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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人的記憶中，「童年，是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是人

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我們用純真雙眼看這美麗新世界，像一隻破蛹

而出的蝶，飛在那晴空草原之中！」然而，現實就像是一把無情的刀刃，

切割出深藏在底層的醜陋真相。

本期的電子報中我們延續著上期「蘭佩杜薩島悲劇」議題，揭露現

實生活中的殘酷。我們看那非洲難民，男女老幼離鄉背景，為得不過是

爭取更好的生活；再看，那軟弱的法令，在羅姆人的世界中，使孩童走

私犯罪不斷上演；最後看著，卡夫卡用文字總結了這個社會的現實面─

人性的掙扎以及感動。

88期的電子報，感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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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2013 歐洲魅影
9th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眾所矚目的歐洲魅影又來囉！今年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從主辦單位所

提供的16部電影中，精選了13部來與大家分享。就讓這些電影，帶著你

遊遍歐洲，開啟你的歐洲文化之旅吧！

時間：11/8-12/8，每晚 18:00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Q002

片單與場次表：http://goo.gl/nzqs8N

電影簡介：http://goo.gl/IwMbwA

主辦單位：

歐洲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上苑文化藝術 Infin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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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小熊軟糖創始人過世

http://goo.gl/c2TST6 (大紀元 10月17日) 

� 加拿大和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http://goo.gl/L0R8JP (BBC 10月18日) 

� 比利時發生墜機意外機上11人全罹難

http://goo.gl/ihoSdV(大紀元 10月20日) 

� 英投入259億美元蓋核電廠

http://goo.gl/h4KVOC(大紀元 10月21日) 

� 傳遭美監聽法國要求給個說法

http://goo.gl/1DxWkA(大紀元 10月21日) 

[XG3A陳心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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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鬥爭鬥爭鬥爭鬥爭

義大利是外來工越過地中海的目的地。許多人由原本的出生地逃跑，

走向了絕望的非法移民生活。若僥倖成功，他們將被拘留在難民營，否

則只有選擇被遣返回國的命運。雖然如此，從北非通過地中海逃到南歐

的人潮未曾減少，每周有上百位人民為了更好的生活，冒著生命危險乘

著不適合航行的船隻進入歐盟國家。而義大利的海岸通常是第一站，因

為那是進入歐盟國家的絕佳時機。許多外來工爬進小船且將目標設在義

大利的蘭佩杜薩島(Lampedusa)。

鎖鎖鎖鎖在在在在難民營難民營難民營難民營

大部分那些靠岸和在難民營上岸的船夫，終究會被驅逐回他們的祖

國。義大利的移民規定非常嚴格，只有持有員工證的外來工才能居留。

義大利援助機構(Italian aid organizations)批評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幾

乎沒有任何雇主會雇用他們未曾在馬利(Mali)或厄利垂亞(Eritrea)見過

的人。

而歐盟也允諾給義大利3千萬歐解決難民問題。內政部部長Angelino 

Alfano高興的表示：「這不只是義大利的問題，而是全歐洲的問題。」

而且歐盟國應該一起尋找解決之道。

[XG3A陳心惠/編譯]

以低廉的薪資請外來工採集水果(圖1)

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鬥爭鬥爭鬥爭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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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那些難民們發現了這個情況並做好了成為非法移民的準備。不只在

