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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迎迎迎迎接2014年的到來，歐盟園區電子報匯集了多項歐洲hot訊息與大

家分享：二戰所遺留的火藥在電子報的首篇炸開，驚醒大眾去回顧此慘

痛的歷史事件。另一則火紅的公民話題，則是關心同志權益的社會議題，

再藉由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聯，認識台灣城市與歐盟國姐妹市之間互動

的關係，體認「立足台灣，放眼歐洲」的精神。

本期的電子報的藝文訊息也簡介了「玩轉世界 經典不設限 ─ 2014

台灣國際藝術節」的精采節目，鼓勵讀者走進兩廳院，體驗跨國界、跨

領域、跨文化的國際藝術；好書專欄則介紹了貝淡寧 （Daniel A. Bell）

與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的《城市的精神》，啟發讀者

用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城市與城市間的文化殊性。

93期為本學期的最後一報，經短暫的休息後，我們將帶給大家更多精采

的歐洲新聞，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指教，新學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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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拉脫維亞新年加入歐元區成第18個成員國

http://goo.gl/X6GC5u (BBC中文網 01月01日) 

� 羅保公民今起可以在全歐盟自由打工

http://goo.gl/OEdaKX (BBC中文網 01月01日) 

� 烏克蘭抗議者新年伊始捲土重來

http://goo.gl/q4UX8q (BBC中文網 01月05日) 

� 德國二柏林Aldi超市「偶然」發現140公斤可卡因

http://goo.gl/gSlA2v (大紀元 01月08日) 

� 英內閣戰情室變身2014倫敦男裝週秀場

http://goo.gl/CqBQJw (大紀元 01月08日) 

[YG3A林禹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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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二德國二德國二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戰留下的未爆彈戰留下的未爆彈戰留下的未爆彈

近年德國發現的二戰未爆彈並不少見，排彈專家在2011年12月4日

於德國的科布倫茨市（Koblenz）成功拆除了兩枚炸彈，分別是一枚重

達兩噸的英國巨型炸彈，另一枚則是約125公斤重的美國炸彈。這兩枚

炸彈在萊茵河水位因乾旱而下降時遭民眾發現。此次拆彈行動中科布倫

茨市（Koblenz）有一半受到影響，疏散了一所監獄，封鎖街道並關閉

學校及醫院。

根據紀錄顯示，英國皇家空軍於1943年到1945年間，在科布倫茨市

（Koblenz）投放了約250枚巨型炸彈，目前仍有一些失蹤。當地安全人

員表示，炸彈爆炸時所影響的程度，會使被破壞建築物的彈片飛向空中，

並影響1.5公里的範圍。

[YG3A林禹臻/整理]

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

(圖1) 萊茵河水位降低時發現的炸彈

4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xZUI5A
http://goo.gl/ezsC9p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6WRFRM
圖2：http://goo.gl/QmckmU

今年1月3日，一座位於德國西部北萊茵-威斯伐倫邦（Nordrhein-

Westfalen）中的城市奧伊斯基興（Euskirchen）的建築工地，一枚二

戰炸彈在挖掘機作業時因碰撞而爆炸，造成一名正在工作的司機當場身

亡，另計8人受傷，其中2人傷勢較重。警方表示，炸彈爆炸造成工地周

圍的辦公建築及汽車的損壞，而當地商店及住家窗戶皆遭震碎。

德國目前發現的未爆彈，多出現於德國西北部的工業區，因二戰時

盟軍曾向該區投擲了大量炸彈。德國為了處理未爆彈，首先會雇用私人

拆彈小組，再展開拆彈作業，幾乎均能平安拆除，此次會造成傷亡，情

況罕見。

(圖2) 奧伊斯基興的爆炸現場

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德國二戰留下的未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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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林佳緯/整理]

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為了呼應下學期歐盟園區將聯合各歐語系所舉辦的「歐洲城市展」，

本學期最後一期電子報將為大家介紹臺灣五個直轄市（臺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與歐盟的姊妹市之互動關係。

何謂姊妹市何謂姊妹市何謂姊妹市何謂姊妹市？？？？

姊妹市的概念最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後由歐洲所發展

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加強歐洲各城鎮間的關係，並增加彼此的交流，

同時也鼓勵舉行國際性的活動。而在2003年時，歐盟也編列了許多預

算來支持這項計畫。然而事實上從歐洲發展出來的姊妹市與所謂的

「國際姐妹市」（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是不同的。國際姊妹市

是在1956年由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

所發起，目的是為了加強與國際間的關係。

簡單來說，歐盟的姊妹市計劃主要是針對

歐盟各地區，而國際姊妹市則是全球性的

（包含自己國家）。姊妹市代表的不單單

只是城市間的友好關係，同時也象徵著彼

此間類似的文化與歷史背景。因此姊妹市

之間除了經濟上的交流外，也會互相提供

交換學生及文化交流合作。

(圖1)國際姊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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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臺北市為中華民國的直轄市與首都，除了是臺灣最具國際化的城市

