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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如大家所知曉的「人類的社會性」，人類既為社會動物，則自始即

具有社會意識，而人類的社會意識起源於同類意識。所以我們為此些共

同的理念定訂立法、措施及福利政策，來造就一個和平共存的環境。

然而，在人多的社會裡所形成的不同聲音和意識的分離，造成現今

社會許多的負面現象：剝削、良心泯滅和戰爭。

在本期的電子報中，讀者便可觀出這些現象，恐怖份子存在的目的、

福利制度的動搖、歐盟政策的轉向，以及125年來《國家地理》鏡頭下

的世界變化。希望透過這些議題，得以啟發各位公民對社會變遷的關心。

96期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感謝大家的支持！



歐盟雙週新聞

� 減稅也減了社會福利 瑞典國民：拜託加稅！

http://goo.gl/HhK8dv (鉅亨網 03月18日) 

� 烏克蘭與歐盟簽署政治聯合協定

http://goo.gl/qWx2C1 (大紀元 03月21日) 

� 歐洲銀行聯盟年底上路

http://goo.gl/OnMZW2 (鉅亨網 03月21日) 

� 俄外長表示克里米亞制裁俄國是條死胡同

http://goo.gl/m1GbKt (Yahoo奇摩新聞 03月21日)

� 機遇和陷阱同在的葡萄牙黃金簽證

http://goo.gl/bmv85a (大紀元 03月27日) 

[XE2A李育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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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瑞典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瑞典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瑞典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瑞典動搖中的社會福利

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因中立政策以中立國的身份置身

於戰事之外、免受戰火侵襲，是少數未參戰的國家之一；這得以讓瑞典

在戰後全球一片低迷的景氣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瑞典實行廣泛的社會福利政策，人稱「瑞典模式」，提供從失業金、

養老金到親職產假、免費義務教育和完善的醫療資源福利，號稱從搖籃

到墳墓的全面保障。相對地，瑞典的高稅收也舉世聞名，舉凡個人收入

所得稅、利息稅、菸酒稅、遺產稅等等，甚至購買商品也得繳交增值稅；

瑞典人平均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工資都用於繳稅。瑞典國民認為，即使不

繳稅，仍得負擔教育、公共設施等費用，所以高稅收帶來高福利是能被

接受的代價。

[XE2A李育容/整理]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圖1) 瑞典國旗與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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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哈格斯坦 -力力何曼區（Hägersten-Liljeholmen）區長瑪麗亞

（Maria Mannerholm）表示：「每個人都會抱怨稅收，但當它真正讓

人民享受到福利時，大多數瑞典人仍然認為這是值得的。」瑞典的稅制

旨在縮短貧富差距，讓人人享有平權的社會福利。

但是瑞典人引以為傲的福利在總理 Fredrik Reinfeldt 主張以「調

動勞動積極性」的方式推行稅改，調降個人所得稅、富人稅和企業所得

稅率後出現衰減的情況。除繳納企業稅外，僱主還要拿出工人工資總額

的36％納稅，造成商業人士和企業反彈並將產業外遷以逃避高額稅率，

因此如何和緩地減少企業負擔成為改善此問題的重要關鍵。對外經濟因

素也是推動稅改的原因之一；據政府表示，瑞典目前的企業稅率高於歐

盟和經合組織的平均標準，在全世界普遍採取低稅率以吸引國際投資者

時，瑞典不得不順勢而為。

(圖2) 爸爸們因親職假能與孩子近一步互動，母親也安心工作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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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IKclNm
http://goo.gl/7ut4cH
http://goo.gl/3I4B3z
http://goo.gl/BNheDV

根據《路透社》報導，瑞典現今稅率占GDP比重下降了4%，但生

病和失業補貼都被削減，公立學校經費和資源也不足。國民日漸希望回

到過去稅率較高、福利政策也較佳的時期。

(圖3) 高稅收帶來的高級醫療設備，此為輔助老人起身的滑軌設施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動搖中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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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NIdh8C
圖2：http://goo.gl/IKclNm
圖3：http://goo.gl/IKclNm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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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2A 江蕙竹/整理]

恐怖恐怖恐怖恐怖主義主義主義主義籠罩歐洲籠罩歐洲籠罩歐洲籠罩歐洲

提到恐怖主義，讀者們腦中關鍵字第一名想必是「九一一恐怖攻擊」

吧！那樁駭人的恐怖攻擊事件不僅使世界震驚、哀痛，更讓全世界神經

緊繃。雖然美國仍是恐怖組織的首要攻擊目標，但滴水不漏的反恐措施，

使得恐怖份子難以下手；於是遂將焦點轉向與美國有著相同價值觀念且

相對容易攻擊的西歐地區。本篇歐盟主題專欄帶讀者們進一步認識現代

歐洲所面臨的恐怖組織及事件，以及恐怖主義的發展根源。

(圖1)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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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根源根源根源根源

