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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Dear Readers,

聖誕佳節的腳步近了，在享

受歡愉氛圍的時刻，別忘了時時

補充新知識，關心世界的脈動；

因此本期的電子報編輯同仁也為

各位讀者整理出各類精采的歐洲

新聞，以提供最即時的資訊。

本期的電子報內容借烏克蘭

錯失加入歐盟的議題，簡介了歐

盟的入盟資格與條件，在文化議

題層面則整理了歐洲文化之都的

相關報導，並由流浪民族－吉普

賽的故事去省思歐洲的文化政策，

最後以卡繆的《異鄉人》探討人

存在世上所追尋的道路。

在此表達各位對91期電子報

的支持，祝大家佳節愉快。

Wishing you all the joys of the 

season.

Letter form EU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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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一眨眼一眨眼一眨眼一眨眼
一指尖一指尖一指尖一指尖

定格世界定格世界定格世界定格世界
2012/2013德國攝影圖書獎

Preisträger des 
deutschen Fotobuchpreises

一根指頭，掌握世界。今年，台北歌德學院將2012/2013的【德國攝影德國攝影德國攝影德國攝影

圖書獎展覽圖書獎展覽圖書獎展覽圖書獎展覽】】】】搬到臺灣，除了與觀眾一起欣賞這些傑出攝影者們精湛的

攝影技術，更同時感受鏡頭下的人文風景以及城市科技。

主辦單位：台北歌德學院 Goethe Institut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 EU Center

時間：2013/12/23 (一) ─ 2014/01/03 (五) 8:00-17:00 (假日不開放)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地下一樓歐盟園區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講題：遨遊‧文字海，閱讀‧輕旅行

時間：2013/12/23 (一) 14:00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求真樓Q002

講者：台北歌德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王惠玫

內容：閱讀就像旅行一般，透過文字帶領讀者進入不同的世界。王惠玫

館長將結合攝影書展內容，與聽眾們分享攝影與文字間的奧妙以及閱讀

所帶來的樂趣。另外，館長也將介紹台北歌德學院內的圖書資源，帶領

大眾一同擅用資源，吸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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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盧森堡反對黨達成執政聯盟協議

http://goo.gl/rp9b5Q（華爾街日報 12月3日）

� 六家金融機構因操縱基準利率被歐盟罰款17.1億歐元

http://goo.gl/tIWhqA（華爾街日報 12月5日）

� 穆迪將西班牙國債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

http://goo.gl/JxfC9x（鉅亨網 12月5日）

� 歐盟兩東歐成員近半人口貧窮

http://goo.gl/ifu42b（大紀元 12月6日）

� 金融商品案標普面臨歐洲訴訟

http://goo.gl/TR5Hga（大紀元 12月6日）

[YS3A張芹埼/整理]



5

新聞深度報導

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西歐西歐西歐：：：：錯失良機錯失良機錯失良機錯失良機

[YS3A張芹埼/整理]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

因為俄國的壓力，烏克蘭政府於11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中提出中止所

有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讓烏克蘭民眾十分憤怒，群起上街頭抗議

。而歐盟則深表失望，認為烏克蘭失去了能夠進入歐盟的機會。歐盟執

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表示，俄國不該介入歐盟與其

他國的事務。

(圖1)烏克蘭政府的決定讓親歐派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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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

根據12月1日的統計，抗議行動中已有上百名警方和多達五十名抗

議人士受傷。總統府前有一群蒙面男子駕駛起重機衝撞警察，或以石頭

攻擊。警方以煙霧彈和警棍驅散他們。反對派強調絕對和這群「破壞份

子」沒有任何關連性。相較之下，獨立廣場上的集會較和平。他們架設

帳篷，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烏克蘭前總理尤利婭．V．季莫申科

（Yulia V. Tymoshenko）則開始絕食抗議，表態支持反對派人馬。

直至12月6日，已有多達五十萬人參與這場抗議行動。目前反對派

佔領基輔市政廳，並包圍基輔所有主要政府建築以表不滿。群眾無法接

受烏克蘭總統維克多．F．亞努科維奇（Viktor F. Yanukovich)因為俄

國的「否決」而放棄與歐盟長達四年的協議。多數烏克蘭民眾都期待能

夠藉由加入歐盟讓烏克蘭擺脫克里姆林宮的控制，進而成為富裕的現代

化國家。

(圖2)烏克蘭警民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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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