之外，也最具國際知名度。因此與臺北市締結姊妹市關係的歐盟城市，

也都具有類似的背景：立陶宛─維爾紐斯（Vilnius）、拉脫維亞─里加

（Riga）、法國─凡爾賽（Versailles）、捷克─布拉格（Praha）、波

蘭─華沙（Warszawa）。其中除了凡爾賽是在法蘭西王國時為行政首

度外，其餘各城都是現在該國的首都與經濟重鎮。值得一提的是，布拉

格與里加同時也與北京市締結姊妹市關係，而華沙則是與中國的經濟大

城─哈爾濱簽訂，從此可以看出，臺北市在國際上頗具地位，同時也表

示這些城市與臺北擁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與經濟狀態。

在2013年11月21日時，里加市中心的一棟賣場大樓倒塌，造成了40

多人死亡，70多人輕重傷的悲劇。當時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便與臺北

市長郝龍斌緊急聯絡並商討提供協助之事項。甚至不排除提供緊急救助

的預備金協助里加市。此案例表現出姊妹市在彼此急難時的互助精神。

(圖2)葛大使(右)與里加市市長Nils Usakovs(左)合影 7



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新新新新北市北市北市北市：：：：

新北市為臺灣第一大直轄市，除了擁有最多的人口外，由於受到臺

北市的影響，新北市的商業活動也非常發達，除此之外，由於面積廣大，

涵蓋眾多天然資源的所在地，因此觀光產業也非常發達。1980年時，臺

灣代表團體參加在德國阿爾卑斯山區所舉辦的世界降落傘錦標賽。當時

團體居住在巴伐利亞邦（Bavaria）的史坦堡縣（Starnberg），從此與

該縣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並於1985年時由當時的臺北縣縣長林豐正與

史坦堡縣縣長魯道夫‧魏德曼博士（Dr. Rudolf Wildmann）締結姊妹

城市關係。

近年來臺北縣升格為新北市，兩城市間在教育及文化上的交流也越

來越頻繁。例如2010年曾合作過藝術展、文物展及攝影展；新北市的三

民高中與康芬豪森中學（Kempfenhausen）已舉辦超過10次的交流；

2011年陳伸賢秘書長曾率隊前往史坦堡縣聽取汙水處理簡報。兩市之間

的合作可謂非常多元。

(圖3) 康芬豪森中學學生訪新北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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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臺臺臺臺中市中市中市中市：：：：

臺中市於2009年縣市合併後，在經濟上有明顯的進步，一直以來也

都是臺灣中部的發展核心。2004年時，在縣市合併以前，大甲鎮代表吳

濟敏先生透過中法交流協會會長梨飛認識了法國布希聖喬治市

（ Bussy-Saint-Georges）市長宏都（Hugues Rondeau），雙方相談

甚歡，並於當年由鎮長劉家賓與宏都市長簽定姊妹市條約。且往後的每

一年，宏都市長都會親自來到大甲區參與聚會，商討合作事宜。事實上，

在2004年以前，臺灣與布希聖喬治市就有非常良好的友誼關係，2002年

時，宏都市長甚至不顧眾人反對，在4月27日時於市中心懸掛法國與臺

灣國旗，並宣布將該日訂為「臺灣日」，表達出真誠的心意。

可惜的是，2010年底，

台中市縣市合併，大甲鎮改

制為大甲區，關於姊妹市方

面的預算慘遭刪減，兩城的

姊妹關係陷入模糊，也引發

了居民的不滿。雖然現在大

甲區的官方網站依舊將布希

聖喬治市掛在姊妹市的標籤

底下，但實際上兩城的關係

究竟還存不存在，似乎沒有

一個肯定的答案。

(圖4) 大甲與布希聖喬治市締結姊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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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

說到臺南，臺灣人一定不陌生，因為這是個非常具臺灣文化特色的

城市，所以這裡也被人們稱之為「文化古都」。2010年縣市合併後，臺

南市升格為臺灣五座直轄市之一，而由於這裡的歷史非常豐富，不僅是

臺灣在19世紀時的經濟重鎮，也是當時殖民時代非常搶手的城市。因此

國際上有許多的城市與臺南市締結為姐妹市，而光是歐盟地區就有五座，

他們分別是：比利時的魯汶（Leuven）與科特賴克（Kortrijk）、波蘭

的艾爾布蘭格市（Elblag）、丹麥的瑞柏市（Ribe）以及對臺南的歷史

影響非常深的荷蘭，阿梅爾市（Almere City）。

在臺南與這些國家簽暑姊

妹市協定後，彼此之間的

文化交流尤其豐富。例如：

2012年，臺南的民族舞團

成為全臺第一支被邀請至

波蘭國際藝術節表演的團

體。該年底，臺南市政府

也與丹麥的體操表演隊合作，邀請他們首度來到臺灣表演。由此可見，

姐妹市的締結不僅是增加市與市之間的關係，更能夠藉此加強國與國的

合作。

(圖4) 臺南民族舞團於波蘭藝術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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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歐盟與台灣的姊妹城市

資料來源：
http://goo.gl/5pdvp6
http://goo.gl/iLpnQB
http://goo.gl/1biVrk
http://goo.gl/ldr7aC
http://goo.gl/eW8MXG
http://goo.gl/TQrdW1
http://goo.gl/sKpq8E

http://goo.gl/JhO6zc
http://goo.gl/Bk1Yiq
http://goo.gl/w29EG5
http://goo.gl/y8QTSg
http://goo.gl/N2as7T
http://goo.gl/IhqwiF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QS7Nb
圖2：http://goo.gl/qz4fg2
圖3：http://goo.gl/Sa4zHc
圖4：http://goo.gl/UuHN1X
圖5：http://goo.gl/F6Wgeh
圖6： http://goo.gl/xkm90Q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高雄市為南部主要經濟與交通樞紐，其港口吞吐量在世界上也相當