義大利有成千成百沒有證件的外來工，甚至在法國、德國、比利時、荷

蘭，以及盧森堡也遍布著。他們沒有向任何政府機關登記，也因此不存

在任何權利。即使如此，他們也需要地方生活。

「「「「Irregolari」」」」和那些對商人有利的人和那些對商人有利的人和那些對商人有利的人和那些對商人有利的人

只要走過米蘭(Milan)，誰都會看到那些非法移民的蹤跡。他們生活

在沒有瓦斯及電的廢棄房屋或工廠內。來自突尼斯(Tunisia)的Khaled已

經在義大利工作2年了。42歲的他睡在壞掉且沒有車牌的卡車內，而鎖

住的車中放著他的所有物。在蘭佩杜薩島的難民營待了8個月後，為了

找工作，他留在米蘭。每天早上，他都去靠近快速道路的環形交通樞紐

集合，通常他到的時候，一群非洲人已經在等他了。在這群通勤族間，

有些貨車和卡車開得很慢，他們被稱為「caporali」，負責補給的工作。

「這就是米蘭的奴隸市場。」聯會代表Franco De Alessandri表示。

他偷偷的把這些影像錄下並交給警方，但這只是徒勞。「這些工人和義

大利工人是不同的；他們在這裡沒有房子，也沒有家人。他們隻身一人

來到這而且沒有證件、沒有權利。他們受到各層面的虐待。」

他們以領微薄日薪的建設勞工或採摘水果作為工作，沒有合約、沒

有健康保險。Franco de Alessandri聯會的代表對這個現象極度憤怒。

對義大利人來說，這些廉價勞工正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但對於外來工，

就算賺得不多，這些工作正是唯一的賺錢方法。

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義大利外來工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為非法勞力鬥爭鬥爭鬥爭鬥爭

資料來源：

圖1：http://goo.gl/ARyRmq

文：http://goo.gl/A7AdwD



歐洲主題專欄

7

[XE4C潘靖涵/整理]

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

透過上期專欄詳細介紹，相信大家已對法蘭茲‧卡夫卡這名字不再

陌生。本期將延續卡夫卡這個主題，帶領大家參觀本園區於10月14日至

25日所展出之【歐洲經典文化歐洲經典文化歐洲經典文化歐洲經典文化瑰寶瑰寶瑰寶瑰寶：：：：捷克捷克捷克捷克奧地利德語文豪奧地利德語文豪奧地利德語文豪奧地利德語文豪Franz Kafka

紀念展紀念展紀念展紀念展】。

展區KAFKA字樣看板(圖1)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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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展將卡夫卡

的一生呈現於展出的九

幅掛報上。每幅掛報皆

節錄卡夫卡作品的一段

話，並以此為主題，詳

細描述卡夫卡的生平事

蹟。掛報內容除了文字

敘述外，還有其作品手

稿及相關個人照片。

今年2013年為文學大師卡

夫卡誕生130周年。本園區與奧

地利台北辦事處、捷克經濟文

化辦事處共同合作，舉辦卡夫

卡紀念特展等系列活動。

此次展覽以「德語經典瑰寶」

為主題，除了作家特展、作品

書展，更有名人專題演講及傳

記電影撥放。藉由一系列的活

動讓大家更了解卡夫卡這位文

壇上的傳奇人物。

展覽主海報 (圖2)
展出之掛報 (圖3)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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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最有名的莫過於他

的作品。本次系列活動之一的

作品書展以「歐亞視角下的卡

夫卡」為題，展出包括《失蹤

者》、《變形記》等知名作品，

以及其他系列作品，如：卡夫

卡的傳記及後人對於卡夫卡的

評論等書。每本展出作品不只

原文(德文)及中文譯本，更有

英文、西文、法文等翻譯版本。

且為了讓所有來參觀

者能了解掛報之內容，每

幅原文掛報旁皆附有中文

簡介。逛完掛於園區迴廊

之九幅掛報後，相信能對

卡夫卡不平凡的一生有所

認識。

展出之掛報 (圖4)

作品書展展示櫃 (圖5)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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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覽期間，每日皆

有固定時間撥放卡夫卡之紀錄

片—《我再次介紹我自己：我

叫作法蘭茲‧卡夫卡》

(Ich stelle mich noch einmal

vor: Ich heiβe Franz Kafka)。

透過的方式，回溯卡夫卡的文

學世界及感情生活。

除了靜態特展外，本

次活動亦舉辦系列講座，

邀請當代傳奇劇場林秀偉

老師，以卡夫卡的作品

《蛻變》為題，發表專題

演講。《蛻變》也是當代

劇場近期演出之戲劇主題。

林秀偉老師演講《蛻變》(圖6)

