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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佇立在校園，讓北風的凜烈吹打我的枝葉，高雄的冬天終於來了

，我看著人們將身軀縮瑟在大衣之中，食指卻依然靈活的滑動，不禁竊

喜，心想:他們在看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讀者的支持是電子報小組員編輯的動力，因此為補充大家在寒冷冬

日裡所需的知識能量，本期的電子報內容搜羅了歐洲及歐盟的大小事件

，帶您一塊回顧2013歐盟大事件及「窺看」德國的最新發明─精子機器

人，並展望未來，關心人類的生活發展，而好書介紹則推薦愛爾蘭國家

書卷獎得獎作品《穿條紋衣的男孩》，讓大家以純真的眼光體驗生命的

寓言。

讓92期的電子報陪你跨越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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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英國失業率降到四年來最低點（BBC中文網 12月18日）
http://goo.gl/NN9VyS

� 倫敦劇院天花板塌 88輕重傷（中央社 12月20日）
http://goo.gl/wv6x1y

� 英竊聽門新進展凱特王妃電話也遭竊聽（大紀元 12月20日）

http://goo.gl/puK3cK

� 打擊海盜歐盟目標：零挾持 (大紀元 12月24日)
http://goo.gl/BGQAVF

� 匈牙利議會反猶太人政黨的崛起 (NewYorkTimes 12月24日) 
http://goo.gl/n2R55e

[XE5A 葉容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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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GoogleGoogleGoogleGoogle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
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

[XE5A 葉容嘉/整理]

Google與歐盟的這場戰爭已持續了3年，2011年11月，歐盟開始調

查Google反壟斷的案子，並在2012年5月要求Google提交一份「更改搜

尋結果」的報告，而今年四月Google提交了一份和解提議，但內容卻沒

有更改他們搜尋系統上的演算機制，而是提議他們將會清楚標示自家服

務的搜尋結果，只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供應對手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

和解初期歐盟接受條件，然而Google的競爭對手們對此不太滿意，抗議

聲浪頻起，認為Google的所作所為決定了歐洲人的網路視聽，娛樂，消

費資訊等等。

(圖1) Google大戰歐盟

Google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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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四月提出的和解方案被駁回後，本月歐盟向Google提出警告，Google

如果無法在時限內與歐盟達成共識，可能將面臨約五十億美金的罰金。負

責此案的歐盟競爭委員會首腦Joaquin Almunia在接受一家西班牙電台採

訪時指出：「Google 最近提出的和解方案，並沒有平衡我們對競爭者的關

心。」被問及Google是否將受國際制裁，Almunia 說：「不，儘管只剩下

一點時間，Google依舊還是掌握着自己的未來，但很快的主權將會交至歐

盟，屆時我們將會做出決定。」歐盟希望此案能在2014年的春天結案。

參考資料：
http://goo.gl/gNFTDv
http://goo.gl/BqAF6e
http://goo.gl/amgzsa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2lSBq
圖2：http://goo.gl/k2KQRw

(圖2) Google是否將會受到巨額罰金的制裁？

Google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反壟斷事件再提案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遭歐盟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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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GIMTI 2A 曾筱筑/整理]

隨著時間的流逝，轉眼之間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許多人會在最後的

這一段時間內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而2013年對歐盟而言，繼2012年底

歐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在今年也經歷了許多危機、風波等大大小小

的事件。從年初開始的新教宗誕生，緊接在後的則為歐盟為賽普勒斯等

債務國紓困。隨後，德國總理大選，媒體關注的焦點再度回到德法兩國

元首身上。另一方面，歐盟金融問題仍一路持續延燒到年底。

然而除了金融的問題之外，人權事件也在歐盟會員國層出不窮。最

知名的莫過於年底發生的義大利蘭佩杜薩島海難事件，宛如鐘槌般敲響

著人權的大鐘，讓歐盟為了許多尋求庇護的難民而著手制定政策，並商

議難民安置問題。這起事件的意義不僅為考驗歐盟，也考驗其最重視的

「統一」與「安定」。

但歐洲並不全然皆為負面消息，歐洲致力於環境保護上也在今年有

所展獲，尤其冰島更在環保方面有顯著的突破。相信在未來，歐盟能藉

助各國之間的長才，為往後的世代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2013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2013 2013 2013 2013 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圖1)歐盟會員國地圖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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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冰島冰島冰島：：：：英國的綠能電池英國的綠能電池英國的綠能電池英國的綠能電池