有競爭力。此外，高雄在近年來也舉辦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國際型會議及

比賽，例如：世界運動會（World Games）、亞太城市高峰會

（APCS）、世界運動舞蹈大賽（WDSG）。歐盟國家中，與高雄簽約

為姐妹市的城市為位於德國薩克森自由邦（ Freistaat Sachsen）的礦山

縣（ Erzgebirgskreis）。礦山縣原為高雄縣所締結的姊妹市，兩縣分

別於2008年（礦山縣）與2010年（高雄市）進行縣市合併，並繼續維持

良好的友誼關係。礦山縣原本是一座富含金屬礦產的城市，現在轉型成

為機械製造及汽車工業城市，與高雄同樣都是工業相當發達的城市。

2011年時，礦山縣縣長傅

格爾（Frank Vogle）前來參

訪高雄，除了與陳菊市長進行

交流外，也邀請市長於2013年

前往礦山縣一同慶祝兩市締約

20周年。

(圖6)礦山縣縣長與高雄市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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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
老鼠體內直接誘導出幹細胞老鼠體內直接誘導出幹細胞老鼠體內直接誘導出幹細胞老鼠體內直接誘導出幹細胞，，，，
有助未來人體器官修復有助未來人體器官修復有助未來人體器官修復有助未來人體器官修復

西班牙科學家對幹細胞進行研究，直接將老鼠體內取出的細胞「逆

轉」成類胚胎幹細胞，省去了過去必須先將細胞放在培養皿中進行轉化

的過程，而且現階段的研究顯示：這些直接由老鼠體內細胞轉換成的幹

細胞，比起從外界培養再植入的幹細胞，會有更多發揮的空間，不但能

再分化成不同的體細胞，對於再生醫學在修復人體器官的應用上也有更

大的助益。

歐盟學術專欄

[XE4C陳俐心/編譯]

(圖1)將老鼠體內的細胞轉化成類胚胎幹細胞

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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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為了要讓這四個基因活化，研究團隊餵食老鼠抗生素「德霸黴

素」，最初給予高劑量，結果雖然基因很快就顯現出來，卻也導致老鼠

快速死亡，隨著劑量降低，這些小鼠體內也發現有畸胎瘤生成，這類腫

瘤細胞是細胞重新編程的重要指標，更在血液中發現iPS細胞。再進一

步研究後，除了發現體內轉化比體外轉化的iPS細胞更接近胚胎幹細胞

外，體內轉化的iPS細胞還能分化成更多不同的體細胞，像是胎盤細胞。

這樣的研究結果也代表著，未來人體器官修復不必再透過移植手術，

只要把受損器官或組織周圍的成熟細胞重新編程，就能直接在人體內修

復、填補。雖然如此，因這種編程方式會提高腫瘤發生的機率，而無法

直接對人體作試驗，所以目前仍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去解決附帶問題。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yqFasb
http://goo.gl/tyRJsI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e6d1Wq
圖2： http://goo.gl/Ny6RIO

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再生醫學逆轉勝

(圖2)老鼠體內的細胞。

西班牙國家癌症研究

中心（ Spanish National

Cancer Research Centre）

的研究團隊執行基因工程，

將四個基因Oct4、Sox2、

Klf4 和 c-Myc植入老鼠體

內，而在多能性細胞（例

如胚胎幹細胞）中這四個

基因較為活躍，不過在一

般成熟體細胞內較不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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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2/10《European Union》于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Ashton
Human Rights 2013 EN》的聲明稿，歐盟高階代表凱瑟琳·艾希頓
(Catherine Ashton)表示歐盟決心繼續促進尊重和保護全世界所有的人
的權利。媒體和人權維護者在許多國家面對不斷增加的關注、恐嚇、暴
力和審查制度。歐盟將會捍衛受迫害者的人權，並繼續堅定的支持人權
和民主。
－－－－－－－－－－－－－－－－－－－－－－－－－－－－－－－
背景資料：現今越來越重視同志的議題，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看法，歐
盟高階代表艾希頓對此聲明，文化、傳統或宗教價值不能用來合理化包
括對同志在內的任何歧視。一年前，歐盟通過了擬定戰略框架和行動計
劃者的人權和民主，特別代表人類權利。從那時起，歐盟一直專注於確
保人權和民主貫穿到歐盟的對外行動。歐盟致力於人權普世性，並重申
「文化、傳統或宗教價值不能用來合理化任何歧視，包括對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及雙性人（LGBTI）的歧視」。歐盟會繼續
以取締整個世界的死刑做為長期的活動。

歐洲聯盟歐洲聯盟歐洲聯盟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2013歐盟歐盟歐盟歐盟人權日人權日人權日人權日

[YS3A翁敔瑄/整理]

(圖1) 歐盟高階代表凱瑟琳‧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
14



世界觀點

印度刑法第377條針對同性戀行為規定，自願從事「違反自然定律

性行為」者判處最低10年、最高終身監禁。印度新德里高等法院在

2009年為「成年人合意的同性戀行為」除罪，被視為印度同志權益躍

進的歷史性判決，此判決於7月2日頒布「成年人兩相情願的同性性行

為」不屬犯罪行為，替同性戀除罪。

但是保守派人士不滿判決結果，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多由不同

宗教團體提出上訴。而最高法院於11日裁定刑法377條不違憲並撤銷這

項為同性戀除罪的判決，使同性戀在印度又成違法行為。

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發布聲明表示，她非常關切這件事，

呼籲印度維持對國內和在國際間的承諾，尤其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保護所有人都能行使他們的權利。