紀錄片封面 (圖7)

圖片來源：

(圖1、6) 文藻歐盟園區/提供

(圖2~圖5)潘靖涵/攝影

(圖7) http://goo.gl/O4KKnP

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Memorial Exhibition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比利時地理學家Gert Verstraeten和Kristof Van Oost等人研究出一

套因農業墾伐影響氣候的邏輯--從人類有農墾行為以來，其實就深深的

影響著生態中碳的平衡，因為被累積在土中幾世紀的碳都會因此釋放回

大氣中。

如下圖所示，在生態中，植物扮演著碳循環中吸收和保存碳的重要

工作，而如眾人所知，幾世紀以來的砍伐森林行為釋放了大量的碳到大

氣中，然而多數的碳其實也從此過程中被儲存到土地裡。但新的研究指

出這些碳最終還是會被釋放到大氣中，且將顯著的影響人類未來的氣候。

歐盟學術專欄

[UCA1A盧亞蘭/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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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環示意圖 (圖1 )

保存碳的重要途徑

農業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因素



比利時KU Leuven大學的教授Gert Verstraeten以及他的同事指出：

「以研究沉積在Dyle流域的土壤，我們能分析在過去六千年來，因墾

伐行為而被大氣吸收的碳數量。」他們發現從人類有農墾行為以來，

原從森林砍伐而被吸收至土壤的碳，現在已有40%已被釋放至大氣中。

學者們也估算到，大約有一半現今被保存在土壤中的碳，將會在

五百年內由此農業墾伐行為被釋放回大氣中。溫室效應會造成有機物

質被分解得更快，這也等於加快了被埋在土中的碳釋放回大氣。比利

時UCL的教授Kristof Van Oost說：「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森林砍法

和農業行為顯著的增長，而一大部分被累積在土中的碳最終會被釋放，

並成為大氣中主要的碳來源。」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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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dwFEH2
http://goo.gl/pebCUJ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ZWFEg
圖2：http://goo.gl/v8L414
圖3：http://goo.gl/pebCUJ

詳細碳循環示意圖 (圖2)

農業濫伐將成為影響氣候主要因素

專家研究比利時Dyle河
流域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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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0/28 CNN 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Tour of impoverished

Bulgarian village sheds light on Maria‘s plight》的報導，描述希臘警方

為了搜索槍枝及毒品，在進入Farsala的羅姆人社區時發現一名金髮女童

Maria，並且發現她和聲稱為其父母的夫婦毫無相似之處。警方懷疑其中

是否有走私孩童等行為，因此著手展開調查女童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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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 警方除了發現Maria與她所謂的「父母」毫無相似之處以外，

這對羅姆夫妻所持有，與Maria相關的出生證明等資料也不符，才決定調

查Maria的身世。

《《《《CNN》》》》
保加利亞的貧苦保加利亞的貧苦保加利亞的貧苦保加利亞的貧苦村莊點出村莊點出村莊點出村莊點出
神秘女孩神秘女孩神秘女孩神秘女孩Maria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的困境

[GIMTI 2A 曾筱筑/整理]

金髮女童Maria(圖1)

聲稱為Maria父母的羅姆夫婦
40歲的Eleftheria Dimopoulou
和39歲的Christos Salis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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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在Maria的影像披露在大眾面前之後，希臘警方便接到數千通來自

世界各地民眾打來的電話，要求他們協尋他們失蹤多年的小孩。其中一

對來自美國堪薩斯州的夫婦 Jeremy Irwin和Deborah Bradley更說明他

們的女兒Lisa在兩年多前被人帶走，而他們也不斷的連絡希臘警方，希

望能找回他們的女兒。與此同時，在保加利亞有另一對夫婦Saska

Ruseva及Atanas Rusev出面表示：他們才是Maria的親生父母。

31歲的 Jeremy Irwin和女兒Lisa的合照(圖3)

