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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三月天，隨著開學的步伐，歐盟園區不停蹄的執行

著各式各樣活動，除了舉辦關心歐洲與歐盟議題的講座之外，

亦籌劃了為期兩週的法國繪本找碴展「冒險島之160個錯誤」

以及學期學生閱讀社群「字裡行間讀歐洲─學生精研社群」，

期待大家共襄盛舉。

在如此忙碌的行程之中，電子報編輯小組的同學依然盡心

為各位讀者搜羅最新一手的的歐洲資訊。本期精采內容包含：

荷蘭大麻合法化的議題、來自巴伐利亞的中國人報導、埋藏在

冰川底下的「潘朵拉盒子」─巨型阿米巴原蟲最新發現、克里

編

米亞的選擇、歐盟法院簡介、好書

推薦：飄洋過海的中國人《銀娜的

旅程》。更多不可錯過的精彩內容，

將藉由文字報導，傳達給每位讀者。

95期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感謝大

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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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冒險島之160個錯誤

法國繪本找碴展
時間：2014年3月17日至 3月28日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

合作單位：臺灣法國文化協會

展覽介紹：

喜歡喜歡喜歡喜歡找碴的人有福囉找碴的人有福囉找碴的人有福囉找碴的人有福囉！！！！

歐盟園區今年三月特別與法國文化協

會合作，舉辦「冒險島之160個錯誤」

的繪本找碴展，將深受法國孩童喜愛

的繪本搬到園區內，讓你一起來體驗

繪本介紹：

跟著潘與保羅，踏上這趟驚奇的旅程吧。他們搭乘飛機，降落在一座奇

幻島上，來到熱鬧喧嘩的海邊市集，接著搭上了海盜船，找到藏寶地圖，

又走入神秘古堡、鑽進秘密通道，來到錯綜複雜的地底礦坑，穿越地表

潛入夢幻海洋世界，發現一艘棄置多時的潛水艇……

這是一本繪本，也是一本益智遊戲書。在每一關的畫面，都有著乍看相

同、實際上卻有細微差異的兩張圖，就如同傳統的找碴遊戲般，讓人一

玩就上癮，而且每翻一頁，困難指數便不斷攀升，你有本事完成這趟不

可能的任務嗎？

這段驚奇的「找碴之旅」！展覽中還有準備找碴本，當你完成冒險後，

將會獲得精美小禮物唷！快呼朋引伴來找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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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學生精研社群學生精研社群學生精研社群學生精研社群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招募招募招募招募

閱閱閱閱游歐洲書海游歐洲書海游歐洲書海游歐洲書海‧‧‧‧讀行世界卷林讀行世界卷林讀行世界卷林讀行世界卷林。。。。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歐洲嗎？

不想再當只會說歐語卻不懂歐洲的文藻人嗎？

在世界扮演著舉足輕重角色的歐洲大陸，將透過書本，為你展現不同的

樣貌。

你你你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圖書館與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於本學期攜手合作，策劃「學生精學生精學生精學生精

研社群研社群研社群研社群─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字裡行間讀歐洲」，邀請7位講師、透過8次社群聚會、閱讀7本

書籍、探討歐洲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讓參與社群的同學們從書本了解更

多已知、未知、待知且須知的歐洲事！

招募對象招募對象招募對象招募對象：：：：不限學制與科系，能全程參與社群活動之本校學生共計15名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於週三下午16:00至17:30召開，預計每學期召開共計8次聚會，

實際聚會日期將視師資與學生時間及學校重要集會調整。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上課地點：：：：歐盟園區貴賓室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請於3/21(五)前將報名表填好，寄至指定信箱(報名表內有註

明)，好書推薦請參考本電子報。

保證金：錄取者將於第一次上課繳交500元保證金，全程參與者於課程

結束全部退還；缺席2堂者退還一半保證金；缺席4堂以上者不做退還。

※全程參與社群討論的同學，將於學期末頒發研習證書。

注意事項：第一堂上課時間為4/2(三)，聚會日期視講師與學生可行時間

調整，以後續通知為主。書籍來源為a.教師提供之講義b.自行借閱。



歐盟雙週新聞

� 捷克市政廳懸掛巨型漫畫諷刺普京

http://goo.gl/d4ipI0 (大紀元 2014/3/15)

