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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轉輪不曾為你我而停頓過，由18世紀到20世紀，由

「格林童話」的爛漫到「城堡」的孤寂；在本期的電子報內容

中，編輯小組同仁們蒐集了許多關於「轉變」的資訊：瑞典路

德教會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的誕生、首位影響歐美文學的拉丁美

洲作家、2013年歐洲氣候的特殊變化和漫遊翻新過後的打狗英國

領事館介紹。再且一提本期內容也是最後一次為各位讀者介紹

存在主義及現代主義文學鼻祖法蘭茲‧卡夫卡的文學思潮及其

經典鉅作，以「城堡」這部具有激發讀者們探索自身答案慾望

的長篇小說，為卡夫卡的故事拉下帷幕。

89期的電子報，感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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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Kafka Memorial Exhibition

經過前兩期卡夫卡的生平簡介、作品簡介及展覽介紹的洗禮後，這

一期特別新增了「園區活動報導」專欄，主題為：「卡夫卡徵文比賽」，

讓各位讀者一同欣賞這些參賽者們對卡夫卡世界的想法。

此次徵文比賽主題為：「假如我是＿＿＿。」讀過卡夫卡作品的人

都知道，在他的作品中總是留露出非常陰暗、憂鬱、卻使人銘心刻骨的

感受。每每讀完最後一頁時，人們總會望著書本或是某處久久無法從如

此的心情中掙脫，好像世界真的就如同書中那樣黑暗。接著我們會開始

想像，如果今天我是書中的主角，我該怎麼辦？如果今天我是卡夫卡，

我會怎麼寫？因此透過這樣的題目，讓參賽者想像自己身為卡夫卡世界

中的某一角色，可以是巨大的怪蟲、變成蟲的葛里戈、莫名被判刑的Ｋ、

嚴厲的父親、甚至是卡夫卡本人。透過文字來傳達他／她對卡夫卡世界

的想法。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些得獎者內心的卡夫卡吧！

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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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假如我是假如我是假如我是蟲蟲蟲蟲

我是蟲，我是一隻住在人類房間裡的蟲。

我躲在老舊破損的沙發下，顫抖。

我記不清楚，我怎麼出生，怎麼來到這裡，又將去到哪裡。我走不出這

個囚禁住我的房間，斑駁灰白的四面牆是我的牢獄。空氣中腐朽的味道揮之

不去，不知道是從哪裡散發出來的。我不敢動，也不想動，更無法動。

我的背上被砸開了一道傷口，一顆腐爛的蘋果深深的崁進我過去堅硬如

鋼的盔甲，與我的肉黏在一起。疼痛無時無刻的侵蝕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令

我忍不住大吼大叫。我粗俗刺耳的聲音迴盪在這小小的房間內，聲波撞上了

牆壁後反彈，最後在空中再次相撞，然後隨著惡臭一起散開。我想我的叫聲

已經驚動了外頭的人類，他們受到驚嚇的話語透過門縫傳了進來，穿過我可

怕的吼叫聲，傳入我的耳內。他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但卻始終沒有勇氣

打開門進來。有種我無法理解的期待盈滿我的心，忍著劇痛，我望著深色木

門的那生鏽的門把，盼望著它被轉動，門被推開，然後人類們走進我的囚房，

彷彿只要他們一進來這污穢的空間，疼痛就能消失，恐懼也能解除。但門把

卻遲遲沒有動靜，靜靜的，只有漸漸平息的耳語。我提高聲調，甚至掙扎，

將沙發撞得發出巨大聲響，險些翻過去，過程中，我想我甚至撞斷了自己其

中一條細長的腿，但門外的人類不再討論我，也不再在意我，甚至還能忽視

我的尖叫，悠然的拉起小提琴，和在餐桌上歡快的大笑。

[第一名 YG3A鄒人郁]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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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會意過來，我只是一隻蟲，一隻住在人類房間裡的蟲。於是，我

終於學會了沉默。靜靜的與我背上逐漸惡化的傷口和平共處，靜靜的待在我

的沙發下，唯一的動作只有顫抖和呼吸，證明我還活著，但奄奄一息。

我絞盡腦汁思考著，為什麼門外的人類願意保留這樣一個房間給我，過

去的我們是否相處融洽，是否曾經我為他們做過些什麼事情？我背上的蘋果

是否是我們有過接觸的證明，又或者是我曾經走出過這囚房的證據？他們不

曾打擾我，不在意我的大吼大叫，不在意我這隻醜陋的大蟲占據了他們的生

活空間。突然，我不顫抖了，也不痛了。我終於想起了我和他們的關係。

雖然我是隻那樣醜陋又沒有用的大蟲，但他們慷慨地給了我一個生活空

間，賦予我完全的自由，做這隻大蟲。我想，這是他們感念我過去對他們的

貢獻，即使我什麼也想不起來。空氣中的惡臭，原來是來自我背上的傷，房

間裡的所有汙穢，都是因為我這隻一無是處的大蟲留下的痕跡。但他們毫不

介意，任我做我的大蟲，就算打擾到他們的生活，他們也不願意打擾到我。

我想我真是愛透了這些人類。

於是，想通了一切的我，下了一個決定。

我閉上眼睛，呼出最後一口氣，為了回饋這些給予一隻毫無用處又醜陋

又殘廢的我完全自由的人類，我以自己的死亡，還給他們自由。

畢竟我是蟲，我只是一隻住在人類房間裡的蟲。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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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變形蟲假如我是變形蟲假如我是變形蟲假如我是變形蟲

