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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5月9日為歐洲日是慶祝歐洲和平與統一的紀念日，也是慶祝歐

洲委員會成立的重要日子；1985年歐洲理事會於米蘭決議將5月9日

訂為歐洲日，以紀念1950年5月9日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

在巴黎宣佈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此舉，使歐洲國家人民生活

邁向團結、和平與繁榮。

在此時程，關心歐盟與歐洲的脈動顯得特為重要，因此，在本

期的電子報內容可觀出歐洲議會選舉、歐盟濟貧措施和歐盟國家的

「核」作對策。藉由這些議題，得以概觀出歐洲社會的變遷。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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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想像過猩猩、大象、鱷魚的吻痕呢？蚊子又是如何親吻對方？

當黑色的蟲遇見了紅色的吻，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來自德國的創意繪本

－《Kussblumen》（暫譯：唇的印記）將在歐盟園區進行為期兩周的

展覽，帶給您動物們的親吻世界！

本次展品是由來自柏林的知名繪本作家－Patricia Thoma所畫的手

稿。Patricia Thoma為德國現代知名繪本作家，獲獎無數，曾在許多國

家擔任駐地藝術家。這次的展出的作品來自她尚未出版的繪本書

《Kussblumen》，以幽默詼諧的角度來描寫動物們的「吻」，更細心

地用不同的方式及色彩編排作品文字，讓觀眾欣賞時能夠有不同的樂趣！

時間：2014/05/05 (一) 至 05/16 (五)，

周一至周五 8:00~17:00假日不開放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園區求真樓地下一樓

開幕式暨演講開幕式暨演講開幕式暨演講開幕式暨演講－－－－《《《《東西交錯東西交錯東西交錯東西交錯，，，，繪聲繪影繪聲繪影繪聲繪影繪聲繪影》》》》

時間：2014/05/05 (一) 10:00-12:00

地點：求真樓地下室Q002 

內容：Patricia Thoma將以皮影戲的方式演出她的作品：

《Wer ist die Stärkste ?》（誰是最厲害的？）

創作理念講座創作理念講座創作理念講座創作理念講座－－－－《《《《與德國相與德國相與德國相與德國相「「「「繪繪繪繪」」」」》》》》

時間：2014/05/08 (四) 10:10-12:00 (需報名)

地點：求真樓地下室Q001

內容：Patricia Thoma將與聽眾聊聊她的

創作理念及心路歷程。

Kussblumen唇唇唇唇的印記的印記的印記的印記

德德德德國國國國繪繪繪繪本本本本展展展展



歐盟雙週新聞

� 烏軍反制俄軍邊境再軍演美擬制裁俄

http://goo.gl/fDgwNW (大紀元新聞網 04月25日) 

� 挪威官方不見達賴喇嘛民眾不認同

http://goo.gl/u9R1HP (Yahoo國際新聞 04月26日) 

� 希臘經濟露曙光

http://goo.gl/1W12Q2 (Yahoo國際新聞 04月27日) 

� 蘇獨聲勢升英高官演說破迷思

http://goo.gl/rnJAv3 (中央社04月27日) 

� 畫舞合一畢卡索反戰畫躍舞台

http://goo.gl/9J6ytl (Yahoo國際新聞 04月28日) 

[XE4C黃云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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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 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

梵蒂岡於4月27日（日）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了一場天主教史無前

例的盛事，由現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主持彌撒，為已故的前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以及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舉

行封聖儀式。

[XE4C 黃云柔/整理]

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

(圖1) 封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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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望二十三世從1958年至1963年擔任教宗，於1962年召開第二次梵

蒂岡大公會議，提倡「清廉教會」，曾出版著名通諭《和平於世》

（ Pacem in Terris ） ，有「善良的教宗若望」之美名；而若望保祿二

世擔任教宗將近27年，擔任教宗期間總共進行過102次國際訪問，在世

界舞台地位舉足輕重；一般來說，神職人員要過世許久後才有機會被封

為聖徒，然而2005年去世的若望保祿二世是有史以來最快被封聖的神職

人員。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9PWajg
http://goo.gl/zrf6er
http://goo.gl/8ng9d2
http://goo.gl/wlT2XD