在全球發展不均的情況下，導致貧富差距、人口流動、東西方價值

分裂、文化衝突、權力與資源爭奪……等。以下為當代恐怖主義的主要

根源：

(一)宗教衝突

宗教極端主義是恐怖主義氾濫的重要根源，不同宗教的信徒往往認

為自己所信仰的是唯一的真理，為了維護信仰和教義，他們採取各種方

法消滅異教徒。許多宗教極端勢力煽動並且利用虔誠的信徒，從事恐怖

活動且蔓延世界各地。

(二)民族分裂

有些恐怖組織以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為藉口，以暴力恐怖的手段，企

圖進行恐怖活動，為的就是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如英國的「愛爾蘭

共和軍」、法國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西班牙「埃塔」組織、加

拿大的「魁北克解放陣線」、斯里蘭卡的「泰米爾之虎解放組織」、土

耳其的「庫德斯坦工人黨」、俄羅斯的「車臣民族分裂組織」……等。

(圖2)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FLNC)，以 		

爭取科西嘉島成為獨立國家為目的，被
法國政府視為恐怖組織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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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霸權主義和強權主義

發達的國家為了本國利益，藉由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力量

主導國際事務，引發諸多不公現象。極端分子或異議分子為了抗爭不

公的待遇，進一步採取恐怖行動。因此常有「只要強權政治、專制統

治繼續存在，且助長恐怖主義的發展空間」的說法。

(四) 經濟全球化導致的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

全球化快速發展，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落後的亞非拉國家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無法與歐美發達國家互相抗衡，使得大批

失業人士成為難民。他們移民到歐美，甚至變成恐怖分子，例如：索

馬利亞海盜猖獗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量失業人士加入海盜組織所導致的。

(五) 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極端思潮

俄國巴枯寧（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的無政府

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這類極端社會思潮的推崇者，往往和恐

怖主義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希特勒政權、墨索里尼政權就是法西

斯主義的集大成。受新法西斯主義思潮影響，大量納粹恐怖組織興起，

他們把社會問題歸罪於外來移民，並濫殺無辜貧民，危害公共設施，

製造恐怖氣氛，比較典型的如美國的三 K 黨，德國的共和黨、德國

人民聯盟、國家民主黨……等。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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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索馬利亞海盜

(圖4)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六) 傳播媒體

傳媒對於恐怖主義的滋生有很大的影響力，英國前首相柴契爾夫人

曾經指責傳媒的宣傳報導是恐怖主義活動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氧氣；而美

國反騷亂與恐怖主義特種部隊更宣稱：「在許多狀況下，現代恐怖主義

正是傳媒所創造。」

(七) 文化衝突與文明衝突

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受到衝擊與挑戰。國家內部

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可能日益嚴重，在重新整合與認同中，

將伴隨著分裂和動盪。而文明衝突分別是指價值衝突與文明單位之間的

利益衝突，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這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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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歐洲現代歐洲現代歐洲現代歐洲恐怖組織與行動恐怖組織與行動恐怖組織與行動恐怖組織與行動

(一一一一)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愛爾蘭共和軍愛爾蘭共和軍愛爾蘭共和軍愛爾蘭共和軍

1916年愛爾蘭共和兄弟在都柏林起義成立臨時共和政府，卻遭受英

國政府無情的鎮壓，當時的領袖都以叛國的罪名處決。此制裁激起愛爾

蘭的仇英情緒，於是在1919年成立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從1968年至2002年7月，長達30年的內戰，英國的北愛爾

蘭地區以及愛爾蘭共和國境內超過3600人喪生，3萬多人受傷。

1921年12月，由於愛爾蘭共和軍反對將愛爾蘭「南北分治」的《英

愛條約》（ Anglo-Irish Treaty ）而遭到鎮壓。1937年愛爾蘭獨立後，

北愛爾蘭仍被英國統治，愛爾蘭共和軍持續為南北統一而爭鬥，並實行

暴力活動。1939年開始在英國製造爆炸事件，被愛爾蘭政府和英國政府

取締。1968年後，當時的IRA指揮官的麥金尼斯（Martin McGuinness）

手持衝鋒槍，帶領北愛爾蘭天主教徒反抗英國新教統治，導致族群間大

規模的流血暴亂。1979年，英國女王的表哥蒙巴頓將軍與家人在遊艇上

時（ Mountbatten ），遭IRA放置炸彈而炸死，隨後英國組織也逮捕列

為非法的IRA成員，使當時成為仇恨和報復的年代。

(圖5)愛爾蘭共和軍(IRA)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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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愛爾蘭共和軍曾遭柴契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下令鎮壓。而最壯烈、不惜以身體付上代價的是1981年的巴

比桑茲（ Bobby Sands），他以死明志，爭取政治犯待遇，在梅茲監獄

絕食抗議66天後死亡。當時柴契爾夫人表示：「對共和軍囚犯讓步，就

等於給他們頒布屠殺無辜的許可證。」此言一出，抗議聲浪不斷，絕食

前後總共死了16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

(圖6)蒙巴頓將軍

(圖7)柴契爾夫人

(圖8)巴比桑茲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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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愛爾蘭共和軍宣佈停火，美國、加拿大和芬蘭組織的監督

隊伍監察愛爾蘭共和軍的棄械進程。2005年7月28日，在多年的調解、

斡旋下，愛爾蘭共和軍正式宣布武裝鬥爭的時代已經過去，IRA將以和

平的方式追求政治目標，並命令所有組織放棄武裝、銷毀武器等。2005

年9月26日，監督組織宣布愛爾蘭共和軍已經完成所有棄械過程，將武

器置於「不使用狀態」。

2012年6月27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首

次與前愛爾蘭共和軍（IRA）指揮官麥金尼斯握手言和，為長達近一世

紀的國仇家恨劃下句點。

(圖9)左為前IRA指揮官麥金尼斯，右為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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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巴斯克巴斯克巴斯克巴斯克埃塔埃塔埃塔埃塔組織組織組織組織（（（（或或或或艾艾艾艾塔組織塔組織塔組織塔組織））））