蝶經過羽化之後，隱身飛入爭明奪艷的花叢中。我從昏暗的房間裡，透過

半敞的窗簾看著那一幅景象。無論經過多久，在那一片紅籃紫綠之中，我記得

的總會是它輕盈的模樣。蝶像是換上新製洋裝的少女一樣，在花園裡兜著轉著，

舞著。

蝶曾經也是醜陋的蟲。夏季時我踩著新綠的草皮，在樹蔭底下尋找僻靜之

地，於是在矮叢的枝葉上發現蠕動著身軀爬行的奇異生物。羽化之前的蝶，是

身上佈滿醜陋斑點與黑刺的毛毛蟲。我別過頭，不忍看，拔腿跑開。轉而赴一

個夏季獨有的約，在耀眼刺目的光束裡獨行，在日落的芬芳裡閉目小憩，忘卻

樹蔭底下的醜惡。

噩夢裡掙扎後，醒來時我亦深陷在夢中。我形變成蟲，卻斷不能羽化成蝶。

閉著眼卻終將醒來，再無法像隅時逃離樹蔭那樣．逃離自己扭曲的樣貌。夏季

的殘夢像詛咒，攫獲我毫無防備的靈魂，將之禁錮在黑亮的甲殼之下，衝不破，

進退不得。吸食黑暗而壯大的生物，終日凝視著木製畫框裡的美麗少女。我日

復一日，用黑細的蟲肢爬行在少女身上，彷彿正觸其髮膚，咬嚙其肉。少女容

顏依舊，我僅存的人性卻已不復追尋。

那日，毛毛蟲羽化成蝶的聲音響徹整個花園，如同警醒的鐘，讓我知道夏

季終將逝去。人啊，這一生所經歷的不過是一場夢。有人在夢裡執迷不悔；有

人從夢裡醒轉過來，卻不知今夕是何夕。我既不屬於前者，也並非後者。我在

夢裡徜徉，一度掙扎著醒轉最終則平靜地接受之，與其共存。我曾經為人，如

今是形穢的大蟲，不過是從原來的美夢跌入了一場惡夢，幾時顛覆，不得知。

在這一場夢裡，羽化的救贖永遠不可能降臨在我身上，我如同漁人側耳傾聽遠

處的風浪一般，傾聽寒秋襲捲而來。蝶已去，而我重回黑暗之中，沿著昨日的

足跡爬行。

[第二名UT3A 邱靖雅]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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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葛里假如我是葛里假如我是葛里假如我是葛里戈戈戈戈

從我變形後至今，已經過了幾個年頭。還記得當時，我的父親、母親及我

的妹妹，看著我的「屍體」一語不發，而我也在一旁看著那具「屍體」。隔天，

他們出門野餐，連我的照片也沒帶上，好似我早已不在他們的世界中。也罷，

畢竟我始終沒有告訴他們─我還活著。

那天早晨一如往常，我依舊拖著疲憊的身體，想往那腐爛的食物移去，但

我終究是吃不下，而我那六支細長的腿也無法支撐我的身體，因此我始終待在

原地。背脊上那顆腐爛的蘋果還陷在肉裡，隱隱作痛，但似乎沒有前些日子那

麼痛了。正當我準備再次嘗試往前時，我的身體開始有了變化。細長的腳開始

有了力量，不停的脹大，蘋果也因我身體開始膨脹的緣故而掉落，我感覺到那

厚重的軀殼開始離開我。幾分鐘後，我褪去了那沉重的外衣，如重獲新生一般，

活力灌滿我的全身，負責感應的觸鬚也不停的上下擺動，好像也在表達它的喜

悅，肚子開始發出攪動的聲音，似乎在抗議幾天下來沒有東西可磨的無奈。像

一般的昆蟲一樣，脫下了舊殼，獲得了新的衣裳。我，又變形了。

由於先前的經驗，我不用再花時間適應我的新身體。六隻腳運用自如，我

便開始大啖前方的美食。忽然，我聽見了腳步聲與掃把拖著地板的聲音，我急

忙找了個遮蔽物躲了起來，只留下那剛脫下來的空殼，此時我還真感謝我的母

親及妹妹丟進來的家具。門打開了，是前些日子來幫忙的太太，她對著我的空

殼講話，甚至用掃把試圖挪動它，接著她好像發現什麼似的衝出去對著客廳大

喊。之後就我所知道的，我的家人認為我死了，接著便出門享受屬於他們的野

餐時光。

[第三名 YG3A 林佳緯]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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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明白這一切後，我決定從此在他們的生命中消失。趁著沒有人注意到

