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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聖誕節氛圍的午後，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的同仁，依然賣

力的為大家搜集歐盟國家最新的一手資訊，編輯成本期最精華的報導。

在歲末，本期的電子報內容回顧並舉出2013年「歐盟公民年」各會

員國所推行的精采活動；也報導了近期沸揚爭議的德國經濟議題；更應

景地向大家介紹聖誕老人的由來。最後以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的懸疑推裡小說《布拉格墓園》探索黑暗的歷史，為本期的電子報在品

味安伯托‧艾可充滿魔力的文字的同時，拉下了幕簾。

90期的電子報，感謝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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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Adventskalender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噹噹噹噹~頑頑頑頑皮皮皮皮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孩孩孩孩搶搶搶搶糖糖糖糖果果果果

地表上冷颼颼的空氣，地面下出乎意料的小驚喜！今年聖誕節，文藻歐盟園

區手工耶誕將臨曆Advent Calender (Adeventskalender)，陪你歡度12月！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2/1(日)~12/24(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地下一樓歐盟園區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歐盟園區將從12/1日起，每天打開Calender上的一個盒子，每個盒子內附有

介紹歐盟各國的代表性聖誕習俗或活動。而凡逢周一至周五，每天會放置

「限量五顆」小糖果在內，每顆糖果的包裝紙上都有一個編號，請領取到糖

果的同學保留糖果紙及點數，累計集滿5天的糖果紙點數，可在聖誕節後向

歐盟園區工作人員索取精美小禮物！

集越多點數，獎品越豐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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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德國經濟五賢人全盤否決政府經濟新政（大紀元11月19日）

http://goo.gl/mlAeOw

� 「埃及豔后」風暴席捲義大利災情慘重（大紀元 11月19日）

http://goo.gl/DVfbwH

� 巴黎連環槍擊案警方全城戒備（大紀元11月19日）

http://goo.gl/uOWpnu

� 法國法官工會指責司法部長不兌現承諾（大紀元11月18日）

http://goo.gl/1Z88s

� 歐洲央行將打破債券購買禁忌？（華爾街日報11月18日）

http://goo.gl/znnqh2

[UCA1A盧亞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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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美美美美：：：：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

本電子報在前幾期有提到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監聽事

件，而在最近，德國還有一件對美國不滿的大事─美國在對國外的經濟

報告上指出：德國長期的經濟順差對歐元經濟體系不利，而且不僅是歐

元區，甚至全世界經濟通貨都有緊縮的傾向。德國人對於這項報告很憤

怒，覺得莫名其妙，但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Fred R. Conrad)表示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並無誤，因此德國的反應也令人擔憂。

近十年來，德國一直保持著大規模的貿易順差，不過一開始這個順

差是與南歐國家，如西班牙、希臘等國的龐大經濟赤字相對應的，所以

歐元體系整體而言的貿易維持平衡。但緊接者經濟危機爆發，流向歐洲

外圍地區的資本短缺，於是這些債務國必須實施緊縮政策，好讓財政赤

字削減，但奇怪的是德國的貿易順差並未因此共同收窄。

德國按兵不動的經貿政策不僅對於歐元體系是個壞事，對於全世界

的經濟來說也事件糟糕的事。簡單的來說，德國維持它的貿易順差，而

其他南歐國家被迫削減逆差，所以整個歐元體系累積了巨額的貿易順差，

進而讓全世界難以走出經濟蕭條。

[UCA1A 盧亞蘭/整理]

美：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

*註：貿易順差：指兩國間出口值較高的那方，稱自己對另一國呈現貿易順差。

(圖1) 德國貿易順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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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官員對於此項報告忿忿地回應：「我們很抱歉，但我們政

策一向是無懈可擊的，所以這項報告既無關緊要也不是事實。」而

保羅‧克魯格曼也指出，德國的官員們當然不會承認這份報告，並

且會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眾人效仿的榜樣。且貿易順差不可能存在於

所有國家中的這個事實，他們也一概不會提及或多做解釋。

參考網站：
http://goo.gl/pdTTNq
http://goo.gl/I0ojsL

參考資料之專欄作家保羅參考資料之專欄作家保羅參考資料之專欄作家保羅參考資料之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小檔案克魯格曼小檔案克魯格曼小檔案克魯格曼小檔案