反對派領導人尤里．V．盧岑科（Yuri V. Lutsenko）認為，烏克

蘭至今仍無法脫離俄國的陰霾，不僅是總統的問題，更是由整個體制所

造成，而此情況唯有推翻舊制才能有所改變。他說：「這不是抗議，這

是革命。」反對派於十二月初向烏克蘭議會提出對阿扎羅夫政府不信任

動議，卻因不到226票的門檻被駁回。他計畫在近期內舉行一次全國性

罷工以示民眾的不滿。

(圖5)聚集在基輔的抗議民眾

(圖3) 盧岑科 (圖4)阿札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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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

烏克蘭政府則表示，這項決定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如果如

期與歐盟簽立自由貿易協定，俄國將取消所有貿易優惠措施。不僅如此

，烏克蘭將會失去加入海關聯盟的機會。烏國總理米克拉．阿扎羅夫

（Mykola Azarov）則強調，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的財政援助方案過於苛

刻，是成為中止入歐的「最後一根稻草」。但許多烏克蘭人則不以為然

地認為原因是來自俄國的高壓。面對數以萬計的反對聲浪，烏國總統亞

努科維奇承諾烏國將會繼續朝歐洲融合邁進。

(圖6)示威者撕開總統相片以示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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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暫停入歐進程 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西歐：錯失良機

基輔國際民主研究所所長塔蘭（Serhij Taran）則認為，亞努科維

奇將會向俄國靠攏。塔蘭說，莫斯科金援亞努科維奇數十億，並協助他

連任2015年的總統大選，亞努科維奇必對俄國言聽計從，不久的將來也

會加入由俄國所操控的海關聯盟。

烏克蘭政府的決策不僅讓民眾失望，歐盟也深感可惜，認為烏國錯

失入歐良機。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巴洛索表示，俄國無權干預烏國

與歐盟之間的協定。巴洛索也在立陶宛的高峰會提出「歐洲的限制主權

時代已經結束」一說。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范宏畢（Herman Van

Rompuy）則認為，烏國遲早會與歐盟簽立協定。他在記者會上表示，

歐盟將不會對外界的壓力讓步，更不會因俄國的勢力妥協。

(圖7)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

參考資料：
http://goo.gl/UlLU5q
http://goo.gl/TWrwfE
http://goo.gl/pfZmGs
http://goo.gl/kLIS7A
http://goo.gl/DZHzpr
http://goo.gl/H6rXuv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JsrgmP
圖2： http://goo.gl/JsrgmP
圖3： http://goo.gl/OZYcv8
圖4： http://goo.gl/3MBiVx
圖5： http://goo.gl/JsrgmP
圖6： http://goo.gl/JsrgmP
圖7： http://goo.gl/eV7W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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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YG3A林佳緯/整理]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歐洲文化之都歐洲文化之都歐洲文化之都歐洲文化之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原為1983年時在位的希

臘文化部部長Melina Mercouri所提出的計畫。當時Melina認為，歐洲

的政治及經濟正受到全球關注，但文化上卻遠不及它們，因此提出了這

項計畫，目的是為了讓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 的會員國能

夠交流與分享各國間的文化，並增加歐洲公民對歐洲的共識，進而拉近

彼此的距離；凸顯歐洲多語言的特色，使歐洲成為全球焦點。而被選出

的城市必須在當年舉辦各式各樣的藝文活動。這項提案在1985年開始實

施，並在當年6月13日選出了首屆的歐洲文化之城與(European City of 

Culture)主辦城市：希臘首都雅典(Athens)。

1999年，歐洲文化之城由德國的威瑪 (Weimar)勝出，並從當年開

始將名稱改為「歐洲文化之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圖1)歐洲文化之都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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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文化之都票選方式歐洲文化之都票選方式歐洲文化之都票選方式歐洲文化之都票選方式

每年歐盟會員國有權利向歐盟的負責部門【包含：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歐盟執委

會(European Executive Council)、區域委員會(District Commissions)

等】提名一個以上的候選都市，並附上推薦的理由。而這些受到推薦的

歐洲城市，都必須努力地達成許多的條件，例如：在藝術方面的發展上，

不只是要推廣該城市獨特的藝術活動或精神，更要使藝術工作者能夠在

國際間自由流通；在文化方面，這些城市必須不只凸顯本身的城市文化，

更要有可以融納國際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將歐洲多國語言的特性

表現出來，讓全世界聚焦；而觀光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候選城市必

須想辦法保護古蹟遺址以及提升生活品質，使得不只市民認同自己的城

市，包括觀光客來到該地也能夠享受在其中。總結來說，要成為歐洲文

化之都最重要的一環，即是「保有傳統，接納國際」。

(圖2) 歐盟委員會會長 Androulla Vassiliou宣布丹麥的
奧胡斯 (Arhus)為2017年的歐洲文化之都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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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為了與本校四大歐盟語言科系連接，接下來我們將從英國、法國、