巴斯克埃塔組織（Euskadi Ta Askatasuna, ETA）是一個典型「霸

權主義和強權主義」所逼迫下產生的地下恐怖組織，其主要目標為「建

立一個獨立的巴斯克地區（Euskal Herria )」。組織起源需追溯至1936

年西班牙內戰，政府授予巴斯克地區獨立自治權，但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上台後，結束自治並實施獨裁統治，位於西班牙北部和法國交

界的巴斯克人因不滿獨裁統治而在1959年成立埃塔組織，至今已遍佈歐

美國家，如法國、德國、比利時、義大利、中南美洲等。自1968年到目

前為止，因巴斯克埃塔組織所造成的傷亡已達到上千人。儘管埃塔組織

的主要目標政府官員，但每次恐怖行動多數受害者仍是無辜的民眾。

(圖10)巴斯克埃塔組織（Euskadi Ta Askatasuna）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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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西班牙政黨與民族意識強烈的埃塔組織進行和解談判後，達

成停火協議。不料三年後，埃塔組織再次發動零星恐怖攻擊，使得埃塔

組織與西班牙政府之間談判宣告破裂。2004年西班牙發生「311馬德里

連環爆炸案」，連續四起火車炸彈攻擊，造成共一九一人死亡、一千多

人受傷的慘劇，引起西班牙全國有一千一百萬人上街頭抗議。當時西班

牙把矛頭指向長久以來存在的麻煩─埃塔，並堅稱該組織必須為此案負

責。迫於情勢所逼，有史以來埃塔第一次不得不否認進行恐怖攻擊。經

查證後證實埃塔與該爆炸案無關，而是蓋達組織（阿拉伯語：ا�����ة ，意

為「基地」）外圍團體所為，但埃塔已為暴力路線付出政治代價。

(圖11)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案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發動大大小小的恐怖

攻擊後，埃塔組織在2007

年再次走向談判桌，向西

班牙政府表示永久停戰。

隔年八月，根據西班牙

ABC日報報導，埃塔組織

日前發函以威脅語氣及指

控字眼，對西國巴斯克地

區及拿瓦拉地區企業索款達40萬歐元，引起該二地區企業恐慌。專家認

為，除了該組織領導階層急需補充彈藥火力之經費外，造成組織財庫空

乏原因有二：一為日前埃塔組織假意停戰期間，許多企業已停止向其捐

款。二為支持埃塔恐怖組織之政黨Batasuna退出巴斯克政府各官方機構，

導致其經濟來源中斷。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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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塔組織一路走來似乎越來越偏離最初獨立的目標，且後來組織經

濟來源的不穩定，帶著組織走向衰退。今年三月埃塔組織在巴斯克地區

的報紙「加拉報」（Gara）刊登聲明，已將軍械庫「封鎖」， 不再用

來作戰。埃塔歷經五十五年堅守的目標，最後也不免邁向繳械和休戰而

告終。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恐怖主義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生命安全、財產安全造成極大的

威脅，隨著時代改變，我們可以發現恐怖組織的手段越來越高明，這也

使得未來恐怖行動有更多元化的發展，不僅恐怖的破壞性、殺傷性會增

強，對人類環境、生命、安全的危害更是無法估計。面對恐怖主義日趨

「國際化」、「跨國化」之發展趨勢，每一個國家必須加強反恐怖情報

策略之功能與角色，惟有如此才有足夠的能力因應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

挑戰，以確保國際永久的和平與安全。

參考資料：
http://goo.gl/hJeIqo
http://goo.gl/GVbV7e
http://goo.gl/ja5Ihk
http://goo.gl/fPwH5S
http://goo.gl/M63mhw
http://goo.gl/ycxLPk
http://goo.gl/3SKwl0
http://goo.gl/Kb4N53
http://goo.gl/9jxGGl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d6ogix
圖2：http://goo.gl/y2cMYX
圖3：http://goo.gl/Pqun3q
圖4：http://goo.gl/A67laV
圖5：http://goo.gl/aCHDtC
圖6：http://goo.gl/XnsqXk
圖7：http://goo.gl/U5juA6
圖8：http://goo.gl/KK2Pm4
圖9：http://goo.gl/d4QBY1
圖10：http://goo.gl/XySSYs
圖11：http://goo.gl/S2NDzK

http://goo.gl/cZeaqN
http://goo.gl/9cTTmK
http://goo.gl/aoCDYl
http://goo.gl/kTSORZ
http://goo.gl/G7Hgh3
http://goo.gl/CO5e1E
http://goo.gl/w8ZieV

恐怖主義壟罩歐洲



英國科學家發現英國科學家發現英國科學家發現英國科學家發現：：：：
人類大腦有人類大腦有人類大腦有人類大腦有「「「「良心良心良心良心」」」」

英國牛津大學科學家於神經元科學雜誌（Neuron） 上發表一項研

究結果，指出位於人類眉毛上方的「側額業極」（lateral frontal pole）

為大腦的「良心區」，主管辨別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說，這個人類特有

良心區能認知錯誤，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也會受到良心譴責。

歐盟學術專欄

[XE4C潘靖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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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紅色區塊為位於人類腦部的「側額業極」

