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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酷暑假期的歡愉，新的學期已經展開，歐盟園區電子報

編輯小組的同仁也絞盡腦汁，在改大的熱潮裡為電子報添加一點新

氣象。

心血加上新血。

本學期的電子報編輯小組同仁，集結了文藻外語大學各學系的

金頭腦一起為報導注入更多的新意; 86期的電子報，新增了好書推

薦專欄，透過心得與分享，傳遞更多歐洲與歐盟的新知。

非常感謝各位讀者一直以來對於歐盟園區電子報的支持與鼓勵，

全新出擊的電子報也請大家不吝指教!

於新的學期，不免俗的要預告一下本學期的計畫。十月份的校

慶即將到來，園區也預計展出《歐洲經典文化瑰寶：捷克德語文豪

Franz Kafka 130週年冥誕紀念展》；為呼應校慶的活動，電子報也

將在陸續出版的好書推薦區，為各位讀者帶來捷克德語文豪法蘭茲

‧卡夫卡的經典鉅作，也請各位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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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梅克爾聯盟」成形中

http://goo.gl/ZhJhs3 (BBC Europe 9月26日) 

� 抗議2014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同性戀激進份子遭到逮捕

http://goo.gl/IN2ke2 (Euronews 9月25日) 

� 歐洲重要野生動物復育成效有佳

http://goo.gl/Sn3X9s (BBC Europe 9月26日) 

� 諾基亞(Nokia)老闆出售Nokia一事令芬蘭人怒火中燒

http://goo.gl/yLqPIH (Euronews 9月20日) 

� 歐盟農業補助改革遭到歐洲議會議員痛批

http://goo.gl/NazOBU (BBC Europe 9月26日) 

[GIMTI 2A 曾筱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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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從城市到世界從城市到世界從城市到世界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亞太城市高峰會亞太城市高峰會亞太城市高峰會

兩年一次的亞太城市高峰會於今年(2013)9月9日至11日，

在高雄漢神巨蛋舉行。歷年來，亞太地區各重點城市不斷順應

時代潮流，積極拓展城市間各個政商環節，以促進城市發展。

如今，科學家不斷預告能源短缺，對世界各國而言，解決

方案的誕生與否其實已經迫在眉睫，加上近年來經濟衰退，地

球村中的每個國家所受到的影響有大有小，彼此環環相扣。而

本次亞太高峰會中，所討論的主題則以城市經濟及綠能相關之

政經問題為主軸。來自亞太、歐洲各城市的市長分別在主題演

講及分組論壇上集思廣益，並與相關產業之代表互相交流、學

習，拓展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GIMTI 2A 曾筱筑/整理]

高峰會中分組座談，由高雄市
副市長劉世芳女士擔任主持人
(圖1)

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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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在本次高峰會中，台灣數名縣市的市長們與各國市長積極

交流，多方參與不同主題的分組討論。除了探討經濟與能源所

帶來的發展限制與應對方式之外，市長們也分享了過往的經驗，

甚至深入探討如何進行精密規劃與執行。

在探討能源與經濟發展之外，本次高峰會的文化議題也相

當精彩。多位市長在分組討論時，談論了許多與亞洲新興城市

魅力、城市文化、城市競爭力與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等值得省

思的議題。在這場以政經與社會文化交融的大型國際會議裡，

前倫敦市長、西班牙畢爾包市市長等，多位歐洲市長特地從歐

洲前來共襄盛舉，一同探討亞洲城市的崛起，及討論未來合作

的可能性，並分享各自在發展城市上的經驗。相信在未來，城

市的發展將能共同帶動世界的經濟，也讓彼此的文化更臻多元。

市長們分享城市發展的經驗(圖2)

參考網站：http://www.2013apcs.org/index.php
圖片來源：由 彭中宸 同學提供（僅供本次撰稿使用）

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從城市到世界：亞太城市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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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 鄒人郁/整理]