這場封聖儀式吸引了百萬信徒共襄盛舉。於去年卸任的教宗本篤十

六世全程參與彌撒，並伴隨在現任教宗方濟各身旁。因以往從未有現任

及卸任教宗一起公開參加彌撒，且現任教宗方濟各的高知名度，再加上

天主教會史無前例同時替兩位前教宗封聖，讓這場儀式備受關注。梵蒂

岡的聖伯多祿廣場和鄰近的羅馬街道湧進大量信徒，為親眼目睹兩位教

宗同時封聖的場景，共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圖2) 百萬信眾湧入聖伯多祿廣場

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雙教宗封聖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百萬信徒見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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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4gGsEQ
圖2：http://goo.gl/m5mPNo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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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or不核作？歐盟國家這樣做

核作核作核作核作or不核作不核作不核作不核作？？？？法國德國這樣做法國德國這樣做法國德國這樣做法國德國這樣做
[YG3A林佳緯/整理]

車諾比核災（Chernobyl disaster）自1986年發生至今已近30年，

其造成的兩千億美元的損失、數萬人的傷亡以及不可逆的環境迫害，為

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陰霾；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京外海發生規模

9.0的強烈地震，使得福島第一核電廠遭到15公尺高的大海嘯衝擊破壞，

造成大規模的損失以及嚴重的環境及健康危害。但相對的，核能低成本、

低汙染、高發電量的特色，也在許多國家中創造了非常好的效益。

臺灣位在新北市貢寮區的「龍門核能發電廠」（又稱第四核能發電

廠，核四）建設至今已過了14個年頭，預計將在2016年前進行商轉。由

於福島核災的緣故，部分臺灣人民開始對於「核四」的安全問題提出質

疑，打著「反核四」的口號走上街頭，甚至也有人不惜身體代價進行絕

食抗爭。除此之外，也有些完全「反核能」的部分人士，希望臺灣能夠

如歐洲部分國家一樣，成為「非核家園」。

我們不禁好奇，當核能問題在臺灣鬧得沸沸揚揚時，擁核法國與提

倡綠能的德國是如何面對同樣的議題呢？人民怎麼說？政府又怎麼做呢？

(圖1) 核能標誌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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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or不核作？歐盟國家這樣做

核能發電核能發電核能發電核能發電大國大國大國大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自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後，法國政府便致力於興建核能發電廠，試

圖利用核能達成能源自主性的目標。至今法國境內遍布18座核能發電廠，

59座反應爐，每年產生近63.3百萬瓩的能量，供應全國將近七成的電力，

是全球僅次於美國的核能發電大國（美國共有104座反應爐，每年產生

100.6百萬瓩的電量）。

但在福島核災後，法國人民反核意識日漸增高，法國政府也發現如

果將大量資金投入核電廠設備維修的話，未來十年每個反應爐將最多耗

費40億歐元，而這些經費勢必將由人民負擔，電費預計至少上漲3成。

這對長期以來平均電價低於歐盟水平的法國，是一項不小的隱憂。加上

法國為世界第一大淨電力輸出國，在2012年時「電」是法國第四大輸出

項目。核能對於法國來說，不僅是能源，也是經濟來源。

而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

後，由打出減核牌的歐蘭德

（François Gérard Georges

Nicolas Hollande ）勝出，

成為法國史上第一位反核總

統，開啟了法國的減核之路。

歐蘭德目標在2025將核能比

率從75%減至50%，並承諾將

在2016年關閉全國最老的費森翰核電廠（Fessenheim），還積極召開能

源大會，與各方討論節能減碳的規劃及實際行動。

(圖2) 歐蘭德在環境會議上承諾關閉最老核電廠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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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or不核作？歐盟國家這樣做