德國、西班牙中，各挑選出一座近年來獲得歐洲文化之都殊榮的城市來

向大家介紹。而這四個城市為 (依照年份)：2002年，西班牙─薩拉曼卡

(Salamanca)、2008年，英國─利物浦 (Liverpool)、2010年，德國─埃森

(Essen)、2013年，法國─馬賽 (Marseille)。

黃金之城黃金之城黃金之城黃金之城─薩拉曼卡薩拉曼卡薩拉曼卡薩拉曼卡 (Samlamanca)

薩拉曼卡位於西班牙的西部的薩拉曼卡省，人口約有16萬人，具有

非常悠久的歷史，以及同時為文藝復興建築與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薩

拉曼卡大學。也因為身為大學古城，薩拉曼卡在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城中最廣為人知的景點即為主廣場(Plaza Mayor) 的「黃金建築」，

造就這樣獨特色彩的建材是一種來自薩拉曼卡的鄰近城市Villamayor所

出產的特殊砂岩。當你晚上走在路上時，彷彿置身黃金城一般，滿眼盡

是金碧輝煌。

(圖4) 入夜的薩拉曼卡主廣場(圖3) 白天的薩拉曼卡主廣場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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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港口大城港口大城港口大城港口大城─利物浦利物浦利物浦利物浦 (Liverpool)

利物浦位於英國的北方，除了是著名的港口城外，也是英國的第五

大城及重要商業城市。人口約有45萬的利物浦，除了擁有繁華的商業外，

其他不管是在藝術、音樂或者是文化上也都不亞於全球其他文化城市，

而它甚至也是英國第一座同時擁有「歐洲文化之都」以及「世界文化遺

產」兩項殊榮的城市。

事實上，在1999年時

利物浦就已經開始申請成

為歐洲文化之都，並在

2003年時，借著歷史悠久

的海港貿易文化，確定成

為2008年的代表城市。
(圖5)英國最老船塢：阿爾
伯特船塢 (Albert Dock)

接著在2004年，政府成立了「利物浦文化公司」(Liverpool Culture 

Company)，開始行銷自家的優勢，並每年以主題式的方式，進行一連

串的城市行銷計畫，包括社會的互助精神、海港城的特色、體育與藝術

的成就…等。在2007年時，為利物浦建城800週年，因而舉行了盛大的

慶祝活動。2008年，為了呼應「歐洲文化之都」的主軸，政府在一年內

舉辦了超過一千場的藝文活動，讓全世界見識到，利物浦不只有足球及

披頭四(The Beatles，60年代著名搖滾樂團)，更有獨特的藝術及文化。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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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工業大城工業大城工業大城工業大城─埃森埃森埃森埃森(Essen)

埃森位於德國西部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為魯爾區*註1的中心，
人口約有58萬人，為德國十大城市之一。最早期的埃森為一座商業城市，

之後因開採礦業興起、使其軍火工業發達，迅速發展成為魯爾區甚至是

全德國的第一工業大城，也是全歐洲的著名工業城市。20世紀末，礦場

陸續關閉，工業再也不是埃森人民仰賴的支柱。政府於是成立基金會，

保留埃森獨特的歷史文化並重新開發成綠化城市，成為一座適合人民居

住、休閒以及觀光的城市，顛覆世人對埃森既有的印象。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埃森北部具有重要歷史

意義的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Zeche Zollverein) *註2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2010年，埃森以獨特的工業城市特色以及在歐洲重要的歷史地位，

城為了奪得歐洲文化之都的殊榮，而當時的慶祝活動，就是在這座建築

群內盛大展開。

*註1：德國傳統工業城市群，被稱為「德國的工業心臟」；同時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被形容為「歐洲的十字路口」。
*註2：早期歐洲最現代的煉焦場，日產量煤約一萬噸，於1993年6月30日停止運作。

(圖6) Zeche Zollverein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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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HFSISO
圖2：http://goo.gl/fQe23p
圖3：http://goo.gl/1cGZxY
圖4：http://goo.gl/1cGZxY
圖5 ：http://goo.gl/Ufkfht
圖6： http://goo.gl/7PQ8hj
圖7： http://goo.gl/Zn8WQL