� 英格蘭威爾士同性婚姻登記正式開始

http://goo.gl/fD3q4b (BBC中文網 2014/3/13)

� 與台灣相似的克羅埃西亞

http://goo.gl/HTWAaL (地球圖輯隊 2014/3/12)

� 挪威移民新規出台

http://goo.gl/zaLRnh (大紀元 2014/3/11)

� 丹麥將修改綠卡條款吸引人才

http://goo.gl/K249ik (大紀元 2014/3/4)

[XS3A洪俞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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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警署警署警署警署：：：：大麻大麻大麻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

荷蘭以其寬鬆的毒品政策聞名於世，例如在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大麻

專用店─「Coffee shop」，但如今卻產生一些政治齟齬。荷蘭警署最高

長官比克（Ruud Bik）表示因近期大麻種植區竊盜的問題頻出不窮，多

起類似的盜竊大麻的案例已在成熟季時頻繁發生，不得以只得加重巡邏，

但這無非造成了另一筆負擔。而其司法大臣奧普斯特騰（Ivo Opstelten）

亦認為合法種植大麻將會違反歐盟和國際間的相關毒品約定。儘管如此，

市長們卻意見相左，他們認為如果荷蘭境內禁止生產，那勢必得向犯罪

集團進口。呼籲大麻合法種植的推手之一，Heerlen的市長戴普拉

（Paul Depla）對警方的的反應大為驚訝，他認為在本土種植大麻的原

意就是要削弱犯罪集團種植的機會，若只因警力負擔而禁止的話，恐怕

只會助長他們的氣焰。

[XS3A洪俞安/整理]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警署警署警署警署：：：：大麻大麻大麻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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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購買大麻的顧客



新聞深度報導

資料來源：
http://goo.gl/Hd9Of6
http://goo.gl/VZsAjp
http://goo.gl/F8J1h0
http://goo.gl/EPTsa0

實際上在荷蘭種植大麻仍是非法的，於去年12月奧普斯特騰（Ivo

Opstelten）就極力反對任何以「規範化」的方式生產大麻，他認為荷蘭

有80%的大麻是用於出口，這對遏止犯罪集團其實沒有任何成效。其實

一般大麻的黑市價格遠比成本高出8-10倍，一旦合法將會削弱黑市需求，

減低黑市需求者接觸硬毒品的機會，而且透過正常的管道購買大麻也會

使得先前因持大麻而入獄的罪犯藉此獲得自由，減少一筆警力及財政支

出。不只在荷蘭，連位於美國的科羅拉多州及華盛頓州也都在近期合法

化使用大麻，大麻其實是一種軟毒品，比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這些硬毒品

相較之下，成癮性及傷害性比較沒那麼大。由於大麻樹脂內THC會和大

腦內大麻酚的受體產生作用，進而引起迷幻、鬆弛、妄想、記憶力不集

中等症狀，故被歸類為禁品。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警署警署警署警署：：：：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大麻合法化會加重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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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紙捲大麻煙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LqIMu
圖2：http://goo.gl/lDrnKC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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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 鄒人郁/整理]