但也有不少人士認為，歐蘭德此舉只是政治手段，實際上並無心減

核，反而是法國核災的開始。

(圖3)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為抗議政府對核安的漠視
而闖入費森翰核電廠（Fessenheim）

廢核領頭羊廢核領頭羊廢核領頭羊廢核領頭羊－－－－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深受車諾比核災影響的德國，自20世紀末開始就訂出了廢核的長期

目標。雖然2010年時，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將核電廠的

年限拉長至12年，不過隔年卻遇上日本福島核災，政府在民間壓力下一

口氣關閉8座核電廠，更打出2022年終結核電的計畫，試圖成為歐盟廢

核的領頭羊。

但這個計畫其實對德國來說無疑是一項非常大的挑戰，因為不使用

核電的代價就是必須加強火力發電以及開發再生能源。但再生能源的電

量供應非常不穩，必須看上天臉色，因此火力發電的效率則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再加上關閉的8座核電廠留下的9%電力缺口，也是德國必

須煩惱的問題之一。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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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or不核作？歐盟國家這樣做

(圖4) 2011年3月，德國反核大遊行

雖然再生能源發電量不穩定、效率有限，但德國近年來在這方面可

說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光是2012年再生能源在德國發電量就佔了近

25%的比例，政府更計畫在2050年達到80%。

看似德國在廢核腳步上的又穩又快，實際上卻有不少的隱憂。舉例

來說，離峰與尖峰用電的差異，造成了風力發電在夜間有電力過剩的情

況，使得電力出口價格大幅下降。為了確保價格穩定，政府必須花心思

向民生家庭宣導儲備電力的觀念，並且發展出能夠穩定供應電力的方法。

另一方面即是核廢料的問題，因為嚴格來說，移除核電廠比蓋核電廠還

要複雜，除了確保輻射不會外洩外，更要找到適當的地點放置核廢料，

而立下廢核計畫後，核廢料的處理也成為了眼下非常急迫的問題之一。

更重要的是，放棄低成本的核電造就的高電價，也將是政府與人民要共

同面對的難題。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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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or不核作？歐盟國家這樣做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AqjhlF
圖2：http://goo.gl/rsr55C
圖3：http://goo.gl/rMY2MY
圖4：http://goo.gl/GVfBKI
圖5：http://goo.gl/KMi8MC
圖6：http://goo.gl/6ocEbA

參考資料：
http://goo.gl/GHiKT
http://goo.gl/3qSyYb
http://goo.gl/YY0K3a
http://goo.gl/OrnF6s
http://goo.gl/IRYy2P
http://goo.gl/3w1fqu

http://goo.gl/FudWbC
http://goo.gl/lmsV9U
http://goo.gl/PM2cSx
http://goo.gl/3gMNaS
http://goo.gl/TEGQEE
http://goo.gl/kkmjwv
http://goo.gl/5My7uD

目前臺灣人民在「核四」的議題上針鋒相對，支持與反對者皆在網

路上及街道上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該如何安撫兩邊人馬

勢必成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德國與法國的做法雖不盡然能完全套用臺灣，

但臺灣人民與政府都應該以各國在這項議題上表現出來的態度與解決方

法為借鏡，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方式來探討這項議題，並盡快解決彼此的

紛爭。

核能議題在臺灣、在歐盟甚至在全世界都被廣泛討論著，不管是廢

核還是擁核，勢必都將付出一定的代價，而究竟這些代價到底值不值得，

也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藉著時間來讓我們充分感受與思考。

(圖5)南投民眾掛布條支持核四

(圖6)反核四民眾在總統府前表達訴求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碳封存計畫碳封存計畫碳封存計畫碳封存計畫」」」」對未來的影響對未來的影響對未來的影響對未來的影響