(圖3)保羅‧克魯格曼

(圖2) 德國貿易順差示意圖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Dn5pgU
圖2：http://goo.gl/bs29zn
圖3：http://goo.gl/pdTTNq

出生：1953年2月28日

國籍：美國(紐約)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博士

經歷：普林斯頓等多所大學教授

獎章：諾貝爾經濟學獎

出版《期望減少的年代》獲得克拉克獎章

美：德國貿易順差拖累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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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GIMTI 2A 曾筱筑/整理]

為了紀念歐盟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條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又稱「歐洲聯盟條約」），歐盟宣布2013為「歐盟公民年」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歐洲執委會也藉此機會籌辦了許多辯

論會、研討會及工作坊等，邀請歐盟會員國的政治首長們齊聚一堂共襄

盛舉。

事實上除了紀念馬斯垂克條約簽訂滿20年之外，歐盟公民年的另一

項特色，就是要讓歐盟公民們認識自己的權利及義務。而事實上，公民

們對於自己權利義務的認知，對於2014歐洲議會的選舉將會帶來舉足輕

重的影響。除此之外，歐盟首長巴羅索（ José Manuel Barroso ）更表

示：唯有公民了解自身的權利及義務，才有可能將歐盟的社會情況更推

上一層樓，好上加好。

為紀念歐盟成立為紀念歐盟成立為紀念歐盟成立為紀念歐盟成立20年年年年，，，，歐盟宣布歐盟宣布歐盟宣布歐盟宣布2013年為年為年為年為「「「「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

(圖1)歐盟公民年網頁宣傳圖片

2013 :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

2013201320132013 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歐盟公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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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歐盟在2013年一路走來，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在經濟上，除了歐

債為機的大爆發，西歐經濟強國為債務赤字的國家紓困忙得焦頭爛額之

外，年尾爆發的竊聽事件也讓歐洲各國惶恐不安。然而，聖誕佳節即將

到來，歐盟的經濟狀況似乎也逐漸好轉，於近日內獲知西班牙及希臘經

濟狀況逐漸穩定。相信在往後的日子裡，歐盟將逐漸邁向當初簽訂條約

時所希冀的，利用貨幣統一之優勢達成經濟及資源等方面的穩定流通。

除了政治、經濟議題之外，在2013年間，歐盟舉辦了許多活動，不

僅讓官員可深入民間，瞭解四海一家的歐盟施政狀況，也讓民眾有機會

體認自己身為歐洲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及義務。透過這一切由上到下的活

動舉辦，讓一千四百多萬的歐盟公民能夠藉由參與歐盟主辦的活動，更

加認識這個機構以及自身的權益。

歐盟地區的展望與未來歐盟地區的展望與未來歐盟地區的展望與未來歐盟地區的展望與未來

(圖2)
歐盟公民在歐洲議會外面
排隊，等著參與活動

2013 :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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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時光荏苒，轉眼間2013年

已經漸入尾聲。在過去的一年

間，歐洲地區不論是經濟上或

政治上，都有不小的轉變。而

在年末，歐洲委員會除了不斷

反思過去對於歐洲地區的改革

是否具有成效，也深入民間與

人民對談，瞭解施政的狀況。

以馬爾他為例，歐洲執委

會的委員Tonio Borg親臨馬爾

他，與當地居民對談。馬爾他

加入歐盟已有十年之久，面對

能與歐洲委員對談的機會，馬

爾他的居民在與談的過程中都

表現地相當踴躍。

馬爾他馬爾他馬爾他馬爾他：：：：政治與民間的對話政治與民間的對話政治與民間的對話政治與民間的對話

(圖2) 台下民眾對於歐盟官員
的造訪相當踴躍發言

(圖1) Tonio Borg造訪馬爾他
參與和馬爾他居民的對話

2013 :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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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諾教育展布爾諾教育展布爾諾教育展布爾諾教育展：：：：歐洲高等教育的未來歐洲高等教育的未來歐洲高等教育的未來歐洲高等教育的未來