(圖3)英國興建中的發電廠

歐洲主題專欄

(圖2) Reykjanes火山底下有源
源不斷的地熱

冰島在2010年因為艾雅法拉（Eyjafjallajokul）火山的噴發，對全

球的航空安全、人體健康與建築維護等方面造成影響。如今，冰島的火

山源源不斷的地熱卻為當地帶來充沛的能源，使冰島當地不僅可以使用

地熱能源，也能嘉惠其他國家。

目前，冰島正考慮架設海底電纜，直通蘇格蘭，將這項綠色能源輸

出到英國。若這項計畫成功，這座海底電纜將成為世界最長的電纜。冰

島的電力公司 Landsvirkjun的執行長Hörður Arnarson表示：「如果能

將地熱輸出，對冰島及英國而言，將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除冰島將輸出地熱以外，挪威也將已建造好的水力發電系統所生成

之電力輸送至英國，這樣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由此可見歐洲地區的綠

能產業方興未艾，綠能輸出不僅能為冰島帶來收入，也能永續經營環境。

2013 2013 2013 2013 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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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西班牙為歐陸中第二多山的國家，鐵路密集度不亞於中國。早在

1992年，亦即20多年前，西班牙就已發生過高速火車出軌的意外。今年

西班牙看似有些禍不單行，早在一月的時候於法國邊界就有一次出軌意

外，然而在六個月後，Madrid-Alicante高速火車就在地中海沿岸一帶

出軌，被喻為「半世紀以來最嚴重事故」。

有人指控司機因分神或超速等原因，導致過彎時速度太快而出軌；

亦有人批評西班牙為高速鐵路密集的國家，發生這樣的問題應歸咎於安

全系統管理不當，建議政府應加強乘客安全。而西班牙國王及總理也因

為此事而下令全國哀悼三天，以紀念不幸罹難的民眾。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火車火車火車火車出軌出軌出軌出軌

(圖4)出軌火車中傷勢較輕的民眾由人攙扶離開

2013 2013 2013 2013 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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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各地天災頻傳，今年冬日在中歐與西歐地區頻傳洪水與暴

雪，造成交通堵塞等問題。

今年年中，位在中歐的捷克因連日暴雨，低窪地區積水且造成水位

暴漲，使當局下令立刻疏散淹水地區的民眾。此次洪災不僅造成中歐地

區民眾傷亡，也波及布拉格市中心極具歷史意義之建築，為繼2002年以

來最嚴重的水患。同時受到豪雨影響，以致水位上漲成災的國家也有波

蘭、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包括德國易北河(Elbe)及多瑙河(Danube)

兩條河流沿岸和奧地利薩爾茲堡(Salzburg)。

面對豪雨帶來的災害，捷克政府承諾將投入投入3億捷克克朗（約

1511萬美元）救災，而匈牙利政府則派遣軍人協助處理水患。

(圖5)布拉格Stefanikuv橋淹水

歐洲主題專欄

中歐夏季豪雨成災中歐夏季豪雨成災中歐夏季豪雨成災中歐夏季豪雨成災

(圖6)匈牙利政府派遣軍人協
助處理水患

2013 2013 2013 2013 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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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11月底，大批民眾湧入基輔市的獨立廣場，抗議政府推延與歐盟簽