2013 歐盟新成員歐盟新成員歐盟新成員歐盟新成員----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克羅埃西亞共和國

2013年七月一日，克羅埃西亞共和國(Republic of Croatia) 正式

成為歐盟(EU)第28名會員國。克羅埃西亞共和國於2003年開始申請加

入歐盟，2011年舉行公投，國內有三分之二人民支持這項決定；直至

今年七月終於如願以償。但由於歐債問題以及克羅埃西亞國內經濟衰

退的影響，在正式取得歐盟國身分的那一刻，受到了歐盟各國與國內

人民的質疑。歐盟各國擔心克羅埃西亞成為下一個西班牙，而克羅埃

西亞國民則擔心歐盟經濟問題並不會為國內經濟帶來成長，甚至更雪

上加霜。

圖(1)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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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克羅埃西亞

1991年6月25日，克羅埃西亞宣布獨立，使得長期對立的兩個種族，

克羅埃西亞人與塞爾維亞族人爆發戰爭。直至1995年，克羅埃西亞已佔

領塞爾維亞大部分的領土。該年12月兩方簽署協定，武裝衝突終於平息。

如今，在克羅埃西亞境內的主要民族為克羅埃西亞族，少數民族有

塞爾維亞族、波士尼亞族、匈牙利族等。目前塞族人與其他少數民族多

住在克羅埃西亞邊界處。

克羅埃西亞經濟以第三產業為主，優美的景色每年吸引不少觀光旅

遊的人潮，因此觀光業是克羅埃西亞重要的經濟來源。克羅埃西亞工業

進出口最大貿易對象則是歐盟國家。獨立初期因受到內戰影響，經濟嚴

重受挫，近年來逐漸成長，但是依舊有高失業率的問題。根據統計，

2013年失業率高達20.9%，國內人民平均生產毛額(GDP)僅為歐盟平均

值的61%。才剛成為歐盟新成員國，也立刻被列入歐盟最貧窮的國家之

一，使得歐盟各國對於克羅埃西亞保持懷疑的態度。

圖(2) 克羅埃西亞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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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面臨新的考驗歐盟面臨新的考驗歐盟面臨新的考驗歐盟面臨新的考驗

2013年七月一日後，因為克羅埃西亞正式加入歐盟，使得歐盟

局面又增添變數。雙方是否都能從中得利還需觀望未來發展。然而，

可以確定的是，在歐盟現今因經濟問題而產生的分裂與不信任又有

了新的考驗；期盼歐盟各國以及克羅埃西亞能夠經由多次溝通與協

商後釋出善意，將傷害降到最低，並且能夠藉由彼此達到雙贏的局

面，使歐盟及克羅埃西亞都能一同繼續成長，讓歐盟當初成立的理

念能夠繼續隨著歐盟旗幟飄揚在歐洲大陸上。

克羅埃西亞修改人民引渡法克羅埃西亞修改人民引渡法克羅埃西亞修改人民引渡法克羅埃西亞修改人民引渡法使歐盟國家震驚使歐盟國家震驚使歐盟國家震驚使歐盟國家震驚

歐盟原先編列了8,000萬歐元補貼預算，將用於加強克羅埃西

亞邊界控制。為保護人民權益的克羅埃西亞因此修正了公民引渡限

制法案，以保護國民在國外不受他國迫害，此舉已違反歐盟標準，

因此受到歐盟國家的譴責。歐盟凍結了8,000萬歐元，希望向克羅

埃西亞施壓，要求他們修改此法。此法將於2014年生效，克羅埃西

亞則表示他們將不會更改此項決定。

圖片來源：
http://goo.gl/LcLVos
http://goo.gl/pWFG2A

參考資料：
http://goo.gl/X2PPbw

http://goo.gl/ywRnxN

http://goo.gl/Goaxu

http://goo.gl/hd3nXD

http://goo.gl/ehA3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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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化學武器事件敘利亞化學武器事件敘利亞化學武器事件敘利亞化學武器事件 震盪世界震盪世界震盪世界震盪世界