資料來源：
http://goo.gl/hsPr4j
http://goo.gl/OALvLs
http://goo.gl/PxrEAb
http://goo.gl/CTcFRS
http://goo.gl/iWxV3S
http://goo.gl/3WpX7Y
http://goo.gl/Yo7Scw
http://goo.gl/Tml1r9
http://goo.gl/Dw33tv
http://goo.gl/5RGA2F

http://goo.gl/sSDyBR
http://goo.gl/nWJflO
http://goo.gl/Q557Lc

最老古城最老古城最老古城最老古城─馬賽馬賽馬賽馬賽(Marseille)

馬賽位於法國南邊的普羅旺斯省，地處地中海沿岸，人口約有158

萬人，為法國的第二大城及第三大都會區。位在精華地帶的馬賽，在過

去20年來致力於經濟上的發展，而忽略了本身的歷史文化特色。

港口、地中海、建築，是馬賽在2013年成為歐洲文化之都的關鍵。

具有悠久歷史的老港(Vieux-Port)富有當地的港口城特色以及地中海的

歷史和文明，一直以來為觀光客所歡迎，。

夏天時蔚藍色的海岸，更

是當地非常著名的觀光景點。

也因此馬賽在今年的慶祝活動

中，將老港列為重要的系列主

題之一。建築上的改變也讓全

世界看見馬賽現今的風貌，著

名的建築設計大師隈研吾、

Frank Gehry、Rudy Ricciotti，

為了歐洲文化之都的計畫，在馬賽設計了美術館及博物館以及許多特殊

樣貌的建築，以凸顯馬賽除了海洋外，也富含藝術與文化的特色。

(圖7) 熱鬧的馬賽老港(Vieux-Port)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在這個世代，人們隨時都在尋找足夠的能源以滿足自己的需求，核

能則是近年來最有爭議的能源。居住在核電廠附近的民眾必定為自身及

後代的健康而擔憂。過去的核災，舉凡車諾比或廣島，皆因輻射引發基

因突變，產生畸型。但對於輻射是否會提高孩童罹患白血病(血癌

leukaemia) 的風險仍舊不明，直至最近英國調查指出：核電廠核電廠核電廠核電廠與影響孩與影響孩與影響孩與影響孩

童得到白血病之主要原因童得到白血病之主要原因童得到白血病之主要原因童得到白血病之主要原因無直接關聯無直接關聯無直接關聯無直接關聯，著實是則好消息。

歐盟學術專欄

[YG3A 林禹臻/整理]

16

英研究英研究英研究英研究：：：：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

自1980年代起，英國當時的電視節目提到住在賽拉菲爾(Sellafield)

核電廠附近的居民，出現許多得到白血病的年輕病例，使得人心惶惶，

並對於核電廠致病憂心忡忡。因德國在先前的研究中指出，癌症和核電

廠有相關性，不過在另一方面，採用同樣研究方式的英國團隊，卻提出

截然不同的看法。

(圖1)
英國賽拉菲爾(Sellafield)
核電廠

英研究：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



提出核電廠與影響孩童得到白血病無直接關聯之研究的英國學者，

還在進一步證實這好消息，醫學專家們統計1962年至2007年罹患白血病

病童之出生地，並與其他癌症病童的資料做比對，發現居住核電廠周遭

之兒童，白血病罹患率未明顯提高，甚至罹癌率也並不顯著。

英國癌症研究組織首長諾昂(Hazel Nunn)對此消息表示開心，他說：

「這些研究結果還無法將風險完全屏除，我們還需要持續觀測輻射量以

及附近居民之致癌率。」他同時認為，在真正把核電廠與白血病的關聯

清除以前，仍需不斷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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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Qrm4r8
http://goo.gl/J51RFX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ZHxfh
圖2：http://goo.gl/J51RFX

歐盟學術專欄英研究：核電廠與血癌無直接關係

(圖2)白血病在英國常見癌症中排名第十二，雖比率
不高，在兒童癌症中仍佔總數三分之一



世界觀點

流浪者悲歌流浪者悲歌流浪者悲歌流浪者悲歌－－－－吉普賽民族吉普賽民族吉普賽民族吉普賽民族

(圖1)大量東歐移民湧入為英國許多地
方的住房和公共服務系統造成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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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根據2013年1月17日的BBC報導顯示，明年年初歐盟將解除對新