歐洲的Gaudeamus教育展於11月5-8號，在捷克的布爾諾（Brno）

盛大開展。這場教育展吸引了眾多民眾與學者一同關注歐洲地區的高等

教育，也讓歐洲的莘莘學子對於未來的出路有些頭緒。這場教育展主要

在於為高中生及大學生提供對於未來升學、專業技職教育的資訊，好讓

學生們有所安排。

相較其他幾個中歐地區知名的大型教育展，例如布拉格（Prague）

教育展和Nitra教育展中，這場在布爾諾的教育展是最有名的一個。這

些展場每次在舉辦的時候，都能擁有超過四萬人的入場人次。

(圖4) Gaudeamus教育展盛況(圖3) Gaudeamus教育展盛況

歐洲主題專欄
2013 :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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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的歐洲文化首都票選中，法國的馬賽打敗國內外眾多好手，

終於戴上2013年歐洲文化首都的桂冠。由於過去有些歐洲城市因為在文

化首都的選拔中拔得頭籌，所帶來的旅遊效應與經濟收益都帶動了城市

與國家的經濟，也大幅提高國家的知名度。因此許多歐洲國家城市為了

爭奪這項頭銜，無不絞盡腦汁。

然而馬賽打出了地中海地區交流及文藝復興的王牌之後，便受到來

自歐洲各地的評審委員之青睞。憑藉地理及文化上的優勢，馬賽也預計

將在PACA大區（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大區）內推動許多藝

術展演及交流的計畫，相信在之後的南法地區，將能看到馬賽城內豐富

且多元的文化展演。

(圖5)南法知名海港大城馬賽

法國馬賽法國馬賽法國馬賽法國馬賽：：：：2013歐洲文化首都歐洲文化首都歐洲文化首都歐洲文化首都

歐洲主題專欄
2013 : European Year of Citizens

參考網站：
http://goo.gl/av6olk
http://goo.gl/h24Dr9
http://goo.gl/NusVp2
http://goo.gl/ZStSj1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ZStSj1
圖2 http://goo.gl/1a1fV9
圖3、圖4 http://goo.gl/av6olk
圖5、圖6 http://goo.gl/h24Dr9、
圖7 http://goo.gl/wdDduu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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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

根據統計，在英國一年中有800萬噸的廢紙被回收，這些廢紙當中

有些可做成再生紙或用在其他廢物管理計畫上，而有些則直接進入了垃

圾掩埋場。對於這些大量的廢紙，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人員經由研

究發現，廢紙經由和微生物發酵過後，可以轉化成生物燃料。

廢紙生產生物燃料廢紙生產生物燃料廢紙生產生物燃料廢紙生產生物燃料

(圖1) 英國1990年-2010年的廢紙回收數量

[XE4C黃云柔/整理]

由廢紙轉換製造出的化學燃料─乙醇，有機會可以代替化石燃料

（如石油和柴油），以減少現在石化燃料對地球環境造成的傷害，同時

也能減少城市垃圾量。研究人員表示，如果利用微生物發酵法以及高效

卻低價的化學酶雞尾酒，在工業規模的生產之下，每天可以轉化約2000

噸的廢紙為生物燃料。以這種方法製造的乙醇和同數量的石油相較起來，

釋放出的溫室氣體可以減少29%-86%，並且代替全世界5%的石油需求量。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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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廢紙生產物燃料

根據另一項統計，英國人在每年的聖誕節期間，有15億張卡片和83

平方公里的包裝紙遭到丟棄，這些大量的紙張可以製造出5-12萬公升的

乙醇（足夠讓一輛汽車跑18000萬公里）。而那些賀卡上的亮粉或膠帶等

其他物質也可以做有效處理，膠帶中的纖維份子能分解成葡萄糖進而轉

化成乙醇，至於無法溶解的亮粉可以容易的過濾進行後續處理。

(圖2) 英人所消耗的廢紙例圖

參考資料：
http://goo.gl/MsQbDE
http://goo.gl/m7wulJ
http://goo.gl/Cytgmf
http://goo.gl/KQuYqf

其實這項研究在2011年底就被公布於皇家化學會期刊（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當中，但是卻一直受到忽視。實際上芬蘭庫奧皮

澳大學（University of Kuopio）的環境科學研究員認為，這個廢紙處

理的方法對已開發國家來說是可行的，但對於開發中國家卻是一大挑戰。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WD6u8
圖2：http://goo.gl/IaSMVL



世界觀點

編按：11/4《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Munich Discovery: Masterpieces Found Among Nazi Art Trove 》

