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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我回家後根本沒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好嗎?」不要再拿

功課及工作當藉口，沒有動力是因為你沒有目標沒有動力是因為你沒有目標沒有動力是因為你沒有目標沒有動力是因為你沒有目標；2014年新學期的開始，

你期許自己達成什麼新目標?

若期許自己像法國人般的高貴優雅也懂得品味生活，就不可錯過本

期的電子報，本期內容除了解密法國女人保持優雅的最高法則之外，也

推薦春天高雄人充電的好去處─《高雄春天藝術節》；呼應本月歐盟園

區與高市圖共同合作的兒童閱讀活動，本期的電子報也介紹台灣起飛中

的新興圖像產業─「格林文化」的開創歷程，一同見識他們如何打倒專

美於前的歐洲繪本，在歐洲發光發熱；同時帶領大家進入一個拋棄硬盤

的世界，來見識英國最新發明DNA儲存法。

不可錯過的精彩內容，最佳推薦 94期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感謝大家的支持！



歐盟雙週新聞

� 英國抗議西班牙「入侵」直布羅陀領海

http://goo.gl/kUTlbD (BBC中文網 02月19日)

� 法德波蘭外長將在基輔參加危機會議

http://goo.gl/9jKrli (BBC中文網 02月20日) 

� 基輔再起新衝突停火協議被打破

http://goo.gl/9CM0n3 (華爾街日報 02月21日) 

� 皮諾蒂出任義首位女國防部長

http://goo.gl/aq3olJ (中央社02月23日)

� 葡萄牙黃金簽證吸引中國富豪投資者

http://goo.gl/d31Rgm (大紀元 02月26日) 

[XE2A李育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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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 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

直布羅陀（Gibraltar）位處西班牙最南部的地中海沿岸，自西班牙

因《烏得勒支和約》（Treaty of Utrecht）割讓給英國迄今已300年，西

班牙對英國擁有直布羅陀主權長達3世紀頗有微詞。根據合約中的附帶

條件，讓西班牙有理由認為他們從未放棄直布羅陀的主權，同時也做為

追討此地的重要依據，長久以來兩國為宗主權齟齬不斷。

英國外務部已就西班牙船隻頻繁越境的「挑釁」行為，做出多次外

交抗議，並表示已保衛直布羅陀的一切準備。分析人士指出，西班牙政

府船隻越境進入直布羅陀的事件，從西班牙總理馬里亞諾‧拉霍伊2011

年12月當選以來急速增加。此外直布羅陀外海設置的人造島礁阻礙漁船

作業，使西班牙非常不滿而加強邊境管制，因而導致進出車流堵塞。

[XE2A李育容/整理]

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

(圖1)直布羅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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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22WQMu
http://goo.gl/qH4nqN
http://goo.gl/XT4rfy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OUbav
圖2：http://goo.gl/rA1h5C

近期英西兩國就直布羅陀引起的長期外交糾紛中再起新衝突，根據

直布羅陀當地媒體報導，一艘西班牙海軍船隻使用假名和代號進入直布

羅陀海域，而後遭押解離開。英國外交人員表示，2月18日西班牙皇家

海軍演習時入侵了直布羅陀附近的英國領海，英國將就此向西班牙政府

提出高層交涉，並提出正式抗議。

(圖2)西班牙收緊邊境管制造成車流阻塞

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英西齟齬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直布羅陀主權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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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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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 彭千芸/整理]

繪本王國繪本王國繪本王國繪本王國：：：：格林文化格林文化格林文化格林文化 在歐洲在歐洲在歐洲在歐洲

相信對於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來說「格林」二字並不陌生。本期

歐洲主題專欄將介紹以德國《格林童話》為名的格林文化出版社及其創

辦人：繪本鬼才─郝廣才如何成功地將台灣繪本帶進歐洲，並在《波隆

那國際兒童書展》中發光發熱。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圖1) 格林文化LOGO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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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文化出版社簡介格林文化出版社簡介格林文化出版社簡介格林文化出版社簡介