會員國－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公民的臨時移民限制，估計每年將至少有

五萬人湧入英國，其中也包含了境內的吉普賽人。根據英國的「移民觀

察」研究預測，除了擁有良好社會福利與較低失業率的英國之外，德國

與荷蘭也可能成為兩國公民所考慮的移居目的地。英國政府正在考量如

何採取相對應的配套措施以應付此波移民潮所帶來的衝擊。因此2014年

歐洲人口遷徙的狀況將會面臨一場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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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在這既廣大且資訊又容易取得的地球村當中，存在著許多的

少數民族，而吉普賽民族就是其中的一支。多數的吉普賽人散布在歐洲

各地，特別聚居於東歐的羅馬尼亞、捷克與保加利亞，而南歐的西班牙

與義大利也有一定的數量。因為生活習慣與價值觀難以融入主流社會，

他們離群索居，在歐洲大陸尋找能夠安身立命的一片土地。

[YS3A張 鏵/整理]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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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吉普賽深入吉普賽深入吉普賽深入吉普賽

沒有人確定他們來自何

方，只能從他們的語言（印

歐語系）推斷，他們來自印

度的北方。吉普賽人稱自己

為羅姆人(Roma, Sinti Roma

或Romani)。一千年前因為

戰亂與饑荒流浪到歐洲甚至

是世界各地，他們以大篷車

為住所，過著自由及浪漫的

獨特生活。

(圖2)吉普賽家庭與大篷車

吉普賽印象吉普賽印象吉普賽印象吉普賽印象

中古時期的歐洲人認為，吉普賽人（Gypsy）不是巫師、女巫、妓

女、歌姬、舞者，要不然就是賊，因此對他們的迫害不斷。在納粹政權

執政時的德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猶太人之外，吉普賽人也遭其迫害，

一同被送進了集中營的毒氣室。雖然吉普賽民族死亡的人數比猶太民族

少，但根據1945年的統計，全球約95%的吉普賽人死於當時的納粹手中，

幾乎可以說是被滅種了。戰後 (1990年)，吉普賽民族仍然受到歧視，不

僅被剝奪遷徙的自由，甚至沒有學校願意收留他們讀書，因此吉普賽人

永遠陷入文盲、失業與貧困的生活當中，無法獲得翻身的機會。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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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羅姆人（吉普賽人）大多從事牲畜貿易商、雜工、占卜師

及表演的工作，現在則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職業當中發現他們的蹤跡。

現今的羅姆民族正面臨來自各個城市文明的衝擊，正因為他們過著

游牧般的生活，沒有固定的居住地、經濟來源，甚至與其他民族通婚，

這些都正在削弱他們本身的種族文明。

(圖3)吉普賽舞者

報導網址：
http://goo.gl/KpQu59
參考資料：
http://goo.gl/VWK2dr
http://goo.gl/DUcYxw
http://goo.gl/1S3qtO
http://goo.gl/t7yRKr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pQu59
圖2：http://goo.gl/1S3qtO
圖3：http://goo.gl/NLVyKd

近年來吉普賽人漸漸受到歐洲的

關注，為瞭解及尊重他們的文化，歐

洲各國訂定每年的4月8日為國際吉普

賽人日。

2014年一月起，羅馬尼亞、保加

利亞兩國公民將可以自由在歐盟各國

居住和工作。當地的吉普賽年輕人已

經做好準備，希望到西歐闖出一番事

業，匯錢回鄉改善家人的生活品質。



校外藝文報導

[UE2A彭千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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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放音樂節奔放音樂節奔放音樂節奔放音樂節
《《《《音樂畫布音樂畫布音樂畫布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愛爾蘭與巴洛克愛爾蘭與巴洛克愛爾蘭與巴洛克》《》《》《》《吻吻吻吻》》》》

(圖1)奔放音樂節海報

奔放音樂節
《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吻》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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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與戲劇交織而成的《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邂逅的

剎那使《吻》緊緊結合。坐上拉威爾(Joseph-Maurice Ravel)、佛瑞

(Gabriel Urbain Fauré)與席曼諾夫斯基(Karol Maciej Szymanowski)等

印象樂派大師的魔毯和影壇新秀傑姆摩爾(Jem Moore)一同跳脫拘謹，

奔放出古典與現代的美感。

(圖2 )莫里斯‧拉威爾

(圖3)加布里埃爾‧佛瑞

(圖4)卡羅爾‧曼諾夫斯基

(圖5)傑姆摩爾

奔放音樂節
《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吻》



校外藝文報導

當當當當西方的傑西方的傑西方的傑西方的傑姆摩爾姆摩爾姆摩爾姆摩爾遇上東方的遇上東方的遇上東方的遇上東方的「「「「揚琴揚琴揚琴揚琴」」」」
Jem Moore & MinTze Wu

