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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轉眼已過期中，歐盟園區電子報也進入了本學期第四期，持續關注

歐盟以及歐洲國家的大小事，帶給您不可錯過的新聞資訊以及藝文消息！

烏克蘭危機持續僵持不下，人民與政府是否會站在同一陣線？俄羅

斯又將繼續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學運話題持續發燒，本期將介紹歐洲著名的學運，藉以反思「學運」

對公民們產生的影響。由於飲食習慣的關係，中風患者的數量日漸增多，

但您是否想過，家中常見的藥品也是導致中風的原因之一呢？

中國近年來不僅在亞洲強勢，甚至在全世界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透過本期的「世界觀點」讓我們一起看看今年的「習歐會」又將擦

出什麼火花。

二十世紀超現實主義攝影大師曼雷的作品特展又將會如何呈現光與

影的奇妙變化呢？你知道西班牙人其實非常愛睡午覺嗎？

精彩可期的內容，就在歐盟園區第97期電子報！

97期歐盟園區電子報，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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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教宗方濟各將於8月拜訪韓國

http://goo.gl/f2p5H9 (Yahoo國際新聞 4月15日) 

� 烏東反叛情勢再升溫烏政府準備軍事鎮壓

http://goo.gl/qJwSbM (Yahoo國際新聞 4月15日) 

� 歐洲央行ECB：以量化寬鬆對付歐元區通脹緊縮

http://goo.gl/wp3nJy (BBC News 4月13日) 

� 青年對大選冷感歐盟力促投票

http://goo.gl/3imnar (大紀元新聞網 4月15日)

� 芬蘭總理將辭職各界嘩然

http://goo.gl/GhKSLL (大紀元新聞網 4月15日)

[YG3 鄒人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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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YG3A 鄒人郁/整理]

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

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
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

烏克蘭危機已持續幾週，邊界情勢緊張，烏克蘭國內親歐派與親俄派

分歧依舊，歐盟與聯合國十分關注兩國關係，不斷發出聲明並與兩方持續

協議。歐盟與聯合國共同譴責俄羅斯背後操控烏克蘭東部區域連日來親俄

份子恐怖攻擊事件，俄羅斯仍堅稱是當地人民自發性行為，與俄羅斯政府

無關。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烏克蘭於4月13日（星期日）上午對外宣布將對於在東部地區佔領

部分警察局等政府機構的親俄羅斯示威者採取「反恐行動」，俄羅斯

隨後提議聯合國應該召開緊急會議。

聯合國安理會於4月13日夜間就烏克蘭東部區域安全問題召開緊急

會議，俄羅斯持續否認對烏克蘭親俄組織之行為負責，並發出聲明強

調維持烏克蘭危機處理取決於西方。

美國與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皆表示烏克蘭東部親俄組織行動縝密，

俄羅斯也於邊界陳兵，甚至仍有非法駐軍於克里米亞的情況，因此認

為烏克蘭東部發生的事件是職業軍人的行動，俄羅斯當局應該負責。

（圖1)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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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烏克蘭與俄國對峙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歐盟與聯合國持續關切

德國外長德國外長德國外長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施泰因邁爾施泰因邁爾施泰因邁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 ）：）：）：）：德中德中德中德中
不想讓克里米亞成為先例不想讓克里米亞成為先例不想讓克里米亞成為先例不想讓克里米亞成為先例

德國外交部長正在中國進行訪問行程，他於4月14日表示，烏克蘭情

勢令人憂心，並且與中國外長一同呼籲必須採取溫和行為而非暴力。兩

方皆希望即將於周四在日內瓦舉行的烏克蘭危機四方會談能找到一個合

適的解決方案。

（圖2)德國外長與中國外長 （圖3)親俄武裝與示威者

烏克蘭代理總統烏克蘭代理總統烏克蘭代理總統烏克蘭代理總統：：：：不反對公投決定國體不反對公投決定國體不反對公投決定國體不反對公投決定國體

烏克蘭代理總統圖爾奇諾夫（О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урчинов ）於4月14日回應親俄羅斯示威者，表示基輔過度政府不反

對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烏克蘭的政治體制是否應由共和國改成聯邦。並

有自信的宣稱，多數的烏克蘭國民會支持一個「不可分割、獨立、民主

和團結的烏克蘭」。

參考資料：
http://goo.gl/3RNvgK
http://goo.gl/IG6sYN
http://goo.gl/jiMkOI
http://goo.gl/gSeuqK
http://goo.gl/yM65dI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yM65dI
圖2：http://goo.gl/IG6sYN
圖3：http://goo.gl/gSeuqK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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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 林禹臻/整理]