我還在房裡時，我溜出了房門，穿過走廊後經過餐廳、客廳，踏出了門外。啊，

是草啊！不知怎麼的，當我的腳觸碰到泥土；當草兒從我的腹部劃過；當螞蟻

及其它昆蟲從我的身邊爬過時，好像全身被注入了什麼似的，整個身體都活了

起來，這是我變形後感到最滿足的一刻。我不停地在草叢間來回穿梭，有時吸

取一下在枝枒上的露水或汁液。突然，我停在了一塊石頭的陰影下，我察覺到

屬於我的人性依舊揮之不去，似乎有個聲音正在問我：「葛里戈，你是蟲？還

是人？」是啊！我是人啊！我不是一隻可怕的蟲，我本來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啊！

這些不過就是草，就是泥土，就是螞蟻昆蟲，就是水，就是我一輩子根本就不

會去喝的汁液啊！我的觸鬚透露出我的焦躁不安，不停地交疊又分開。我試圖

冷靜下來，仔細思考目前所面臨的狀況，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我是人，而我

要變回人。

我離開了那塊石頭，讓觸鬚逕自地帶著我前進，好讓我能專心思索該怎麼

辦。接著我發現我已經到了街上，人來人往，我爬進了人行道旁的花圃中，試

圖隱藏著這引人注目的身軀。在我成功地躲進花圃後，我聽到了兩位男人的對

話，談話中我聽得出來，是一位保險推銷員正在向路人推銷。三分鐘後，路人

揮揮手離開了，而那位保險推銷員笑望著他離去後便點了根菸，在吐出煙霧時

順便嘆了一口氣：「唉…照這樣下去，一定會被開除的。該怎麼向主管解釋？

又該怎麼向爸媽解釋？唉…」看著他，我想起了我還身為人的日子，似乎也是

如此日復一日的推銷著公司的產品，每天煩惱一樣的問題。我問自己：「既然

如此？那何必再變回人呢？」想到這，推銷員又開口了：「如果能一走了之

多好？一輩子活在別人的期待中，到底有甚麼意義？」霎那，我無法言語，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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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不到任何一句話來反駁他。身為蟲的日子，雖然不適應，但我不用

工作，不用賺錢，不用煩惱我的話語有沒有人聽得懂，反正對大家來說

都是無言。家人對我的死感到放鬆，主管對我的離開毫無感覺，我變回

人要做什麼？再次承受這一切？再次活在那樣的期待之中？再次背著這

些本不應屬於我的包袱，荒誕過一生？不，我不要，我不要變回人，我

要一輩子當蟲，享受著這屬於我的大自然，享受著屬於我自己的語言！

太好了，我明白了，我自由了！

我帶著如此的情緒回到那塊屬於我的石頭旁，發現陰影已經不見了，

無妨，就這樣入睡吧。隔天，我變回人了。

園區活動報導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卡夫卡徵文比賽

文章來源：已經過得獎者同意。
圖片來源：http://goo.gl/XIjg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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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西班牙今年已有41名女性及5名孩童因性別暴力死亡

http://goo.gl/li4KVB (El País Sociedad 10月29日) 

� 羅馬尼亞在狄維索魯(Deveselu)基地建造美國飛彈防禦系統

http://goo.gl/qcqC8g (BBC Europe 10月28日) 

� Prestige油輪災難，在西班牙獲判無罪

http://goo.gl/WcQRf2 (BBC Europe 11月13日)

� 英國央行宣布：經濟復甦已站穩腳跟

http://goo.gl/8ADk1Y (大紀元 11月13日) 

� 瑞士大眾運輸將禁電子菸

http://goo.gl/rM28gL (大紀元 11月13日) 

[YS3A 張 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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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Antje Jackelen

Antje Jackelen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 生日：1955年6月4日

• 出生地：德國黑爾德克

• 國籍：德國及瑞典

• 教派：路德教會

• 學歷：隆德大學神學博士

• 教區：隆德教區

(圖1) Antje Jackelen

[YS3A 張 鏵/編譯]

出生於德國的Antje是瑞典南部隆路德教會的主教，於10月15日以

55.9%的民調打敗她的對手，成為瑞典的首位女性大主教。她得到324間

教會學校的支持。她也是近年來少數領導德國、挪威、美國教會的女性

之一。

Antje Jackelen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大事紀：：：：

• 1980年被指定為牧師

• 2004年成為主教

• 曾在芝加哥隆德教會學校擔任神學

教授

• 她的推特約有3000位關注者。

• 約有三分之一的瑞典人是路德教會

的成員

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Antje Jack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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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Antje對女性擔任大主教的這個票選結果並不意外，並表示：「過

去的50年以來，我們也有女性牧師。」「我從國際的觀點看來，得知大

家對於女性教會領導者保有一定的好奇。但，我對自己有信心，也認為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良機。」

即將在明年退休的信義教會女性大主教Anders Wejryd難掩激動情

緒，她表示：「我們在挪威、美國及德國都已經有女性教會領導人。是

時候由女性接手這個職務了！」

(圖2) 2013被選為瑞典首位女性大主教
的Antje Jackelen

參考網站：
http://goo.gl/R0Fgdk
http://goo.gl/j17Ozp
http://goo.gl/Hfzx8K

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瑞典第一位女性大主教：Antje Jackelen

Antje是瑞典路德教會的自由

派成員，也是一位經常發表論點的

社會評論家，甚至是第一位在推特

及微博上大方分享自己的信仰與工

作的主教。有人常說她是個冷漠的

人，但她在瑞典教會報紙Kyrkans

Tidning的訪談中為自己辯護：

「我認為我是個溫暖及擁有很多好

朋友的人。」因為她從事主教工作

的關係，她提到：「我只能做自己，

很難去滿足多數人對我的看法。」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0Fgdk
圖2：http://goo.gl/YOlOQT



歐洲主題專欄

[YS3A翁敔瑄/整理]

豪爾赫豪爾赫豪爾赫豪爾赫·路易斯路易斯路易斯路易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作家、

詩人，是第一位影響歐美文學的拉丁美洲作家，被喻為20世紀最博學的人
之一，更是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先鋒。波赫斯雖為阿根廷作家，但他