人類大腦人類大腦人類大腦人類大腦「「「「良心區良心區良心區良心區」」」」



本項研究的組織者拉什沃思教授（Matthew Rushworth）表示，已

透過研究找到人類特有的大腦區域。這個大腦新區域稱做「側額業極」，

它能監控大腦做出的決定，並找出最佳決定。另外，它亦可認知錯誤，

幫助我們從錯誤中學習，加快學習技能。拉什沃思教授將側額業極形容

成善良堅定的聲音，而這個有權威性的聲音會告訴我們要仔細考慮自己

做了什麼，及千萬不能再犯的錯誤。

許多人認為，道德觀就像是身體的一部分，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

因此，科學家一剛開始並未意識到他們所找到的是大腦的「良心」。而

每個人的良心區大小並不相同，有些人的側額葉極和橘子一樣大，有些

人的則小如核桃。良心區越大表示情緒管理較佳，也較有良心，且女性

的這區域通常較男性的大。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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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XSaJ9w
圖2：http://goo.gl/3uOAp9

(圖2)本次研究發表之神經元
科學雜誌

人類大腦人類大腦人類大腦人類大腦「「「「良心區良心區良心區良心區」」」」

英國科學家邀請了25位志願者參與

此次研究。過程中，科學家掃描這些志

願者的額葉皮層，並將掃描結果與25隻

猴子的大腦皮層掃描圖進行比對。研究

結果發現，猴子的額葉皮層是由11個部

分構成，但人類大腦的這個區域卻是由

12個部分組成。

主管許多認知及語言能力的腦腹側

額葉皮質區只發現在人類及其他靈長動

物的腦中。

參考資料：
http://goo.gl/WFdDnR
http://goo.gl/IzszW7
http://goo.gl/XSaJ9w



世界觀點

[XE2C陳逸庭/編譯]

《《《《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德國明鏡》》》》
歐洲議會領導人之選戰歐洲議會領導人之選戰歐洲議會領導人之選戰歐洲議會領導人之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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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3月19日《德國明鏡》（SPIEGEL online）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

報導： 《 Leading Candidates Square Off：：：：The Race for Europe‘s

Top Job》，記錄了歐洲議會候選人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和

讓‧容克（Jean Juncker）的辯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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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第八屆歐洲議會）將於2014年5月22

至25日在所有歐盟成員國境內進行，而競爭者們已經開始拉開戰線。這

些候選人都是由議會政黨提名的。而隨著歐洲議會變得越來越強勢，歐

委會主席一職的權力也會變得越來越大。其中兩位有勢力的候選人，馬

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和讓•容克（Jean Juncker）即在選前接受

採訪，分享他們對於低稅率國家、歐債危機和一些政治議題的想法。

(圖1)候選人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和
讓•容克（Jean Juncker）辯論情景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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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馬丁馬丁馬丁‧‧‧‧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Martin Schulz）

這番言論使英國工黨在2月

28日正式宣佈，不會支持他以

歐洲社會黨候選人的身分來擔

任下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他

們贊成預算削減，並認為他在

財政上不負責任。

德國人，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也是歐洲社會黨唯一的候選人。他

在去年11月舉行的歐洲議會會議上表示：「歐盟必須保持對『面向未來』

政策的支援，提升歐盟競爭力及研究實力。但預算金額大大少於歐盟委

員會和歐洲議會認為歐盟發揮潛力所需的金額。」並堅決反對下一屆歐

盟削減財政預算。

(圖2)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

讓讓讓讓‧‧‧‧容克容克容克容克（（（（Jean Juncker））））

從1995年開始擔任盧森堡首相，

直到2013年卸任，共執政19年，他是

歐盟國家中執政最久的國家領導人，

受到歐洲議會目前陣容最龐大的人民

黨團提名。

(圖3)讓‧容克（Jean Jun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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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歐洲理事會總部

首先，他們倆先簡單論述了自己的優勢以及對歐洲未來的政策。

記者記者記者記者：舒爾茨先生，容克先生在歐洲理事會中已有快40年的經歷，同時，

身為歐元集團的主席，他也確保了現行貨幣的安全性。請問您真的認為

容克先生擔任歐洲議會的主席對歐洲而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

馬丁馬丁馬丁馬丁‧‧‧‧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以下簡稱舒爾茨）：我認為這件事沒有任何不妥之處。

但我對未來的歐洲有更好的計畫。我相信人們應該要有機會，藉由他們

的想法對歐洲的政治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我認為歐洲議會需要推動

重建，我會使歐洲議會成為一個更開放的機構。另一方面，我是議會的

成員，也是人民的代表，而容克先生只是行政機關的代表。

讓讓讓讓‧‧‧‧容克容克容克容克（以下簡稱容克）：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一直以來，我廣泛的

和歐洲議會合作，一同解決各種事務。同時，透過歐洲理事會來了解各

個國家的狀況也是另一種政治技巧，在這方面，我比馬丁擅長許多。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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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針對經濟性的議題，他們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記者記者記者記者：舒爾茨先生，和您同黨的黨員在法國的一家報社上表示：「避稅