宣稱為Maria親生母親的
Saska Ruseva(圖4左)



15

世界觀點

領養合法性領養合法性領養合法性領養合法性

而在希臘Farsala羅姆人社區，扶養Maria長大的夫婦Eleftheria

Dimopoulou和Christos Salis則被警方以人口販賣等罪名拘禁。這樣的

結果讓Farsala社區的羅姆人為他們相當抱不平。他們認為Eleftheria夫

婦將Maria視如己出，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而Eleftheria夫婦也表示

Maria是他們將她從她的生母那裏領養過來的，但其中的合法性仍讓人

質疑，同時警方也懷疑Saska Ruseva是否實際上與他人進行過走私孩

童之行為。

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法律效力

在法律上，曾經發現有不少保加利亞孕婦大腹便便地入境希臘。而

這些孕婦一旦在希臘產子後，就會將自己的小孩以合理的價格賣給希臘

沒有小孩的夫婦。希臘警方甚至在也雅典逮捕了一對試圖以4000歐元

(約5500美金)的價格購買小孩的夫婦。

貧困生活引起的犯罪行為貧困生活引起的犯罪行為貧困生活引起的犯罪行為貧困生活引起的犯罪行為

除了希臘的Eleftheria夫婦領養合法性不足這點以外， Saska

Ruseva也有過兩次因為走私孩童而被逮捕、起訴，但因為她先前的脫

逃而未受到審判的案底。而對於Maria， Saska Ruseva只有企盼能夠讓

她回到自己身邊，並表示自己當初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財力為Maria取得

出生證明，所以將她託付給另一為羅姆女性，並且沒有索取任何費用。

但日子一久，加上一直處於貧困的生活，對於如何讓Maria回家這件事

情，她也一籌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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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檢驗檢驗檢驗檢驗DNA，，，，真相還原真相還原真相還原真相還原

但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從Maira身上取得的採樣做化驗，表示在

他們所擁有的600多名失蹤者資料庫中，沒有關於Maria的資料。同時，

她的DNA也與Eleftheria夫婦的DNA不相符。在10月25日，化驗的結果

終於出爐，證實Maria為Saska Ruseva及Atanas Rusev的小孩。

孩童走私問題與對羅姆人的偏見孩童走私問題與對羅姆人的偏見孩童走私問題與對羅姆人的偏見孩童走私問題與對羅姆人的偏見

事實上，羅姆人的孩童走私問題其實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而歐

洲各國對於羅姆人的治理問題，也往往都讓大家傷透腦筋。這一次的

Maria事件，將會在世界各地掀起正視孩童，甚至人口走私販賣問題的

浪潮。而Saska Ruseva與Eleftheria夫婦可能在未來面對司法的審判。

同時也有另一股聲音，讓歐洲各地開始思考長久以來對於羅姆人的偏見，

其中包含羅姆人會綁架小孩，然後奴役他們，讓他們上街乞討等。

Rusev一家合照(圖5)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6ccN7v

圖片來源：
圖1圖2：http://goo.gl/6ccN7v
圖3、圖4、圖5：http://goo.gl/CqC7Bt

參考資料：
http://goo.gl/zBwC27
http://goo.gl/tHtvpf
http://goo.gl/7ufz8p
http://goo.gl/CqC7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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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卡夫卡---

當代傳奇劇場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高雄公演宣傳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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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當代傳奇劇場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以