1993年郝廣才成立格林文化出版社，刻意以德國「格林童話」的

「格林」為名，無非是想讓人一看到名字就能聯想到童書，但事實上它

也出版許多少年文學。值得一提的是格林文化為台灣第一家結合全球32

個國家、335位世界第一流插畫家，並獲得國內外無數獎項的童書出版

社，其中在「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中尤其活躍，不僅入選多次外，更

拿下許多大獎（詳情請見P9）。格林文化的圖書版權銷往世界各地，

美加及歐洲為最大宗。

童書王國的強力推手童書王國的強力推手童書王國的強力推手童書王國的強力推手─郝廣才郝廣才郝廣才郝廣才

(圖2)郝廣才

出生於1961年，

畢業於政治大學法

律系，現為格林文

化出版社創辦人兼

發行人，1996年成

為華人中首位擔任

波隆那書展評審。

郝廣才從小在自由自在、不受經濟壓力的氛圍中長大，父母也從沒

要求他長大後一定要出人頭地或給予高度期待。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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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明報週刊記者採訪，郝廣才說：「我從來不計畫做事情的。」因

此大學畢業退伍後，原本想到美國深造並成為一名律師，但在踏上美國

之前將近三、四個月的空檔，卻因緣際會地進入漢聲出版社(雜誌)擔任

編輯。郝廣才接觸到內容精采、圖畫優美的國外翻譯繪本，與國內繪本

的水準相較之下，對從小愛畫圖、對文學有興趣的郝廣才來說產生許多

感觸。當時他就下定決心，要替小朋友做出好的繪本。想不到這短時間

內的選擇改變了郝廣才的職業道路，將「不計畫」轉換為「行動力」，

成為串連台灣與國際繪本界的關鍵人物。

(圖3) 《一片披薩一塊錢》，作者：郝廣才，繪者：Giuliano Ferri
(此書創下台灣童書出售國際版權最多的紀錄)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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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Bologna Children‘s Book Fair））））

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每年春天時在義大利波隆那舉行。2013年時已

經歷50週年，是國際上具知名度的兒童書展，也是國際繪本及童書作家

畢生一定要朝聖的地方。此書展創立之初，只有11個國家、44家廠商前

來參展。而到去年為止，已有超過60個國家、1000家廠商與1000家文教

機購參予這個國際童書的盛事。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童

書及繪本，也可以一睹頂尖出版商及繪本畫家的風采。因此波隆那國際

兒童書展成為了國際出版商找尋「繪畫天才」的機會。

書展中除了展覽外也設立了許多獎項。在1967年時，大會新增了

「兒童書插畫展」，從此「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與「波隆那國際

兒童書最佳選書」從此成為書展中的兩項大獎，也成為了國際繪本及童

書的競爭平台。

格林文化出版社在此書展中非

常的活躍，不僅在「插畫展」中，

創下第一家連續七年入選最多書

籍出版社的紀錄，並在2013年入

圍《波隆那國際書展》五十周年

「世界最佳童書出版社」，是亞洲

唯一入圍的華語國家。格林文化創

辦人郝廣才也在曾在此展中成為第

一位華人評審，為臺灣童書及繪本

打出響亮的知名度。

(圖4)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logo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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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繪本市場起飛台灣繪本市場起飛台灣繪本市場起飛台灣繪本市場起飛

早在台灣解嚴1987年，隨著人們思想與言論逐漸開放，大量外文書

經過版權代理公司引進台灣，再授權給本土出版社加以翻譯、編輯、出

版、發行、行銷，一道道程序逐漸演變成後來所謂的「反向授權」，也

就是將台灣中文書帶到世界，但仍屬少數。直到2006年，有人將台灣童

書繪本譽為最具「國際賣相」的文化產業，台灣繪本開始被國際看見。

例如：台灣繪本作家陳致元的《Guji Guji》、大塊文化出版社的《幾米

繪本》、格林文化創辦人郝廣才所執筆，搭配義大利畫家繪製而成的

(圖5) 幾米《擁抱》

台灣繪本前進歐洲台灣繪本前進歐洲台灣繪本前進歐洲台灣繪本前進歐洲

台灣繪本得以在國際上角逐都將歸功於出色的「整合能力」，從結

合全球32個國家、335位世界第一流插畫家的格林文化可看出，它將全

球化分工發揮到淋漓盡致，更是台灣出版業的先驅。

《一片披薩一塊錢》，都賣出數個國際版

權，且在國際繪本界的頒獎典禮上更是常

客，為台灣在國際繪本市場爭下一席之地。

當初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博達）的創辦人，觀察出歐美兒童繪本市

場的傳統，以及台灣缺少原創繪本的弱勢，

博達決定為台灣的出版社和國外繪本搭起

橋梁，並聯手把台灣翻譯童書及原創繪本

發揚光大，格林文化出版社則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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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郝廣才看準台灣美術人才多的優勢，以「圖像第一」為目標