天堂」國家（盧森堡）的領導人（容克），沒有能力勝任歐洲議會主席

的職務。您認為盧森堡是一個避稅天堂嗎？

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我相信避稅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所有的國家政府對歐盟都需要有一定的透明度，盧森堡也不例外。

容克容克容克容克：我們在1997年的歐盟會議中已經達成了一些對於歐洲稅率的共識；

我們也建立了法規來修正不公平的稅率。盧森堡對於稅率的規定並沒有

異於別國。這項主張對我而言是一個很過分的言論攻擊，我無法接受。

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我並不期望一位擁有前盧森堡首相及財務官員身分的人認同我

的財經政策。盧森堡是一個很重要的金融中心，但這不代表我們得一直

對其讓步。

容克容克容克容克：我並沒有為了幫助盧森堡成為金融中心而給予任何超出法律限額

外的補助。但針對「反傾銷稅」這點，我同意我們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

歐盟應更重視工人的基本人權。

(圖5)自2013年起，避稅問
題成為歐盟的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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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烏克蘭與歐盟邊界上的議題，他們則選擇以委婉的方式來談論

這項敏感的話題。

記者記者記者記者：您認為給予烏克蘭待觀察歐盟會員國的身分是個錯誤嗎？

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舒爾茨：這不是適合用來辯論的問題。現在最重要應該是如何讓烏克蘭

穩定下來，而我們必須全力防止戰爭的發生，有關於歐盟會員國的事情

能等到20年後再談。

記者記者記者記者：那您認為目前哪裡是歐盟的邊界呢？

容克容克容克容克：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話您就不會問我了，而我也不知道。我們必須

要做的是確保歐盟的候選成員國加入歐盟時能夠完全符合標準。

(圖6) 歐盟、烏克蘭、俄羅斯間的複雜關係示意圖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tQ3i5I
圖2： http://goo.gl/Qi99QM
圖3： http://goo.gl/ROVuAx
圖4： http://goo.gl/E1TtWL 
圖5： http://goo.gl/ZGvnB7
圖6： http://goo.gl/X8BNfM
圖7： http://goo.gl/RfamTp
圖8：http://goo.gl/iWDxDF

資料來源：
http://goo.gl/rSNhyg
http://goo.gl/Yr7a39
http://goo.gl/iWDxDF
http://goo.gl/QFRoJo

(圖8)兩位候選人的精采辯論內容刊登於德國
DER SPIEGEL雜誌中，也可見於SPIEGEL 
ONLINE全球新聞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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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綜觀這次選舉，會發現一個有趣

的現象：因為大國互不相讓，造成小國有機

會得利。舉例來說，目前歐盟執委會主席巴

洛索是葡萄牙前總理，歐盟理事會主席范宏

畢則是比利時前總理；葡、比都不算大國，

卻能成為歐盟領頭羊，就是拜德國、法國、

英國三強互不相讓之賜。

最後，他們簡略的再次強調自己的施政方針。馬丁‧舒爾茨強調，

歐盟內部的分裂是很嚴重的，他想要重建人民對歐盟統一的信心，並守

護歐洲的價值。讓‧容克卻認為，歐洲理事會理應負責提出方案；議會

則負責做決策。歐洲需要有秩序的系統，才會有行政效率，也較不容易

浪費行政資源在瑣事上。

原文報導網址：
http://goo.gl/iWDxDF



校外藝文報導

[YG3A 林佳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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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是一種武器，可以對抗世界的不公不義不公不義不公不義不公不義。它是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的見證者。
－布蘭特‧史特頓

攝影師以手中的相機為探索的工具、深入祕境殿堂的通

行證，和帶來改變的媒介。他們的影像證明了攝影的重
要性，今日由勝於以往。

－國家地理125週年珍藏版

歷史悠久固不容易，不斷創新才是讓一本刊物維持在頂
峰最重要的原因。

－總編輯 李永適

(圖2)《國家地理》125週年珍藏版封面

(圖1)展覽LOGO

A New Age of Explora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AT 125



校外藝文報導

26

永垂不朽的攝影經典永垂不朽的攝影經典永垂不朽的攝影經典永垂不朽的攝影經典

自1888年10月至去年2013年10月，《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已歷經了125年。如今每月有近6000萬人閱讀，成為了全

球具有指標意義的雜誌之一。它以攝影作為與讀者對話的主要媒介，成

就了其出版品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2014年，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將「探索

無限－國家地理125年經典影像大展」搬到臺灣，展出了150幅最具歷史

意義的照片，並將其分為八大主題：「影像歷史」、「深入險境」、

「生命之歌」、「憤怒大地」、「人文探索」、「走進科學」、「攝影

精粹」以及特別在臺灣展區策劃的「台灣記憶」，展出近90年來臺灣在

《國家地理》內的珍貴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國家地理學會只承諾在臺北辦一場展覽，但由

於臺灣觀眾的反應熱烈，給予了主辦單位非常大的支持與鼓勵，而南部

觀眾也積極地向主辦單位聯繫，終於爭取到了在高雄加碼展出的機會，

可說是非常的難得！

(圖3)高雄站展覽文宣

A New Age of Explora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AT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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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ge of Explora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AT 125