第一個受邀進行開場表演的亞洲劇團

之姿，在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登台演出

全新劇碼《蛻變》(Metamorphosis)。

同年11月2日與11月3日，他們帶著此

齣驚艷西方世界的戲劇表演，來到高

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出，為高雄市

民們帶來一場感官上的極致享受與文

化震撼。

本劇改編自歐洲文壇大師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著名短篇

小說《變形記》(Die Verwandlung) 。描述一位為了維持家中生計，

每日披星戴月工作的推銷員，在某日早晨發現自己變行成一隻醜陋的

大蟲。失去工作能力的他，失去了家人的關愛、社會的認同，最後他

一然帶著對家人滿滿的感恩與愛吐出生命的最後一口氣。

台北國家戲劇院宣傳海報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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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文化與西方戲曲的完美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戲曲的完美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戲曲的完美結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戲曲的完美結合

當代傳奇劇場寫下屬於自己的傳奇當代傳奇劇場寫下屬於自己的傳奇當代傳奇劇場寫下屬於自己的傳奇當代傳奇劇場寫下屬於自己的傳奇

當代傳奇劇場成立28年，最初的創作契

機來自一群有著厚實京劇背景的熱血大學生，

將西方文學代表莎士比亞劇作與傳統京劇元

素結合，創作出第一部與眾不同的劇碼。雖

然在當時並沒有迅速獲得認同與成長，但在

多年後，吳興國大師終於將東西文化在戲劇

中擦出的美麗火花牢牢捉住，創立了當代傳

奇劇場。

從只有舞台人員的小劇團，到現今揚名

海外的著名劇團，劇團的勇於嘗試以及對戲

曲的熱愛使他們度過重重考驗，最後蛻變成

今日的樣貌。將京劇元素融入西方劇碼，不

僅忠實的表達原劇的意涵，也將戲劇藝術帶

領到嶄新的境界，更是保留了原汁原味、傳

統東方戲曲的經典。

今年受邀至英國愛丁堡戲劇節演出，並

為了配合由文化部主辦的2013年數位表演藝

術節，創作了結合舞台數位科技笑果的《蛻

變》，使他們再次在國際間寫下一篇精采的

傳奇故事。

吳興國大師與愛丁堡藝術節宣傳
海報合影(圖3)

總統夫人周美青特地前往
愛丁堡訪視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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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說啊！

我不再想當你們的好兒子、好哥哥、好員工、好國民，我只想迅

速而徹底忘記，我曾身為人類的過去。」

-----卡夫卡《變形記》

本劇分割成六個夢境：夢、醒、門、愛、禁、飛。用迷幻般投影的

效果創造中一種宛如置身迷宮的效果。第一場戲「夢」以影片投影方式

呈現，表現在睡夢中的主人翁，葛雷戈充滿壓抑的夢境；第二場戲「醒」

則演出了葛雷戈發現自己成為一直大蟲的早晨。吳興國大師穿上特製的

服裝與面具，幻化成那隻孤獨的大蟲，糾結在變形的恐懼。「面具」的

元素源自京劇臉譜的概念，不同花色的臉譜代表不一樣的角色；吳興國

大師帶上蟲的臉譜，將自己完全融入大蟲的身分。

第三場戲「門」不只是表

現原劇中的主人翁，更是侵入

了卡夫卡的世界，與吳興國大

師自己與父親的關係。卡夫卡

曾在一篇短篇小說中寫道，每

個人都有一扇屬於自己的門。

幼年他曾經被父親丟到家門，

苦苦哀求卻不被原諒。「門」

象徵葛雷戈關在房內，與家人

和社會的分隔；象徵卡夫卡內

心始終希望受到父親認同的強

烈渴望；及吳興國本人與從未

見過的父親和嚴如父親的老師

的糾葛關係。

第二場戲「醒」(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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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海報人像(圖6)