打出國際名聲。國內市場雖不大但繪畫人才濟濟，而在故事缺乏原創性

的情況下，就像許多魚被關在小魚缸裡，發展受限。郝廣才認為必須先

把「原本已萎縮的本土池塘」做大：「與其退縮台灣市場，不如直接攻

占歐美市場。」讓歐洲的孩子也能看得到台灣的繪本，因而勇敢的一腳

跨出台灣，希望藉由國內外繪者、作者與出版業之間的切搓把繪本越做

越好。

自2001年開始，台灣繪本市場已來到成熟期，在全球繪本市場的茫

茫書海中找到台灣人的作品並不困難。雖然兒童繪本成長速度快，卻不

能兼顧「質」與「量」之間的平衡，但不管是台灣還是國際繪本界都將

承受時代變遷的、嬰幼兒人口下降以及電子書的普及化所帶來各方的壓

力，這也是繪本出版業所面臨的瓶頸。

(圖6)《Guji-Guji》作繪者：陳致元
(此書在2010年已翻譯成18種語言)

參考資料：

http://goo.gl/XN7OkN
http://goo.gl/alwVXh
http://goo.gl/vyyrWY
http://goo.gl/u5vaVb
http://goo.gl/8TXBw2
http://goo.gl/dZU9bC
http://goo.gl/a4mLTK

http://goo.gl/lr8reL
http://goo.gl/q8tmzy
http://goo.gl/POU6Y9
http://goo.gl/TGEypY
http://goo.gl/ahhz7H
http://goo.gl/DGQHBi
http://goo.gl/cf9PmL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beAyj
圖2：http://goo.gl/6dYcrV
圖3：http://goo.gl/rufAYH
圖4：http://goo.gl/LqZaxU
圖5：http://goo.gl/ED1B1B
圖6：http://goo.gl/yJIAq1

繪本王國：格林文化 在歐洲



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DNA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
顛覆人類對於存檔的想像顛覆人類對於存檔的想像顛覆人類對於存檔的想像顛覆人類對於存檔的想像

英國科學家根據過去考古學者的研究，發現長毛象的骨骸即使歷經

幾萬年後DNA依然存在，便突發奇想發明了DNA儲存法，將人類的

DNA轉變為資料儲存載體帶來革命性的突破，要把全世界上百億的TB

資料「一手」在握將有可能實行。這個嶄新的儲存方式若能成功，對全

世界來說有相當大的助益，此技術不僅完全不耗電，還能讓資料完好保

存數千年，真是一舉兩得。

歐盟學術專欄

(圖1)英國科學家研究DNA儲存技術

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DNA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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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江蕙竹/整理]



儲存的方法是將電腦的二位元資料0和1轉換成基因四種鹼基：腺嘌

呤（A）、胞嘧啶（C）、鳥嘌呤（G）與胸線嘧啶（T）；其中二位元

的0轉成A或C，1轉成G或T，並用DNA鏈來維持編碼的順序及位置，經

過重新排列組合後，英國生物技術公司Agilent的研究人員Emily

Leproust發現讀取文件的準確性高達100%。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o4Ei95
http://goo.gl/6gvNb
http://goo.gl/oV97Lr

(圖2)科學家Nick Goldman

英國劍橋生物資訊研究所的

Nick Goldman表示DNA是存儲

訊息的一個非常可靠的方式。研

究人員將154首莎士比亞的十四

行詩、一張照片、一份科學論文

的PDF檔案、馬丁路德的「我有

一個夢」26秒演講音檔全部儲存

在試管中的DNA裡，結果體積

就像一抹沙塵一般的渺小。

13

然而這個儲存技術所花費的

時間較長且成本價格相當驚人，

這表示在有足夠資源繼續研發此

技術前，還不是丟棄硬盤的時候。

(圖3)電腦的二位元資料被轉換成
基因四種鹼基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o4Ei95
圖2： http://goo.gl/U5LPQq
圖3：http://goo.gl/6gvNb