來自迪特福特Dietfurt

巴伐利亞的中國人

位在德國西南部一個名叫

迪特福特（Dietfurt）的小鎮

上，住著一群擁有特殊文化的

人們。上百年來，他們世世代

代都驕傲的自稱是來自巴伐利

亞的中國人。每年甚至會舉辦

與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嘉年華

盛會---「中國狂歡節」。(圖1) 地理位置圖

其實，他們與中國人毫無血緣關係，居民們皆是土生土長的日耳曼

民族。「巴伐利亞的中國人」這樣的自稱起源自於中世紀時，居民們為

了躲避稅收，總是在稅務人來訪的時候躲在城牆腳下。這件事被傳到這

個地區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的主教耳裡，他便發話說這些人就如同

中國人一樣只會躲在長城底下（中國的萬里長城在當時候的歐洲也已經

有所耳聞），居民們知道後反而非常自豪，也開始自稱自己為中國人；

另一個說法是據說迪特福特的人們很久以前就開始與中國人有生意上的

往來，用白銀和手工藝品等交換中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久而久之他

們便喜歡上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並開始過起「中國狂歡節」。

來自迪特福特Dietfurt
巴伐利亞的中國人



歐洲主題專欄

(圖2)寫有中文字的歡迎立牌

1920年迪特福特舉辦了第一屆的中國狂歡節，從此這個傳統便持續

到今日。這樣的中華文化狂歡節舉辦於每年基督教齋戒期過後，從「肥

胖星期四」（Unsinniger Donnerstag）開始持續到「玫瑰星期一」

（Rosenmontag）結束。每次狂歡節都會從市民中選出一位「高皇帝」

（Kaiser Ko-Huang-Di），並且由市長擔任皇帝的大官吏。

活動總在當日的半夜兩點開始，會有人上街敲鑼打鼓，如同中國人

的打更習俗。白天則是各具特色的變裝遊行，最後是高皇帝的現身，場

面十分熱鬧有趣，每年皆可吸引上萬名遊客前來共襄盛舉，是在德國每

年所舉辦過各式各樣的嘉年華中頗具特色並享有盛名的嘉年華會之一。

來自迪特福特Dietfurt
巴伐利亞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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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圖3) 市民選出的高皇帝 (圖4) 隊伍中常出現龍的意象

(圖5) 頗具特色的遊行

「巴伐利亞的中國人」象徵

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結合，這樣

另類的跨文化交流早在中古世紀

就已經開始，為多元的歐洲文化

更添一抹神祕的東方色彩，也為

當地創造獨特的形象。

參考資料：

http://goo.gl/cMBY5h

《一群自稱是中國人的日爾曼土著》(ppt)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cC53Kt
圖2: http://goo.gl/eaYa3x
圖3: http://goo.gl/zpxqFu
圖4: http://goo.gl/oKwXMf
圖5: http://goo.gl/yFKShF

來自迪特福特Dietfurt
巴伐利亞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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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3333萬年前巨型病毒出土萬年前巨型病毒出土萬年前巨型病毒出土萬年前巨型病毒出土
「「「「死而復活死而復活死而復活死而復活」」」」仍具感染性仍具感染性仍具感染性仍具感染性

法國科學家在西伯利亞發現了一種被冰封冷凍在凍土裡超過3萬年

的巨型病毒，而且此種病毒在解凍之後仍具有感染性。

雖然科學家表示，這種病毒並不會對人類帶來威脅，真正令人擔憂

的是在溫室效應影響下全球持續上升的氣溫，導致許多永久冰川漸漸融

化，那些在冰川中冬眠已久的千年、萬年病毒或是病菌，在未來將很有

可能被釋放出來，成為一個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

歐盟學術專欄

[XE4C陳俐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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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在西伯利亞所發現的巨型病毒

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3333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



科學家從深30公尺的地底永凍土中，發現了這種古老病毒，他們將

病毒解凍並置於培養皿中，再使單細胞生物「阿米巴原蟲」感染此病毒。

它長度約1.5微米，比起100奈米長的流感病毒，相較起來比較大，不需

用電子顯微鏡觀察。

此種巨型病毒有五百個基因，而一般流感病毒卻只有八個，它被命

名為Pithovirus sibericum，為新病毒類別，屬Megaviridae家族，且已

知有兩分支，而此病毒之所以被名為pithos，是因為其形狀就像雙耳罐，

古希臘文中的「pithos」（有罐子的意思）。

法國科學研究中心（CNRS）聲明，這項研究結果顯示，病毒在凍

土層中冰封著，不但可存活很長一段時間且仍具感染性，隨著全球暖化

愈漸嚴重，世界各地的永久冰川皆在迅速融化當中，那些很多被認為已

經不存在的病毒，如天花、骨髓灰質、流感等各種怪異病毒，或許都將

隨古老冰層消融面積擴大，重新被釋放到我們的現實世界中。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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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46On5D
http://goo.gl/F78T2v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CzsHa
圖2：http://goo.gl/LqzvhR

(圖2)西伯利亞東北部凍原「楚科奇」（Chukotka）

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3333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萬年前巨型病毒

法國研究團隊

在西伯利亞東北部

臨海地區，「楚科

奇」（ Chukotka）

的凍原採集樣本，

此地年平均氣溫為

零下13.4度。



世界觀點

編按：2014年2月28日，《BBC中文網》刊出了一篇名為《分析：克里

米亞成為熱點的背後》的報導，以客觀的方式分析烏克蘭與俄羅斯爭奪

克里米亞的原因與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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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這幾個月來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一觸即發，全球都在