定貿易協定。

在歐盟高峰會上，烏克蘭、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協定關係讓烏克蘭

民眾怒火中燒。歐盟高峰會元首們表示一旦烏克蘭準備好，他們願意立

刻簽署全面自由貿易等協定。然而烏克蘭與俄羅斯及其他東歐、中亞國

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卻也難以割捨。這樣的局面讓歐盟東擴計畫進行不順，

而親俄派的烏克蘭總理也無法滿足烏克蘭民眾期盼自由貿易的心情。

烏克蘭推延與歐盟簽署自由經貿協定烏克蘭推延與歐盟簽署自由經貿協定烏克蘭推延與歐盟簽署自由經貿協定烏克蘭推延與歐盟簽署自由經貿協定

(圖8)抗議的烏克蘭民眾

(圖7)俄羅斯總理普丁與親俄
派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

2013 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歐盟大事件回顧

參考資料：
http://goo.gl/bVu7mp
http://goo.gl/XHVN8j
http://goo.gl/Ntnxyp
http://goo.gl/C6a7fx
http://goo.gl/IyIvrf

http://goo.gl/BJvhzc
http://goo.gl/qhMJ5U
http://goo.gl/0pBGsH
http://goo.gl/AoPp9u
http://goo.gl/4E5kmH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C9Nu4p

圖2 ：http://goo.gl/gfuQrK

圖3 ：http://goo.gl/hRAzPj

圖4 ：http://goo.gl/IOVO5b

圖5 ：http://goo.gl/AoPp9u

圖6 ：http://goo.gl/IWI5QH

圖7 ：http://goo.gl/qhMJ5U

圖8 ：http://goo.gl/av6olk



德國研發可遙控德國研發可遙控德國研發可遙控德國研發可遙控「「「「精子機器人精子機器人精子機器人精子機器人」」」」

日前德國德累斯頓奈米科學研究所 (CNT)的研究人員施密

特 (Ol iver Schmidt)與其研究團隊製作出了非常奇特的「精子機

器人」。其原理是在50微米長、直徑5到8微米的奈米管內裝入公

牛的精子。而這種金屬奈米管由一端延伸、逐漸變細，這樣就可

以使內容物保留在金屬奈米管中，以防止精子細胞逃脫。而這樣

的方式也能使精子通過磁場被旋轉，因此只要透過磁鐵，就能輕

鬆地控制這款「精子機器人」了。

施密特表示，這項研究最大的挑戰在於調整奈米管的尺寸，

要確保其比精子的前端稍大又能讓尾端自由活動，才能進而提供

動力，而這個精子的功能就相當於一個馬達，從預定的方向來驅

動這個金屬奈米管。

歐盟學術專欄

[XG3A陳心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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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黑色即為被奈米管包覆的精子

德國研發可遙控「精子機器人」



目前這款機器人可應用於磁導航運輸，之後也可能透過磁力導航協

助受孕，這些精子機器人不僅可以將精子送進卵子內受精，還能將藥物

送至體內需要的位置上。但在技術還有一段長路要走。直到現在，科學

家只能借助各種化學物質和相對磁場對細胞群進行操控。

使用精細胞做為動力來源不僅無害，還適合在黏稠的液體中移動。

科學家們希望，未來能夠取出試管內的單個精細胞，使「精子機器人」

進入子宮，並藉由磁場來引導它們游向卵細胞，提升女性受孕的機率。

歐盟學術專欄

12

參考資料：
http://goo.gl/afRkpr
http://goo.gl/XIznqZ
http://goo.gl/zOwBlu
http://goo.gl/SDY6oj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oJgf8
圖2：http://goo.gl/DQeC0P

德國研發可遙控「精子機器人」

(圖2)試管因為磁場的改變而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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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國際永續發展國際永續發展國際永續發展國際永續發展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聯合國千禧年計劃聯合國千禧年計劃聯合國千禧年計劃聯合國千禧年計劃

[YG3 鄒人郁/整理]

西元200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千禧年發展宣言」，宣誓全球各國應

當重視並解決的八大議題，它們象徵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

家為了消除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破壞與性別歧視所共同合作

的努力，藉此來促進國際的永續發展。如今這項千禧年計劃即將邁入第

14個年頭，繼2012年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United Nat ions 

Conference on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於6月22日在巴

西里約辦理完成後，這項計畫的成效與成果，是否能如2000年各

國宣誓所言，解決這八大難題，持續地球村的永續發展？而在

2013年的進度報告又是如何？

(圖1)千禧年八大目標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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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目標一目標一目標一：：：：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