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英國科學家發明DNA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儲存法



世界觀點

編按：2/10《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A Land of Money and Fear: The Swiss Vote Against ‘Mass Migration’》

的報導，以德國觀點闡述日前瑞士通過限縮歐盟移民公投之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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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一直以來，瑞士成功的經濟令人稱羨，但瑞士人民卻擔憂經濟

衰退。2014年2月9日，瑞士人民投票通過了一項計劃，決定重新引入移民

配額制度。此舉極可能造成該國與歐盟當局關係緊繃，也可能為此付出昂

貴的代價。

《《《《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
擁有金錢及恐懼的國家擁有金錢及恐懼的國家擁有金錢及恐懼的國家擁有金錢及恐懼的國家：：：：
瑞士公投反對大規模移民瑞士公投反對大規模移民瑞士公投反對大規模移民瑞士公投反對大規模移民

[XE4C潘靖涵/編譯]

(圖1)瑞士限縮移民公投宣傳標語
14



一個國家的進步其實是有目共睹的，就拿瑞士的蘇黎世為例，這座

城市在短短的幾年間便有著極大的改變，有些城區在翻新後甚至無法被

辨識。別緻的公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新城區裡，辦公大樓也一棟接著

一棟蓋起。儘管一杯啤酒就要價六瑞士法郎，或五歐元(折合台幣約200

元)，商店、餐館及酒吧卻都客滿。這樣的情況只有一句話能形容，那就

是：人們有錢了人們有錢了人們有錢了人們有錢了！！！！

世界觀點

(圖2)瑞士首都蘇黎世的夜景

專家們一致認為，如此繁榮的社會是瑞士經濟網絡下的產物。該國

從邊境開放及合法外籍勞工政策中獲利不少，而歐盟絕對是瑞士最大的

貿易夥伴。儘管如此，瑞士人民於星期日(2/9)公民投票時，僅以些微之

差通過了一項關於限制外籍人士於該國居住及工作的人數的倡議，其贊

成比例為50.3%。這項倡議是由瑞士人民黨(SVP)所提出，近年來他們成

功地否決了許多移民政策。
15



世界觀點

(圖3)瑞士國家博物館外威廉•泰爾之璧畫

「擔心身分被取代」的這個理由實在薄弱。傳說中，威廉‧泰爾

（William Tell）是擁有非凡領導力的瑞士英雄。但自從舊瑞士邦聯遭受

戰爭挫敗後，那個一直以來受到瑞士人崇拜的英雄便不再是他們的精神支

柱。剩下來唯一能取代國家識別的就是繁榮。至少，比周遭的國家還富有。

只是，有好就有壞，有得必有失。瑞士人只要想到要把瑞士法郎與人

滿為患的移民共享，他們便陷入生存焦慮。

矛盾的自我定位矛盾的自我定位矛盾的自我定位矛盾的自我定位

公投怎麼會通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為瑞士自我矛盾的定位。瑞士

自認為是一個受到人民的決心所鍛鍊出來的國家；一個決定一起組成政

府的共同體。但事實恰恰相反，瑞士並不是一個由決心所鍛造出的國家。

瑞士的三個主要語區至今無法統一的原因正是因為地區間不願這麼做。

德語區不想歸屬德國，瑞士法語區不想成為法國的一部分，而義大利語

區亦不想變成義大利的一部份。然而，他們都是瑞士人。

16



世界觀點

全都是口號全都是口號全都是口號全都是口號

想當然而，沒人敢公開表示這項感受。相反地，他們聲稱此倡議所

提出的論點是合理的，過多的移民就像是太滿的火車；過度擴張的城市

或是擁擠的高速公路。自由派的選民很容易受到類似「船過於擁擠」的

口號所影響。該國甚至提出政治術語來描述大規模移民所造成的明顯困

境：Dichtestress，意指「過度擁擠」。這個詞在生物學是用來描述在動

物群過度擁擠所造成的壓迫。而瑞士想表示的是「他們害怕改變」。

諷刺的是，許多來自農村地區的選民，尤其是該國的德語區，投贊成票

以支持SVP的這項倡議，但該地區其實最不受移民影響。相較之下，在

移民較多的大城市中，大部分的居民卻反對這項倡議。

(圖5)