討論這個話題。克里米亞島成為了兩國關係之間最重要的癥結點。在各

說各話的情況下，克里米亞島的人民正對他們的未來進行發聲。

克里米亞的選擇克里米亞的選擇克里米亞的選擇克里米亞的選擇─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VS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UE2B 黃惠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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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俄國軍隊已經控制克里米亞



世界觀點

2013年底，烏克蘭親俄的總統亞努科維奇（ 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 ）決定中止和歐洲聯盟的關係，而強化與俄羅斯彼此間的關

係。烏克蘭親歐洲派的人民為此感到不滿，抗議群眾要求亞努柯維奇下

台並且希望政府能與歐盟簽署合約。終於在2014年2月，總統亞努柯維

奇因處理抗議示威不當，以致被罷免，由亞歷山大‧圖奇諾夫

（О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урчинов）代理總統職務。俄羅斯於3

月2日派兵駐紮克里米亞半島，據消息指出，有兩艘俄羅斯反潛艦艇在

克里米亞海岸出沒，且俄軍士兵已將克里米亞多座政府機關大樓與軍事

基地包圍住。英國外交大使黑格指出：「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已經受到

侵犯，這不應該是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此外，美國也對俄羅斯此舉

發出警告；反之，親俄的中國則表明中立的立場。烏克蘭政府下令展開

軍事總動員，目前進入最高軍事戒備狀態，並動員所有預備役人員準備

開戰。然而另一方面，克里米亞人民則決定於3月16日進行全民公投，

必須要從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做出選擇。

14
(圖2) 黑格表示烏克蘭已受到入侵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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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克里米亞政府已經宣布獨立，且未來有可能加入俄國，不過其

實也有支持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人，他們誓言不會放棄自己的國家。目前

局勢緊張且敏感，處理起來也須做好全方位的準備，等待接下來各國所

摩擦出來的火花。

(圖4) 親俄的支持者舉俄國國旗遊行(圖3) 支持烏克蘭的人舉行集會

根據克里米亞地區議會聲明，81位議會成員有78人投下贊成票通過

「宣告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和（首府）辛費羅波市獨立」，烏克蘭則表

態否認此項公投。克里米亞議會於11日通過動議並宣布獨立，之後將再

次公投，決定是否加入俄羅斯，且強調片面宣布獨立並不違法。然而烏

克蘭政府及西方國家不認可這項行動，這樣違反了國際法及烏克蘭憲法

莫斯科聲明，俄國總統普京強調，克里米亞政府所採取的行動是為了保

證克里米亞人的權益。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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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克里米亞的種族組成

資料來源：
http://goo.gl/iwhWue
http://goo.gl/Pti7gU
http://goo.gl/D7eO0B
http://goo.gl/sAL3PG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cA0X0
圖2：http://goo.gl/Pti7gU
圖3、圖4：http://goo.gl/r59WVt
圖5、圖6：http://goo.gl/sAL3PG

(圖5)克里米亞的地理位置

為何俄羅斯霸佔此地為何俄羅斯霸佔此地為何俄羅斯霸佔此地為何俄羅斯霸佔此地，，，，克里米亞的魅力合在克里米亞的魅力合在克里米亞的魅力合在克里米亞的魅力合在？？？？

對俄羅斯來說，克里米亞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地理位置就是非常

重要的因素：俄羅斯若要販賣天然氣至歐盟，50%以上要經過烏克蘭，

如果克里米亞確定歸屬俄國，在天然氣的運輸上會替俄國省下非常大的

麻煩。且克里米亞地處黑海，對於俄國來說是非常好的戰略及經濟位置。

其實在蘇聯瓦解前，克里米亞屬於蘇聯，直到瓦解後才歸給烏克蘭，後

來因情勢不穩，經俄國調解後成為烏克蘭境內的自治區。但這個位在烏

克蘭南邊半島上的230萬居民，大部分為說著俄語的俄羅斯裔人，因此

到目前為止，島上人民大部分以親俄為主。



校外藝文報導

跟著紅色氣球尋找我的夢，從印象派到新浪潮

2014 歐洲生活節歐洲生活節歐洲生活節歐洲生活節+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IN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EURO Style Festival in Taichung 2014