揚琴伴隨著傑姆摩爾 (JemMoore)

長達25年，其演奏風格獨樹一幟。

1983年摩爾在一間咖啡屋揭開他揚

琴人生的序幕，而那個舞台孕育了巴布

‧狄倫 (Bob Dylan)、唐‧麥克林

(Donald Richard McLean) 兩大名人，同

時也造就了現在的傑姆摩爾。三年後，

摩爾與一名才華洋溢的歌手兼吉他手

Ariane Lydon組團，之後共發行了八張

專輯，且在美國、加拿大等各地的音樂

節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

1999年摩爾單飛後，他的生活

除了揚琴教學與吹奏愛爾蘭長笛外，

也到過北美、歐洲、亞洲、澳洲進

行世界巡演。一直到2003年底，摩

爾和身為台灣人的古典愛爾蘭小提

琴手MinTzeWu合作至今，且在

2007年時共同發行首張專輯

《Uncharted Waters 》。

摩爾至今仍持續活躍於樂壇，

用自己的音樂感動世界。

(圖6)傑姆摩爾

(圖7) MinTz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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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放音樂節
《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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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台南市夢想田音樂館

資料來源：
http://goo.gl/oz3W9V
http://goo.gl/eyU0VS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oz3W9V
圖2 ：http://goo.gl/JOcQGa
圖3：http://goo.gl/y9k2pQ

圖4：http://goo.gl/HHMLMe
圖5：http://goo.gl/3gwkwB
圖6：http://goo.gl/4QVL1v
圖7：http://goo.gl/4QVL1v
圖8：http://goo.gl/kbHpOZ
圖9：http://goo.gl/QTzrOz

【演出資訊】

時間︰102年12月22日(日) 16︰30 

地點︰台南市夢想田音樂館(台南市安南區海中街300號)

票價︰300/500

其他相關場次及售票詳細資訊請上兩廳院售票官網查詢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基益慈善基金會、夢想田音樂館

(圖9)
2013 奔放音
樂節－活潑府
城古典新風貌

奔放音樂節
《音樂畫布》《愛爾蘭與巴洛克》《吻》

※奔放音樂節為期兩天，本篇報導為12/22的《音樂畫布》
《愛爾蘭與巴洛克》《吻》；而12/21演出的是《戀戀卡門》，
詳細資訊請上兩廳院售票官網查詢。



Do You Know

Q: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

歐盟最早的起源可追溯至1951年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

當時只有西德、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六個成員國，歐洲整合初

期都是由成員國依個案來決定，當時只要接受歐洲共同體價值的國家都

可以加入。

[YS3A翁敔瑄/整理]

(圖1)歐洲煤鋼共同體旗幟

直到歐洲理事會於1993年6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 ）

制定出「哥本哈根標準」（Copenhagen criteria)，才有明確的入盟規

定。「哥本哈根標準」是用來衡量國家是否有資格加入歐盟的標準。政

治方面，它主要要求候選國有穩定的民主制、尊重人權、法制和保護少

數種族、少數宗教及少數人口；經濟方面，它要求候選國真正地實行市

場經濟；法律方面，則要求候選國接受歐盟法系中的公共法規和政策，

例如：整體的貨幣政策、歐盟逮捕令或邊界安全維護都包含在內。

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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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不只是想參加歐盟的國家需要符合規定，歐盟也必須為入盟談判做

好萬全的準備，因此歐盟必要時得因應新成員的加入而改變規定，甚至

各成員國也可以對申請國提出特殊要求。以塞爾維亞為例子，在歐盟接

受塞爾維亞做為歐盟候選國之前，賽國必須先交出國際刑事法庭所通緝

的戰犯姆拉迪奇（Ratko Mladic ) *註。

哥本哈根標準是為了歐盟東擴所做的準備，也是為了建立與其他候

選國入盟協商的基礎；2013年克羅埃西亞加入歐盟國，成為歐盟第28個

成員國，歐盟也重啟土耳其加入成員國的會談，並同意與塞爾維亞展開

入盟的協商皆是依循此標準。

(圖2)歐盟成員國

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

*註：波士尼亞戰爭中擔任塞族共和國將軍，因下令軍隊進行屠殺而成為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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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kuafNq
http://goo.gl/OmkyX1
http://goo.gl/aEDZxb
http://goo.gl/9IuEOi
http://goo.gl/cjfcbr