的報導，闡述德國警方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大發現：納粹的藝術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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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 價值不斐的畫作並非藏在戒備森嚴的保險庫或遭長期遺忘的

博物館地下室，而是在一棟毫不起眼的公寓裡。德國稅務部門日前搜查

一所位於慕尼黑(Munich)的公寓時，查獲到1400多幅納粹時代遭搶奪來

的藝術品，其中不乏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夏卡爾(Марк Шага�л)

等人先前不為人知的畫作，總價值估計高達10億歐元。在塵封70年後，

這些畫作終於重見天日。發現畫作的舊公寓所有人是一名80歲的老人古

利特（Cornelius Gurlitt），他是納粹著名收藏家古利特的兒子。

[XE4C潘靖涵/編譯]

(圖1)為發現畫作之公寓

14

《《《《SPIEGELSPIEGELSPIEGELSPIEGEL》》》》
慕尼黑大發現慕尼黑大發現慕尼黑大發現慕尼黑大發現：：：：納粹藝術寶庫中發現之名作納粹藝術寶庫中發現之名作納粹藝術寶庫中發現之名作納粹藝術寶庫中發現之名作



2013年10月29日在德國奧格斯堡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中，德國當局提

供在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位於慕尼黑的公寓所發現之畫作的最

新細節，這項舉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會中，柏林藝術史學家霍夫曼

（Meike Hoffmann）透露，由德國《焦點》周刊所獨家報導的第一批

收藏品包括先前不為人知的傑作，如：德國畫家奧托‧迪克斯（Otto

Dix）的自畫像及夏卡爾(Марк Шага �л)不為人知的作品。

世界觀點

(圖2)藝術專家霍夫曼於記者會上解說畫作

這個在德國巴伐利亞邦首府慕尼黑的壯觀發現使得當局沒收共1,285

幅裱框畫作和121幅為裱框畫作，包括油畫、版畫、素描和水彩畫。霍

夫曼表示，沒有絕對的跡象能證明這些畫作是假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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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海關調查辦公

室 的 負 責 人 Siegfried

Klöble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明，這間公寓的搜索行動

不像外界所謠傳的是在

2011年即完成，而是在

2012才完成整個調查。這

些作品是在良好的條件下

被妥善保存。而且，他並

沒有料想到其中竟有不知

名作者的畫作。

世界觀點

(圖3)奧托‧迪克斯（Otto Dix）的自畫像

霍夫曼提到，藝術品中不僅包括現代派作品，還有19世紀的畫作。

根據調查，畢加索和夏卡爾的作品為其中之一，更有法國印象派藝術大

師─Auguste Renoir、法國現代主義畫家─Gustave Courbet、野獸派畫

家─Henri Matisse和後印象派畫家─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等人的

畫作。不只如此，德國表現主義作品也在其中，包括Franz Marc、Emil 

Nolde、August Macke、Max Beckmann、Oskar Kokoschka、Karl 

Schmidt-Rottluff 和 Ernst-Ludwig Kirchner。其他較古老的作品包括義

大利畫家Canaletto （1697年—1768年）和德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

Albrecht Dürer （1471年—1528年)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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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漫長的發現之路漫長的發現之路漫長的發現之路漫長的發現之路

根據首席檢察官之詞，整個事件的緣起要從2010年9月22日說起，

當時，海關官員在一輛從蘇黎世開往慕尼黑的高速火車上發現身懷巨款

的古利特，並質疑他涉嫌逃漏稅。為此，檢察單位開出了搜查令，於

2012年2月28日時搜查了古利特位於慕尼黑施瓦賓格區（Schwabing）

的公寓。海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總共花了三天時間才將畫作妥善打

包並搬移公寓。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發言人Steffen Seibert於2013年10月28日時表示，

德國政府已得知這個慕尼黑藝術大發現有一段時間了，柏林幾個月前便

已開始著手了解此案件。

(圖5)眾多藝術寶藏之一：
夏卡爾未曾公開之畫作

(圖6)古利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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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整起事件衍伸出一個新問題，到底這些存在於現代主義時期之外的