第四場戲「愛」表現出葛雷戈對妹妹和母親的愛以及心中壓抑長年的

慾望。在這場戲中，吳興國大師以女人扮相出場，嬌媚的肢體與眼神，甚

至細膩的唱腔都完全表達出女性的嫵媚。他扮演妹妹的角色來傳達葛雷戈

炙熱的愛，並將那種為了工作生計長期壓抑內心的強烈慾望透過各式嬌柔

的肢體語言隱喻的表現出來。

第五場戲「禁」登場人物不只是那隻大蟲，還有吳興國大師自己。成

為大蟲的葛雷戈，終於遭到家人的完全的漠視，奄奄一息。它已經失去了

對生命的渴望與信念，甚至於自己曾為人類的記憶。劇名取為《蛻變》的

精神意義展現於此，吳興國大師試圖喚醒大蟲的求生意志，要求即使受到

如此對待的大蟲也不該放棄自己的生命。「蛻變」的意義不只是單純的

「變化」，而更代表著昇華、進步的可能性，強調著堅韌的生命意志力。

最後葛雷戈吐出這一生中最後得一口氣，心中滿懷對家人的感恩，從這個

世界與庸碌社會中消失。不願放棄他的吳興國，背起大蟲，背負起他孤獨

艱辛的生命。

第六場戲「飛」的創作基礎源自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Kafka)在捷克

文中是「寒鴉」的意思。離開庸俗世間的葛雷戈和卡夫卡，終於幻化成一

隻寒鴉，從過去身為人類與他人關係的糾葛中解脫，自由自在地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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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先生特地為本劇譜詞，優美的文字更為這齣戲劇添加風采。配樂

則以北管樂章貫穿全場，配上水墨畫的效果，將孤獨的境界透過東方傳統文

化元素表現得淋漓盡致。

《蛻變》在經過當代傳奇劇場的巧思，以及吳興國大師精彩可期的精湛

演出之下，終於將每個人心中那份苦澀的孤獨幻化成寒鴉，向自由的靈魂境

界展翅飛去。

《蛻變》於2013年11月2日、11月3日在高雄大東藝術文化中心完美演出

後，並將於12月19日至12月22日在台北國家戲劇院登台。召喚每個困於現代

孤獨迷宮中的靈魂，前來解渴。

當代傳奇劇場官方網站
http://www.twclt.com/

當代傳奇劇場 |蛻變官方網站
http://www.twclt.com/annual/2013/metamorphosis/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Xcr4Q1
圖2: http://goo.gl/zfb7T9
圖3: http://goo.gl/z3Ww9m
圖4: http://goo.gl/A4qT5I
圖5: http://goo.gl/ytdeKt
圖6: http://goo.gl/5dkV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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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歐盟會議中歐盟會議中歐盟會議中歐盟會議中，，，，語言都不同語言都不同語言都不同語言都不同，，，，要怎麼溝通要怎麼溝通要怎麼溝通要怎麼溝通？？？？

[UT3A 金芷琳/整理]

歐盟會員國在歐盟高峰會議中開會時，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首長，彼此

之間是如何傳達意念及意見的呢？這時候口譯員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為了讓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成員國充分了解彼此，每一種歐盟官方語言平均

需要三位口譯員。

各國首長在會議中談話時，沿著牆角設置許多小房間，玻璃牆後面坐的

便是口譯員，他們會透過耳機得知會議中討論的內容，且須聚精會神地達到

翻譯的精準度，還需要配合說話者的速度與節奏，所以口譯人員相當耗腦力

及體力，平均每半個小時就會由另一人接手。

歐盟共有28國、24種官方語言，每天有近千名口譯人員在歐洲議會中工

作。每位口譯人員除了母語外，還需約精通四種語言甚至有的翻譯人員精通

八種語言。主要口譯語言包含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及義大利語。歐

洲議會中如果沒有口譯員，各種討論幾乎等於零，顯示出口譯的重要性。

歐
洲
議
會
中
口
譯
人
員
的
工

作
間(

圖

1)

(圖1)

歐盟會議中，語言都不同，要怎麼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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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歐盟會議中，語言都不同，要怎麼溝通

紅色框起區塊為口

譯人員所在區域，

透過玻璃窗面對整

個會議，清楚掌握

整體流程進行以及

便於追蹤對話情形。

口譯員可以第一線

知道會議中所有相

關談論。(圖2)