「太陽花學運」是近期熱門的社會議題之一，本期的歐洲主題專欄

中，將帶領讀者認識歐洲著名的學生運動，並藉由這些事件來反思，身

為公民的我們可以對這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思索臺灣

何謂學生運動何謂學生運動何謂學生運動何謂學生運動？？？？

學生運動普遍是由一群學生有意識且有組織自發性的發起，希望藉

由自己的力量去關心並參與社會事務，在同樣的訴求聲中讓大眾注意到

正在發生的各類議題，亦藉此表達對社會秩序重大改變之抗拒。

(圖1) 太陽花學運立法院周圍的抗議群眾

學運思潮學運思潮學運思潮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放眼歐洲放眼歐洲放眼歐洲，，，，思索臺灣思索臺灣思索臺灣思索臺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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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發生於1956年10月，又稱作「十月事件」。由一群學生

在布達佩斯（Budapest）的集會廣場推倒共產黨象徵─史達林雕像開始。

起初是較溫和的學生運動，後來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增加至10萬人左右，

祕密警察終向人民開火，使得場面一發不可收拾。軍人與工人紛紛推倒

警車，奪取武器，使得示威變質成武力抗爭。於是，蘇聯軍隊進駐匈牙

利，與匈牙利國家安全局合作進行武力鎮暴，使革命最後以失敗坐收。

「蘇東劇變」後，匈牙利將每年「十月事件」爆發的10月23日訂為國慶

日。

(圖2)人民圍在被摧毀的史達林雕像前

歐洲著名學生運動歐洲著名學生運動歐洲著名學生運動歐洲著名學生運動

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匈牙利革命匈牙利革命匈牙利革命匈牙利革命））））

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思索臺灣



歐洲主題專欄

8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風暴風暴風暴風暴（（（（Mai 68））））

背景：二戰結束後，當年的工業化國家結束全力政經發展的黃金歲

月，整個歐洲也進入經濟成長緩慢的階段，進而造成人們的不滿。而在

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的統治後，法國的經濟不但沒有復甦，

甚至連執政黨也內部分裂。

1968年3月，巴黎大學農泰爾分院（現為：巴黎第十大學Paris X -

Nanterre）爲改革教育制度，且當時的大學硬體設備的更新無法趕上學

生人數增加的速度，使得教學品質非常低落，而出現了學生運動。事件

的引爆點為學生運動領導人遭校方開除，學生以罷課及佔領校舍的方式

進行抗議。

5月初為此次學運之高潮。5月3日，警察趁學生再度集會時干預，

引發流血衝突。不僅有人受傷，其中更有六百名學生被捕。這造成更多

的學生前來支持巴黎的學生運動。5月12

日，巴黎大學學生占領學校，並成立行動

委員會。此時，政府卻決定強行關閉各個

大學。於是法國工會在5月13日時，號召

全國工人罷工支持學生，活動也從學運演

變成社會運動。

(圖3)街頭海報：「五月68，
一個長期抗爭的開始」

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思索臺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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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結束了國外訪問

後，終於回到巴黎，隨即發表演說，希望能恢復全國秩序，同時允諾改

革，提供公投，讓人民有一個選擇的機會。5月30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宣布解散議會，重新選擧。各地的抗議潮才逐漸恢復平靜。

歷史上將這場歷時一個月左右的活動稱為「五月風暴」，它為法國

社會帶來十分深遠的影響。一年後，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改

革方案遭到否決後隨即辭職。在「五月風暴」四十年周年時，法國媒體

為反思此社運帶給法國社會帶來的影響而舉行紀念活動。此後，不僅工

會影響力增強、勞資關係改善，人們的想法也隨著此次活動產生了變化，

「個人」意識不斷強化，婦女解放、性自由、反權威、反傳統，成爲一

種潮流，法國社會不再是守舊的老古板，而進入了文化開放的新時代。

(圖4) 群眾於凱旋門前的抗議情況

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思索臺灣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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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877RN7
http://goo.gl/J1MkDm
http://goo.gl/UPvrQG
http://goo.gl/DWkQ91
http://goo.gl/BnRceX
http://goo.gl/s4INS2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s4INS2

圖2：http://goo.gl/eTYdbQ

圖3：http://goo.gl/Dy5orS

圖4：http://goo.gl/BnRceX

圖5：http://goo.gl/HoyvIs

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運（（（（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自2014年3月18日開始，由臺灣學生自行組織並主導，透過佔領中