畫作是如何成為古利特家族的收藏品？先前的假設是，古利特的父親

Hildebrand Gurlitt非法取得這些藝術品，因為他曾經手處理那些德國

納粹當局認為是冒犯政府的「墮落藝術」。二戰結束之後，老古利特宣

稱，那些藝術品早在1945年德列斯登（Dresden）大轟炸中遭摧毀。目

前尚不清楚他是如何擁有杜勒的畫作，而且這種不明確的解釋使得判定

畫作起源的任務變得困難重重。霍夫曼預計要花很長的時間來調查事件

起源。

直至目前為止尚未公布有關畫

作的金錢價值，但非官方估計的總

價值已經高達十億歐元。畫作的完

整清單尚未公布*註，但在新聞發布

會上，海關負責人 Siegfried Klöble

表示，查獲的大批畫作並非存放在

海關調查局的倉庫內，而是在一個

獨立無命名的地方。首席檢察官

Nemetz說，畫作亦不能在網站上

公布，因為這可能會損害畫作原持

有人的利益。

*註：德國政府2013年11月12日開始在網路上公布畫作。

(圖6)關於此新聞的德國《焦點》
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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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和猶太藝術代理商有關和猶太藝術代理商有關和猶太藝術代理商有關和猶太藝術代理商有關？？？？

猶太藝術收藏家Alfred Flechtheim的兩位繼承人透過律師Marcus

Stötzel表示，他們欲調查收藏品中是否有曾經屬於Alfred Flechtheim的

畫作，他的公司當年遭納粹解散。

(圖7)貝克曼的作品─《The Lion Tamer》

Flechtheim的繼承人之一

Michael Hulton目前住在美國。

他的繼母曾提及德國畫家貝克

曼（Max Beckmann）的經典

畫作─《The Lion Tamer》。

2011年時，古利特曾試圖在科

隆舉行的Lempertz拍賣場進行

此畫作的拍賣。後來，拍賣場

的專家意識到它的起源，便開

始著手於古利特和Flechtheim

繼承人之間的協議工作。

(圖8) Max Beckmann 19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hbXpRU
參考資料：
http://goo.gl/4aSXu7
http://goo.gl/pxvPjy
http://goo.gl/nq9c90

世界觀點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4aSXu7
圖2：http://goo.gl/W2n9YQ
圖3：http://goo.gl/bLmery
圖4： http://goo.gl/L36vBp
圖5：http://goo.gl/L36vBp
圖6：http://goo.gl/vKYQhY
圖7： http://goo.gl/L36vBp
圖8： http://goo.gl/Cw4Qco
圖9： http://goo.gl/hwhKOX

20

據Michael Hulton所說，他和另一名繼承人可以證明這幅畫是1934

年登記於古利特的財產名下。與巴伐利亞邦立藝術收藏博物館的聲明矛

盾的是，Flechtheim於1932年已賣出貝克曼的作品。兩位貝克曼的繼承

人已經與他的六幅畫周旋了好幾年。如果說這些作品是於1933年以後售

出，那麼畫作將符合遭納粹盜取的藝術品且必須被歸還。

(圖9) Alfred Flecchtheim 猶太藝術收藏家



校外藝文報導

[UT3A金芷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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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卡札洛夫─

三重奏爵士美聲耶誕音樂會

(圖1) 爵士三重奏音樂會海報

大衛.卡札洛夫─
三重奏爵士美聲耶誕音樂會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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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籍的爵士鋼琴家─大衛

‧卡札洛夫（Daivd Gazarov），

將帶來不僅是一場三重奏爵士盛

宴，還特別邀請世界知名的比利

時爵士女伶 ─卡蘿‧凡葳登

(Carroll Vanwelden)攜手跨海演

出。凡葳登擁有渾厚飽滿的嗓音，

以及極富穿透力的絕世好聲，搭

配卡札洛夫的絕妙琴聲，保證讓

您在耶誕前夕，度過一場聽覺極

致享受的美聲之夜！

爵士與古典跨界的鋼琴

大師─大衛‧卡札洛（Daivd 

Gazarov），於2012年荷蘭北

海爵士音樂節演出大獲好評，

受到同樣來自爵士樂重鎮荷

蘭的全球半導體設備技術領

導者ASML邀請，首度訪台，

將在台灣北中南部，帶給音

樂迷一場精采絕倫的聖誕音

樂饗宴，適合全家大小一同

來提早歡慶聖誕佳節。

(圖2)大衛‧卡札洛夫演奏時的模樣

(圖3)卡蘿‧凡葳登（Carroll Vanwelden）

大衛.卡札洛夫─
三重奏爵士美聲耶誕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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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古典古典古典古典////爵士跨界鋼琴聖手爵士跨界鋼琴聖手爵士跨界鋼琴聖手爵士跨界鋼琴聖手 ────