歐盟議會中，口譯員是最清楚在會議中所發生政治事件的人，他

們最先知道會議中整個討論的過程，以及最先得知會議的結果與不可

洩漏的消息，並且可觀察到許多在公眾場合中不會公開的爭執事件，

不過目前為止，還未有口譯員在閒談時間透漏內部消息或是走漏風聲

的情形，這是一位翻譯人員應有的職業道德守則，因此歐盟條約中也

沒有訂定任何保密條款。儘管如此，所有的口譯員還是會被自己國家

的安全機關調查，第一為了確保會議中談論的軍事及安全情報不外洩，

第二須加以嚴防恐怖主義或秘密情報的濫用。

資料來源：
http://goo.gl/2Dgsp9
書籍：歐盟的101個問題〈作者：露特．賴希史坦〉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i5ldGF
圖2：http://goo.gl/qZXVk0



主辦單位：庫普蘭巴洛克合奏團

協辦單位：台灣巴洛克古樂協會

演出單位：法國 韓岱兄弟(Hantaï Brothers)

演出時間：102年11月17日（日）19：30 /演奏會前導聆 19：10

演出地點：高雄市音樂館演奏廳

校外活動快訊

《巴赫篇》古長笛＆大鍵琴二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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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篇》古長笛＆大鍵琴二重奏 (圖1)

[XE4C黃云柔/整理]

《巴赫篇》古長笛＆大鍵琴二重奏



韓岱兄弟對於演奏巴洛克

時期的樂器特別擅長，這次的

演出將以巴洛克古長笛（演奏：

馬克．韓岱）以及大鍵琴（演

奏：皮耶．韓岱）詮釋音樂之

父─巴赫 的作品，例如：E小

調長笛奏名曲、BWV 1034及

B小調長笛奏名曲、BWV1030

等曲目。而韓岱兄弟此次來台，

還將特別空運由製琴名匠

─B.Kenney 製造的大鍵琴，

與台灣民眾來一場18世紀歐洲

宮廷的音樂饗宴！

校外活動快訊

韓岱兄弟 (圖2)

參考資料及圖片來源：

http://goo.gl/lC6KWq

http://goo.gl/fx7aKN 26

《巴赫篇》古長笛＆大鍵琴二重奏

被國際樂壇推崇為詮釋巴赫音樂權威的韓岱兄弟─馬克‧韓岱

（Marc Hantaï）和皮耶‧韓岱（Pierre Hantaï）將於11月抵達台灣！

來自於法國的韓岱兄弟從小開始接觸古典音樂，甚至在不到20歲的青少

年時期就曾在巴黎的聖茱力安教堂（Saint Julien le Pauvre）演出，從

此展開演奏生涯。

在演奏會的一開始，還有由陳宣文博士（美國紐約石溪大學大鍵琴

音樂藝術博士）帶領的20分鐘會前導聆。喜歡巴洛克時期古典音樂的朋

友們絕對不能錯過！



好書介紹Die Verwandlung

變 形 記變 形 記變 形 記變 形 記

[XE5A葉容嘉/整理]

圖(一)中文版封面照

《變形記》(Die Verwandling)，別譯：

《蛻變》，奧地利德語作家法蘭茲‧卡夫

卡(Franz Kafka)的代表作，於1915年發表。

此書被認定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小說作品之

一，存在主義文學的經典。

“A book must be the ax for the frozen

sea within us” --- Franz Kafka

「書必是用來敲破人們心中冰封海洋的ㄧ

把斧頭。」

就讓《變行記》這本書帶領我們初識這位

存在主義的先驅—法蘭茲‧卡夫卡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一早起床，格萊高爾‧薩姆沙(Gregor Samsa)從夢魘中醒來，發現