華民國立法院的方式表達訴求。起因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逕自完

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一群大學與研究所學

生的不滿。儘管內政部警政署曾經多次試圖驅離佔領議場的學生，但都

宣告失敗。同時，來自臺灣各處的示威群眾也紛紛前往立法院附近支援。

雖然此次學運爭議諸多，社會上正反聲音層出不窮，但依舊成功的開啟

了台灣人，尤其青年學子學習吸收各方不同資訊的渴望，懂得自己思考，

並關懷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

學生運動不僅帶動

公民關心社會議題的心，

同時更讓人在必要時刻

展現團結的力量，在一

次又一次的思考之下，

讓民主在每位公民的努

力之下日漸成熟、茁壯。

(圖5) 太陽花學運

學運思潮─放眼歐洲，思索臺灣



荷蘭研究指出荷蘭研究指出荷蘭研究指出荷蘭研究指出：：：：
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

導致中風機率增加導致中風機率增加導致中風機率增加導致中風機率增加

荷蘭學者對於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進行長達13年的追蹤

研究，發現此藥物的服用者發生「心房顫動」的機率比從未服用的人多

76%，且研究更顯示出，若30天內重複使用藥物的話，心房顫動的風險

更高達到84%。長期服用此類藥物將導致心律不整，容易引發心臟病、

中風、甚至猝死。

歐盟學術專欄

[YG3A高婕容/整理]

(圖1) 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

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
導致導致導致導致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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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qdi1kk
http://goo.gl/L1wkrB
http://goo.gl/RKyqI1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4TZvEL

此項研究是由荷蘭伊拉茲馬斯醫學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er）

學者布魯諾‧史崔克（Bouwe P. Krijthe）帶領其研究團隊於2014年4月

8日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BMJ Open）中。依據荷蘭鹿特丹市

（Rotterdam） 8423位民眾的健康狀況，進行非類固醇抗炎藥物

（NSAIDs）的調查研究 ，這些民眾皆為高年齡層，平均歲數為68歲，

其中女性比例較高，佔有4940位。研究者先以心臟追蹤劑診斷民眾是否

患有心房顫動，再比對患者的用藥紀錄。

追蹤期間，有857位民眾出現心律不整，其中261位從未使用過非類

固醇抗炎藥物（NSAIDs） ，554位過去曾經服用過，其他42位則正在

使用此類藥物。

研究人員指出，非類固醇類抗炎藥物（NSAIDs）抑制了腎臟COX

酵素的發展，也影響了心室的收縮動作，造成心律不整，且因血液的流

動不完整，使多餘液體留滯體內，形成血栓，導致血壓升高，罹患中風

機率因此升高。

研究者布魯諾‧史崔克表示，過去早有研究指出這類抗炎藥物與心

房顫動有關連，而這次的研究報導顯示，剛服用這類藥物時，心房顫動

會在短時間內增加，但或許過一段時間後風險就會下降。

這類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我們隨處可見，但非到必要時

請勿濫用，因遵循醫生指示，才不會將其他疾病引上身。

12

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濫用非類固醇抗炎藥物（（（（NSAIDs））））
導致導致導致導致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中風機率增加



世界觀點

編按：今年3/22《Deutsche Welle》（德國之聲）於官方網站上刊登了

一篇名為《China president kicks off first-ever European》的報導，中

國主席習近平在3月22日至4月1日期間出訪歐盟四國：荷蘭、法國、德國、

比利時以及歐盟位於布魯塞爾（Brussels）的總部。並於出訪的期間，參

與荷蘭海牙（Den Haag）所舉辦的第三屆核能安全高峰會（Nuclear

Security Summit, NSS），並與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在此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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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 面對中國這個強大的國家，許多國家都想與其交涉，也認為與

中國簽訂協議已經是不可以避免的事情，而近期也有許多國家正與中國

商討彼此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Deutsche Welle》》》》
中國主席中國主席中國主席中國主席 –習近平訪習近平訪習近平訪習近平訪歐盟四國歐盟四國歐盟四國歐盟四國

[YG3A翁紹紋/整理]

(圖1) 習近平抵達阿姆斯特丹
史基浦機場 (Schipo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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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今年首次的「習歐會」日期正直烏克蘭危機之時，因此中國大陸在

此事件的立場也成為此行的焦點之一。

習近平於3月24日利用參與核能安全峰會的機會，與美國總統歐巴

馬（Obama）會面。在面談時，習近平直接詢問歐巴馬關於日前鬧得

沸沸揚揚的監聽案件，以及美國國安局駭入大陸華為（Huawei）總部

電腦伺服器之事。並在談話中要求美國在東海及南海問題上，採取客觀

且公允的態度。除此之外雙方也討論了美中經貿以及軍事交流等相關議

題。而談及烏克蘭一事，習近平則呼籲各方以政治手段解決。

(圖2)中國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Obama)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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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18世紀正是「康雍乾盛世」之時，而當時中國的領土包含南海、釣