(圖2)印度同性人權團體為裁決上街遊行

15



世界觀點

非洲國家烏干達國會於2013年12月20日通過一項嚴格懲罰同性戀者、

禁止提倡同性戀行為的法案，最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烏干達的反同性

戀草案自2009年提出以來就備受世界各國批評，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曾嚴

詞譴責。此法案最早的構想甚至允許將同性戀者處以死刑，但因外界的

批評聲浪在最後通過的版本內，最重刑責為無期徒刑。

艾希頓聲明表示，她遺憾烏干達通過了反同性戀法，執行這項法律

會牴觸「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非洲人權憲章」內的反歧視基

本原則。烏干達憲法也保障反歧視原則，她呼籲烏干達當局確保反歧視

原則受到尊重，並維護烏干達內部寬容所有少數族群的環境。

(圖3)在英國倫敦的烏干達同志維權人士舉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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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5月19日，歐盟要求俄羅斯當局拒絕通過關於禁止同性戀宣傳的聯

邦法令，他們認為：此法可能加強對LGBT人群的歧視和暴力侵害。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不足1個月內接連下達多項法條，口口大炮對準

同性戀者。於俄國的遊客被懷疑是同志亦會被拘留兩周再趕出境，此情

況造成俄羅斯國內民眾情緒高漲，同志接連被暴力襲擊，也成為惡法的

炮灰。

2013年7月3日，普京簽署法案不單禁止同性戀者領養當地孩子，連

帶夫婦來自同性戀婚姻合法的國家，也被拒於門外。 6月底，於俄羅斯

主辦2014冬季奧運會舉辦前夕，普京簽署另一條法例，容許警察拘捕懷

疑是同性戀或支持同志的遊客及外國人，最長可囚禁14天，再驅逐出境。

縱使國際奧委會拍心口保證體育面前人人平等，所有性向人士均可參予，

但新法例確令同性戀或被懷疑是同志的運動員、教練、記者、家屬甚至

觀眾都將入獄。

(圖4) 同志和平遊行被反同性戀人士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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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反對同志，近幾年同志的議題引起世界的關注。

目前同性婚姻合法國有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南非、挪威、

瑞典、葡萄牙、冰島、阿根廷、丹麥、烏拉圭、紐西蘭、法國、德國。

英國國會上議院7月15日通過同性婚姻法案，允許在英格蘭和威爾

士同志婚姻合法化。英國「平等權力部」昨天宣布，英國第一次同志婚

禮，將在明年3月29號舉行。16日下議院投票確認，17日上午送到白金

漢宮，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當天簽字同意，核准英國國會通過的英格蘭和

威爾斯同性婚姻法案「婚姻法」，從此，英國同性戀正式合法化。

事實上，早在很多年前，英國社會就已經表現對同性戀者的包

容。2005年，英國允許同性戀者登記為「民事伴侶」，使其享有與

異性戀者相同的權益。現在英國決定同志婚姻合法化，那些已經取

得「民事伴侶關係」的同志伴侶，明年就可以走入婚姻。

(圖5)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圖6)女王簽署新的人權宣言，增加同志的權利

18



世界觀點

法國國民議會於2013年4月23日以331:225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同

性婚姻合法化、准許同性夫婦收養兒童的法案，使法國成為世界第14個

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

美國紐約於2011年7月24日正式開放同性戀者結婚，成為全美第六

個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的州，紐約眾議院6月通過了允許同志結婚的平

等法案，法案由州長庫莫簽署生效，30天後實施，才使得紐約同志能在

24日合法結婚。紐約州州長庫莫認為同性戀者結婚屬於基本人權，支持

同志婚姻合法化。政府計劃在這一天開放該市五大行政區的婚姻登記處

供同性戀者登記。同時，反同志團體全國婚姻組織（National Organiza

tion for Marriage）在紐約市、奧爾巴尼、水牛城等地發起示威活動，

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甚至揚言要把紐約州州長庫莫及州議員逐出教

會，這也顯示了同志議題將持續在美國延燒。

(圖7)紐約同志合法結婚，阿嬤級同志成為第一對合法夫妻

影片：
紐約市長 Bloomberg 
呼籲同志婚姻合法化：
http://goo.gl/mx7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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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4tsmf3

參考資料：
http://goo.gl/KCi3X
http://goo.gl/OY4fFR
http://goo.gl/cgCjCj
http://goo.gl/Zeuub0
http://goo.gl/PWCsgy

http://goo.gl/SJgvQn
http://goo.gl/QlUY2v
http://goo.gl/R1ZyFe
http://goo.gl/jOFe9
http://goo.gl/czewrd

圖片來源：
標籤：http://goo.gl/TT5Gxy
圖1：http://goo.gl/9eqXEB
圖2：http://goo.gl/XVxg6Z
圖3：http://goo.gl/aA68g8
圖4：http://goo.gl/PWCsgy
圖5：http://goo.gl/V5kaM8
圖6：http://goo.gl/PyeceS
圖7：http://goo.gl/czewrd
圖8：http://goo.gl/R1ZyFe