深受世界文學的滋養，他創造了許多超越時空的想像和象徵的世界，在氣

質上與卡夫卡、愛倫坡和梵樂希等人相近。

(圖1)豪爾赫·路易斯·波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
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

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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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

(圖2)波赫斯：「只有一樁『不是之事』，那就是『遺忘』。」

生平生平生平生平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1899年波赫斯誕生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他的家境富裕，家族具有英國血統，祖母為英國人，祖父是一位上校，

曾參加過阿根廷內戰。波赫斯早期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祖父的歷史故事。

家中的書籍多半為英國古典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品，他一生中最先學的

語言是英文，也因為這樣使他整體的世界觀和文學觀都受到英國文學極

大的影響。1914年波赫斯舉家遷居瑞士的日內瓦(Geneva)，他在當地的

法國學校就讀，也在當時學習了法文和拉丁文。大學就讀英國的劍橋大

學，除了西班牙文，他還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文字。他曾

在青年時期參加西班牙前衛的現代文學活動，把極端主義(Ultraismo)派

做「純詩」的文學思想帶入阿根廷，綜合拉丁美洲的文化之後，激盪出

拉丁美洲備受矚目的魔幻寫實風格。而波赫斯也被視為魔幻寫實主義的

啟蒙者。當代墨西哥知名的小說家兼劇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認

為：「沒有波赫斯的啟蒙就不會有魔幻寫實主義興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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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是波赫斯的阿列夫(El Aleph)

他在1938~1947年返回阿根廷在首都公共圖書館任職，1955~1973時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學擔任英國文學教授，也常常到很多外國大學演

講，更在1977年得到Sorbona大學(現巴黎大學前身)頒發的名譽教授。

1980年獲得西班牙的賽凡提斯文學獎(Premio Cervantes de Literatura)，

雖曾多次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但卻從沒獲獎。波赫斯後期的作品風格依

舊，但因為他的家族患有遺傳性疾病，波赫斯年近六旬即雙目失明，從

此對人生觀有重大的改變。後期的作品裡加入了許多失明者的神秘啟示。

在失明之後，一位猶太的神祕主義者蕭勒姆(Gershom Scholem )對波赫

斯影響甚鉅，因此他晚期的作品隨處可見希伯來猶太教的精神和影像。

而他的妻子瑪莉亞．兒玉 (Maria Kodama)是德日混血兒，因此他的作

品中也有一些關於佛教徒的影子。波赫斯除了寫小說、短文、小品、詩、

文學評論等等，也是阿根廷重要的翻譯家，譯有多部福克納及卡夫卡等

名家的作品。事實上，波赫斯為第一位將卡夫卡的小說翻譯成西班牙文

的作家，也因此寫作風格也常被拿來與卡夫卡做比較。

波赫斯雖然是魔幻寫實主義的啟蒙者，但是卻沒有留下史詩般的偉

大巨作。直到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的巨作《百年孤獨》(Cien años de 

soledad)問世魔幻寫實主義風潮才逐漸崛起，讓拉丁美洲的文學響喻國

際。

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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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JW0dT5
http://goo.gl/rYnOXI
http://goo.gl/5cQBNB
http://goo.gl/3kahMu
波赫斯詩文集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V3jnbA
圖2：http://goo.gl/Gb5SzK
圖3： http://goo.gl/sRxkr0
圖4： http://goo.gl/jtRfms

(圖4)青年時期的波赫斯

後世對波赫斯的評論後世對波赫斯的評論後世對波赫斯的評論後世對波赫斯的評論

儘管波赫斯一生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對後世文學界依然有

巨大的影響力。他不僅僅是一位阿根廷作家，也是世界作家。他的作品

《惡名史》(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曾經被列為禁書，因為內

容是真實的犯罪事件。他說過：「我既不是一個思想家，也不是一個道

德家，不過只是一個人的疑惑，反映在他的著作中，而那屬於他的困惑

和迷茫推崇的系統，我們稱之為哲學，或是文學。」(No soy ni un 

pensador ni un moralista, sino sencillamente un hombre de letras que 

refleja en sus escritos su propia confusión y el respetado sistema de 

confusiones que llamamos filosofía, en forma de literatura)。波赫斯在

國際文壇上的曾受過熱烈的爭論。他是一個繼承歐洲傳統的作家；而他

的想像力創造出真正的創作自由。在歐美國家，他的聲譽比起在拉丁美

洲還要高，甚至他還是一位表現不明顯的左派分子，但拉丁美洲的政治

與經濟是以右派獨裁和貧富差距過大為主，這也造成他在庇隆政府時期，

曾遭受政治迫害。

不論這些評論適合與否，波赫斯對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文學確

實帶有極大的影響。

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魔幻寫實主義者─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

16



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
研究顯示研究顯示研究顯示研究顯示：：：：北極海冰融化所致北極海冰融化所致北極海冰融化所致北極海冰融化所致

歐洲北部在近幾年夏季的天氣不如以往，皆出現前所未見的潮濕多雨

氣候，針對這個現象有最新的相關研究指出：會導致這樣的異常氣候可能

和北極海冰融化而改變了英國上空的高緯度風向有關。而且科學家亦深信，

夏季北極海冰融化和噴射氣流（高速氣流帶）變化之間是有著因果關係的。

研究作者埃克塞特大學James Screen博士表示：「研究顯示，海冰融

化不只威脅北極地區的野生動物和環境，影響甚至遠及歐洲和歐洲以外的

居民。」

紐澤西羅格斯大學學者Jennifer Francis過去亦發現，極圈和低緯度地

區之間的溫度梯度可能因海冰融化，進而影響噴射氣流速度，使之往南偏

或往北偏。

歐盟學術專欄

[XE4C 陳俐心/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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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在炎炎夏日下，人們在草地上做日光浴 (圖2)北極海冰融化