此項計畫的最初步目標有兩個，第一是每日生活費不到1美元的人

口比例減半；第二是將挨餓人口比例減半。

所有施行目標地區包含非洲(北非、撒哈拉以南)、亞洲(東亞、南亞、

東南亞、西亞)、大洋洲、拉丁美洲、加勒比、高加索地區與中亞。

為了消除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破壞與性別歧視，大會也

提出了具體的八大目標，並訂依項立出標準，期望達到執行效率。聯合

國秘書長潘基文(반기문)於千禧年高峰會中提出：「從現在起到2015

年，我們必須確保並實現所提出的承諾。否則後果將是深遠的：

死亡、疾病、絕望和所有不必要的痛苦，以及數百萬人將喪失生

存機會」。 透過每年的千禧年計劃進度報告，可以從中計算是

否有望在2015年達成目標。

(圖2)世界知名的攝影作品，寫實的呈現貧窮與飢餓的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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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目標二目標二目標二目標二：：：：確實普及初等教育確實普及初等教育確實普及初等教育確實普及初等教育

為降低世界文盲比率，並以

「教育是給孩子的一個機會」為

初衷，期望能確保不論男童或女

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課程，

也就是所謂的小學教育程度。

(圖3 )圖中老人70歲才第一次上小學

目標三目標三目標三目標三：：：：促進男女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促進男女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促進男女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促進男女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利

女權議題近幾十年來一直受到世界關

注，但在許多地區，女童並沒有受教育的

權利。因此此目標希望能夠在2005年消

弭在小學與中學教育中兩性比例的差異，

並且於2015年減少各級教育的男女比例

差距。目前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及高

加索地區，女童接受小學教育的比例已幾

近平等。

(圖4 )男女平權的標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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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目標四目標四目標四目標四：：：：降低兒童死亡率降低兒童死亡率降低兒童死亡率降低兒童死亡率

在非洲和亞洲許多開

發中國家，因為貧窮、飢

餓與疾病等問題，五歲以

下兒童死亡率高居不下。

站在人權的角度，該目標

期望能降低三分之二五歲

以下兒童死亡率。

(圖5 )索馬利亞的兒童

目標五目標五目標五目標五：：：：改善產婦健保改善產婦健保改善產婦健保改善產婦健保

在醫療資源不發達的國家，婦女

較盛行在家生產，也因此常發生因為

延誤就醫而導致產婦死亡的悲劇。為

保障婦女生產時的生命安全與提升產

婦的存活率，此目標期望能夠施行普

遍性的生殖保健，希望能降低三分之

二產婦的死亡率。讓迎接新生命不再

只是聽天由命的恐懼。
(圖6 )甘比亞的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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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目標六目標六目標六目標六：：：：對抗愛滋病毒對抗愛滋病毒對抗愛滋病毒對抗愛滋病毒、、、、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愛滋病、、、、瘧疾與其他病毒瘧疾與其他病毒瘧疾與其他病毒瘧疾與其他病毒

在非洲或亞洲的落後地區，因貧窮而造成的環境髒亂、衛

生條件不佳，成為各式疾病孳生的溫床。尤其現在愛滋病毒

在非洲氾濫，也是造成兒童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非洲與亞

洲熱帶的氣候也影響了疾病產生與蔓延的速度，比如蚊子的

孳生。此目標期望在2015年能夠有效阻止愛滋病毒與瘧疾的

蔓延，並能夠提出有效的治療方法。

(圖7 )蚊子是傳播瘧疾的主要媒介

目標七目標七目標七目標七：：：：確保環境的可續能力確保環境的可續能力確保環境的可續能力確保環境的可續能力

近年來溫室效應、環境汙染等環境議題皆是國際關注的焦點。

過去人們對於資源有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錯誤觀念，如

今人們開始反思，如何一邊享用天然資源，一邊繼續保有資源再

生的機會。本目標期望將「持續發展原則」納入國家政策和方案，

並扭轉環境資源的流失；同時也努力減少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並

期望能在2015年減少無法取得安全飲用水與良好環境衛生之人口，

並在2020年期望至少一億的貧民窟居民生活能夠改善。

(圖8 ) 生物多樣性宣傳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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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目標八目標八目標八目標八：：：：全球合作促進發展全球合作促進發展全球合作促進發展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最後一個目標同時也是一個對於國際合作的未來展望。此目標期待