[YG3A 鄒人郁/整理]

↑(圖1)敘利亞人民正在尋找自己的親人

敘利亞國內衝突已持續29

個月，期間政府軍與反政府人

士不停指告對方使用化學武器；

2013年08月21日，政府軍在晨

間發射化武火箭彈攻擊首都大

馬士革附近的姑塔地區，無國

界醫生在08月24日指出當地有

大約3,600人出現神經毒中毒

現象，最後造成1,429人死亡。

日前曾經發表譴責敘利亞不該使用化武攻擊的美國已向聯合

國提出調查申請，查明政府軍是否有發動化武攻擊的事實。期間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與盟友俄羅斯強烈否認，並且反指控反叛

軍才是化武攻擊事件的兇手，最後聯合國調查報告已證實， 08

月21日在此地區確實遭受一枚含有沙林毒氣攻擊，雖聯合國也表

明只有政府軍有權力可以使用此種飛彈，但阿薩德與俄羅斯仍強

烈否認。美國總統歐巴馬向國會提出表決是否要對敘利亞動武，

以強硬的武力懲罰敘利亞，使得國際間氣氛一度緊繃。直至俄羅

斯提出讓敘利亞交出化武並於2014年銷毀所有化武和美國達成共

識，日前美國已同意不出兵討伐，國際禁止化武組織已拿到敘利

亞化學武器清單，核心成員預計將於下周對美俄協議有關銷毀敘

利亞化武的時間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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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武器為何受到國際關注化學武器為何受到國際關注化學武器為何受到國際關注化學武器為何受到國際關注？？？？

歷史上第一次此用化學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常在壕

溝戰中使用化武。化學武器散發出有毒氣體，人們無法躲藏，屬於

一種無差別式攻擊，因此受到多方譴責。1925年《日內瓦公約》內

容中已明白限制了化學武器的使用。英國政府曾經批准對伊拉克與

阿富汗反抗部落使用化武；德國納粹在集中營使用毒氣來屠殺猶太

人與其他受害者；日本曾在中國東北拿中國人做化武實驗體，如今

當地仍須花錢清理；美軍也曾在越戰中，在東南亞叢林地帶大片地

區噴灑橙劑（脫葉劑），導致數千人喪生。1988年伊拉克總統─薩

達姆·侯賽下令對伊拉克北部一座庫爾德人城鎮施放芥子和神經毒氣，

即刻奪走五千人性命。化學武器讓一般百姓受到無法脫逃的攻擊，

痛苦而死，甚至對當地環境造成嚴重破壞。這次敘利亞化武事件引

起美國甚至歐洲各國關注，希望能積極預防未來化武攻擊的可能性，

將會對當地造成難以估計且無法復原的傷害。

←圖(2)為敘利亞總統探訪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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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態度不一歐洲各國態度不一歐洲各國態度不一歐洲各國態度不一

當歐巴馬向國會提出出兵敘利亞表決時，也同時引發歐洲各

國的討論。目前歐洲各國對於是否會協助出兵敘利亞態度不一，

法國表示將會跟隨盟友美國；義大利和德國則立刻表明立場，表

示他們只接受聯合國指示的軍事行動，呼籲美國不可自行制裁；

英國國會以表決反對支持美國出兵。然而，不論這件事情最後發

展為何，都已經危及到歐盟正在慢慢復甦的經濟，石油國際價格

也可能會因此喊漲。雖然歐盟態度反對敘利亞繼續擁有化武，但

他們仍然希望能以較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此次危機，才能將傷害

降到最低。

圖片來源：
http://goo.gl/qRdV1m
http://goo.gl/2GRB5L

參考資料：
http://goo.gl/PeZX0I
http://goo.gl/WjA2GX
http://goo.gl/YH040i
http://goo.gl/BOiShg
http://goo.gl/pUjLja
http://goo.gl/a6HtZZ
http://goo.gl/dBv5q0
http://goo.gl/JHDVIv
http://goo.gl/10Rvah
http://goo.gl/Tq8CKK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發現發現發現發現「「「「永保青春微生物永保青春微生物永保青春微生物永保青春微生物」」」」