入盟談判會分成幾個階段，並逐一完成。歐盟執委會會定期提出進

度報告，在報告中針對候選國已達成的歐盟標準來進行說明，接著成員

國會商討要如何繼續進行。若所有討論在雙方都滿意下告一段落，歐盟

議會和既有歐盟成員國就會對候選國的入盟表示決議，但最後還是必須

要得到所有成員國的批准通過才行。大多數的國家，包括德國都在議會

表決同意與否，但是在法國則是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入盟的最後一步，

還必須由候選國的議會表決或公民投票通過。

(圖3)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樓

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誰可以加入歐盟????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l9znbd
圖2：http://goo.gl/3Ncpnd
圖3： http://goo.gl/vgC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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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文學館

指導單位 :文化部

展出日期 : 2013/12/3(二)～2014/4/21(一)

展出時間 :每周二～日 09 : 00～21 : 00

展出地點 :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B

校外活動快訊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與文學特展與文學特展與文學特展與文學特展

(圖1)歷史與文學特展

「歷史與文學特展」由國立台灣文學館所推出，本特展以文學作品

為出發點，藉由26項歷史重大事件，引領大家閱讀台灣，閱讀屬於我們

的故事。
28

[UE2A江蕙竹/整理]

Exhibition of History and Lecture



這26項歷史事件包含：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噍吧哖事件、台

灣文藝復興運動、治警事件、二林事件暨台灣農民組合運動、霧社事件、

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228事件、823砲戰、雷震事件、10大建設、

保釣運動、美麗島事件等等。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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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歷史與文學特展記者會，策展人周華斌(左二)導覽解說

除了政治的動亂、殖民的統治以及社經的變遷，在環境不可逆的情

況下，人類與環境的互動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環，該展也選出幾個對台

灣產生嚴重影響的天然災害，如：1935年的中部大地震、1999年的921

大地震，最後以2009年的88風災做為結尾。這些天災使得台灣人民死傷

慘重，因此有些作家為了悼念而寫下了《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

《中部地震勸世歌》，而現場也將撥放周定邦先生所錄製的林有來先生

作品─《八七水災歌》。

Exhibition of History and Lecture



校外活動快訊

參考資料：
http://goo.gl/cxEUAi
http://goo.gl/lDu1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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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展將還原歷史真相，帶

領觀眾重新來到事件發生的現場。

看完了它，您將對臺灣歷史產生

新的感受和體認！也希望透過此

展，讓更多人能了解台灣文化的

深層意義與內涵，進而對台灣這

片的土地投注更多的關懷！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cxEUAi
圖2 : http://goo.gl/lDu1M9
圖3 : http://goo.gl/7UBNVx
圖4  : http://goo.gl/lDu1M9

為了讓觀眾閱讀起來沒有沈重與枯燥的感覺，除了文本之外，展館

更提供了戲劇、影像、音樂創作及互動裝置，呈現從古至今所有人類與

台灣這塊土地互動的歷史，一路展現台灣豐富的樣貌，手法頗具創意！

(圖4)「歷史與文學特展」展出台灣
民主國的「黃虎旗」

(圖3)「歷史與文學特展」文學與歷史的對話

Exhibition of History and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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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電子報將介紹二十世紀著名的法國哲學文學經典－《異鄉人》

(L‘Étranger)，是其作者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在1957年獲得諾

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也是存在主義的重要作品之一，不但暢銷且有

深遠的影響，甚至在1967年時被義大利著名導演盧奇諾‧維斯孔蒂

(Luchino Visconti di Modrone)拍成電影，其電影名為《異鄉人》 (義大

利語：Lo straniero)。

異鄉人異鄉人異鄉人異鄉人

(圖1)《異鄉人》博客來網路書店宣傳標語

[XE4C陳俐心/整理]

好書介紹

L'Étranger

L'Ét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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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於

1913年11月7日於法國出生，而卡

繆父親卻在1914年的大戰中逝去，

年幼的卡繆就跟著母親移居外祖母

家。因為家境貧困，卡繆在大學時

期是以半工半讀的狀態研讀哲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過

《共和晚報》主編、《巴黎晚報》

編輯部秘書等。

自1932年起卡繆開始發表作品，並於1942年發表《異鄉人》

(L‘Étranger)後一舉成名，1947年所發表的小說《瘟疫》(La Peste；亦

翻作「鼠疫」)也獲得一致好評，其主要作品還包括小說《快樂的死》

(La Mort heureuse)、《墮落》 (La Chute)和短篇小說集《放逐和王國》

(L’exil et le royaume)等，並在1957年10月17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更