各國進一步發展開放的、遵循規則的、可預測的、非歧視性的貿易和金

融體制。包括在國家和國際兩級致力於善政、發展和減輕貧窮，滿足最

不易開發國家的特殊需要。例如，對其出口免徵關稅、不實行配額；加

強重債窮國的減債方案，註銷官方雙邊債務；向致力於減貧的國家提供

更為慷慨的官方發展援助；滿足內陸國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

要……等。他們也期望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為青年創造體面

的生產性就業機會；或與製藥公司合作，在發展中國家提供負擔得起的

基本藥物；更者，與私營部門合作，提供新技術、特別是信息和通信技

術產生的好處。簡言之，他們期盼以更密切的全球合作關係與進一步的

社會義務，幫助其他開發中國家，促進地球村永續發展。

距離2015年只剩一年多的時間。千禧年計劃是否能實現聯合國的

理想，將會受到進一步的審核。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地球村的成員都應

當伸出援手，為這個世界的進步盡一份心力。不僅能夠幫助貧困地區需

要協助的人，更能造福給子子孫孫，給他們一個更美好的地球。

參考資料：
http://goo.gl/25zdM5
http://goo.gl/IZKkde
http://goo.gl/JncWZA
http://goo.gl/HZEYLY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CtAaa
圖2：http://goo.gl/J1WQOR
圖3：http://goo.gl/7Xe8Rf
圖4：http://goo.gl/r80y8D

圖5：http://goo.gl/H7cWc1
圖6：http://goo.gl/RrHky8
圖7：http://goo.gl/BYMRnm
圖8：http://goo.gl/TTl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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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3高雄設計節主海報 展覽日期展覽日期展覽日期展覽日期：：：： 2013/12/13 -2014/1/12

周一至周四：10:00-18:00

周五至周日及國定假日：10:00-20:00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駁二藝術特區

官方網站官方網站官方網站官方網站：：：： http://goo.gl/R1w1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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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08年 KDF 海報

(圖3) 2013設計節種子展文宣

簡介
高 雄 設 計 節高 雄 設 計 節高 雄 設 計 節高 雄 設 計 節

Kaohsiung Design Festival

(KDF) 是由高雄市政府和中

華民國設計師協會共同主辦

的大型國際設計交流活動。

設計節活動一直從2008年舉

辦至今，每年都會匯聚地方

及國際的創意能量，為高雄

這個城市添上獨特的創意色

彩。

2013年高雄設計節活動為

期一個月。從 2013/12/13至

2014/01/12，高雄將沉浸在創

意設計的氛圍裡。與以往不同

的是，今年以兩部曲的方式呈

現。7月時已先推出種子展，

以高雄作為觀察角度介紹台灣

極富潛力之設計創作，並介紹

國外創作者的藝術觀點，以闡

述這些創意種子的龐大未來性。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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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給人的感覺不外乎人口、

人種繁多，經濟生活品質好，卻很少

人發現，不管在過去、現在、未來這

三個階段裡，每個城市的角落都藏著

創意發光體，照亮著自己的故事，展

現出自己的獨特性。

(圖4)宣傳文宣

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cities are more than we think!