在這個年齡增長還是不可避免的世代中，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發現

了一個藉由重新製造便可回復原貌，永遠保年輕的微生物。這發現提供

了解年齡增長機制的機會。

歐盟學術專欄

[XG3A陳心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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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的酵母菌從主細胞(綠色)
通過2個子細胞(紅色)生成了
另外4個子細胞
© MPI 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通常，相同的兩個微生物分裂出來的

後代並不會完全相同。於各方面的調查顯

示，確實有一個機制可以確保其一得到比

較老的細胞成分，其通常是有缺陷的；而

另一半則是得到較新的且效能較高的細胞

成分。所以微生物會產生比原微生物更年

輕的後代，這就像人類一般。

研究團隊聲明，和其他物種不同的是，

當 亞 硝 酸 對 粟 酒 裂 殖 酵 母 (yeast

Schizosaccheromyces pombe) 處於良好的

環境時，他會分裂出兩個成分相同的後代。

而這兩個子細胞皆只收到一半的受損部分，

所以都會比前一代更年輕。



位於德列斯敦(Dresden)的馬克思普朗克分子細胞生物學與遺

傳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研究團隊的領導者，Iva Tolic-Norrelykke解釋：此菌在

每次製造後代時，都會修復一些損壞的成分。

一遇到負面的影響，比如說化學物質或熱氣，酵母菌便會開

始分裂出一個較年輕的和另一個和其他相同的較老的細胞。這樣

「老」的子細胞會很快死亡，而「年輕態」的子細胞因為細胞物

質未受損，即便在不利環境下也能生存較長時間和繁殖。研究人

員認為，這一特殊的裂殖機製為研究人體某些不易衰老的細胞類

型，如生殖細胞、幹細胞和癌症細胞，提供了可能性。

它可以通過分裂繁殖讓自己不會衰老，這一發現為抗衰老研

究帶來了更多思路和幫助，人們也更有希望實現永保青春的願望。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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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0130917/1819225.shtml
http://goo.gl/7eSBpj
http://goo.gl/Yk5Bxm
http://goo.gl/sttVRk

圖片來源：
http://goo.gl/Yk5B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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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9/13《CNN》于網站上刊登了ㄧ篇名為《Fake mustaches, 
hidden cameras, 80,000 agents: How Stasi brutalized a nation》的報導，
公開當時東德國安警察(Stasi)的竊聽偽裝技術以及其如何介入人民的生活。
－－－－－－－－－－－－－－－－－－－－－－－－－－－－
背景資料：約莫60多年前，在柏林圍牆未倒塌前，德國處於東西分勢的
情形。而當時東德，又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抵抗少數的反共產人

士成立了國家安全部(Stasi史塔西)，ㄧ個秘密警察部隊，全方位滲入國民
的生活中搜集情報。

猶如台灣戒嚴時期實行白色恐怖，東德國安警察史塔西的任務

就是防止任何反共產政府的任務成行。40多年來，史塔西的總部搜

集了約600萬名東德居民的秘密檔案，超過當時人口的三分之ㄧ。史

塔西旗下約有九萬一千名正式探員和十七萬五千名在位德國線民，

並于管轄區設有十七座監獄。

《CNN》

看國安警察如何殘看國安警察如何殘看國安警察如何殘看國安警察如何殘害東德害東德害東德害東德

[XE5A葉容嘉/整理]

國安警察於車上拍攝自己 (圖1)