同性戀議題持續延燒，天主教會和右翼反對黨支持的反對同性婚姻

團體認為，政府批准同性婚姻和同性伴侶領養子女，將會破壞社會組成

的重要基石。支持者們則計劃舉行慶祝集會，並表示承認同性婚姻是平

等精神的體現，標誌著社會的重大進步。

法國國民議會於2013年4月23日以331:225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同

性婚姻合法化、准許同性夫婦收養兒童的法案，使法國成為世界第14個

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

(圖8)法國民眾上街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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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玩轉世界經典不設限

2014台灣國際藝術節

[YS3A 張芹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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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廳院舉辦的2014年台灣國

際藝術節（TIFA）以「玩轉世界

經典不設限」為主軸，推出了本土、

海外與跨國界合作的精彩節目。節

目類型包含戲劇、舞蹈、音樂、各

式講座及工作坊。表演陣容極為強

大，由13個國家，22檔共68場演出

組成。期待能夠以創意來呈現傳統

的經典場面，讓觀眾感受到強大表

演藝術的力量。

校外藝文報導

前任兩廳院董事長曾說，台灣

國際藝術節以「跨國界」、「跨領

域」、「跨文化」的策展理念，推

出包羅萬象的節目，讓觀眾能夠藉

由表演立足台灣，重視本土藝術文

化，並放眼觀賞國際藝術。

(圖1)台灣國際藝術節宣傳LOGO

(圖2)前任兩廳院董事長郭為藩先生
22



校外藝文報導

台灣國際藝術節開始於2014年2月7

日，直至同年3月30日結束。2014年的

首檔節目是由兩廳院製作，由萬眾矚目

的《孽子》打頭陣。兩廳院將白先勇先

生的同志經典小說搬上舞台。舞台劇由

金鐘獎導演曹瑞原所導，與影劇界老中

青三代演員同台演出。內容絲絲入扣，

細心刻劃父子情與同志轟轟烈烈的愛情。

(圖3)《孽子》劇照

(圖4)《孽子》角色照
23



校外藝文報導

這屆藝術節的22檔節目中，有12檔節目

是世界首演，另外2檔則是亞洲首演，因而

受到注目。由國際編舞大師尤里‧季利安

（ Jiri Kylian）所精心設計的《季利安計畫》

最受矚目。《季利安計畫》由四齣短篇芭蕾

表演《無名》、《14分20秒》、《幸運餅

乾》、《生日宴會》組成，而《幸運餅乾》

為兩廳院與KYLWORKS跨國共製而成。結

合古典的芭蕾和現代舞的活力舞感，搭配豐

富的舞台效果和華麗的配樂，編織一齣滿足

觀眾的視聽饗宴。

(圖5)《季利安計畫》劇照

(圖6)尤里‧季利安 24



校外藝文報導

除此之外，這次還邀請到國外

一流的表演團隊。戲劇有芬茲‧帕

斯卡劇團的《華麗夢境－給契訶夫

的一封信》。編導的帕斯卡將戲劇、

舞蹈、音樂與雜技元素巧妙融合，

展現出如詩如夢的舞台效果；《罪

‧愛》則以爭議性十足的亂倫為主

題，奧利佛金獎名導迪克蘭‧唐納

倫帶領＜與你同行劇團＞精彩演出。

(圖7)《華麗夢境－給契訶夫的一封信》劇照一

(圖8)《華麗夢境－給契訶夫的一封信》劇照二
25



校外藝文報導

舞蹈表演則有西班牙佛朗

明哥舞蹈天后伊娃．葉爾芭波

娜（Eva Yerbabuena）的經典

表演《雨》。此作被西班牙舞

評稱為登峰造極之作。伊娃在

歐洲擁有眾多的舞迷，而且是

第一個進到雪梨歌劇院表演的

佛朗明哥舞蹈家。此次為伊娃

首度來台演出，喜歡佛朗明哥

的人絕對不要錯過。

音樂方面邀請

到世界前十大樂團

之一的布達佩斯節

慶管絃樂團。領團

的伊凡．費雪及左

坦．柯西斯獨特的

練團模式和獨創的

音樂設計安排讓該

團得到廣大的迴響與支持，甚至有「匈牙利青年音樂家的菁英」的美

名。這次來到台灣將帶給我們「德俄經典」與「奧匈榮耀」，由匈牙

利頂尖樂團來詮釋奧地利的名曲，一定讓聽眾大飽耳福。

(圖9)伊娃．葉爾的《雨》

(圖10)布達佩斯節慶管絃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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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另外，來自法國的南法人聲樂團的《拉布蘭之心人聲音樂會》也值

得推薦。運用古歐洲的複音音樂、Occitan古語，再加上人聲與擊樂，

交織出獨創一格的精采樂音。純樸的南法風情和新創的呈現不容錯過！

2014年的主題是「人性」。在藝術家的舞台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交替、生命的意義在玩轉不設限下，都有無比動人的吸引力！在這個人

心惶惶、焦慮、不安的時代，表演藝術將成為現代人壓力的出口和撫慰

精神的重要元素！

(圖11)南法人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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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來源：

TIFA 2014台灣國際藝術節官網：
http://tifa.ntch.edu.tw/2014/tw/

圖1：http://goo.gl/BM7HGw
圖2：http://goo.gl/BM7HGw
圖3：http://goo.gl/BM7HGw

圖4：http://goo.gl/BM7HGw
圖5：http://goo.gl/BM7HGw
圖6：http://goo.gl/N8fSSO
圖7：http://goo.gl/BM7HGw
圖8：http://goo.gl/BM7HGw
圖9：http://goo.gl/BM7HGw
圖10：http://goo.gl/BM7HGw
圖11：http://goo.gl/BM7HGw