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而他擔心的卻不是自己的樣子，

而是因此在工作上將會遇到的種種麻煩。

因為他沒有如往常般的早起，甚至連房門都沒有踏出，如此怪異的

舉動引起了家人的關心。家人及主管陸續前來希望他能走出房門，但他

起身走出房門後，模樣卻嚇壞了所有的人，主管更是驚恐的衝出門外。

起初，家人試著要接受這個事實，而格來高爾當然也是。他的妹妹

為他打理三餐，偷偷地帶進各種食物試探他的喜好。為了讓他能自由活

動，還跟媽媽一起將房裡多餘的家具搬出來。但格萊高爾的模樣依舊無

法讓他們接受，而父親雖然開始出門工作賺錢，卻也再也無法忍受這一

切。久而久之，格萊高爾變了，雖然保持了人的意識，卻養成所有甲蟲

的習性。同時，他的家人也變人，他們認為這隻怪蟲是家裡最大的累贅，

每個人對他的態度開始轉變。家人再也受不了他的存在，甚至剛開始非

常關心他的妹妹也提議要把哥哥這個「怪物」踢出家門。而嚴厲的父親

甚至拿蘋果往他身上砸去，使蘋果陷進肉裡，任其腐爛，導致他的健康

一天不如一天。最後，對於消失這件事情，他心理也默默地認同了。想

著想著，他的頭無力地垂下，死去。

他的家人得知他的死訊，提著包裹，駕著車子，愉快地野餐去。

Die Verwand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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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創作於1912年，正式出版為

1915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

大戰。社會動盪，人民生活在黑暗的

現實以及資本主義統治的痛苦。此時

文學史上出現所謂的表現主義運動，

在表現主義的支持者眼裡，人生是殘

酷而恐怖的，到處都充滿了不穩定的

猜忌、懷疑、不安….等因子。於是

他們用寫作來抒發他們的情緒，起身

反抗，並顯現出他們對新事物的期待。

卡夫卡的創作也不例外，《變形

記》這個故事看來是非常黑暗的。男

主角一早起床變成蟲之後的不知所措

到面對一切、家人態度的轉變、社會

的現實面，人性的掙扎以及感動。極

短篇的故事，文字看似簡單明瞭，卻

讓讀者在閱讀完之後陷入思考。也有

人指出《變形記》就是在描寫卡夫卡

自身與其父親相處的情形。

故事背景

圖(二)原文版書封

Die Verwandlung



好書介紹

卡夫卡在世時其實已經銷毀了自己大部分的作品。1924年，卡夫卡

因肺結核過世。享年41歲的卡夫卡在寫給朋友布勞德(Max Brod)的遺囑

上交代：「凡是他遺留下來的日記也好，信件也好，手稿，插畫…等，

一切燒毀。」但在不到兩個月後，布勞德並沒有按照他的交待，反而選

擇將他的作品出版。在1925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審判》，爾後再一一

出版其他作品，成了現在我們所能欣賞到的「卡夫卡」。

後記

圖(三、四)
卡夫卡簽名及審判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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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圖片來源：
http://goo.gl/vCx4CG (圖一)
http://goo.gl/VShh5u (圖二)
http://goo.gl/G3uD0i (圖三)
http://goo.gl/lwtBM5 (圖四)
http://goo.gl/2LKXL1(圖五) 
http://goo.gl/nfMXsY(圖六)

最近，台灣劇作家吳興國更是要將此經典擺上舞台。他說道：「讀

完變形記後，我開始思考，究竟是只要扮演主人翁變形蟲的過程呢？還

是要演出他與卡夫卡對話？」他選擇了後者，因為卡夫卡是將自身的情

感散播在整個故事情節裡的。

由吳老師帶領的當代傳奇劇場，在東西方表演藝術

領域之中，以京劇表演最為出名。將西洋文學經典與

京劇表演合作，更是令人期待。

演出詳細資訊請見本刊「校外藝文報導專欄」

資料來源；
http://goo.gl/AX3yJd
http://goo.gl/fSqo3
http://goo.gl/nfMXsY
http://goo.gl/Brhc1x
http://goo.gl/nfMX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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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六)《蛻變》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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