耗時兩年多時間，德國作家Simon Menner翻閱了保存於史塔

西史料館成千的影像以及文件，並出版了他的新書《Top Secret：

Images from the Stasi Archives》揭開了當時國安局的神秘面紗。

書中也節錄了探員們充滿想象力的偽裝造型。他說道：「人們對

於監聽以及秘密行動感到驚奇，但卻只有透過些微的資訊來了解當

時的間諜行動。也許現在我們看到這些偽裝會哈哈大笑，因為大部

分的造型的確都挺滑稽的。但這卻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

期」。

世界觀點

史塔西探員扮相 (圖2.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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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影像帶領我們穿越時空，瞥見另外一個世界，一個已經不

存在的文化，但卻深深的教導我們在這樣殘忍管治下是不會有同情

心的。自1950年代以來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身為東德人是無時刻

不得不小心的，這些臥底探員滲透了整個社會，他們可能是你的妻

子、丈夫、鄰居、朋友、同事…等任何你無法預知的身分。而用來

監視以及竊聽的技術工具五花八門，從你能想像的隱藏竊聽器及攝

影機安置在鈕扣，水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鋼筆，無孔不入。在

這樣的控管下，東德平均每天有8人被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

逮捕。為了維持部門的營運，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數十年

間，被贖走的犯人約3.3萬名，為東德帶來了可觀的財富。

世界觀點

從西德寄至東德的包裹也會一一拆封從西德寄至東德的包裹也會一一拆封從西德寄至東德的包裹也會一一拆封從西德寄至東德的包裹也會一一拆封審閱審閱審閱審閱 (圖圖圖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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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這個誰都不能相信的時代，在柏林圍牆拆毀之後也逐漸瓦解。

1989年11月，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史塔西開始全面性銷毀所有資料。

當時的市民委員會見狀搶救了零碎的資料，直到1991年2月，統

一後的德國議會通過了「前東德安全部檔案法」，規範了當時收

集的檔案，並將其整理、利用、處罰等方面。重建檔案也耗費了

一大工夫，必須像拼拼圖般重組起所有的文件。在無範本的情況

下，必須花費相當多的心力以及耐心。為加快資料復原速度，德

國也為此研發了「ePuzzler」技術。

技術人員拼起零碎資料技術人員拼起零碎資料技術人員拼起零碎資料技術人員拼起零碎資料 (圖圖圖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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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訓練中的臥底探員 (圖6)

檔案法上路後隔年，為尊重對當時被調查的人民，普通民眾可

申請調閱自己的檔案。到目前為止逾百萬的個人申請研究、媒體用

途、訴訟和犯罪申請不等。也有些人選擇不要調閱自己的檔案，寧

可繼續過生活，也不要讓以逝的過去影響現在。依照Manner的說

法，還有成千上袋的資料及文件尚未復原，我們現在能看見能查閱

的，都還只是事情的表面而已……。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KDHVdA

參考資料：

http://goo.gl/4qqSo

http://goo.gl/Rn8C

http://goo.gl/WMBGF8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PBS2xX

圖2 : http://goo.gl/Me1Igh

圖3 : http://goo.gl/2UfVup

圖4 : http://goo.gl/A1ZQR0

圖5 : http://goo.gl/nhwE4l

圖6 : http://goo.gl/LUtC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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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1A盧亞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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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人聲丹麥人聲丹麥人聲丹麥人聲樂團樂團樂團樂團 -------- Basix

Basix團照(圖1)

頂級的A cappella饗宴

Danish vocal pop group -- Ba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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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sh vocal pop group -- Basix

一年一度的《台灣重唱藝術

節》和《屏東秋唱藝術節》又

到了。一如往常的，今年台灣

也請到了國際級的團體，來自

丹麥的成熟男聲—Basix。或許

大家對這個團體不熟悉，但其

實他們在歐洲地區是頗有名氣

的阿卡貝拉團體。2001年開始，

不管是在電視比賽還是歐洲的

阿卡貝拉大賽都贏得大獎，已

經出過多張唱片的他們也在世

界巡迴中累積了不少人氣。而

今年十月他們就要踏上台灣這

塊土地，到台北、台中、屏東

演唱，喜歡合唱和音樂的朋友

們不要錯過了！
Basix團照 (圖2)