深入險境深入險境深入險境深入險境

(圖5) 1963年，潛航員承著探險家庫
斯托（ Jacques-Yves Cousteau ）所
發明的「潛碟」下潛致海平面下300
公尺進行探勘
攝影者：Robert Goodman

國家地理學會自創刊以來，不斷地資

助探險隊伍至全世界進行探勘，拓展全人

類對於這個世界的知識。這125年來，從

平流層到深淵裡，都可以看到來自「國家

地理」探險隊的身影。他們前往地球上各

式各樣的地方，例如：極地、洞穴、峽谷、

冰川……等，用著當世代的攝影技術記錄

了大自然的各種鬼斧神工，讓世人一窺攝

影者以及這世界的偉大。

(圖4) 1960年，在3萬1300公尺高
空的平流層中，有位美國空軍上
尉喬‧基廷格爾（ Joe Kittinger）
搭乘飛機縱身一躍，飛行了13分
46秒，平安降落於新墨西哥州的
沙漠。安裝在上面的馬達驅動攝
影機拍下了這一幕
攝影者：Volkmar Went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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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ge of Explora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AT 125

影像歷史影像歷史影像歷史影像歷史

1896年起，《國家地理》開始定位

成「插圖月刊」，直到貝爾

（ Alexander Graham Bell ）接管學會

後，他執意要在雜誌中收錄照片，於是

一張北極冰洋島嶼的照片便收錄至雜誌

中。此後，貝爾更要求雜誌內要大量收

入照片，使得照片至今已成為《國家地

理》不可或缺的元素。隨著讀者的增加，

學會也開始固定雜誌的攝影風格－紀實，

直至今日仍然如此。

(圖6) 1931年，通訊記者梅納德‧威
廉斯（Maynard Owen Williams）
於阿富汗的赫拉特市集內拍下的這
張照片。令他驚訝的是，整整三秒
的曝光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做
出眨眼的動作人文探索人文探索人文探索人文探索

探索世界各個民族的生活，

是國家地理學會攝影者的重大

使命。他們藉著不同的相機，

以不同的角度，將世界各個角

落的人文風情記錄下來，並將

這些照片帶回來，置入《國家

地理》內，讓讀者一睹各種熟

悉或陌生的視野，了解各種民

俗風情。

(圖7) 1964年，攝影師狄恩‧孔傑（Dean 
Conger）在冷戰時期的蘇聯拍下了五一勞
動節的工人遊行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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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生命之歌生命之歌生命之歌

在《國家地理》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許多的野生動物照片，這也

是雜誌中非常吸引人的一項特色。當動物的身體語言，透過攝影者的鏡

頭來到的雜誌內頁中，再透過文字解讀後，無論是休憩、覓食、憤怒、

警覺……等，都能讓讀者充分了解到這些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大

小生命。

(圖8) 2011年，攝影師保
羅‧尼克（Paul Nicklen）
在哥倫比亞海岸的熱帶雨
林深處，拍攝到了這隻基
因突變的白色美洲黑熊－
柯莫德熊，當地人稱為
「靈熊」

攝影精粹攝影精粹攝影精粹攝影精粹

《國家地理》對於攝影的要求相當高，除了聘請一流的攝影師外，

在使用的器材上也是相當講究。而每張照片的背後，常常是跋涉千里的

遙遠路途；或是等待許久的瞬間畫面、完美光線、精準構圖；還有數千

張的底片或幾百張的記憶卡。當然，除了這些要素外，攝影師也常常需

要「運氣」才能拍出流傳千古的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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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大地憤怒大地憤怒大地憤怒大地

大災害隨著氣候變遷不斷的重演，《國家地理》也時常刊載出世界

各地重大災害的照片。無論大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肆虐、甚至

龍捲風……等，都是負責拍攝這類主題的攝影師的拍攝主角。甚至有些

攝影師為了拍攝歷史性的照片，不惜犯險爬入火山孔拍攝；或是為了拍

攝龍捲風內部而近距離接觸它。有時候，這類的照片訴說的不只是受難

者的故事，更可以說是由攝影師的生命所換來的。

走進科學走進科學走進科學走進科學

為了跟上科技發展的腳步，《國家地理》的記者、攝影師及編輯者

們也非常勤勞的關注這些相關議題。然而科技日新月異，原本在當時也

許轟動一時的科學照片，過了20世紀後已不再新奇，反而成為了懷舊的

經典照片。而這些照片除了記錄世界的發展外，也向讀著們展現科學家

們為了這個世界所做的一切努力。

(圖9)  1958年，在新墨西哥的
科學家製作出這個由高壓電
纜線所匯聚而成的核融合室，
用來研究氚的作用
攝影師： B Anthony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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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記憶臺灣記憶臺灣記憶臺灣記憶

將近一世紀以來，《國家地理》曾經以專題報導的方式，報導臺灣

十次左右。最早一篇報導多達46頁，記載了1920年日治時期的臺灣，描

述了樟腦的出口及原住民的文化；在1950年時，雜誌中也曾報導過國共

時期的戰爭以及國民政府來臺的景象，不僅針對臺灣的政治情形做了精

闢的解說，也深入地描述島上的人文風情。而最後一次的大篇幅報導則

是以「台灣錢淹腳目」的景象為主軸，記錄了當時的民主運動及惡化的

環境問題。

(圖10) 1920年，樟樹為臺灣當
時最重要的經濟作物，一般
大小的樟樹大約能創造出
3000美金的產值。照片中為
一家人全都在樟樹上工作的
景象

(圖11) 1983年，臺灣經濟正在
起飛，都市高樓林立，天空
卻壟罩在一片汽機車排放的
廢氣當中，是當時臺灣非常
嚴重的一項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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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訊展覽資訊展覽資訊展覽資訊