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



透過研究分析氣候電腦模擬，發現在

過去十年的夏季間，因北極海冰融化造成

位於高緯度地區的高速氣流帶（噴射氣流

）往南移動，所以才會形成英國和歐洲西

北部夏季暴風雨頻繁的潮濕氣候。而研究

也發現，2007年至2012年期間連續六個夏

季的潮濕程度都高於往年的平均值，雖然

各個夏季的潮濕程度並非史上最高，但卻

是自1979以年來最奇特的氣候現象。過去

的研究也曾發現，海冰融化可能是導致在2010年和2011年冬季，北極西

伯利亞吹向歐洲西北部的冷風增加的原因。Screen表示，導致歐洲西北

部夏季異常潮濕的多種因素中，包括大西洋海面溫度長期性的自然變化。

但研究認為，海冰和噴射氣流最能解釋此趨勢，透過電腦模型比較1970

年代夏季海冰量較多以及近年海冰量減半，發現單單海冰量改變就足以

造成噴射氣流從西往東的走向。

當噴射氣流軌道像今夏北移至蘇格蘭和愛爾蘭之間時，常造成長期

的乾燥、晴朗天氣；但若噴射氣流如前六年往南移動的話，則會帶來大

西洋的水氣，造成英國潮溼且暴風雨頻繁的氣候。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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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噴射氣流示意圖

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歐洲前所未見的潮濕夏季

參考資料：
http://goo.gl/u9MWH6
http://goo.gl/iE4G1b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9MWH6
圖2：http://goo.gl/qP8MKO
圖3：http://goo.gl/wih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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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1/8《BBC》於網站上刊登一篇名為《Anti-Semitism ‘on the rise’

say Europe‘s Jews》的報導，藉由歐盟基本權利辦事處(FRA)一系列的民

意調查，了解到歐洲猶太人對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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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今年11月9日是納粹屠殺猶太人75周年紀念日。自2012起，歐

洲有5847位猶太人參與民調。其中，歐洲猶太人們被問到個人經驗、自

身及家人安全等問題，但他們似乎更關心網路上日漸嚴重的反猶太主義

聲勢，五名猶太人中就有一個被言語暴力或肢體暴力過，而且事件不斷

重演。

《《《《BBC》》》》
歐洲猶太人歐洲猶太人歐洲猶太人歐洲猶太人：：：：反猶太聲勢漸增反猶太聲勢漸增反猶太聲勢漸增反猶太聲勢漸增

[UE2A 彭千芸/整理]

(圖1 ) 納粹黨徽和口號被塗在猶太教堂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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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太思想是歐洲人

千餘年來持續不斷的課題，

問題未解決將導致災難不

斷重演。為了再次探索反

猶太主義的種種原因及影

響，歐盟基本權利辦事處

(FRA)對歐洲八個國家

(占全歐洲90%猶太人)發

起民調。
(圖2)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屍體焚化爐

(圖3) 犧牲者留下來的鞋子堆積如山

1938年11月9日的這一天是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水晶之夜」

事件，亦為納粹屠殺猶太人，事發至今已過了75年了，但歐洲各地，

甚至蔓延全世界的反猶太思想似乎尚未找到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包含比利時、法國、

德國、匈牙利、義

大利、拉脫維亞、

瑞典和英國，其中

66%認為反猶太是

個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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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納粹時期反猶主義

反猶在過去五年來不斷攀升反猶在過去五年來不斷攀升反猶在過去五年來不斷攀升反猶在過去五年來不斷攀升

由於地理位置、文化、宗教等關係，從巴比倫時代起，猶太人已開

始離開古以色列地區，但羅馬帝國對猶太人起義的鎮壓才真正導致猶太

人大規模地離開故土，猶太人的流亡路便悄悄展開。然而，隨著「皈依」

猶太教人口上升，被迫移民國外的猶太人也隨之增加，有的繼續生活在

巴勒斯坦，有的則被賣作奴隸。納粹當政的時代更達到反猶主義的巔峰。

猶太人們也不是省油的燈！據說後來的錫安主義(猶太復國運動)盛

行，其最大成就即為1948年以色列建國。雖然得到歐洲大部分基督徒的

支持，但現代錫安運動實質上卻是對於歐洲反猶主義的一種反彈。

民調顯示，歐洲猶太人特別關注網路上反猶活動，他們一致認為反

猶議題日漸嚴重。

一名五十多歲的英國女士提到，當她開啟臉書就能感覺到處都是反

猶的批評，她說：「我這一生從沒這麼做過(反猶)。」又說：「這讓人

非常氣餒。惡意批評和錯誤訊息的傳遞速度快到令人害怕，深感不安。

完全無法想像身為一位猶太人如何處在不同的社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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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移民猶太移民猶太移民猶太移民