魚台、俄羅斯西伯利亞及遠東。有人認為送此張圖的用意與近年來領土

紛爭有關，例如中國與日本相爭釣魚台主權的糾紛，而梅克爾想要透過

這張地圖承認釣魚台以及南海諸島等從古時候就屬中國領土。

由於這張地圖是在中國史上的強盛時期所繪製的，因此也有人認為，

梅克爾送此地圖有三個含意：一是暗祝中國再次強盛；二是告誡中國適

可而止；三是萬萬不可與俄羅斯接近。

一張古地圖引起了中國社會媒體熱烈的爭論，而這也使德方倍感壓

力。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梅克爾並沒有想暗示什麼，純粹只是這張古

地圖十分珍貴，以此作為禮物不但可使國賓開心，又具有歷史意義。

(圖3)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贈送習近平一中國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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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地圖帶來的一張地圖帶來的一張地圖帶來的一張地圖帶來的麻煩麻煩麻煩麻煩

3月28日，習近平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會面。梅克

爾以一張德國在18世紀所繪製的第一幅中國地圖做為贈禮，而此舉動引

起各界的猜疑，認為此張地圖蘊含著某種意義。



世界觀點

(圖4) 習近平與德國總理梅爾克的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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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德前，中國曾向德國提議讓習近平參訪柏林「大屠殺紀念碑」

（Holocaust Memorial），卻沒料到德方斷然拒絕了，因此中方才將行

程改成參訪柏林「新崗哨」（Neue Wache Meomorial)。某部分人士認

為，中國想利用德國對歷史的反省態度，使日本難堪，但這樣的舉動，

使得德方感到不舒服，因為德方並不喜歡中方老將二戰的痛苦歷史翻出，

更不想要介入中日之間的糾紛。

雖然行前有些微的不愉快，但在會談之時，仍可以感受到雙方想要

密切合作的慾望。此次會談除了經貿、教育及文化交流方面之外，雙方

還探討了人權方面的問題。會後梅克爾特別強調目前中德之間是「全面

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彼此間的「政治信任」議題。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的確是個強大的國家，各國都想與之交涉，但

又害怕會踏下錯誤的一步。習近平在拜訪歐盟總部時，力促歐盟高級官

員考慮簽屬協定，但由於歐盟擔心中國大陸的企業無視國際貿易規範，

因此只做出了承諾，假如目前中國與歐盟的「投資協議」順利，將會展

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而也有許多歐盟國家擔心便宜商品主

宰歐洲市場。



世界觀點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cMT25f

參考資料：
http://goo.gl/CEcNk7
http://goo.gl/nvZ2Sb
http://goo.gl/bISb7n
http://goo.gl/5Sy8Nr

http://goo.gl/rmasZr
http://goo.gl/j3mzrg
http://goo.gl/ckLfcD
http://goo.gl/HieCHI

圖片來源：
標籤： http://goo.gl/7OlCgm
圖1： http://goo.gl/mi7vws
圖2： http://goo.gl/iXGQGC
圖3： http://goo.gl/z1wjBz
圖4： http://goo.gl/hQpaZQ
圖5： http://goo.gl/nt2R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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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盟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因此在此次訪歐之行中，習近平

致力於推動更進一步的中歐合作。訪問期間，共與荷蘭、法國、德國及

比利時簽屬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協議事項橫跨金融類、能源類、交通

類、食品類及文化類等。

從這次習近平訪歐之行可見，國際關係的交流及維護並不是如此簡

單，每個策略、談話以及舉止都是各種利害關係摩擦出來的結果。由這

整件事情可以看出，於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若想要經濟有所成長，

便離不開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

(圖5)習近平訪問歐盟總部



校外藝文報導

發出光芒的男人

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光光光光 /影影影影 /幻幻幻幻 /鏡鏡鏡鏡
與二十世紀超現實主義大師達達精神代表人物的一趟旅程

[UE2B 黃惠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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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校外藝文報導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高美館展出「曼‧雷特展」。這次的展品多達