Basix團照 (圖3)

歌曲試聽：
1. Australian spring
2.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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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x團照 (圖5)

不要以為阿卡貝拉這種

合唱、聲樂的表演很枯燥，

看過Basix的演出就知道他們

都是極佳的幽默大師，總是

驚喜得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他們也開玩笑的以喜劇演員

自稱。爵士、搖滾、R&B、

POP…等各種曲風都是他們

所擅長；改編翻唱經典更是

他們的一大特色。在網路上

欣賞Basix過往的表演就已令

人起雞皮疙瘩，但若能到現

場刺激聽覺神經絕對會是更

大享受。
Basix團照 (圖4)

資料來源:
http://goo.gl/F8S5W7
http://goo.gl/s96ibY

圖片來源:
圖1 -圖5
http://goo.gl/9EExfy

音樂來源:
音樂1 
http://goo.gl/5YOp9l 
音樂2 
http://goo.gl/mXORrO

Danish vocal pop group -- Basix



校外藝文報導

[UCA1A盧亞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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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插畫家奧地利插畫家奧地利插畫家奧地利插畫家 --莉絲白茨莉絲白茨莉絲白茨莉絲白茨威威威威格格格格
童話的造夢者

Austrian Illustrator –

Lisbeth Zw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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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Illustrator –

Lisbeth Zwerger

對繪本和插畫有興趣的朋友們或許對

莉絲白茨威格不陌生，她是現今最重要的

插畫家之一，從23歲起贏過多項國際插畫

大獎，奠定她早慧天才型畫家的名聲。她

的作品巡迴全球各地，她本人也曾經因書

展來過台灣。繼台北、台中，10/5號開始，

她的作品也將會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展出。

經典故事相較於現代教育

型的故事，例如：教導小孩

子如何刷牙、如何交朋友，顯

得更迷人。莉絲的作品幾乎都

是大家從小耳熟能詳的故事，

包括：《小紅帽》、《胡桃

鉗》、《糖果屋》、《愛麗絲

夢遊仙境》、《天鵝湖》、

《拇指姑娘》、《小美人魚》

等。而她總謙虛的覺得自己只

是個幸運兒，她感到非常幸運

在她身邊的人都支持她，包括

他的母親、出版商，和找到她

真心喜歡、能投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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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ian Illustrator –

Lisbeth Zwerger

資料來源:

http://goo.gl/yCzXgg

http://goo.gl/P2zFXk

http://goo.gl/gG4Wgh

圖片來源:

http://goo.gl/8MEJ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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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

過去的幾十年來，歐盟會員國的民眾不論旅遊或出差，只要到

了鄰國後想要講電話、傳簡訊或上網，都必須付大筆的漫遊費用，

不然就是需要另外購買當地的電話卡。而且每個國家的通訊業者所

訂定的計費標準及法規也不甚相同，使得民眾每每出國都還要擔心

漫遊費用的問題，這對歐盟民眾來說非常的不方便。因為只要是歐

盟會員國，早就沒有跨越國界的管制問題，貨幣、人員、勞務等也

可以互相流通，有多項如「關稅聯盟」、「單一市場」都是實行已

久的政策，但唯獨「通訊」這一個部分還未實施統一政策，歐盟會

員國通訊的統一是歐盟民眾一直抱有的期望。

然而，就在近日的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

佐(Jose Manuel Barroso)提出「單一電信市場計畫」草案，將計畫

取消歐盟範圍內的手機漫遊費用。

[XE4C 黃云柔/整理]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
(Jose Manuel Barroso)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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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新零售價格上限(上表格)以及新批發價格上限(下表格)─皆不包含增值稅 (圖2)