在民調中，參與人數29%考慮到安全問題，正考慮移民，尤其匈牙

利、法國和比利時的猶太人現象最為顯著。

以全世界猶太人數最多前三名的法國舉例。據今日新聞報導，法國

爆發槍擊案後，讓越來越多的法國猶太人驚覺，法國似乎不再是個安全

地方。另外，數據顯示，20世紀開始面臨猶太大量移民，光1881至1914

已有超過25000猶太人移居法國。反觀現今，「多虧」反猶主義盛行，

過去歐洲所界定猶太人的種種限制，例如禁止割禮、屠宰動物的儀式、

猶太葬禮等。已有120個家庭移居倫敦；自1990年已有五萬法國猶太人

到達以色列，另持續有猶太人大量移居美國及加拿大等國家。

(圖5) 一名猶太人在哭牆前哭泣

終於，以色列政府為了協助不安的歐洲猶太人回流，國會建議移除

就業及融入社會的障礙、改善吸納猶太移民參與以色列軍隊。雖然今後

也許存在更多的挑戰等待猶太民族跨越，但對於猶太人來說這顯然是一

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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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四分之一的猶太人不敢表示自己的立場，因為他們依然感

受的到反猶人士給予的恐懼與不安無時無刻環繞身邊。

宗教越來越自由，卻有太多猶太人飽受驅逐以致窮途末路、有太多

的辛酸血淚史無法一一為它們哀悼。

顛覆傳統、降低反猶呼聲，顯然執行不易。現今歐洲國家已邁開腳

步，制定特別的法律和實行部門，專門處理反猶和種族歧視等相關問題。

或許歐洲國家必須付出雙倍甚至更大的代價，為之前對猶太人的迫害給

予賠償或彌補創傷；但同時，身為歐洲人民以外的我們也要嘗試以客觀

角度給予支持，在反對觀點的同時應避免做出違法及傷害生命的舉動，

以免重蹈覆轍。

(圖6)中東媒體反猶漫畫

參考資料：

http://goo.gl/3u9VU2

http://goo.gl/JLRVfm

http://goo.gl/eKCTd8

http://goo.gl/KWjg3N

http://goo.gl/hgVoX1

http://goo.gl/yTx7Xm

http://goo.gl/ULl0Pt

http://goo.gl/6Bqqk1

http://goo.gl/3ll5u8

http://goo.gl/iz97cx

http://goo.gl/t6CNWI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TM0b5D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TM0b5D

圖2：http://goo.gl/y5SrzP

圖3：http://goo.gl/y5SrzP

圖4： http://goo.gl/3mLL7E

圖5：http://goo.gl/kjdLW9

圖6：http://goo.gl/cyUCZE



校外藝文報導

[YG3林禹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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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

(圖1) 11/12華麗開園

文化園區文化園區文化園區文化園區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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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花了三年時間修復台灣第一座領事館，並打造打狗

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此園區結合登山古道、山下領事館辦公室以及山上

的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希望帶領各位在近百年之後，重返1879年這充滿

英式風貌的歷史之地！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原先矗立在哨船頭山丘之上的紅磚木構迴廊建築物其實並非真正的領

事館，而是領事居住及接待貴賓的場所。官邸自1900年改為拱型迴廊，日

治時期則改作「高雄海洋觀測所」，但於太平洋戰爭時，遭美軍炸毀部分

房舍。1945年國民政府來臺

初期再度改為「氣象測候所」

。1977年因賽洛瑪颱風之災害

而受損，1985年起修復，直到

1987年公告為古蹟，2004年起

文化局接手再利用，目前是高

雄市著名之觀光景點。

↑(圖2)
←(圖3)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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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登山登山登山古道古道古道古道

總長約200公尺的登山步道是以花崗石、咾咕石、紅磚等鋪設，修

築於1879年，主要功用是連結英國領事館與官邸，亦可通往哨船頭海濱。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

(圖4)登山古道

◎◎◎◎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打狗英國領事館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

座落於哨船頭海濱的領事辦公室設有巡捕房及牢房，因面對港口之

緣故，十分方便作為商業貿易。日治時期曾改建為高雄州水產試驗場，

此時建築曾大幅度改造，1941年正式成立水產試驗所高雄支所，1945年

國民政府來台後改稱臺灣省水產試驗所高雄分所，1976年作為職務宿舍，

不久後閒置，直到2005年才公告為市定古蹟。

(圖5)打狗英國領事館辦公室



校外藝文報導

27

資料來源：
http://goo.gl/xd7Uql

圖片來源:
圖1 -圖5
http://goo.gl/xd7Uql
圖6
http://goo.gl/roZ4m8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Takow

(圖6)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導覽示意圖

英國領事館一直是高雄相當著名之觀光景點，在此次翻修並成立文

化園區以後，相信不僅可為高雄市民帶來一番新的樣貌，也能帶來新一

波觀光人潮，促進高雄當地經濟繁榮。除了到文化園區以外，也可順道

至鄰近的駁二特區來一場文化藝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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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移民到歐洲國家的入籍考試是什麼？？？？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最新報告顯示，2013年全世界的移民人口共

2.31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5千7百萬的人口從祖國移民到國外。其中以

美國和西歐為主。歐洲方面，移民到德國有980萬人、英國780萬人、法

國740萬人及西班牙650萬人。想要移民歐洲不外乎兩個原因：給子女良

好的教學環境和拓展事業。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想移民到以下國家，不

僅要準備好白花花的銀子，還要準備入籍考試！而入籍考試考什麼呢？

[YS3A張芹埼/整理]