156件，甚至展出曾未在歐洲以外展點出現過的展品。雖然這次的展覽

以照片為核心，但也有展出以往鮮少曝光的其他作品，像是油畫、雕塑、

電影、劇照及插畫等等。由此可知，曼雷是一位全方位的藝術家，他不

僅畫畫也攝影，甚至也嘗試過拍攝電影。這場展覽涵蓋了他各創作階段

的所有作品，其中包括曼雷設計的「西洋棋盤」、經典之作「伊西多

爾．杜卡斯之謎」的原品及其電影。對於曼‧雷如何影響達達主義及超

現實主義，展覽也將帶你一探其中的奧妙。這次在高美館無與倫比的視

覺饗宴，台灣僅有一站，把握機會、不要錯過，看看曼‧雷如何表現出

他非凡的創作力！

(圖1) 左起維薩居藝術(Visage Music)總監席夢娜．卡佩琪
(Simona Capeccgi) 、高美館長謝佩霓、策展人馬力諾．維斯
瑪拉(Marino Vis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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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校外藝文報導

(圖3)《曼．雷肖像》雙色照相凹版製作

20

美國現代主義大師─曼‧雷（Man

Ray）原名為艾曼紐‧雷德尼斯基

（Emmanuel Radnitsky）。他將自己

取名為「Man」、 「Ray」，是因為

他期許自己未來是個發出光芒的男人，

所以正為「男人‧光芒」之意。1890

年他出生於美國，但多數時間居住於

法國，巴黎成為了他創作的主要基地，

因此曼‧雷的作品讓大家產生「法國

人」的錯覺及誤解，曼‧雷其實是一

位在法國進行創作的美國人。

1908年開始到1912年是曼‧雷的

求學期間，他在學校學習各種不同的

藝術表達方式及技巧。1911年起他開

始嘗試繪畫及雕刻的創作，1915年則

開始攝影創作，在過程中曼‧雷發現

了攝影的奧妙及趣味，因而轉向將攝

影做為創作核心。除了大量幫有名的

藝術家拍攝作品外，他還為海明威

（Heimingway）、沙特（Sartre）等

文學家及哲學家拍攝肖像照。

(圖2)《修復前的梅迪奇維納斯》這
張照片為曼‧雷摧毀作品證據

關於曼關於曼關於曼關於曼‧‧‧‧雷雷雷雷（（（（Man Ray））））

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校外藝文報導

(圖4)《機械芭蕾》的劇照，
照片中的女子是曼‧雷的親
密愛人─琪琪(Kiki)

除了攝影外，曼‧

雷也嘗試電影，其中有

名之作為《機械芭蕾》

（Ballet Mécanique）、

《回歸理性》（ The

Return to Reason）等。

(圖5)《回歸理性》的劇照，照片中琪
琪的身上出現網狀的陰影

曼‧雷在攝影藝術上有不少的

貢獻，他與友人Lee Miller在人像

攝影上運用了大量的中途曝光法

（solarization）、也使用了實物

投影法（rayograph）打破攝影機

攝影的枷鎖。曼‧雷大膽地挑戰所

有攝影的可能性並且擴張攝影的本

質。這些技巧讓攝影提升為一種新

的藝術表達方式，而不再只是做為

記錄。甚至也有人說，曼‧雷是運

用「作畫」原理來拍照。這位超現

實主義大師的理念及想法，對達達

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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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圖7)在1923年，曼‧雷用實
物投影法所創作的作品

(圖6)使用中途曝光(solarization)的技巧，
所呈現出來的照片

22

為了養活自己，雷‧曼當起了商業攝影師，也讓他在時尚攝影的領

域走了一趟，深深地留下走過的痕跡。在1920年代他曾是《哈潑》、

《Vogue》等時尚雜誌的專業攝影師。雖然在商業攝影及時尚有了成功

的發展，但並非曼‧雷所想。而在1921到1928年期間，曼‧雷的親密愛

人「琪琪」(Kiki)給他帶來無限的靈感，在琪琪美妙的神情姿態下，兩

人的配合造就了為人所知的《安格爾的提琴》、《白與黑》等經典之作。

琪琪的出現，對曼‧雷來說不只是藝術上了靈感，當曼‧雷陷入創作及

生活上的瓶頸而患憂鬱症時，是琪琪給他無限的愛與希望。

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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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曼‧雷與愛人琪琪所合
作出來的《白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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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曼雷（曼雷（曼雷（Man RayMan RayMan RayMan Ray）：光）：光）：光）：光////影影影影////幻幻幻幻////鏡鏡鏡鏡

曼‧雷因為藝術而閃耀、因為攝影而閃耀、因為琪琪而閃耀。一場

與光影大師的奇幻旅程「曼‧雷（May Ray）：光/影/幻/鏡」，是熱

愛攝影及藝術的您不容錯過的精彩展覽。

時間：2月28日起至5月25日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維薩居藝術（Visage Music）