[YG3A 高婕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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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4歐洲生活節宣傳圖

(圖2) 2014歐洲生活節宣傳圖



由台中市「歐洲文化創意產業協會」所主辦的「歐洲生活節+電

影」，以「跟著紅色氣球尋找我的夢，從印象派到新浪潮」為主軸，致

力於推廣文化藝術，將西方文化帶進台灣，使與在地文化有所交流。為

期一個月的活動，包含歐洲生活節、歐洲影展及大師講座，內容極為豐

富，值得您一同來體驗。

活動地點分為三大區塊，歐洲生活相關展覽集中於「草悟道廣場」；

電影放映於「台中大遠百威秀影城」；文創大師講座則於「大墩文化中

心」開講。

校外藝文報導

(圖3)歐洲生活節活動位置圖-草悟道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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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位於「草悟道廣場」所舉辦的活動開始於2014年3月14日並於16日

結束。其中「歐洲國家遊戲互動區」極其特別，當中可讓人們了解歐盟

會員國，並更透過親子互動遊戲使大人和小孩對歐盟的觀光、文化、音

樂及藝術有更深入的認知。

(圖4)歐洲生活節宣傳圖

(圖5)歐洲生活美食區

19

2014歐洲生活節活動節目豐

富，內容含有：歐洲商品企業專

區、歐洲親子互動專區、歐洲國

家遊戲互動專區、歐洲生活美食

專區、歐洲音樂舞蹈舞台區、講

坐沙發影展文創區及歐洲露天影

展放映區，各區皆可使市民體驗

不同的歐洲文化，置身於歐洲般

的生活。

有好玩的活動當然少

不了美食的饗宴，主辦單

位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小

型葡萄酒試飲會，讓觀眾

同時擁有視覺與味覺的雙

重享受！

EURO Style Festival in Taichung 2014



校外藝文報導

台中歐洲文創協會年年舉辦的歐洲影展邁入第三年，以往的好評語

使協會更有動力。今年影展的選片題材多元，橫跨印象派到新浪潮的藝

術、音樂與舞蹈，文化的奧妙邀請您一同來體驗。

今年主辦單位精挑細選出11部歐洲電影，分別是《巴塞隆納，我愛

你》、《最後的卡蜜兒》、《馬勒，獻給妻子的柔板》、《誰偷走蒙娜

麗莎？》、《卡門》、《愛情不用調味》、《紅氣球之旅》、《臉》、

《巴黎瘋馬秀》、《為妳彈琴》及《印象雷諾瓦》，其中由台灣籍國際

導演─侯孝賢所拍攝的《紅氣球之旅》備受矚目。

由台灣大導演侯孝賢所執導的《紅氣球之旅》，以經典法國片《紅

氣球》作為藍本，象徵一個觸不到的夢，劇情利用紅氣球觀察著巴黎人

的生活。在片中，導演還特別安排了台灣傳統布袋戲的演出，東西文化

的奧妙就在此片中蔓延，就讓我們來看看當東方導演遇上西方文化會擦

出什麼樣的火花！

(圖6)歐洲生活節之電影放映時刻表

20

EURO Style Festival in Taichung 2014



校外藝文報導

(圖8)《巴塞隆納，我愛你》宣傳海報

(圖7)《紅氣球之旅》宣傳海報

21

EURO Style Festival in Taichung 2014

《紅氣球之旅》介紹
http://goo.gl/l330Bf
http://goo.gl/6GkVvu
《巴塞隆納，我愛你》介紹
http://goo.gl/pS8u0B

另外《巴塞隆納，我愛你》

於台中首映會時，將邀請導演與

女主角前來參加首映與映前映後

座談會，對喜歡此類型電影的您，

這是個不容錯過的機會！

在《巴塞隆納，我愛你》片中，不但描述了許多的愛情面貌以及問

題，也將最近在台灣爭議很多的同性愛情和性別歧視等議題帶入電影中，

讓觀眾們可以透過電影劇情深入思考這個議題。



校外藝文報導

資料來源：
014歐洲生活節+電影官網
http://goo.gl/4YJiHl
台中市歐洲文化創意產業協會facebook
http://goo.gl/B4sjyq

(圖9)大師講座-聞天祥、李清志、焦元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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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 建築學者/ 專欄作家