(圖4)瑞士各地區投贊成票之比率 (深藍色部分多為德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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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瑞士一直試著與歐盟保持良好關係，

卻從未加入歐盟。瑞士與歐盟於1999年時共同簽訂了一系列協議，如

今，這所謂的「雙邊協議」卻可能破局。位於首都伯恩的政府將試圖

與歐盟重新協商關於遷徙自由的協定。

(圖5)瑞士與歐盟旗幟

自由流動原則的終結自由流動原則的終結自由流動原則的終結自由流動原則的終結？？？？

公投通過不表示瑞士會馬上封閉國界。德國醫生，葡萄牙建築工人

和義大利的服務員並不會被迫離開。但瑞士不打算重新提出關於移民的

人數配額限制。根據公投結果，瑞士政府有3年時間修正移民法例。布

魯塞爾當局不大可能會為了支持瑞士而做出讓步。此刻的歐盟亦面對許

多棘手的問題，所以更不可能會滿足該國為了自身經濟繁榮而提出的特

殊要求。瑞士與歐盟之前所簽訂的一系列協定受到一個前提條款的限制。

根據前提條款，若自由流動原則判定失效，那麼其他協議也會一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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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瑞士為歐盟「申根公約」

中的其中一員，享有無邊境管

制的權利。如今這項協議卻可

能受到波及。航空交通、農業、

研究及能源工業可能會成為第

一個受到管制的部分。

(圖6) 街道上之宣傳標語

同時間，關於瑞士移民問題

的辯論將會持續，且會透過一個

新的、更為激進的管道把該國與

世界隔離開來。瑞士一群環保人

士和人口成長評論家欲限制每年

的移民數量剩總人口的0.2％。

這項舉動也可能讓許多瑞士企業擔憂，因為這會限制他們從合法外

籍勞工中挑選技術熟練的員工。瑞士因為擔心經濟下滑，目前正重新建

立其邊界經濟，此舉可能對解決經濟困境有極大的益處。

他們希望在明年選舉前提出這項計畫。雖然瑞士可能會意識到他們

其實是歐洲的一部分，但這情況不太可能會發生。

(圖7) 投票當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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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pRdaFI

參考資料：
http://goo.gl/benrPG
http://goo.gl/XVtP94
http://goo.gl/a8bBXN

http://goo.gl/jSGZ2d
http://goo.gl/wWaJP
http://goo.gl/v4Zkh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vDTR2
圖2：http://goo.gl/1lL8Bg
圖3： http://goo.gl/A3rEBL
圖4：http://goo.gl/c6s6uj
圖5：http://goo.gl/00dusq
圖6：http://goo.gl/nMNGPE
圖7： http://goo.gl/aTK6Zo



校外藝文報導

2014高雄春天藝術節
超譯經典∞夢想無界

[XE4C黃云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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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



2014，高雄春天藝術

節(KSAF)今年已經邁入第

五年囉！由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以及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

基金會共同舉辦的春天藝

術節，自2010年起，不論

是國內或台灣在地的表演

創作團隊，甚至是國際知

校外藝文報導

的春天藝術節中，結合

藝術、音樂、戲劇、舞

蹈、傳統戲曲、親子互

動等節目，獻上30場以

上的精彩演出！

(圖1)高雄春天藝術節宣傳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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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高雄春天藝術節宣傳LOGO

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

「超譯經典∞ 夢想無界」為今年KSAF的主題，總共有15組國際藝

術團隊(家)，以及17組台灣藝術團隊(家)，將於今年2月至7月為期6個月

名的表演藝術團隊，都曾被邀請至熱情的港都─高雄，共同參與這場盛

大的藝術盛宴！



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的第一場演出是「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咁有聽著咱唱歌」

草地音樂會。由義大利小號家－安德烈

‧朱費雷蒂（Andrea Giuffredi ）、高

雄市交響樂團以及紅木屐、高醫、新韻

和臺灣旋律四個國內優秀的合唱團，另

外也邀請到鋼琴家劉富美老師、花腔女

高音黃絢雯老師一同共襄盛舉；此場音

樂會結合了中西方不同風格和類型的樂

曲，例如《悲慘世界》中憤慨激昂的

(圖3)草地音樂會-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咁有聽著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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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義大利小號家－安德烈•朱費雷蒂