購票資訊：全票：200元 /特惠票：150元（學生持學生證或年滿65歲以

上之長者）

參考網站：
http://goo.gl/7Ze8em
http://goo.gl/4mo0fl
http://goo.gl/s1GrYO
http://goo.gl/xVQeXt
http://goo.gl/uOF8h5

圖片來源：
封面照：
http://goo.gl/5GQlAo
圖1： http://goo.gl/xVQeXt
圖2、圖3：
http://goo.gl/s1GrYO
圖4： http://goo.gl/y6qFaU

圖5： http://goo.gl/dAOSni
圖6： http://goo.gl/wq6bkm
圖7： http://goo.gl/lhe5Ad
圖8：http://goo.gl/ygOslf



Do You Know

Q：：：：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

[XS3A洪俞安/整理]

西班牙人是歐洲各國人中最喜歡睡午覺且「睡得最出名」的民族。

不但如此，「午覺」二字在西班牙文還有獨特的專有名詞：「siesta」

（譯：西耶斯打）。而「siesta」持續的時間通常都是在下午12:00~3:00，

而其原因也與地理位置脫不了關係。因為西班牙是歐洲各國中少數位於

南方的國家，又是地中海型氣候，冬冷夏熱，以致於每到日正當中時，

天氣常傾於乾燥炎熱，若不在家裡多躺一下，身體的水分可能就會慢慢

地被蒸發掉了。有趣的是，不只有一般民眾會睡午覺，只要時間到了，

連一般的商家也都紛紛關門暫時歇業，補充睡眠去囉！不過位於南部的

地區像是格拉那達（Granada）以及在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自治

區裡的城市往往因氣候比北部炎熱，所以午睡時間大多會延長到下午五

點左右。

為什麼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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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西班牙人在公園草坪成群睡午覺

此外還有一說是睡午

覺的傳統始於西元1930年

後。因當時西國內戰，長

年的戰事使民眾疲乏，窮

苦不堪，迫使許多人不得

不兼差好幾份工作，而為

了保障下午和晚上都有足

夠的精力工作，人們逐漸

養成了中午一定要睡午覺

的習慣。



Do You Know

除此之外，政府當局也十分鼓勵民眾睡午覺，還曾經舉辦過「睡午

覺大賽」，推廣睡午覺的傳統習慣，優勝組可獲得1000歐元，不僅如此，

若是參賽者著奇裝異服，或是能迅速進入睡眠狀態並且打鼾，就可獲得

額外的獎金，甚至政府還考慮是否要為午睡立法。這種令人乍聽之下感

到十分不可思議的作法，在西班牙人眼中可不是這樣認為。「Siesta」

在這個熱情的民族眼中可說是金科玉律呢！只要時間一到，店鋪立刻打

烊，辦公室也空無一人。如果「吃飯」對華人來說是比皇帝還大的事，

那麼對西班牙人來說「午睡皇帝大」是再合理不過的事。

「無論是急事、要事、還是瑣碎小事，都先讓我把午覺這件事處理

完再說吧」！

為什麼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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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西班牙所舉辦的睡午覺大賽



Do You Know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睡午覺也是非常有益身心的，千萬別輕易忽略

這十幾分鐘的小盹，因為它給你帶來的影響，可超越了你所能想像的程

度呢！在中午11：00～12：00這短短兩個鐘頭是午睡的黃金時刻，在此

時補個小眠不但能迅速補充體力，也能增進記憶力和免疫系統。因為中

午一點鐘是人體在白天睡眠的高峰期，在此時休息片刻便可有效的刺激

掌管免疫系統的淋巴細胞，增強身體的免疫能力。

資料來源：
http://goo.gl/ypMnsy
http://goo.gl/qMTdO7
http://goo.gl/9Eb1Sp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SywPzT
圖2：http://goo.gl/oxS8Iv
圖3 http://goo.gl/n6SGDv

為什麼西班牙人這麼愛睡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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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著名西班牙甲級巴賽隆納球
隊(Barcelona)

不過對於這方面的福利，

西班牙足球隊員可能就享受不

到了，他們不得不與百年來延

續的固有生活作息時間低頭。

原因是在其他國家比賽時並沒

有這類的傳統（例如：南非），

迫使他們得在訓練時必須要配

合賽事時間調整吃飯時間，在

原本午休的時間內改為訓練，

而這也讓許多隊員紛紛叫苦連

天，大喊吃不消！



校外活動快訊

[XE4C 陳俐心/整理]