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

從2014年7月開始，希望能達到在歐盟範圍內漫遊接聽電話不

收取費用，或漫遊流量費用每MB 0.2歐元，以及通話和簡訊費用

也逐漸降低的目標；甚至到2016年後，所有國際漫遊費用都將取

消，之後整個歐盟地區都將使用同一套計費標準，允許歐盟用戶

在不需要換手機SIM卡的情況之下，進入鄰國後能隨即換轉使用該

國通訊公司所提供的電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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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p2cjCs
http://goo.gl/pyIozu
http://goo.gl/TZMl3k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vh87uS
圖2、圖3： http://goo.gl/F3vbL

範例 (圖3)

雖然不知道會引起各國的通訊業者多大的反彈，也不知道此計

畫能不能得到歐盟會員國28國以及歐盟委員會立法委員的同意。但

是對於歐盟會員國內的消費者而言著實是個可以期待的好消息。

全球最大通訊公司即將誕生?



主辦單位:巴塞隆納米羅基金會美術館、馬約卡皮拉爾與米羅基金會

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展覽名稱:高雄市立美術館

展覽日期: 102.10.05- 103.01.08 9﹝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104-105展覽室

校外活動快訊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小鳥小鳥小鳥小鳥‧‧‧‧星星星星星星星星：：：：米羅特展米羅特展米羅特展米羅特展

米羅特展 (圖1)

看過2011年的畢卡索特展、2012年的達利特展，今年就不容許

錯過米羅特展，這三位西班牙現代藝術家，是世界有目共睹的天才

畫家。米羅特展在2013上半年，已經於台北完美落幕，下半年移駕

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讓高雄民眾一同欣賞，一場獨樹一格的視覺

饗宴。 28

[UT3A金芷琳/整理]



米羅百變的繪畫風格，用重複的符號和線條，以及鮮豔的色彩，

構出一幅幅具天真、玩趣和神秘感的作品，給人孩童般的純真想像，

又隱藏著巨大隱喻跟意涵，強烈的衝擊感，展現他對世界與生命的

熱情。

校外活動快訊

(圖2) 人物、小鳥、星星

參考資料：
http://goo.gl/BbUBn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fz00un
圖2：http://goo.gl/tNMnb2
圖3：http://goo.gl/8qne4f 29

女人‧小鳥‧星星：米羅特展

(圖3) 女人與鳥

特展中以米羅三大靈感來源『女人』、

『小鳥』及『星星』命名，展覽中以米羅60、

70年代的創作為主，包含58件畫作(版畫、油

畫)、11件雕塑、7件攝影作品，以及圖文書、

大型掛件和織品等經典之作，其中最令人眼睛

為之一亮的是，米羅孫子個人收藏的五件油畫

作品，也將在此次特展中首度公開。

看米羅的畫作，試著用自己

的角度去解讀，創造出自己獨一

無二的想像。在探索並玩樂於米

羅畫中的世界，激發個人靈感與

創意，這就是米羅所訴諸的影響

力，而你準備體驗米羅說話藝術

的洗禮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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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電子報將介紹丹尼爾‧

凱曼知名度極高的小說—《丈量

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它是繼徐四金的《香水》

之後，20年來最暢銷的德語小說，

其翻譯語言超過40種。在德國銷

量突破兩百三十萬冊，被稱之為

德國自二戰後最偉大的一項文學

成就。

丈丈丈丈 量量量量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丈量世界》德文封面 (圖1)

[XE4C潘靖涵/整理]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好書介紹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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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兩位擁有不同世界觀與思維的德國青年，以自己

的方式來「丈量世界」。他們對於自己熟知的領域具有極高成就，

且都秉持著固執與堅持。

亞歷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8-

1859），被稱為「哥倫布第二」。充滿冒險精神的他，雖身為貴族，

卻為了實現理想而遠走於世界各地。憑著自己的雙腳與勇氣，歷經

千驚萬險，深入原始森林、大草原，探勘火山、以身試毒、與食人

族同聚亦難不倒他。

電影劇照。 亞歷山大．封．洪堡 (圖2)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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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數學家暨天文學家卡爾．費德烈．高斯（Carl 