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以及充滿台灣人文情懷的《如果明天

就是下一生》、《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和在網路上廣邀觀眾合唱的

《台灣翠青》等，讓觀眾大飽耳福！。



校外藝文報導

而接下來幾個月精彩

的節目才要開始，有英國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與蘇格

蘭國家劇院的「馬克白後

傳Dunsinane」、德國佛

洛茲劇團「天堂大酒店

Hotel Paradiso」、法國

歐卜劇團「蘿絲小玫瑰

Rosie Rose」、加拿大瞬

間劇團「愛麗絲夢遊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等

國際劇團演出。

(圖5)《馬克白後傳/Dunsin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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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天堂大酒店/Hotel Paradiso》劇照

(圖7)《蘿絲小玫瑰/Rosie Rose》

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



校外藝文報導

舞蹈方面有美國現代舞大師比爾

提‧瓊斯（ Bill T. Jones）及其舞團

帶來的「故事/時光 Story/Time」，

被稱作美國現代舞教父比爾提‧瓊斯

更將親自登台演出。國內團體則有高

雄城市芭蕾舞團、高雄市國樂團、豆

子劇團、臺灣豫劇團、唐美雲歌仔戲

團等團隊帶來的精采演出，喜愛藝術

表演的人絕對不容錯過2014高雄春天

藝術節！

(圖8)《故事/時光 Story/Time》

(圖9)臺灣豫劇團《梅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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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高雄市國樂團
《吹破天》

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２０１４高雄春天藝術節



校外藝文報導

資料／圖片皆源自於：
高雄春天藝術節官網：
http://www.ksaf.com.tw
高雄春天藝術節粉絲專業
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saf
圖6：http://goo.gl/9W5V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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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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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

[YF3A  張易晴/整理]

一直以來，法國女人給人一種『優雅』的印象。無論是拿起咖啡杯

啜飲的瞬間，還是匆匆忙忙走過巴黎街頭的腳步，舉手投足間都隱藏著

優雅的氣質。這樣的氣質其實源自於法國女人將藝術融入生活的態度，

讓整個人更有品質、更優雅、更精緻。

由於歐洲文化重視禮貌，一但出門便是一身細膩的打扮，因此對法

國女人來說，穿衣服就是一種藝術。衣裳不必昂貴，但畢定剪裁得宜、

色彩搭配簡單亮麗，以及帶上畫龍點睛的小配件。

打開法國女人的衣櫥，一定會發現一件適合她們自己身形的完美小

黑裙，容易穿搭成各種風格的必備衣裳。除了衣服之外，每一位法國女

人一定會擁有一個珠寶盒，裡頭從頭到腳各式各樣的配件至少會各有一

兩種：耳環、項鍊、手環、胸針，且色彩多半是明亮的顏色，配件們會

配合著樣式簡單的衣服，為整體穿搭帶來為之一亮的效果。法國女人在

鞋子搭配上也絕不馬虎，她們時常踩著高跟鞋，使走路抬頭挺胸、充滿

自信。另外，還有最具魅力的四樣秘密武器：玫瑰色紅唇、高雅氣息的

香水、引人注目的單色指甲油，以及貴族花色的絲巾。

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

(圖1)法國魅力女星之一瑪莉安歌迪雅
(Marion Cotillard) 