是法國當時最年輕的獲獎者。1960年1月4日，卡繆死於車禍，享年47歲。

(圖2)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L'Ét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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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他們說，，，，媽媽死了媽媽死了媽媽死了媽媽死了，，，，我沒哭我沒哭我沒哭我沒哭；；；；

這是無情這是無情這是無情這是無情，，，，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隔天就和女友廝混隔天就和女友廝混隔天就和女友廝混隔天就和女友廝混；；；；

這是不孝這是不孝這是不孝這是不孝，，，，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挑撥朋友仇家互鬥挑撥朋友仇家互鬥挑撥朋友仇家互鬥挑撥朋友仇家互鬥；；；；

這是不義這是不義這是不義這是不義，，，，該死該死該死該死。。。。

我合該天地不容我合該天地不容我合該天地不容我合該天地不容，，，，人神共憤人神共憤人神共憤人神共憤，，，，

但你們企圖用來拯救我的那一套但你們企圖用來拯救我的那一套但你們企圖用來拯救我的那一套但你們企圖用來拯救我的那一套，，，，

又算什麼又算什麼又算什麼又算什麼？？？？

我殺了人我殺了人我殺了人我殺了人，，，，

只因為夏日陽光刺眼太熱只因為夏日陽光刺眼太熱只因為夏日陽光刺眼太熱只因為夏日陽光刺眼太熱。。。。

故事由主角莫梭 (Meursault)接到養老院所傳來其母親的死訊始揭

開序幕，看似是一個悲傷的氛圍，不過在舉行葬禮的過程中，莫梭不但

沒有為離去的母親留下任何一滴眼淚，甚至是在守靈夜裡打瞌睡、抽菸、

喝咖啡，好似母親的逝去並不重要、無關他的緊要，而這一切的行為和

舉動更使旁人斷定莫梭就是一個冷血無情的人，縱使面對這樣的責備，

莫梭接下來的行為卻越來越誇張、脫序。

L'Étranger

內容簡介

(圖3)《異鄉人》法文版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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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然而事情卻愈演愈烈，再加上許多的巧合，莫梭失手開了五槍、錯

殺了女人的哥哥，所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被判處死刑，可是一直到出庭

前待在監獄裡的這段時間，莫梭並沒有表現出悔意，或是根本還沒意識

到自己已經殺了人。他不願採取律師建議，如何使他在法庭上應對的方

法，執意堅持自己想法而非逢場作戲，以致在開庭的時候他沉默不語，

只是讓檢察官、證人和律師提出對他本身的看法和指控，最後他終於明

白：「我整個一生從未能真正追悔過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我總是被眼前

或馬上要來臨的時刻吸引住，以致我沒有時間回顧。」但是直到他被處

死前，莫梭終究沒能說出他內心的想法。

L'Étranger

(圖4)《異鄉人》中文卡繆版書衣

在葬禮結束後的第二天，莫梭

就結交了女朋友瑪莉，沉溺在和她

相處的時間裡，與她一起看電影甚

至發生性關係。對於喪母之事，他

只是冷漠的拋諸腦後，好像生活並

沒有什麼改變、稀鬆平常。更令人

難以理解的是，在這些種種不得體

的行徑之後，莫梭進而替他風評不

佳的好友雷蒙寫了一封信，為的是

使曾經侮辱過雷蒙的女人走入陷阱，

卻導致這個女人的哥哥找上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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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I2Yz6C
http://goo.gl/8QamLt
http://goo.gl/YzEczU
http://goo.gl/E8uM9v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2Yz6C
圖2：http://goo.gl/gQObZP
圖3：http://goo.gl/ZhGqR1
圖4：http://goo.gl/5Zhks4

好書介紹L'Étranger

相關活動

卡繆卡繆卡繆卡繆100 X皮雅芙皮雅芙皮雅芙皮雅芙50專題資料展專題資料展專題資料展專題資料展

今年適逢法國文學家卡繆(《異鄉人》作者)的100歲冥誕，同一

時代享有法國香頌天后之譽的女歌手皮雅芙(Édith Piaf，另譯

為琵雅芙)也正巧於今年逝世50週年。他們都在四十多歲的時

候過世，他們也都是那個時代與社會的叛逆者。為了響應卡繆

與皮雅芙的紀念活動，文藻圖書館展出相關的館藏圖書資料。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雖然展期已經結束，本期電子報希望將本校所舉辦紀念卡繆100歲

冥誕的活動紀錄下來，並分享給各位讀者知道，鼓勵有意了解這個存在

主義作家筆下世界和哲理的讀者們，可以前去文藻圖書館並借閱卡繆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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