。

校外活動快訊

(圖2)

參考及圖片來源：http://goo.gl/eoT84
51

私外交－余政達創作2008-2013



52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85
編輯團隊

2013年6月26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 張守慧主任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學院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楊杼嫻
文編COPY EDITOR 張喬茵、王家鳳、陳佳君、張彤瑋、周彤

電子報訂閱：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