《《《《英國生活英國生活英國生活英國生活》》》》考試改著重文化考試改著重文化考試改著重文化考試改著重文化、、、、歷史等層面歷史等層面歷史等層面歷史等層面

2013年1月28日起內政部編寫了新版的《英國生活》（Life in the 

UK）考題。表示英國的入籍考試不再出現「1810年英國首家『咖哩屋』

主人的生卒年月」、「如何準備求職的考試」、「如何查自來水表」等

較生活化的常識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倫敦特拉法加廣場上的海軍上將

塑像是誰」、「哪個地標是仍然屹立在英格蘭威爾特郡的史前遺址」等

有關英國歷史與文化的內容。

(圖1) 英國護照

Do You Know移民到歐洲國家的入籍考試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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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考試於今年3月25日生效。過去以內容太瑣碎出名的《英國生

活》，現在變成英國的指標性人物莎士比亞、牛頓、披頭四等歷史知識

的天下。內政部移民司司長馬克•哈珀（Mark Harper）認為，新版入

籍考試可讓移民者參與英國生活，不應該只知道如何領取福利。

但是新版考試引發極大的反彈。英國布克文學獎的女作家曼特爾

（Hilary Mantel）譴責出題者，認為考題內容回到大英帝國時期，而

忽略了移民者如何融入社會的根本問題。根據英國電視第四頻道的調查，

甚至有70%的英國人沒辦法通過入籍考試。

德國入籍考試高通過率德國入籍考試高通過率德國入籍考試高通過率德國入籍考試高通過率

德國的入籍考試共三十三題單向選擇題，答對一半即通過考試。內

容主要著重在政治、歷史及人文社會三個領域，沒有個人價值觀、道德

觀和宗教信仰的內容。且德國聯邦內政部已將310道題目公布於網路。

如果沒考過也可以申請重考，而且沒有次數限制。

移民到歐洲國家的入籍考試是什麼？

(圖2)
入籍考試是移
民門檻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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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自2006年開始實行入籍考試。第一次的考試內容引發激烈的討

論，原因不外乎考試太艱深難懂、過於瑣碎等。當時的一百題的知識性

考題包含「是哪位德國醫生發現霍亂的病原體」、「1938年德國科學家

奧托·漢恩有甚麼科學研究成果」、「德國畫家卡斯珀爾·達維德·弗里德

里希曾描繪呂根島的風景，這幅畫作有何寓意？」等題目，考倒不少人

。因此內政部漸漸簡化內容，現在考題有「德國國徽上有什麼動物圖案

」、「人民主權論是什麼意思？」等比較貼近人的題目，因此考試的通

過率高達98%。但是要滿足加入德籍的條件十分困難。不只要會說德文

，還要在德國居住至少八年，出示收入證明來證明經濟能力。

瑞士以骰子遊戲進行入籍考試瑞士以骰子遊戲進行入籍考試瑞士以骰子遊戲進行入籍考試瑞士以骰子遊戲進行入籍考試

如果您準備瑞士入籍考試遇到瓶頸，不要害怕！瑞士推出了一套幫

助準備入籍考試的遊戲Helvetiq。遊戲附有兩個遊戲板、156張卡片和

312個問題。遊戲過程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回答卡片上的問題。擲

骰子後抽卡片，卡片內容從政治到文化、體育等相關問題。每回答一個

問題就離雪山更近，藉此讓應試者熟記入籍考試內容。另一部分是戰術

遊戲，讓應試者認識瑞士的民主政治體系。

瑞士沒有統一的入籍考試，考題因州、地區而異，因此不同州有不

同的版本。這套遊戲是由阿爾及利亞的哈地‧巴卡特(Hardi Barkat)所

設計。靈感來自於他準備入籍考試時很難找到備考書籍。因此他和另外

兩個工程師朋友設計這個遊戲，以便以後的應試者能夠透過遊戲牢記答

案。

移民到歐洲國家的入籍考試是什麼？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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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降低入籍考試難度丹麥降低入籍考試難度丹麥降低入籍考試難度丹麥降低入籍考試難度

丹麥將在明年舉行新版的入籍考試。由於過去的題目難度過高，連

丹麥人都無法通過，因此司法部發布了一項立法草案，把考試重點放在

當代社會，不再會有艱深難回答的歷史內容。但仍堅持考題包含社會、

政治體系與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基本知識。題目數也從過去的40題減少到

30題，教育部仍會公布複習題給應試者練習。

資料來源：
http://goo.gl/nY2ezm
http://goo.gl/7my5BM
http://goo.gl/9NVq6f
http://goo.gl/VfJDMG
http://goo.gl/t0pPl4
http://goo.gl/l1zqxP
http://goo.gl/7cOVlW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Skds4
圖2：http://goo.gl/hPlEFb
圖3：http://goo.gl/gdi6mO
圖4：http://goo.gl/R2NqdF

(圖3) Helvetiq外盒

(圖4) Helvetiq實際卡片排法

移民到歐洲國家的入籍考試是什麼？ Do You Know



主辦單位 :國際獅子會300E1區高雄市愛瑪世獅子會

演出單位 :年伸表演藝術坊

演出日期 : 2013/11/28(四) 19:30

演出地點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校外活動快訊

德國歌劇

《糖果屋‧韓賽爾與葛麗特的奇幻旅程》

(圖1) 德國歌劇─糖果屋‧韓賽爾與葛麗特的奇幻旅程

喜愛歌劇的朋友們有福囉！此歌劇改編自一則由格林兄弟所收錄的

德國童話故事《糖果屋》，而此齣作品在海外也享有「聖誕節童話」之

稱，今將首度在高雄登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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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江蕙竹/整理]