(圖5)各城市之LOGO

2013年度高雄設計節以

「cities are more than we think!」

作為主題，延續推廣城市的創意美學。

2013KDF宣傳影片

城市，是眾人口集中之地

城市，貿易交流經濟繁榮

城市，是故事發生的背景

城市，賦予源源不絕的創意

城市，展現各自特色

城市，不只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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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題展國際主題展國際主題展國際主題展：：：：創意創意創意創意©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圖6)主題展宣傳文宣

展覽集結超過250位創作家，包含音樂家、藝術家、企業家及設計

師，透過作品表達其所屬城市的多樣性。特別的是，展覽用超過12000

個影像作品組成獨一無二的城市創意地圖以表達超過1200個創意概念，

參觀者能跟隨創作家的步伐，一同窺探這十座創意城市各自獨特的風貌。

本次主題展橫跨國內外，把創意聚焦於十個亞太城市。首先從高

雄—這座我們最熟悉的城市出發，再一步步將足跡跨向曼谷、北京、

香港、馬尼拉、首爾、新加坡、東京、雪梨、吉隆坡等海外城市。

(圖9)

(圖11)

(圖10)

(圖8)

(圖14)

(圖12) (圖13)

(圖7)

(圖16)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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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設計節之特展高雄設計節之特展高雄設計節之特展高雄設計節之特展

原創插畫裝置展
高雄味自慢高雄味自慢高雄味自慢高雄味自慢

設計商店
趣趣趣趣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生活美學展
良品美器良品美器良品美器良品美器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學堂學堂學堂學堂

纖維工藝特纖維工藝特纖維工藝特纖維工藝特展展展展

設計品牌展
自然南風自然南風自然南風自然南風 無添加無添加無添加無添加

亞洲新世代
視覺影像創作獎

打開新視界打開新視界打開新視界打開新視界

創意逛大街創意逛大街創意逛大街創意逛大街

在地品牌。

不同理念卻訴說著同樣對環境與設計的熱情。

平面視覺影像/動態實驗影像/劇情動畫

亞洲地區視覺創意新銳的美學理念。

過去的纖維工業，編、染、織、繡，

四步驟交織成就當代纖維藝術。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台灣優良公益評鑑」得獎作品。

「味自慢」拿手菜色。「城市」是一盤充滿

的料理。

商家和新銳創作家一起

搭起的藝術彩虹橋。

一個作品的完成，需要創作家多少的

經驗和心力？讓他們來說給你聽。

欣賞藝術之虞，

收藏文創商品。

(圖18)

(圖17)

(圖20)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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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goo.gl/R1w1q4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jCMvtP
圖2：http://goo.gl/MJzEa5
圖3：http://goo.gl/FQSEM
圖4：http://goo.gl/x3Tpev
圖5~圖20：http://goo.gl/dvsOAT
圖21~圖24 ：http://goo.gl/s2rbu0

影片來源：http://goo.gl/s2rbu0

(圖21)駁二展區

(圖22)主題展展場

(圖23)城市特色隧道

(圖24)城市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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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

A：：：：Lunch Beat！！！！ [UCA1A盧亞蘭/整理]

「午餐時間」會讓人想到什麼畫面？

和幾個好友到辦公室樓下的自助餐買便當？

還是工作太忙碌，只好繼續一個人待在電

腦前，狼吞虎嚥的吃著速食漢堡？接著再

撐過昏昏欲睡的下午時段嗎？還是起來瘋

狂跳個舞後再繼續工作呢？沒錯！這就是

現在歐洲人每個月最風靡的活動─「舞休」

Lunch Beat！

「Lunch Beat」是一種舉辦在中午

十二點到下午一點，整整一個小時的跳舞

放鬆活動。首次活動是2010六月，在瑞士

的斯德哥爾摩舉行，由藍潔(Molly Ränge)

於私人停車場發起。雖然當時人數只有14

人，不過幾個好友發現這個點子不錯，活

動便接著辦下去。如今口耳相傳下，已經

演變成每個月會固定辦一場Lunch Beat，

且每場次的人數都有600人左右。更令人

驚訝的是，不只在斯德哥爾摩，整個瑞士、

整個歐洲，包括法國、芬蘭、荷蘭、葡萄

牙，甚至美國如今也颳起這個旋風。

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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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Lunch Beat現況示意圖



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7OQN1w
http://goo.gl/qYa4FY
http://goo.gl/1fIaIq
http://goo.gl/P53nSP
http://goo.gl/fulq66
http://goo.gl/JUkX3T

(圖4-7) Lunch Beat現況示意圖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7OQN1w
圖2：http://goo.gl/JUkX3T
圖3：http://goo.gl/T8OfP3
圖4：http://goo.gl/fulq66
圖5：http://goo.gl/JUkX3T
圖6：http://goo.gl/qYa4FY
圖7：http://goo.gl/jnJw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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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現在歐洲人午餐時間都在瘋什麼????