《《《《北國之海北國之海北國之海北國之海》》》》
Sound from the North

(圖1) 2014《北國之海》活動海報

《北國之海》
Sound from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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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阿努阿努阿努阿努‧‧‧‧塔莉塔莉塔莉塔莉 Estonia-Anu Tali

［獨奏家］艾琳娜艾琳娜艾琳娜艾琳娜‧‧‧‧瓦哈拉瓦哈拉瓦哈拉瓦哈拉 Finland - Elina Vähälä

［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高雄市交響樂團 Kaohsiung Symphony Orchestra

［演出曲目］

孟德爾頌孟德爾頌孟德爾頌孟德爾頌：「：「：「：「芬格爾洞窟序曲芬格爾洞窟序曲芬格爾洞窟序曲芬格爾洞窟序曲」」」」Op.26 Mendelssohn: The Hebrides, Op.26

西貝流士西貝流士西貝流士西貝流士：：：：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小調小提琴協奏曲Op.47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47

西貝流士西貝流士西貝流士西貝流士D大調第大調第大調第大調第2號交響曲號交響曲號交響曲號交響曲, Op.43 Sibelius: Symphony No. 2 in D Major, Op.43



《北國之海》（Sound from the North）為2014年高雄春天藝術節

一系列活動中，帶有濃厚北歐風情的音樂饗宴，邀請來自北歐國家愛沙

尼亞的世界級知名指揮家阿努‧塔莉（Anu Tali）和芬蘭氣質小提琴家

艾琳娜‧瓦哈拉（Elina Vähälä）兩位傑出音樂家，與高雄市交響樂團

合作演奏，將帶領觀眾一同航向神秘的北國音樂海。

聞名世界的女指揮家阿

努‧塔莉（Anu Tali）來自

北歐國家愛沙尼亞，不但是

美國「Sarasota交響樂團」

的音樂總監，更曾獲2003年

「愛沙尼亞文化獎」與2004

年總統獎等許多國際知名獎

項，也曾與世界各大樂團合

作演奏。

(圖3)小提琴家艾琳娜‧瓦哈拉

（Elina Vähälä）

(圖2)知名指揮家阿努‧塔莉（Anu Tali）

來自芬蘭的氣質小提琴演奏家艾琳娜

‧瓦哈拉（Elina Vähälä），在1999年美

國「國際青年演奏家試演大賽」中脫穎而

出，更在隔年取得德國「約阿希姆小提琴

比賽」等大獎，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國際級

音樂家，甚至於2008年在芬蘭總統獲諾貝

爾頒獎典禮上，為全球觀眾帶來精彩表演，

現在也和許多著名樂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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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之海》
Sound from the North

校外活動快訊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2bqNk
圖2、圖3： http://goo.gl/t6Z3tX
圖4：http://goo.gl/QFqp3X

資料來源：
http://goo.gl/t6Z3tX
http://goo.gl/d0Qfjm
http://goo.gl/HWYSAZ

【演出資訊】

時間：103. 05. 11（日）19 : 30 ~ 21 : 10

演出長達100分鐘，含中場休息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票價種類： 500／800／1000／1200／1500／2000／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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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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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之海》
Sound from the North

(圖4) 高雄市交響樂團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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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電子報將介紹蘿拉．艾斯奇

維（ Laura Esquivel）的暢銷小說—

《巧克力情人》（Como agua para

chocolate），它被評論家譽為美食版

的《百年孤寂》，蟬聯《紐約時報》

暢銷排行榜長達一年，更奪得美國年

度暢銷好書，也是第一部完美結合食

物與情感的經典作品，至今無人能出

其右！

《巧克力情人》也在1992年由墨

西哥導演阿爾豐索·阿勞(Alfonso 

Arau)拍成電影，榮獲金球獎最佳外

語片提名。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情人情人情人情人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圖1)《巧克力情人》西文版封面

[YS3A翁敔瑄/整理]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好書介紹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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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家中么女的蒂塔，必須依照墨西哥的傳統終生不婚，照顧母親