26(圖2)法國女人絲巾別法之一



Do You Know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

法國女人尤其對香水的挑選以及擦香水特別擁有一套技巧。她們會

依不同膚質及香精濃度選定適合自己的香水，將香水噴在空中，然後整

個人踏入香水的細微水滴裡，讓全身上下每一處皆鋪上一層淡淡的清香。

亦或將香水擦於全身上下的關節處，因為當溫度越高，香水的香氣越活

躍。或是搭配相仿味道的乳液、止汗劑加強香味的深度。有些法國女人

則會利用不同品牌、不同香味濃度的香水，混搭成屬於自己的香氣。

除了外表具品味性的打扮之外，法國女人真正的『優雅』其實源自

於她們對『生活』的態度。

優雅是由內而外培養出來的，她們對於身體的照顧不外乎多補充水

分，使腸胃功能正常順暢，以及只在用餐時間進食，幾乎不多吃額外的

零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握任何走路的機會運動，以樓梯取代電梯、

以步行代替駕駛和休閒時間的慢跑。

平時睡前，看一部電影或一本書來充實自己對古典音樂、哲學、詩

歌…等知識積累的習慣，也是法國女人享受生活的方式之一。這些豐富

且廣泛知識的累積，更為她們的優雅增添了智慧的美麗。

(圖3) 手腕內側、膝蓋後方、

耳後、大腿與小腹銜接之間
都是使香水氣味能活躍散發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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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4) 慢跑中的法國前總統夫人卡拉布魯尼

( Carla Bruni)

當哲學遇上知識，相互結合的新產物便是人們批判思考後的新想法。

臉上皺起的紋路對法國女人來說，是一種對生命的歷練和記錄，是年輕

女孩難以模仿且擁有的。有了外在美麗與才智之外，法國女人大方接受

歲月痕跡的自信，使她們的優雅更上一層樓。

資料來源：
http://goo.gl/5nqKPh
http://goo.gl/Urb91n
http://goo.gl/d2v0ND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ERQk5
圖2：http://goo.gl/K9DEXv
圖3：http://goo.gl/N4sWj3
圖4：http://goo.gl/UkUESq
圖5：http://goo.gl/jRP5jU

是什麼讓法國女人這麼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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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年近五十，優雅活出成熟美的女星

蘇菲瑪索(Sophie Marceau)



校外活動快訊

[XE2C陳逸庭/整理]

2014遊藝歐洲遊藝歐洲遊藝歐洲遊藝歐洲
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

(圖1) 2014《遊藝歐洲》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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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遊藝歐洲
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



校外活動快訊

許多人心中都有一個環遊世界的夢，

就讓我們藉由音樂，將這個夢，從環遊歐

洲開始。

(圖3) 2013《遊藝法國-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高雄展演

(圖2) 2008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高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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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琴在1999年回國後，便積極參

與音樂演出活動。從2000年開始舉辦鋼

琴獨奏會、雙簧管獨奏會，也和知名提

琴家許縉飴、薛雅文合奏過奏鳴曲之夜。

從2013年的「遊藝法國-

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將

範圍擴大到歐洲，這勢必是

一場能讓觀眾在不同國家和

時空中穿梭、感受不同音樂

風情的藝術饗宴。

此次音樂會從古典到浪漫過渡時期的捷克開始，先演奏了克羅馬（ F. 

Krommer）所創作的雙簧管協奏曲；爾後選用達利（G. Daelli）改編自

義大利威爾第（Verdi ）的著名歌劇《弄臣》；接著又變奏了東第（V. 

D’indy）的幻想曲，主題轉為法國民間流行的歌謠；最後到了二十世紀

的希臘，運用嶄新的音樂語法創作方式，讓雙簧管和鋼琴的協奏曲譜出不

同於傳統的音樂饗宴。

2014遊藝歐洲
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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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fNcOEr
圖2：http://goo.gl/hNcTFe
圖3：http://goo.gl/2VJfqS
圖4：http://goo.gl/LY83ZA

資料來源：
http://goo.gl/fNcOEr
http://goo.gl/XCDK3H
http://goo.gl/2VJfqS

【演出資訊】

時間：2014/03/15 (六) 19：30

地點：高雄市音樂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管樂團

票價：300元

其他相關場次及售票詳細資訊請

上高雄市音樂館網站或年代售票

系統查詢。

(圖4) 2013《協奏曲之夜-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

高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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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遊藝歐洲
洪小琴雙簧管獨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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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

好書介紹

[YG3A 林佳緯/整理]