不要將此誤會為一個交際的場合，Lunch Beat的創辦人可是列出了

許多項說明來確保大家是來這個場合跳舞的。例如這必須是個無酒精與

毒品的場所，而若有人只是想吃午餐，那可能就要另闢他處了。至於對

那些腦筋動得快，想藉此賺點外快的的生意人，創辦人表示，雖然歡迎

各地舉行Lunch Beat，但整個活動必須是非營利的。而參加時所繳交

300到400元左右的台幣是餐點的費用，因此除了現場的食物外，每人還

會有一份餐點可以帶回去享用，畢竟沒有人想要餓著肚子回去上班。而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場合不准有人談及公事。每個參加完這場活動的人

都表示，這場活動使他們接下來能夠更有效率地工作，甚至很多公司的

老闆甚至用這個活動的入場券當作給員工的獎勵呢！



主辦單位：高雄市管樂團

演出時間：2014年2月7日(五) ─ 2014年2月9日(日)

※2月7日、2月8日─9:00及13:00；2月9日─9：00

演出地點：岡山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大師班300元/場；音樂會400元/場

校外活動快訊

安吉琳娜安吉琳娜安吉琳娜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彭德貝伊爾彭德貝伊爾彭德貝伊爾

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

27(圖1)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

[XE4C黃云柔/整理]

《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



台灣的民眾有福了！這次邀請到了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教授來台，

舉辦為期三天的大師班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專業伴奏訓練、聲樂和器樂

伴奏訓練。另外，高雄市管樂團將舉辦一場由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教

授與其團員的音樂會，演奏的曲目包含卡爾‧萊內克(Carl Reinecke)、

卡米爾‧聖桑(Saint Saens) 等知名音樂家的作品。喜歡聽音樂的民眾千

萬不能錯過！

校外活動快訊

參考資料
http://goo.gl/nJBCnJ
http://goo.gl/wPM31C
http://goo.gl/FZQ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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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鋼琴合作大師班暨音樂會》

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Angeline Pondepeyre)，鋼琴演奏家、室內

樂演奏家、聲樂教練以及伴奏師，目前任教於法國馬爾松國立音樂學院，

擔任鋼琴伴奏教授。她特別致力於聲樂教練伴奏，法國的歌劇院內幾乎

都留有她的身影，她也多次受邀與世界著名指揮家合作，例如：皮耶‧

布萊茲(Pierre Boulez)。

(圖2)安吉琳娜-彭德貝伊爾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JBCnJ
圖2：http://goo.gl/wPM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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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電子報將介紹一本愛爾蘭口碑載道、全球熱賣的小說，一本久

久無法釋懷，一直在多人心頭縈繞不去的震撼經典作品。

『一本令人驚奇的書籍！一個獨特的歷史時刻，它的故事值得一再傳

頌。』 ─《英國衛報》

『筆法簡單但令人難忘！故事裡沒有可怕的景象，但輕描淡寫的恐怖卻

令人膽寒。』 ─《愛爾蘭週日報》

來自世界各地的享譽及好評，令人驚艷動容的傑作小說，榮登多國

暢銷排行榜，入圍及得獎無數，絕對值得吸引你的關注。

穿條紋衣的男孩穿條紋衣的男孩穿條紋衣的男孩穿條紋衣的男孩

(圖1)《穿條紋衣的男孩》宣傳標語

[UT3A 金芷琳/整理]

好書介紹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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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約翰．波恩 John Boyne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