展覽時間：2014/01/24（五）－ 04/13（日）

每天10：00－18：00 （最後進場時間17：30）

展覽地點：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B6、B7

活動官網：http://www.mediasphere.com.tw/NGM125

高雄票價：

(1)全票：220元

(2) 學生優惠票：180元（持本國大專以下有效學生證）

（不含空大、推廣教育及社區大學）

(3) 幼童票：160元（90~115公分以下兒童適用，需家長購票陪同入場）

(4) 身障票：110元（需持身障者本人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入場需驗證）

(5) 身障陪同票：110元（陪同者限一位，需與身障者同時入場）

(6) 免票：90公分以下兒童適用

※禁止攜帶寵物 / 禁止飲食、吸菸 / 禁止拍照攝影

資料來源：
雜誌：《國家地理》125週年珍藏版
http://goo.gl/uUuWMk
http://goo.gl/vY32sa
http://goo.gl/lJsnph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Y32sa
圖2：http://goo.gl/Igoh9F
圖3：http://goo.gl/lJsnph
圖4~圖11：http://goo.gl/KuKNMI
圖12： http://goo.gl/73mmll

(圖12)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網站，展覽文宣



Do You Know

Q：：：：歐盟歐盟歐盟歐盟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做了什麼做了什麼做了什麼做了什麼?

想像歐美住家外，送牛奶工一大早在家家戶戶門口的階梯上擺上一

大瓶牛奶，接著家庭主婦們開始料裡早餐，擺在餐桌上的食物幾乎和奶

油及牛奶脫不了關係，塗麵包用的、蛋糕上的、煎火腿的......等。

儘管奶油和牛奶需求量這麼大，囤貨依然堆積如山，甚至出現礦泉

水比牛奶貴的狀況。歐盟2000多名奶農在2012年上街示威，抗議「奶價

下跌」，用多數非洲孩子喝不起的牛奶幫警察洗「牛奶浴」。牛奶生產

過剩所帶來奶價下跌的現象，隱隱暗示著歐洲經濟已經產生問題。

[UE2A彭千芸/整理]

(圖1) 2012年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奶農示威抗議奶價下跌，向警察噴射牛奶

歐盟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做了什麼?

33



Do You Know

(圖2)法國各地奶農展開「白色日」行動，
共傾倒了420萬升的牛奶，將萊茵河染白

歐盟對於奶油與牛奶生產過剩做了什麼?

不僅僅2012年有牛奶過

剩的問題，早在二十世紀的

20到3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

掀起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俗稱「經濟大恐慌」。當時

歐洲各國面臨巨大的經濟衝

擊，失業率一下子飆升，這

幅景況逼得農場主們將過剩

的牛奶一車一車倒入河中。

歐盟農夫生產量這麼龐

大並非錯估市場需求，而是

歐盟政策出了問題。為舒緩

二戰後遺症，歐洲聯盟所訂

定的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成了當時必要政策。

然而政策一體兩面，雖然在增加產量及農民收入上有顯著的成效，

依舊造成了全球市場的瓦解，因為以高成本生產的產品只有在大量出口

補貼的援助下才得以出口。換句話說，農夫生產農產品越多，就會從歐

盟農業政策中獲得補助越多的錢。

(圖3) 牛奶過剩問題示意圖 by Peter Sch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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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2年為「歐洲農業政策」50周年

於是農人們只能不斷生產糧食或牛奶才能養活家人和自己，而生產

過剩的農產品則由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所收購，統一放

在倉儲大樓。在政策的引導下，如今人們可以看到，在大倉庫裡囤積了

一百萬噸的食物中，牛奶、奶粉和奶油占大多數，最後吃不完還得丟掉。

1980年代至今，歐盟進行整體農業改革，限定收購農產品的數量、

重新擬定補助標準、降低農業政策的支出等等，其中以透過符合生態環

境保護為標準的生產契約方式，鼓勵農民減量生產，並降低土地的負擔。

另外，要是想獲得補助，農民們還得放棄單一作物的方式，同時種植多

種作物才能達到補助標準。2011年的食物囤積量已降到一百多噸，足足

少了10000倍！歐盟未來對於農產改革成效為何，還有待更多方面觀察。

資料來源：

http://goo.gl/Fy02St
http://goo.gl/VwUsrG
http://goo.gl/PTy6dH
http://goo.gl/6FvP5i
http://goo.gl/x4hCyz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5jvFgv

圖2：http://goo.gl/mqUD5K

圖3：http://goo.gl/GLyFXY

圖4：http://goo.gl/2ZUGcj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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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4C 黃云柔/整理]

調皮的野玫瑰調皮的野玫瑰調皮的野玫瑰調皮的野玫瑰 Schubert’s “Wild Rose”
不一樣的舒伯特不一樣的舒伯特不一樣的舒伯特不一樣的舒伯特

(圖1)《調皮的野玫瑰-不一樣的舒伯特》海報

調皮的野玫瑰
Schubert’s “Wild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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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對位室內樂團」帶來的