世界各國高度依賴火力發電，因此許多國家對碳捕獲與封存

（Carbon Capture & Storage，CCS）寄予厚望。以英國為例，其提出

「白玫瑰CCS計畫（ White Rose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的目

的是為減緩英國約克郡（Yorkshire）及東北部地區的化工、鋼鐵和石油

產業等重工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此計畫包含設計英國第一座淨煤碳發

電廠，及規劃二氧化碳送往北海海底的輸送管線路徑，而歐委會表示將

撥款支持這項計畫。

歐盟學術專欄

[UE2A 彭千芸/編譯]

(圖1)新的CCS工廠將蓋在Drax工廠附近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碳碳碳碳封存封存封存封存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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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英國碳封存計畫獲准英國碳封存計畫獲准英國碳封存計畫獲准英國碳封存計畫獲准

(圖2) CCS原理

13

碳捕獲與封存，簡

稱「碳封存」，是指將

大型發電廠產生的二氧

化碳收集後，並用各種

辦法儲存以避免其進入

大氣層的技術。除了響

應節能以外，這項技術

也是未來減緩全球暖化

的關鍵，更是目前英國

減碳路徑上重要的策略。

延續先前提到的「白玫

瑰CCS計畫」，此計畫將提供六百三十萬戶的用電量，但預估會有90%

（一年相當於兩百萬噸）的二氧化碳被收集，而溫室氣體也將經由全國

高壓輸電線路網的管線長期儲存在北海。這項計畫目標在2016年前能完

成5MW（百萬瓦）碳捕集展示廠的建造和測試，預計其能將排放量

95%的二氧化碳捕捉，並希望能在2030年前將大部分電廠加入CCS系統。

然而，CCS技術仍存在風險，如1986年尼歐斯湖（Lake Nyos）二

氧化碳大噴發，造成千人死亡。因此，建立大規模的CCS展示工廠，並

確保存放氣體不外洩，對英國來說將是一大的考驗。

參考資料：
http://goo.gl/nBneqm
http://goo.gl/FjdRAe
http://goo.gl/tyJt6w
http://goo.gl/ObZw8i

http://goo.gl/CFdvSb
http://goo.gl/1DvCFj
http://goo.gl/3E5T7X
http://goo.gl/d9Ik05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CFdvSb
圖2：http://goo.gl/nBneqm



世界觀點

[XE2C陳逸庭/編譯]

《《《《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經濟學人經濟學人》》》》
政治的選舉政治的選舉政治的選舉政治的選舉，，，，還是政還是政還是政還是政黨的黨的黨的黨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14

編按： 4月 15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一篇標題為

「Election or Selection?」的專欄，敘述歐盟委員會選舉的大致流程、

目前選況、歐洲面臨的潛在問題以及分析選舉結果對歐洲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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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歐盟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選舉將於2014年5月進行，

隨後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的戰火也已開始蔓延。而近日，歐洲所面臨

的危機讓此次選舉備受世界關注。專欄詳細的敘述了歐盟選舉制度產生

民主逆差的原因。民主逆差係指民主體制出現了入（民意流入）不敷出

（決策產出）的情形。

(圖1)本文整理自<經濟學人>

2014年4月15日的charlemagne專欄



15

世界觀點

何謂歐洲議會選舉何謂歐洲議會選舉何謂歐洲議會選舉何謂歐洲議會選舉？？？？

歐洲議會選舉每五年進行一次，上一次的選舉是在2009年的6月舉

行，由27個歐盟國家的公民，透過選票，選出代表自己國家的歐盟議員。

至今，已屆滿五年任期，因此2014年5月將再次進行選舉，也因克羅埃

西亞的加入，今年議會席次由736席增加為751席，除此之外，大國與小

國的席次也有些微的變動。

何謂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何謂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何謂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何謂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

每五年歐洲議會選舉後，緊接而來的便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原

本候選人由歐盟理事會提名產生（即由歐盟各國領導人提名），並由議

會進行投票決定。歐委會主席的職責與權力非常龐大，是歐盟行政部門

的最高執行官，現由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擔任。

(圖2) 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世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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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的國內政治活動常常影響