以「都市偵探」自許，喜愛旅行，對城市觀察有極大的興趣，專職

建築研究，也熱愛攝影、閱讀與電影。他是位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

現任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專任副教授。

�焦元溥─ 知名樂評人/ 專欄作家

知名作家，也是位樂評人。十五歲起開始發表樂評、論述與散文，

現是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

�聞天祥─ 金馬執委會執行長/ 專業影評人

曾是台灣最年輕的資深影評人，及各大影展的評審。16歲開始發表

文字，並以《蔡明亮研究》獲得碩士學位。

EURO Style Festival in Taichung 2014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1P9MpW
圖2：http://goo.gl/naJ7rV
圖3：http://goo.gl/Rwxg2v
圖4：http://goo.gl/bNndK8
圖5：http://goo.gl/pTeFyl
圖6：http://goo.gl/aGruQz
圖7：http://goo.gl/vxWpWi
圖8：http://goo.gl/wYF44r
圖9：http://goo.gl/KIbDQa



Do You Know

Q: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

[YS3A翁敔瑄/整理]

(圖1)歐洲聯盟法院標誌

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

位於盧森堡的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法院」為1952年「歐洲煤鋼共同體（ESCS）」

成立時，所同步設立一座歐洲煤鋼共同體法院，為歐盟的法院系統之

總稱，與各個歐盟成員國的內國法院合作，確保歐盟法律在歐盟各國

間能夠有統一的解釋和適用。

歐盟法院的主要任務是審查歐盟各機構的立法與決議（總稱為：

歐盟法律）是否合乎歐盟諸條約之精神、確保各會員國遵守歐盟諸條

約所課予之義務和依內國法院之請求，解釋歐盟法律。

(圖2)位於盧森堡的歐盟法院

歐盟法院由三種法院組成，分別是：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專門法庭（Specialized Courts）和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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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 Do You Know

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1989年1月1日為了減輕原歐洲共同體法院（即現在的歐洲法院）的

負擔而成立，原名為「一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隨著

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的生效，改名為「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主要審理一般案件的一審。

專門法庭專門法庭專門法庭專門法庭（（（（Specialized Courts））））

雖然歐盟條約允許設立複數的專門法庭，但是目前只有一個「歐盟

公務員法庭」（Civil Service Tribunal），於2004年設立，負責歐盟公

務員（包含任職於歐盟官方機構的公務員及不同於會員國內的公務員）

與歐盟之間糾紛的一審。

歐洲法院歐洲法院歐洲法院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在1952年根據歐盟法律設立，為歐盟的最高法院，掌理一般案件的

法律審上訴，以及特殊案件的一審。掌理對普通法院裁判的救濟案，以

及解釋歐盟諸條約，統一會員國內國法院對條約的解釋適用。

目前歐盟法院的法官是由各個歐盟會員國所推派的法官組成，目前

為28名法官，另外尚有9名佐審官，通常一個案件的審理可能由3個、5

個或13個法官加以審理。

(圖3)歐盟法院的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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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 Do You Know

1974年經由法官判決，會員國不得限制其他會員國的產品進口，因

為違背單一市場原則。例如：廣告口號「買法國的產品！」就必須禁止。

1979年的判決規定法國「黑醋栗香甜烈酒」可在歐盟中自由銷售，更加

的強化了歐盟的單一市場原則。

歐盟法院所審理的案件中，以2011年的基因改造蜂蜜案件最為出名；

在2011年的秋天以前，蜂蜜並不適用歐盟基因改造作物的相關規定。歐

盟執委會職訂出了以下規定：「蜂蜜可以從基因改造的花粉取得，不需

要特別標示說明。」歐盟法院的法官判決推翻這項規定：「蜂蜜一定要

標示其採收方式。如果蜂蜜是從基因改造的植物花粉中採集，在歐盟園

區內只能做為動物的飼料，不得做成食物，甚至可能要銷毀」。

(圖4)歐盟蜂蜜規定嚴格，消費者也非常重視

(圖5)法國黑醋栗香甜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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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歐盟法院是什麼? Do You Know

資料來源：
http://goo.gl/jKj2Aq
http://goo.gl/AfLIWh
http://goo.gl/F2xFxj
http://goo.gl/mhSuPR
http://goo.gl/qUCR
參考書：歐盟的101個問題