《調皮的野玫瑰─不一樣的舒伯特》

為2014高雄春天藝術節（KSAF）

四月份的第一場演出，他們即將

帶著民眾們走入一段穿越時空的

奇幻旅程！

表演曲目皆經由國內優秀作曲

家組成的曲目編創團隊之手，

將舒伯特（Schubert）多首膾

炙人口的作品改編或變奏，並

結合爵士、百老匯等多種音樂

風格。除此之外，帶點頑皮風

格的舞臺場景及燦爛奪目的變

裝造型秀，也是此場演出的一

大看點。

(圖3)「對位室內樂團」演出照片

(圖2)「對位室內樂團」演出照片

「對位室內樂團」多年來連續

受邀於高雄春藝中演出，他們的表

演形式千變萬化，且融入各領域不

同的素材，其中親子室內樂歌劇及

精緻室內音樂會為兩大特色。而這

次《調皮的野玫瑰》偏向親子音樂

會，各位家長不仿帶著小朋友們一

起走進充滿音符精靈的音樂奇幻王

國吧！

(圖4)「對位室內樂團」演出照片

調皮的野玫瑰
Schubert’s “Wild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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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快訊調皮的野玫瑰
Schubert’s “Wild Rose” 

資料、圖片來源：

http://goo.gl/ZUTPQs
http://goo.gl/4p5GS
http://goo.gl/3KzKrw
圖4：http://goo.gl/FrsVsU
圖5：http://goo.gl/DFMWTE

【演出資訊】

時間：103.04.05（六）19：30 ＆ 103.04.06（日）15：00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票價：300 / 450 / 600 / 750 / 900 /1200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對位室內樂團

(圖5)「對位室內樂團」演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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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F3A 張易晴/整理]

雲的理論雲的理論雲的理論雲的理論

(圖3)原版封面

(圖1)原版封面 (圖2)臺灣譯本封面

～2011 好書獎

這些在雲裡面形成的，是一股多麼強大的力量，
可讓水流成為堅硬之物，可讓河川的流動緩下來，
甚至停下來……                  

--盧克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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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出生，法國當代博學多聞、涉獵廣泛的小說家。除了文學，

對電影、繪畫、漫畫、各國民情皆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的作品裡，

往往可見多樣知識的揉合、旁徵博引，以及處處可見的哲學蹤影，但文

字間仍不失幽默。

另著有《獨子》、《我們其他人》兩部小說，每部小說皆得過大獎

項。目前定居於巴黎，全心致力於文學創作。

(圖3)史岱凡‧奧德紀

作者介紹

史岱凡史岱凡史岱凡史岱凡‧‧‧‧奧德紀奧德紀奧德紀奧德紀

Stéphane Aude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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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乍看書名以為是某項科學研究的小說，其內容由兩位主要

的虛構人物：蒐集著與雲相關論著和相關專家的服裝設計師－雲上先生，

以及協助整理雲上先生所收藏雲朵資料的圖書館館員－薇齊妮。透過兩

人的對談，將大氣科學的發展史與雲上先生的故事以過去和現代的筆法

交織而成。

主角雲上先生是廣島核爆的倖存者，在此事件過後，他像遺失過往

的記憶般，失去了過去的那一個自己。弗洛伊德稱這為「童年失憶症」，

一種防衛性的屏障現象。在雲上先生往後的人生中，沉迷於美色，過著

虛無飄渺的人生，直到因為解開過往如歌般的美麗少年歲月，才意識到

自己人生的虛無，那該是真實樣貌的五六十年人生彷彿為一場空，讓雲

上先生的人生走向了悲劇。

雲上先生和圖書館館員薇齊妮這對忘年之交，透過「雲」而產生了

情誼。兩人雖沒有肉體上的情愛，讀者卻透過他們相知相惜的內斂情感

而被深深感動。尤其在最後面對雲上先生的骨灰處理，薇齊妮冒著五十

年來難得一見的颶風，登上山坡，只為將雲上先生的骨灰灑向天際，讓

他能永生和最深愛的雲活在一起。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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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無論對虛擬人物、歷史人物皆刻劃的栩栩如生，透過雲將所有

人物串連成一篇故事。藉由人對雲的執著，顯露人性的醜陋面和人生的

覺悟。

雲，百年之後還在人們的上方流淌，它對於人世間的爭執、計較、

喜怒哀樂毫不在意，無論過去、現今還是未來，它仍然在那裡，俯瞰著

人們對生命繁華的喜悅，以及面對生命衰落的哭泣。

圖片來源：
底圖：http://goo.gl/VvWMrM
圖1：http://goo.gl/BVDEx2
圖2：http://goo.gl/UFxvhg
圖3：http://goo.gl/1VhXfz
圖4：http://goo.gl/JRYjQM

資料來源：
追尋似水浮雲—讀《雲的理論》
http://goo.gl/UcRz0Y

http://goo.gl/xAy3uX
http://goo.gl/HFW8VW

(圖4) 雲



43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96

編輯團隊

2014年04月01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張守慧主任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趙瑜雯、林佳緯

文編COPY EDITOR李育容、潘靖涵、江蕙竹、彭千芸、黃云柔、
張易晴、陳逸庭、林佳緯

電子報訂閱：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