Friedrich GauB, 1777- 1855），被認為是自牛頓以來最偉大的數學

家，人們稱他為「數學王子」。八歲時就能不假思索的說出一到一

百所有數字的加總。他不需離開家門卻能證明出：空間是曲面的。

而不能沒有女人的高斯，卻因為紀錄靈光一現的數學公式，而在新

婚之夜時獨留妻子在床上。

人生遭遇不同的兩人，眼光卻都看得比其他人遠，用自己的方

式丈量我們所熟知的世界，也丈量那些由他們拓展的知識世界。洪

堡遠赴西班牙和南美洲，上山下海一步一腳印的研究地理、氣候、

自然生態，高斯則留在家鄉測量土地，並從不間斷地繼續他對於數

學的熱情。

電影劇照；卡爾．費德烈．高斯 (圖3)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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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以1828年兩人第一次於柏林會面

作為開端，以倒敘的手法將兩人傳奇

的一生交互呈現。作者以幽默的筆調，

刻畫出這兩位天才生命的極端對比；

以極為精緻的手法，富有想像力的將

歷史與虛構故事巧妙結合，使讀者沉

浸在這兩位偉大天才的精采冒險旅程。

《丈量世界》中文封面 (圖5)

《丈量世界》電影版海報 (圖4)

好書介紹Die Vermessung der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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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丹尼爾丹尼爾丹尼爾．．．．凱凱凱凱曼曼曼曼
Daniel Kehlmann

Daniel Kehlmann 丹尼爾‧凱曼(圖6)

丹尼爾‧凱曼為德語作家，1975年出生於慕尼黑，擁有德國及

奧地利雙國籍，現居於柏林與維也納。父親為奧地利知名導演麥可

‧凱曼(Michael Kehlmann)，母親是演員達格瑪‧梅特勒(Dagmar 

Mettler)。1981年舉家遷至其父親的故鄉—維也納，就讀一間耶穌

會學校(Kollegium Kalksburg)，大學則於維也納大學攻讀哲學及

德國文學。

1997年，當時凱曼年僅22歲，他的第一本小說《貝爾宏姆的想

像》(Beerholms Vorstellung) 問世後便獲得各界評論家的讚賞。之

後又陸續出版了《我與康明斯基》（Ich und Kaminski）、《丈量

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名．聲》（Ruhm. Ein

Roman in neun Geschichten）等暢銷書。其中，《我與康明斯基》

獲得讀者廣大迴響，《名．聲》亦曾獲得塞文納歐洲最佳小說獎。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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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開始，凱曼陸續擔任美

茵茲、威斯巴登、及哥根廷大學的

講師，多年來獲獎無數，如： 2006

年獲得表揚傑出現代小說家的「多

德勒爾文學獎」(Heimito von 

Doderer-Literaturpreis)、2007年

的“世界報文學獎”(WELT-

Literaturpreis)等大獎。

小說《貝爾宏姆的想像》 (圖7)

除了寫作書籍，凱曼的評論常見於

各大報章雜誌中，其包括《明鏡週刊》

(Der Spiegel)、《法蘭克福匯報》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

《文學》雜誌 (Literaturen)、《全文》

雜誌 (Volltext)。

小說《名．聲》(圖8)

好書介紹Die Vermessung der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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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丈丈 量量量量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資料來源:
http://goo.gl/sLUb2k
http://goo.gl/I9TfzX
http://goo.gl/nIYC0V
http://goo.gl/fSzf8A

圖片來源:
http://goo.gl/x2y3kh (圖1)
http://goo.gl/vWQNnB (圖2)
http://goo.gl/32P6dh (圖3)
http://goo.gl/NXJBEU (圖4)
http://goo.gl/Mjv51E (圖5)
http://goo.gl/1KJOoA (圖6)
http://goo.gl/VZh2MJ (圖7)
http://goo.gl/lhf2MA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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