另一案件發生在英國，一名酒館的女老闆在酒館內透過希臘付費電

視（Pay-TV）觀看「英國足球聯賽」，因為透過希臘付費電視收看英

國職業足球比從英國直接收看更便宜。歐盟法院的法官認為該女老闆是

有權力這樣做的，因為歐盟單一市場沒有國家邊界，這也包括付費電視

的流通。這個現象表示歐洲足球聯盟必須盡快思考新的契約，以避免更

多的損失。對歐盟的法官來說，這個案件明確的表現出在歐盟裡不僅有

共同的貨幣，也有共同的市場。

不論是食物、足球或運動賭博，

歐盟法院法官有最終決定權，而且

是用於所有歐盟國家。至2010年時，

歐盟法院收到631件案件，共有522

件結案。

(圖6)歐洲足球聯盟標誌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5SGOUh
圖2： http://goo.gl/GFI3Rl
圖3： http://goo.gl/mhSuPR
圖4 ： http://goo.gl/o8i3Ri
圖5： http://goo.gl/pgmo0z
圖6： http://goo.gl/9X35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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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

[YG3A翁紹紋/整理]

安德拉斯安德拉斯安德拉斯安德拉斯．．．．席夫席夫席夫席夫 (András Schiff)

鋼琴獨奏會鋼琴獨奏會鋼琴獨奏會鋼琴獨奏會

(圖1)《安德拉斯．席夫》鋼琴獨奏會海報

安德拉斯．席夫 (András Schiff)
鋼琴獨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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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安德拉斯．席夫 (András Schiff)
鋼琴獨奏會

28

被譽為「最具說服力的巴哈詮

釋者」，並已榮獲眾多國際知名

樂壇獎項，以及許多國際樂團盼

望合作的傳奇鋼琴大師，安德拉

斯．席夫（Andras Schiff），即將

來台演奏，這也是大師首次訪台。

這次演奏會中，席夫將以超乎凡人的技巧帶來貝多芬（Beethoven）

的三首鉅作《鋼琴小品，作品126》、《C小調第32號鋼琴奏鳴曲，作品

111》以及《狄亞貝里變奏曲，作品120》，作為首度來台的見面禮，將

帶給觀眾前所未有的聽覺感受。

席夫曾專研於貝多芬的手稿，

以及當年鋼琴的發聲原理與演奏技

術，因此將貝多芬（Beethoven）

的第32號鳴奏曲詮釋的淋漓盡致，

還曾將此譽為鋼琴音樂的「新約聖

經」，不但錄製成CD，更在超過

20個國家舉辦演講音樂會。

(圖3)《安德拉斯．席夫》埃森 (Essen) 演出

(圖2)《安德拉斯．席夫》北京演出



校外活動快訊安德拉斯．席夫 (András Schiff)
鋼琴獨奏會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eRDoHe
圖2： http://goo.gl/CR8YP4
圖3： http://goo.gl/Aj2Tfh
圖4： http://goo.gl/Ni5zdq

資料來源：
http://goo.gl/G9Cz3M
http://goo.gl/hjT3lx

【演出資訊】

時間：103.03.29（六）19：30

地點：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17號）

票價：500元

【主辦單位】

PAI鴻宇國際藝術 02-2368-2856

其他相關場次及售票詳細資訊

請上年代售票官網查詢

(圖4)傳奇鋼琴大師《安德拉斯．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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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在我的生命當中在我的生命當中在我的生命當中在我的生命當中，，，，總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總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總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總是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沒有歸屬沒有歸屬沒有歸屬沒有歸屬，，，，哪裡是家哪裡是家哪裡是家哪裡是家？？？？

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地方對我來說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地方對我來說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地方對我來說到底還有沒有一個地方對我來說，，，，叫做叫做叫做叫做「「「「家鄉家鄉家鄉家鄉」？」？」？」？

[YG3A林禹臻/整理]

(圖1) 《銀娜的旅程》譯文封面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道別道別道別道別而不心痛而不心痛而不心痛而不心痛」」」」

是是是是可以學習的可以學習的可以學習的可以學習的––––

「「「「這一科我早就該得到滿分這一科我早就該得到滿分這一科我早就該得到滿分這一科我早就該得到滿分，，，，外加一顆星外加一顆星外加一顆星外加一顆星。」。」。」。」

一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小小小小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在納粹納粹納粹納粹德國德國德國德國的故事