德國歌劇─糖果屋‧韓賽爾與葛麗特的奇幻旅程



此次演出由聲樂家：連筱筠

以及「長榮交響樂團」再加上新銳

導演許逸聖、聲樂家鄭海芸等優秀

歌手合作演出。

校外活動快訊

(圖3) 聲樂家連筱筠

參考資料：
http://goo.gl/Kwng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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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歌劇─糖果屋‧韓賽爾與葛麗特的奇幻旅程

(圖2) 長榮交響樂團

本劇不僅呈現出動人的音樂旋

律，也加入了寓言以及幽默等各種

元素，並以創新的特殊手法搭配高

水準的舞台設計，加深劇情張力。

屆時觀眾將一飽眼福及耳福，勢必

讓觀眾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感官享受。

就讓我們一起進入《韓賽爾與葛麗

特的奇幻旅程》！
(圖4) 韓賽爾與葛麗特的奇幻旅程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wdtob
圖2 : http://goo.gl/fTMSeS
圖3 : http://goo.gl/fWblD0
圖4  : http://goo.gl/pLmC47



好書介紹

城 堡城 堡城 堡城 堡

[YG3A林佳緯/整理]

(圖1)德文版封面照

本期的好書介紹將延續上期的

卡夫卡主題，介紹他的另一部著名

作品─《城堡》(Das Schloß)。

《城堡》(Das Schloß) 與《審

判》(Der Prozess)、《失蹤者》

(Der Verschollene) 被後世文學界

和稱為《孤獨三部曲》，為卡夫卡

最經典的三部探討存在主義的長篇

小說之一，也是卡夫卡最生前最後

一部攥寫的長篇小說。而故事中的

城堡以及主角─K的定位在各界被

廣泛討論著，不論是學者或是普通

讀者都無法替這本書要表達的意涵

做一個完整的解釋，也因此此書成

為了卡夫卡著作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的一部作品。

Das Schloß

Das Schl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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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Das Schloß

內容簡介

故事圍繞在一名土地測量員身上，他的

名字只有單個字母─Ｋ。在一個下雪的晚上，

他來到了一座村莊，這座村莊坐落於城堡的

山下，歸屬城堡管轄。然而，千里迢迢來到

這的他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因為城堡有

規定，凡不屬於此座村莊的人，沒有經過許

可，都不允許在此過夜。K到了一間客棧尋

求住宿，表示自己是城堡雇來的土地測量員，

但店員卻抱持著懷疑，堅持要求他提出證明。

K手邊沒有證明，只能請店員自己打電話向

城堡求證。店員得到城堡的答覆後，Ｋ獲得

了第一夜的住宿權。但之後，Ｋ卻還是沒有

得以進入城堡工作，因為他始終走不進城堡

裡面，也得不到官員的正面回覆。Ｋ為了討

回公道，且為了證明這裡的確需要一位土地

測量員，他開始想盡辦法進入城堡。為了接

近城堡的主任克拉姆，而搶了克拉姆的情婦

佛麗達，最後卻完全沒有見過克拉姆一面，

只透過一位信使與他往來；另外他也見了村

長、當了學校打雜工、勾搭上了另一個女人，

最後卻都是徒勞無功，完全沒有收穫。

(圖2) 中文版封面

(圖3) 1962年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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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Das Schloß

後世解析與評論

這段期間他不僅得不到村民的幫助，還搬了兩次家，卻依舊得不到

城堡的肯定。更悲哀的是，他從村長的口中得知城堡並沒有要雇用他的

訊息，但在克拉姆的信中，卻讚許他以土地測量的身分來到這。雖然這

一切使他感到非常荒謬，他卻不肯認輸，不斷地爭取能夠與城堡交涉的

機會，卻還是只能每天徘徊在城堡的周圍，忍受著村民異樣的眼光，以

及進行著各種毫無意義的活動。

最後，卡夫卡並沒有將作品寫完，Ｋ最後到底有沒有得以進入城堡？

據說，卡夫卡的手稿中有透露《城堡》的結局，而這些都收錄在不同版

本的書中，待讀者們自行去體驗那不一樣的《城堡》。

本書的故事沒有指出明確的年代背景，也沒有清楚描繪出人物的個

性，甚至連主角的名字都是以單字母─Ｋ為名。後世文學界對這樣的現

象有許多解釋。大多數人認為書中的城堡是要表現出一種主流的社會意

象，也是一種不可動搖且具有統治權的大型機關；而村民則代表著在如

此的體制下生存的人民，即使沒有進入城堡的經驗，甚至對城堡一無所

知，卻依舊敬畏萬分；主角Ｋ的荒謬經歷，則表現出無法融入此地的人，

終究得不到認可，也無法在此生存。然而，也有許多人認為，此書是在

描寫卡夫卡身為猶太人而無法融入日耳曼文化；因為說著德語而無法融

入捷克生活的窘境。甚至也透露出，在當時社會體制下生存的人民心聲。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s84C9O
圖2： http://goo.gl/Np91zS
圖3： http://goo.gl/LLUVIL

參考資料：
http://goo.gl/Uy7DYB
http://goo.gl/LLUVIL
http://goo.gl/WzosGH
http://goo.gl/Np91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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