Do You Know

Q：：：：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

[YS3A 張 鏵/整理]

過去，歐盟會員國認為統一貨幣會帶來很好的效果，歐盟將變得更

加整合、團結與和諧。他們深信貨幣的統一將是推動歐盟整體統一的催

化劑，先統一貨幣後再來談其他的整合。然而，在貨幣整合後，其他方

面的統合卻變得乏人問津。

如果當初先統合其他方面再著手貨幣，也許就不會發生政治家需要

填補許多財政虧空的問題了。若歐盟的各國首長一開始就預料到這種情

況的發生並且擬定計畫，就能夠成功的阻止希臘的財政垮台。因為歐盟

當初並沒有預料到會有會員國會面臨財政垮台，因此也沒有採取預防措

施或者設立任何法定機制以法定的程序快速解決或幫助這類的事件。

事實上歐盟在1970年就想要設立一個共同的歐洲貨幣基金，但因為

各國政府受到希臘破產的威脅及壓力，這項策略遲遲無法達成。

除此之外，歐盟尚缺乏對各個使用歐元國家的經濟援助規章，這些

國家需要自行吸收貸款及累積利息。希臘、葡萄牙及西班牙這三個國家

就是因為無法償還長期累積的貸款及利息而深陷財政危機。

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

(圖1)歐盟債務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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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

淡江大學歐研所黃得豐副教授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發表了一篇

「從希臘破產展望歐盟經濟情勢」的國政分析，內文歸納出希臘破產的

各種因素與歐盟(EU)採取之因應措施。

希臘破產的相關因素：

1. 1999年希臘未符合歐元區整合之各項標準，於2001年重新考慮才准予

該國加入。

2. 希臘經濟本質欠佳，與其他經濟較好的國家共同使用歐元則會影響自

身經濟發展。

3. 曾因未遵守歐元區之財政紀律甚至隱匿造假提報之赤字數據而不斷發

生財政危機。

4. 該國較富裕之公民為了逃漏奢侈稅向公務機關及各大機關進行賄賂，

因而形成紅包文化。

5. 該國社會福利制度過度氾濫。例：提供多項職業優渥的退休金。

(圖2)希臘百姓上街抗議政府

貪污腐敗、耗費民資所造成
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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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3)今年一月加入歐元區的拉脫維亞城市照

因應措施：

1. 2010年歐盟（EU）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援1,100億歐元。

2. EU與IMF設立緊急穩定基金，讓希臘順利發行公債以償還舊債。

3. 歐元區會員國緊縮財政支出。例：社會福利與公務員減資或延長退休

年齡。

4. 歐洲央行（ECB）維持寬鬆貨幣政策與美國央行（Fed）進行貨幣的

流通，維持歐洲企業的融資並加速歐元區會員國經濟復甦。

�歐盟常識資料庫：

歐元區會員國有幾國呢？分別是哪些國家？

使用歐元的歐盟會員國共有17國，今年（2014）拉脫維亞將變成使用歐

元的第18個國家。目前使用歐元的國家為：奧地利、比利時、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愛爾蘭

、義大利、盧森堡、荷蘭

、葡萄牙、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馬爾他、賽普勒

斯、斯洛伐克、愛沙尼亞。

資料來源：
書籍：歐盟的101個問題〈作者：露特．賴希史坦〉
網站：http://goo.gl/oNqKaT

http://goo.gl/6WAJA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4kC4LH
圖2：http://goo.gl/58JtJ0
圖3：http://goo.gl/NJuM35

為什麼歐盟無法阻止會員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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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彭千芸/整理]

2014《《《《點子鞋點子鞋點子鞋點子鞋Dance Shoe》》》》

創作芭蕾創作芭蕾創作芭蕾創作芭蕾----點子鞋系列點子鞋系列點子鞋系列點子鞋系列

(圖1) 2014《點子舞Dance Shoe》海報

《2014點子鞋 Dance Shoe》
創作芭蕾-點子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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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一「點」、一

「點」，十年過去了。2004年

《點子鞋Dance Shoe》在芭蕾環

境狹窄的台灣誕生，為台灣芭蕾

舞壇燃起希望之火。

「點子鞋」概念來自於英

文「Dance」的諧音，也代表

無限的創意。是高雄城市芭蕾

舞團為發掘年輕編舞人才而推

出的創作芭蕾展演，希望能以

專業的製作為未來台灣芭蕾環

境創作出更多優秀芭蕾作品與

編舞者。

(圖3) 2013《點子鞋 Dance Shoe》高雄展演

(圖2) 2013《點子鞋 Dance Shoe》高雄展演

2014年起，成立於高雄城市芭

蕾舞團第11年的「點子鞋」將進入

芭蕾創作發展成熟期。本次參與編

舞製作的陣容非常堅強，包含在

KCB（高雄城市芭蕾舞團）中，多

次為點子鞋創作過的編舞者及新秀；

前雲門舞集舞者及南部知名編舞老

師。他們將一同踮起腳尖「點」劃

出芭蕾美麗的線條。

(圖4) 2012《點子鞋 Dance Shoe》

高雄展演

《2014點子鞋 Dance Shoe》
創作芭蕾-點子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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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點子鞋 Dance Shoe》
創作芭蕾-點子鞋系列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uj4DM
圖2、圖3： http://goo.gl/QPbkcM
圖4：http://goo.gl/RBdrPP
圖5：http://goo.gl/uA8yo0