銀娜的旅程銀娜的旅程銀娜的旅程銀娜的旅程
Ina au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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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娜的旅程》是一部取材於真

人真事的小說，而促成這本小說誕生

的經過也十分有趣。1989年秋天，德

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將洪素珊

（Susanne Hornfeck）派到台灣擔任

客座講師，洪素珊與小說中的主角銀

娜（本名：蕭亞麟）初次相遇。當時

人生地不熟的作者正煩惱各式各樣的

生活問題，而身為作者同事的銀娜總

能提供她滿意的回答。令作者驚奇的

是，擁有東方面孔的銀娜竟能說一口

標準的德語，這開啟了她們之間的緣

分，在洪素珊聆聽越來越多銀娜的故

事後，她便決定以德文將這些帶有文

化衝擊的成長經驗寫成一部小說。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故事採用倒敘法的方式，一開始的時空背景在1955年的台北，剛來

到台灣的銀娜用曾經熟悉但如今陌生的中文買湯圓，令人心酸的是銀娜

聽不懂小販問的問題，一種「身在家鄉為異客」的苦澀充斥著她的心。

小銀娜的家是個接納外國文化的開放家庭，住在中國上海法租界最

大的花園洋房之一。銀娜從小就去修會學校上學，而她的爸爸也為她取

了Ina這個德文名字。

(圖2) 《Ina aus China》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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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因戰爭造就銀娜顛沛流離、有如電影情節的人生，但正因這些

艱辛，使得銀娜從來不怕困難，凡事樂觀、勇敢面對，她在這樣的成長

環境中，因著看見世界黑暗的那一面，而更了解光明的可貴。

值得一提的是，將《銀娜的旅程》翻譯為中文的譯者－馬佑真，正

是書中主角銀娜的親生女兒，也曾是作者洪素珊的學生。對馬佑真來說，

翻譯此書是個難得且特別的經驗，因為書中大部分的人物都是她熟識的

人，而她也藉著翻譯這些故事，彷彿搭乘時光機一般，深入了解長輩們

的陳年往事，也感謝自己這一代是多麼幸運，能夠平安、免於戰亂之苦。

Ina aus China

銀娜，一個銀光閃閃的小女孩，從名字看來與她接下來的人生遭遇

有極大的反差。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展開抗日戰爭，七歲

的小銀娜首度因戰爭而被迫與堂姊前往德國的布蘭登堡避難。當時年紀

還小的她適應力強，很快就克服了語言障礙。1945年，戰爭持續無情的

摧毀整個歐洲，十五歲的銀娜再度從德國逃到瑞士；而二十五歲時從瑞

士返回台灣。

(圖3) 銀娜 (蕭亞麟:圖左)於中山女
中與景美女中舉辦《銀娜的旅程》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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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Susanne Hornfeck洪素珊

2012年1月1日洪素珊的第二本小說《Torte mit Stäbchen: Eine 

Jugend in Schanghai Roman》（暫譯：用筷子吃蛋糕）在德國出版。此

書敘述一對Finkelstein（暫譯：芬克史坦）夫婦於1938年因戰爭購買了

頭等艙的船票逃到上海，夫婦倆十分擔心對於女兒Inge（暫譯：英格）

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夫妻倆以及他們的朋友Sanmao（暫譯：三毛）努力

適應這新的城市、新的人、新的語言......

其中還發生什麼的趣事呢？

就讓我們期待今年即將出版的中譯本！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Ina aus China

(圖5)《 Torte mit Stäbchen: Eine 
Jugend in Schanghai Roman 》
（暫譯：用筷子吃蛋糕）小說封面

Susanne Hornfeck洪素珊為德語

作家，1956年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

（Stuggart），是德國文學博士也是

一位漢學家，現居德國南部慕尼黑

（München）。洪素珊博士從事創作

及書籍翻譯，其中著名的是與汪玨合

作的德譯楊牧詩集《和棋》。

資料來源:
《銀娜的旅程》
http://goo.gl/lWL1SG
http://goo.gl/1lO2A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swGzKK
圖2：http://goo.gl/0lbmWt
圖3：http://goo.gl/nvrp7L
圖4：http://goo.gl/KDpC9t
圖5：http://goo.gl/9Ss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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