到百年之後，但偶爾到家裡作客的佩德羅卻以熾熱的眼神撩起了她對愛

情的渴望……。求婚被蒂塔母親拒絕的佩德羅為了與蒂塔相守，不惜娶

她的姊姊羅莎拉，只求能與蒂塔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純粹的情感卻受

到道德的束縛。沒有人可以訴說的愛戀、憤怒、悲傷、罪惡、失望……。

廚藝渾然天成的蒂塔將情緒通通當作佐料烹煮上桌，對愛情的渴望

融化在甜蜜的伊莎貝拉婚禮蛋糕之中，讓所有參加婚宴的客人淚如奔流；

大姊荷杜娣絲在家常菜「玫瑰花瓣鵪鶉」強烈的氣味中融化，情慾無法

克制地勃發甚至燒毀了整個澡間；而一碗充滿思念的牛尾湯透過蒂塔的

廚藝足以治療沉默症。

(圖2)巧克力情人電影劇照。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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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情人》是第一部完美結合食物與情感的當代經典小說，一部

才華洋溢、柔情、內容豐富的天才作品，已名列拉美文學史上最成功的

傳奇之一。出版後立刻引起廣大迴響，更被譽為美食版《百年孤寂》。

原文書名Como agua para chocolate意指瀕臨憤怒或情慾爆發的邊緣，

巧妙又精準地描寫了蒂塔每日面對情人卻不能互訴衷腸的煎熬，她只能

寄託一道道菜肴，牽動食者的情緒。如果說讀《香水》能夠聞到味道，

那麼打開《巧克力情人》你會感覺到被撩撥的食慾和香氣。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墨西哥諺語，意指情慾或是憤怒的情緒，

猶如滾燙的開水加進熱巧克力中瀕臨爆發的邊緣。

★《香水：一個謀殺犯的故事》（Das Parfum – Die Geschichte eines

Mörders）是德國作家徐四金（ Patrick Süskind）德於1985年發表的

一部小說。

(圖3)電影劇照，佩德羅與羅莎拉婚禮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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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從蒂塔呱呱墜地的第一刻

開始。一降臨人間，她的命運就已

經注定！蒂塔的母親因為受到洋蔥

的刺激在廚房生下她，但她卻因背

負著使父親猝死的罪名，讓她始終

得不到母親得疼愛。又因從小就和

廚娘娜嘉一起待在廚房，耳濡目染

之下，成為一名傑出的料理家。

(圖5)《巧克力情人》中文版封面

(圖4)《巧克力情人》電影版海報

好書介紹

她憑著傑出的手藝，原本可以闖

出一番天地，卻礙於是家中最小的

女兒，奉命照顧母親直到她嚥下最

後一口氣為止。與愛絕緣的她，只

能被迫活在想像世界裡，日復一日，

待在廚房裡張羅一家人的飲食，用

一道道的料理表現出她的喜怒哀樂，

也傳達出生命與愛情的秘方，成為

她僅存的快樂泉源與生命出口。

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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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拉．艾斯奇維

Laura Esquivel

(圖6)蘿拉．艾斯奇維 (Laura Esquivel)

蘿拉．艾斯奇維在1950年出生於墨西哥，是一位享譽全球的小說家

及編劇。投身文學之前，她從事教職，創立了戲劇和兒童文學工作室，

同時擔任電影編劇。

她的第一部小說《巧克力情人》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總共翻成35

種語言，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一年以上。同樣出自作者之手的

電影劇本，更是進一步推升了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

她憑著劇本，在1992年獲頒墨西哥電影金像獎（Ariel Awards），

和芝加哥第二十八屆國際影展的銀雨果獎（Silver Hugo），並在接下來

的1993年，贏得美國休士頓國際影展獎。

作者介紹

好書介紹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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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她被提名為「年度女

人（Women of the Year）」到了

1994年，她更是榮獲最具威信的美

國年度暢銷書獎，是第一位得到該

獎的外國作家。

(圖7)小說《愛情法則》

蘿拉．艾斯奇維是個精力充沛

的作家，總是在作品當中尋求新意

和原創，其中出色的作品有《愛情

法則》（La Ley del amor）、

《內心深處的美味》（Intimas

suculencias）、《廚房哲學條約》

（Tratado filosofico de cocina）

《情感大全》（El libro de las

emociones）、《愛情翻譯員》

（Tal veloz como el deseo）以及

《瑪琳齊》（Malinche）。

(圖8)《廚房哲學條約》

好書介紹Como agua para chocolate

資料來源：
http://goo.gl/meLznY
http://goo.gl/QRdQwj
http://goo.gl/RleVvz
http://goo.gl/VmdoQ
書籍：《巧克力情人》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xayKu
圖2：http://goo.gl/JPcj5M
圖3：http://goo.gl/JPcj5M
圖4：http://goo.gl/Wala6A

圖5：http://goo.gl/meLznY
圖6：http://goo.gl/iFhSdv
圖7：http://goo.gl/VZh2MJ
圖8：http://goo.gl/lhf2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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