卡札洛夫卡札洛夫卡札洛夫卡札洛夫

卡札洛夫的母親也是一位鋼琴

家，而父親是音樂家兼作曲家。卡

札洛夫從四歲開始學習鋼琴，在他

的某一場鋼琴獨奏會表演後，迅速

成為家喻戶曉的天才兒童。1989年

於俄羅斯格尼辛音樂院就讀爵士音

樂兩年，賦有令人嘆為觀止的音樂

表現技巧。

卡札洛夫曾獲無數橫跨古典與

爵士樂的殊榮大獎，並於2010年與

獲葛萊美獎提名的克拉茲兄弟跨刀

合作《時尚蕭邦》(Chopin Lounge) 

音樂專輯。他的天賦異稟還受到巴

哈爵士樂傳奇大師─賈克．路西耶

的青睞，親自指定他代為完成多場

歐洲巡迴演出，獲得觀眾極高評價

及讚賞。在許多國際性音樂節都能

看到卡札洛夫的身影。

圖(4) 、(5 )大衛‧卡札洛夫

大衛.卡札洛夫─
三重奏爵士美聲耶誕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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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資訊】

時間︰102年12月14日(六)19︰3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成功廳(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光復校區) 

票價︰500/800/ 1000 /1200 /1500 

其他相關場次及售票詳細資訊請上年代售票官網查詢

【主辦單位與贊助商】

獨家贊助：ASML台灣艾司摩爾

統籌執行：PAI鴻宇國際藝術

共同主辦：交大藝文中心、成大藝術中心

資料來源：
http://goo.gl/IKOM8L
http://goo.gl/VbcXsc
http://goo.gl/lj8q6I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FLMCdV
圖2：http://goo.gl/g6uwib
圖3：http://goo.gl/3cvlUq
圖4：http://goo.gl/QKTlom
圖5：http://goo.gl/FApl8j
圖6：http://goo.gl/jDFY29

聖誕佳節前夕為您獻上橫跨爵士及古典的音樂盛會，擁有豪華的演

出陣容，深受好評的爵士音樂，邀請您一同進入貴賓級的聽覺享受。

(圖6) 由左至右為低音大
提琴 –米尼‧舒茲（Mini
Schulz）、大衛‧卡札
洛夫 (Davis Gazarov)與
爵士鼓 -麥哈特‧約勒
（Meinhard Jenne）

大衛.卡札洛夫─
三重奏爵士美聲耶誕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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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和聖誕節有何和聖誕節有何和聖誕節有何和聖誕節有何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聖尼古拉斯節(Nikolaustag)是歐洲的小朋友在教堂從耶誕老人「尼

古拉斯」那拿禮物的日子，和聖誕節是不同的，也沒有放假。既然如此

，那這和我們所知聖誕節有甚麼差別？

[XG3A陳心惠/編譯]

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和聖誕節有何不同?

以圖片來說，決定性的差異就在服裝上；雖然都是全身紅，但是聖

尼古拉的服裝中，一定有身為主教所戴主教帽。

(圖1)聖尼古拉斯 (圖2)聖誕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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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在德國，12月6號是聖尼古拉斯節，雖然這不是一個國定假日，但

卻是人們會盡心盡力慶祝的日子。慶祝這節日的時間通常是在夜晚，而

小孩們會將擦亮的靴子擺放在臥室前。根據民間傳說，聖尼古拉斯會在

當了整年好孩子的小朋友的靴子中放入小禮物，而壞孩子只會得到一束

樺木枝。傳統禮物包括了蘋果、橘子、聖誕節餅乾、特別包裝的糖果、

和小玩具。後來還在德國大部分的雜貨店出現了用來裝糖果的塑膠製

「尼古拉斯靴」。然而，在這天是無法看到聖尼古拉斯的，要等到聖誕

節前夕才會看到。

聖尼古拉斯節是甚麼？和聖誕節有何不同?