1971年約翰‧波恩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Dublin)，在都柏林聖三一

大學(The University of Dublin)研讀英國文學，於英國諾里奇東英吉利

大學攻讀創意寫作，並在此榮獲柯提斯‧布朗獎。

早期多寫短篇小說，他的第一本小說《The Entertainments Jar》

入圍愛爾蘭軒尼詩文學獎，截至目前為止，已出版約70本短篇小說。

2006年出版『穿條紋衣的男孩』一書，全球熱銷約五百萬本，蟬聯

愛爾蘭排行榜冠軍超過80週，在紐約時報榮登暢銷書名單，並且是西班

牙2007和2008年熱賣書籍。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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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當當你翻開這本書你翻開這本書你翻開這本書你翻開這本書

你已跟隨小男孩你已跟隨小男孩你已跟隨小男孩你已跟隨小男孩

展開一趟冒險展開一趟冒險展開一趟冒險展開一趟冒險

一面圍籬前一面圍籬前一面圍籬前一面圍籬前

另一個男孩另一個男孩另一個男孩另一個男孩

童童童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語語語語

純真友誼純真友誼純真友誼純真友誼

他和他和他和他和他他他他

手手手手牽手牽手牽手牽手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逃離逃離逃離逃離

大大大大

人人人人

的的的的

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

內容簡介

(圖3)《穿條紋衣的男孩》
英國版本封面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在黑暗的理性到來之前，用以衡量童年的是聽覺、嗅覺

以及視覺。

---- John Betj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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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故事以一個九歲男孩的眼光，帶領我們進入一個未知的世界。兩人

的童言童語，更明顯對比純真無知的心智與兇殘暴力的極端主義。小說

中沒有殘忍顫慄的敘述，但是我們心中都明瞭，圍籬的另一邊以及「條

紋睡衣」所隱藏的含義，這一切不禁令人心寒。

似懂非懂的孩子，怎能理解成人世界的行為？天真無邪的孩童，往

往是最無辜的受害者，總是有自以為是的人們，企圖用暴力手段掌控別

人，灌輸自己的意念，建造屬於自己看似偉大的世界。這本書透過單純

孩子的心與眼，沒有批判的字句，只有心靈的震撼，來看看這本書，看

看孩子們是如何以沉默之聲控訴大人建構的世界。

(圖4)《穿條紋衣的男孩》繁體版封面

9歲的男孩布魯諾，原本居住

在柏林，衣食無缺，跟著同齡的小

孩上學、玩耍和探險。有一天，因

為爸爸工作的關係，全家搬到一片

荒涼之地，沒有鄰居，沒有嬉戲的

同伴，他不懂這裡究竟是怎麼樣的

地方，所以他決定開始以前最喜歡

做的事─探險。他發現在房子的另

一端有高高的圍籬，裡面的人都身

穿同樣的條紋睡衣，而他遇到一個

年紀與他相仿的男孩─舒穆爾，他

也穿著條紋睡衣，並與布魯諾相隔

一面圍籬。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布魯諾多次偷偷冒險到圍籬邊與他唯一的朋友聊天，某天布魯諾為

幫舒穆爾找尋他失蹤的父親，同意穿上和圍籬裡人們一樣的條紋睡衣並

攀爬進鐵絲圍欄中，兩個小孩緊緊牽著手消失在集中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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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vOmlNO
http://goo.gl/fGAAGr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aEV7f
圖2：http://goo.gl/XyozSv 
圖3：http://goo.gl/qeqQDb
圖4：http://goo.gl/F8pyEE
圖5：http://goo.gl/05wzdD

好書介紹

相關資訊

穿 條 紋 衣 的 男 孩穿 條 紋 衣 的 男 孩穿 條 紋 衣 的 男 孩穿 條 紋 衣 的 男 孩
其 實其 實其 實其 實 ，，，， 我 們 都 一 樣我 們 都 一 樣我 們 都 一 樣我 們 都 一 樣

本書已於2008年翻拍成電影，由馬克‧赫門執導。作者約翰‧波恩

說道：『我很榮幸由馬克‧赫門導演改編成電影版本，不但以真實的手

法呈現書中內容，還加上他個人獨到的見解。』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圖5)《穿條紋衣的男孩》電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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