資料來源：

http://goo.gl/I0upAq
http://goo.gl/wFbLwl
http://goo.gl/s9s6wc
http://goo.gl/AmfcCf
http://goo.gl/U2t21W

【演出資訊】

時間：103.01.25（六）19：30 及 103.01.26（日）14：30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票價：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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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城市芭蕾舞團 07-7715483

(圖5) 2012《點子鞋 Dance Shoe》高雄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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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世代是全球化時代，由於

全球化的發展一日千里，使得城市

急遽趨向同質化，為了遏制這個現

象，城市特質便在全球化時代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本書作者貝淡

寧 (Daniel A. Bell)與艾維納‧德夏

里特(Avner de-Shalit)以通俗易懂，

引人入勝的筆調帶領讀者到九個不

同的城市認識其獨特的「精神」與

「氣質」(Ethos)，試圖解答城市對

人類來說有多麼重要。讀完此書，

你對城市的認知不再只是外表，而

是其蘊含的豐富歷史以及多元文化。

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

The SPIRIT Of 
CITIES

(圖1)《城市的精神》中文封面

[UE2A江蕙竹/整理]

The SPIRIT of CITIES  好書介紹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e Age

The Spirit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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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淡寧貝淡寧貝淡寧貝淡寧
Daniel A. Bell

(圖2) Daniel A. Bell  貝淡寧

貝淡寧於1964年出生於加拿大蒙特婁，為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先後

在新加坡、美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現任上海交

通大學志遠人文藝術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和比較政治

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

《East Meets West》、《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等書。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

(圖3) Daniel A. Bell  貝淡寧主要的三本著作

The SPIRIT of CITIES  

35



艾艾艾艾維維維維納納納納‧‧‧‧
德夏里特德夏里特德夏里特德夏里特

Avner De-Shalit

(圖4) Avner De-Shalit 艾維納‧德夏里特

艾維納‧德夏里特1957年出生，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科

學院院長，他研究和教授的領域主要是平等、民主、人權以及政治

理論。主要著作為《Disadvantage》、《 Power to the People: 

Teach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Skeptical Times》等。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

(圖5) Avner De-Shalit艾維納‧德夏里特主要的兩本著作

The SPIRIT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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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為何為何為何撰寫撰寫撰寫撰寫《《《《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精神》》》》？？？？

在全球文化傾向同質化的情況下，為抗衡此現象，作者認為重新發

現城市的精神是一項重大的任務。對都市的規劃者、建造者與普通市民

而言，他們關注的可能是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或自己熟悉的城市與其他城

市的不同之處，因此如何在政治、文化、經濟與生活中找到城市的獨特

精神便是一項重要的議題。城市的存在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深深

影響人們的生活。這本《城市的精神》試圖闡述城市對人類的重要性，

也將有助於我們深入思考城市精神的實質面貌。

好書介紹

前言

(圖6)全球化

The SPIRIT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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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精神》之中，貝淡

寧鼓吹「愛城主義」(Civicism) ，

目的是為了表達對城市的獨特情感

而創造的新字。

書中作者藉由輕鬆對話、小說、

詩歌、傳記、旅遊指南、建築標誌，

和親身經歷，分別描述了「宗教之

城」耶路撒冷、「語言之城」蒙特

婁、「建國之城」新加坡、「享樂

之城」香港、「政治之城」北京、

「學術之城」牛津、「寬容之城」

柏林、「浪漫之城」巴黎，以及

「抱負之城」紐約等九座城市，根

據個人及情感上進行理論化，也展

現了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城市價值。 (圖7) 《城市的精神》外文封面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The SPIRIT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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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城市精神》根據九個不同城市提出相關特點：

� 宗教之宗教之宗教之宗教之城城城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Jerusalem））））

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視耶路撒冷為宗教聖地的象徵，可是

裡頭卻充滿了宗教、民族的對立以及權力的腐敗。「正如耶路撒冷許多

居民的生活方式所顯示的，宗教可能是精神的、溫和的。但這個城市常

常被民族群體、種族群體，或是每個宗教內部的不同教派撕扯得支離破

碎。」（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4）

The SPIRIT of CITIES  

� 語言之語言之語言之語言之城城城城─蒙蒙蒙蒙特婁特婁特婁特婁（（（（Montreal））））

蒙特婁位於加拿大，本章主要討論加拿大原住民與歐洲定居者和商

人之間的語言衝突。但在語言戰爭中，卻出現了更廣泛、更包容的公民

精神。「貝淡寧討論了蒙特婁語言衝突的歷史，和該市如何採取相對來

說和平互利地解決語言衝突的辦法。無論說法語者還是說英語者，都對

雙語的價值感到自豪，這或許可以做為其他多語城市學習強調語言價值

的模式。」（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4）

� 建國之建國之建國之建國之城城城城─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Republic of Singapore））））

有著建國之城美名的新加坡，卻陷入多元種族主義、經濟能力、賢

能政治、愛國主義和政治壓制的多重矛盾中，新加坡人卻仍然為他們的

國家感到驕傲。「政府推動了只在構成國家認同的三個價值：物質生活

富裕、種族多元化、賢能政治，這些實際上破壞了國家的團結，導致了

極端形式的個人主義。」本章最後描述了貝淡寧近年來，對新加坡的訪

問當中，他意外地發現在過去15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在建構方面取得

的實質性進步。（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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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 享樂享樂享樂享樂之之之之城城城城─香港香港香港香港（（（（Hong Kong））））