(圖3)到了公司，就會發現有
一包小禮物在桌上。這巧克

力高20公分。

聖尼古拉斯的外型常被認為是人們口

中的聖誕老人。現在，每年的12月6號早

上在同事們桌上放糖果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有些公司還會在這天辦聖誕節派對。

不只德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

也會慶祝這個節日，以紀念這位熱心助人

的主教，雖然傳說故事會因為地區不同而

有所差異，但是放靴子在房間前、互相贈

送糖果餅乾的習俗卻是相同的，而這也在

這忙碌的社會中增添了一番人情味。

資料來源：
http://goo.gl/lg1YuV
http://goo.gl/Eqd7t6
http://goo.gl/xcpsVO
http://goo.gl/r634hO
http://goo.gl/d2T7M1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F3GN5
圖2：http://goo.gl/duc7uu
圖3：http://goo.gl/h9mqmw



(圖1)《利達與天鵝》

蒙娜麗莎蒙娜麗莎蒙娜麗莎蒙娜麗莎 500年年年年 -達文西傳奇特展達文西傳奇特展達文西傳奇特展達文西傳奇特展

校外活動快訊
Leonardo-Mona Lisa- The Myths

國立故宮博物院、義大利達文

西理想博物館、時藝多媒體及123 

ART SRL攜手策劃，為台灣民眾帶

來《蒙娜麗莎500年－達文西傳奇

特展》。

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義大利文藝

復興時期的博學者，擅畫、雕塑、

建築、科學、數學、音樂、寫作、

數學、發明，集所有天賦於一身。

後世評論家認為他的成就或許比同

時期的其他藝術家還要出色，這使

他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典型的藝術家，

並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並稱文藝

三傑。

此展首見達文西的油畫真跡，

包含由達文西與助手共同完成之第

二或第三件《岩洞中聖母》；以及

由義大利烏菲茲美術館首度出借珍

藏來台的《麗達與天鵝》，而此畫

更是首度在亞洲展出！
27



此次展覽共展出129件繪畫、雕塑、模型等作品，是歷年來首度呈

現達文西及其追隨者曠世鉅作的國際特展。展覽共分為4大單元，穿梭

500年的歲月，帶領觀眾回到達文西的創作起點，探討《蒙娜麗莎》揚

名世界的過程，以及追隨者為表達對達文西的讚美而重新詮釋的作品。

第一單元─【達文西與他的工作坊】：以達文西與弟子的創作揭開

此展的序幕，再現文藝復興時期和達文西工作室特色。

第二單元─【蒙娜麗莎】：介紹19世紀於羅浮宮展出後，成為現代

流行美學研究的話題現象以及各藝術家所詮釋的各樣作品。

第三單元─【蒙娜麗莎變奏曲】：介紹1911年《蒙娜麗莎》失竊，

而在1913年失而復得的事件。此事引起了達達(Dada)主義藝術家─杜象

(Marcel Duchamp)已加入俏鬍子的方式，大膽地重新創作；同時也集

結了近50位藝術家創作的《蒙娜麗莎》，呈現出不一樣的風貌。

第四單元─【達文西科學與科技運用】：以介紹達文西設計手稿所

製作的各項器具為主，一展這位藝術家除了卓越的藝術造詣之外，在科

學和設計上的重要時代傳承。

(圖2) 馬歇爾‧杜象

《喬孔達 L.H.O.O.Q》

校外活動快訊
Leonardo-Mona Lisa- The Myths

展覽簡介展覽簡介展覽簡介展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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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資料來源：
http://goo.gl/NGc1Vj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X3PBdT
圖2：http://goo.gl/h72R9y
圖3：http://goo.gl/8bYk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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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及購票資訊展覽及購票資訊展覽及購票資訊展覽及購票資訊

展覽時間：102年10月31日至103年2月10日09:00~17:00週一至週日（全

年無休，除夕配合正館開放時間，提早至16:00閉館）

展覽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樓一樓特展區

購票資訊：全票280元、優惠票250元、免票。可至現場或7-11 ibon、博

客來售票系統、全家FamiPort購票。

展覽網站：http://www.mediasphere.com.tw/monalisa500

洽詢專線：+886-(2)-6630-8388 (周一至周五10:00-19:00)

Facebook：蒙娜麗莎500年：達文西傳奇

Leonardo-Mona Lisa- The Myths

(圖3)達文西傳奇特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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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 鄒人郁/整理]