寫給年輕人的

簡明世界史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

對讀外語的人來說，歷史課

是永遠離不開課表的一門科目，

因為了解該國的歷史故事及文化

背景，是學好外語的一項重要課

題。但在這門課裡，我們必須不

斷的將年代、人物死記在腦海裡，

好將這些數字及名字能夠一字不

差地填入考卷的空格中。不過最

後它們卻都悲壯地躺在考卷紙後

消失在腦海中。

本期要介紹給大家的是一本

已暢銷半世紀的歷史書，它將顛

覆你對歷史的印象，就像讀一本

故事書或小說一般，活潑又有趣！

當然，讀完後是絕對不會再有人

考你的。
(圖1)中文譯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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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KURZE WELTGESCHICHTE 
FÜR JUNGE LESER

好書介紹

作者介紹

宮布利希宮布利希宮布利希宮布利希

Ernst H. Gombrich

宮布利希出生於1909年3月

30日維也納的一個猶太家庭。

曾在維也納大學攻讀藝術史及

古典考古學。攻讀博士時，他

撰寫了一篇關於義大利畫家兼

建築師羅馬諾（Giulio

Romano）的論文，且獲得出

版的機會。接著與友人一起研

究諷刺畫的歷史與理論。

1936年，宮布利希受邀前往從漢堡搬遷至英國的沃柏格藝術史圖書

館（Bibliothek Warburg）擔任文獻整理者，負責整理該座圖書館創始

人沃柏格（AbyWarburg）的相關文獻。

二次大戰後，他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負責監聽德國納粹的廣播

宣傳長達六年，並將內容翻譯成英文。戰後他回到沃柏格研究院繼續工

作至1976年退休。期間他曾擔任許多知名大學的傳統始客座教授：牛津

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他在2001年以九十二歲高齡去世。

(圖2)宮布利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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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JUNGE LESER

好書介紹

1935年完成博士學業後，找不到工

作的他接受了一位年輕編輯的邀請，將

一本寫給小孩的英文歷史書翻譯成德文。

翻譯完後他對這本書的內容感到不滿意，

便決定要寫出一本更好的歷史書，於是

這位編輯便要求他在六週內寫出完整的

稿子。

他每週都會與她的女友也是後來的

妻子依莎‧黑勒（Ilse Heller）到維也納

森林散步。接下這份工作後，他便每週

在森林裡朗讀他的書稿給依莎聽，直到

這本書完成。

此書由來

接著同一年這本書順利出版，結果大受好評，不久之後就被翻譯成

五種語言。可惜的是這本書被當時的德國納粹禁止，原因是因為他們認

為這本書太過讚頌「和平」。因此戰爭結束很多年後，這本書幾乎乏人

問津，但這並未終止了這本書的命運。

三十年後，宮布利希受到Dumont出版社的邀約重新出版，此書再

次獲得廣大迴響，並被翻成許多國語言，直至今日都不斷暢銷。

(圖3)原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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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分為三十九章，從史前時代一直寫到二次大戰後。接著在

最新版又補充了一章名為「五十年後的後記：回顧一小段我所經歷的世

界史」。

第一章開始，作者便以「從前從前…」來當作標題，藉此告訴讀者，

接下來他要以講故事的方法來描述這些歷史，並用這樣的方法引起讀者

興趣。接著再以各個時代所發生的事用活潑且白話的字眼做為標題，例

如：＜第二章－前所未有最偉大的發明家＞、＜第八章－一場力量懸殊

的鬥爭＞等。整本書以一種輕鬆的口語來描寫，使讀者讀起來就像是在

讀一本小說而非一本歷史課本。

當你翻開這本書，你將不是進入一般的歷史課堂裡，昏昏欲睡；而

進入一趟歷史的旅程中，感嘆又驚奇！

「「「「這本書寫來並非為了取代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這本書寫來並非為了取代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這本書寫來並非為了取代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這本書寫來並非為了取代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

寫筆記寫筆記寫筆記寫筆記、、、、不必背年代或人物不必背年代或人物不必背年代或人物不必背年代或人物，，，，只要輕鬆愉快地讀下去只要輕鬆愉快地讀下去只要輕鬆愉快地讀下去只要輕鬆愉快地讀下去。。。。

我也保證我也保證我也保證我也保證，，，，絕對不會考大家絕對不會考大家絕對不會考大家絕對不會考大家。」。」。」。」

－－－－宮布利希宮布利希宮布利希宮布利希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rWqTVX
圖2： http://goo.gl/jGXwoc
圖3： http://goo.gl/Hgqth0

資料來源：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
http://goo.gl/rWqT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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