回歸中國後的香港，為「共產主義者接管」的到來緊張，而維持和

強化香港資本主義成為主要特徵，但香港式資本主義並不是建立在自我

利益或物質主義基礎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仍然是讓香港不同於中國

其他城市的驕傲之處，但香港式的資本主義並不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是

享樂主義的追求上。」（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4）

The SPIRIT of CITIES  

� 政治之政治之政治之政治之城城城城─北京北京北京北京（（（（Beijing））））

北京處在被抹去的過去痕跡之中，政府認為建設經濟最好的辦法是

使人們除去政治化，但是單從國家層面的政治權力方向來看是錯誤的。

而儒家政治傳統將會如何影響國家的未來走向？「最悲慘的是，共產主

義革命試驗是以北京為中心，錯誤地應用馬克斯歷史論的關鍵教訓之

一。」在本章的第二部分，貝淡寧討論了當今政府透過在北京的政治象

徵手段，讓中國人去政治化的努力。結尾是對儒家政治傳統如何影響北

京即整個中國的未來預測。（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5）

� 學術之學術之學術之學術之城城城城─牛津牛津牛津牛津（（（（Oxford））））

牛津是英國學術重鎮，可是大學

和牛津市民卻存在著著經濟和教育的

不平等。「牛津以世界上最古老的大

學和追求卓越的中心而聞名，艾維納

認為，牛津的觀點是學習而不是研究，

是學問而不是出版。他還批判性地考

察了該市學習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5）
(圖8) 牛津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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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 寬容之寬容之寬容之寬容之城城城城─柏林柏林柏林柏林（（（（Berlin））））

在寬容與不寬容之間，柏

林正在進行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的工程，讓居民和遊客認識到

包括納粹時期與東柏林共產黨

專制時期在內的城市歷史。

The SPIRIT of CITIES  

� 浪漫之浪漫之浪漫之浪漫之城城城城─巴黎巴黎巴黎巴黎（（（（Paris））））

巴黎對遊客來說是一個充滿浪漫夢想的城市，但本地人卻懷疑地看

待這個夢想。巴黎人貶低物質享受、尊重傳統而不是消費主義；尊重道

德原則而不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思考。「巴黎作為浪漫之都，很大程

度上歸功於外國人的認知，巴黎人自己則排斥這種說法。更加複雜的

在本章中，將思考這個過程所產生的可行性有多大，人們從歷史中能學

到什麼？是否需要某些制度性措施來因應？「現在這個城市似乎是那些

關心寬容精神者的聖地，但它的居民卻仍然表示懷疑，這個情況隨時都

有可能一下子轉變為不寬容。」艾維納要問的是，如果新的政治文化就

已足夠的話，是否有必要建構某些制度體系來防止柏林墮落成種族主義

和暴力的新時代。（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5）

浪漫習性，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對立的我們稱之為『非殺菌消毒』

的浪漫，是對當地人所理解的巴

黎精神的更準確描述。」本章結

尾是對追求浪漫和追求道德之間

緊張關係的一些反思。（引用自

《城市的精神》, P.35）

(圖9) 柏林

(圖10)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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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負之抱負之抱負之抱負之城城城城─紐約紐約紐約紐約（（（（New York City））））

紐約是世界首都，因此吸引野心勃勃的移民不斷前來，雄心勃勃的

黑暗面就是個人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到底是什麼原因，不管紐約的經

濟、社會和道德危機多麼嚴重，它都能夠一再復興起來。主要原因是該

市民強烈的共同體意識讓它承受一次次的挑戰。但野心勃勃的黑暗一面，

是極端形成的個人主義，這幾乎是大城市中獨特的現象。但矛盾的是，

紐約存在強烈的「公民精神」意識，這使得紐約得夠承受體面社會生活

遭遇的多次挑戰。（引用自《城市的精神》, P.36）

好書介紹

作者希望讀者能按照特別的順序來閱讀，藉由閱讀的過程中發現一

些新鮮的觀點，更希望讀者能從不同的城市中了解一些新的事物，透過

學習不同城市的過程，讓我們重新思考個人與群體、群體與城市之間的

關係，透過理解別人而認識自我。同時期盼其他作者能受到鼓舞，去解

讀他們自身對於這些城市主流精神的不同看法與見解，並依然要秉持著

維護自己城市文化特殊性的理念。

The SPIRIT of CITIES  

資料來源：
http://goo.gl/AHEHkr
http://goo.gl/Cdeujk
http://goo.gl/mOjBp0
http://goo.gl/HAl0Ip
http://goo.gl/jLFCcd
http://goo.gl/7nHbeH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TewOP
圖2：http://goo.gl/onGrjV
圖3：http://goo.gl/WTRTeW
圖3：http://goo.gl/bBu98H
圖3：http://goo.gl/i9L8Cv
圖4：http://goo.gl/4UWvvg
圖5：http://goo.gl/yfDjg5
圖5：http://goo.gl/hTyXeT
圖6：http://goo.gl/UOGRbw
圖7：http://goo.gl/3WRZS2
圖8：http://goo.gl/MPWDlF
圖9：http://goo.gl/krditR
圖10：http://goo.gl/tkFKhZ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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