好書介紹

布拉格
墓園

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記憶是一座墓園，

那些經歷的往事，層層疊疊，豎立著墓碑。

那些錯置的歷史，有如幢幢鬼影，遮蔽住我們的眼睛……

IL CIMITERO DI P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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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六年 大師新作萬眾矚目

(圖1)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出生於義大利，現年81歲的安伯

托‧安可(Umberto Eco)是現任的波隆

那大學高等人文科學學院教授與院長，

學術研究領域廣泛，博學多聞，也出

版過多本學術著作；是世界知名的哲

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

家等多重身分，更是記號語言學的權

威，他的豐富學術以及對其研究領域

的熱愛在各本作品中表露無遺。

(圖2)著名小說《玫瑰的名字》

在四十八歲那年出版安伯托出本第一

本小說《玫瑰的名字》(Postille al nome 

della rosa)，這本充滿記號語言學與懸疑

推裡元素的小說迅速贏得各界的好評，榮

獲義大利與法國的文學獎，被翻譯成三十

五種語言，甚至曾被改編成同名電影。

後續出版的小說《博科擺》(ll pendolo 

di Foucault)、《昨日之島》 (L‘isola del

giorno prima)、《波多里諾》(Baudolino)、

《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 (La misteriosa 

fiamma della regina Loana)皆是重量級的

巨作，受到世界矚目。

作者介紹



內容簡介

32

好書介紹

(圖3)博客來’網路書店宣傳標語

真實真實真實真實的歷史

虛幻虛幻虛幻虛幻的現實

故事背景設在著名的捷克布拉格墓園，當地長眠了超過十萬名猶太

人。主角西莫尼尼原先是名偽造文書專家，他曾奉公安情報首長的命令，

撰寫《布拉格墓園》的報告。墓園內埋葬了超過十萬人的屍體，但報告

中卻偽造了耶穌會與猶太人的陰謀，這份報告因此成為當局迫害耶穌會

與猶太人的最佳藉口。

一日清晨醒來，西莫尼尼發現自己房間內掛了一件「達拉‧皮科拉」

神父長袍及一頂淺棕色假髮，甚至還有一條祕密通道通往神父的房間。

這位神父似乎是他的另外一個身分，但他卻想不起來他與這個身分的任

何記憶，於是他開始寫日記，想要整理過去的記憶，以釐清現實。

他曾因為《布拉格墓園》而受到重視，生活中開始有了影響力，西

莫尼尼為此沾沾自喜，但一切卻漸漸開始失控…

IL CIMITERO DI P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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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小說情節與登場人物，除了主角西莫尼尼是作者虛構出來的

角色，其他皆是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與確實存在的人。作者以一

個虛構人物的角度，來看穿整段歷史的虛實真偽，甚至成為各種事件

中的主謀，情節精采緊湊，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畫面超乎我們的想像。

書中附有插圖，這些插圖都是取自當時的文件，將虛構的故事與血淋

淋的真實歷史編織在一起。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期盼讀者在享用這場精采的文字盛宴時，除

了懷疑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的真實性，也可以一邊省思，甚至喚醒警

惕，或許這些故事中、歷史中的人物就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一切顯得很不真實。彷彿我是在觀察自己的另一個人。留下書面紀

錄，用來確認這些都是真的。

------------西莫尼尼《布拉格墓園》

本書於2010年在當地出版，2013年也終於在台灣出版繁體中文版。

當代符號語言學大師安伯托結合過去作品中的懸疑猜謎元素與批判

思考，再度創作出另一部精彩的作品。

IL CIMITERO DI PRAGA



34

好書介紹

(圖4) 捷克布拉格特雷辛集中營的猶太墳墓

睽違多年，大師終於又出版的最新力作。本次作品將真實歷史編織

成一張美麗誘人又強而有力的蜘蛛網，網羅住每個讀者的心，品嚐到文

字最令人難以抗拒的魔力，也跟隨著安伯托‧艾可，一起回到十九世紀

末的布拉格。

http://goo.gl/zgcA05

http://goo.gl/11D1dw

參考資料：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WGKiYD

圖2 ：http://goo.gl/yl8MlA

圖3 ：http://goo.gl/pV3Wi7

圖4 ：http://goo.gl/AudO3L

IL CIMITERO DI P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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