到歐盟的運行；在一個丹麥政論節目

中，出現過這麼一句極盡諷刺的話：

「在布魯塞爾，沒有人聽得見你的尖

叫聲。」布魯塞爾的確有許多落伍的、

已經退休政治家，熱衷參與政治活動，

比方說，首相經常將自己敵對政黨的

政治人物安排到歐盟委員會。這種政

治遊戲在這次選舉中再次出現，而這

樣的做法也遭到歐盟國家的抨擊。

(圖3)丹麥政論節目《Borgen》

現在歐盟深入的調查各個

國家的國內政治，尤其是歐元

區。其一原因就是為了防止國

內政治影響到歐盟，間接造成

反歐洲共同體的左右派政黨大

造文章。其二原因是為經濟危

機，這也就是歐元區需要被特

別調查的原因。

(圖4)歐盟委員會主席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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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政治漫畫，暗諷選民只看到候選人，卻看不到歐盟委員會的運行狀況

世界觀點

今年，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註1）宣稱這場選舉不

再只是經由各國領導人黑箱作業而完成：候選人首先由政黨提名，每一

個在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內的政黨只能提名一個候選人，

而贏得最多民調的政黨就贏得選舉。

雖然這個選舉制度聽起來十分民主，以國內政治制度來說，候選人

會為了贏得選票而盡心做事，歐盟主席的產生方式也能間接被影響。但

歐盟不是一個國家，歐洲議會也不是一個政府，候選人依舊沒有將位在

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總部的運行狀況告訴選民。因此，不論歐洲議會主

席結果的決定權會交付歐洲議會、歐盟部長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或是歐盟委員會，都依然不算是真正的民主選舉。

註1：歐盟委員會是歐盟獨立的執行機構，除了執行議會及理事會的決策外，更負責
確保各機構運作時沒有違反歐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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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6) 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

在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中提到：歐盟領導人應該親自提

名候選人，負責關於歐盟事務的所有選舉，而歐盟委員會主席應由歐洲

議會一定比例的成員所選出。

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現任德國總理，對於議會擁

有大量權力的現象感到驚訝。儘管仍然存有疑慮，她還是選了讓‧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做為「領導候選人」（Leading Candidate）。

選舉領導人的舊有制度並不是很光

彩，而且讓人越來越失望，但歐盟的作

法卻讓這個制度每況愈下。從他們只提

拔了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

居伊‧伏思達（Guy Verhofstadt）和讓

‧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三位候

選人來看，歐洲的選舉系統很顯然的沒

有提供最佳的政治人才。

舉例來說，歐洲人民黨想要嘗試重新利用讓‧容克的決定就讓人感

到沮喪。十二月時，他因涉嫌利用國安機構進行特定人物的搜查而在盧

森堡失去政治權力。後來，身為歐元集團的經濟官員及主席的他，在歐

元危機這個議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豐富的從政經驗始終讓外界

認為他比較適合歐洲理事會的主席，而非歐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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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圖7) 讓‧容克(Jean-Claude Juncker)

(圖8) 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

既然外界都這麼認為，為甚麼

梅克爾還要支持容克參選歐盟委員

會主席？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他

會講德語，因此能在電視台上挑戰

馬丁‧舒爾茨。

但不論哪個政黨占上風，梅克爾都承擔了許多風險。倘使歐洲人民

黨占優勢，容克勝選歐盟委員會主席在望，而梅克爾卻在這時推舉他當

歐洲理事會主席的話，就證明了她在歐盟委員會選舉中對容克先生的支

持只是為了挑戰舒爾茨先生；假使社會黨和民主黨進步聯盟占上風，而

她卻繼續否決舒爾茨先生，她將在布魯塞爾總部樹立許多政敵。

令人擔憂的是，不管

選舉結果如何，都會使得

歐盟內部產生分裂，削弱

本就已經脆弱的歐盟。

資料來源：
雜誌：《The economist》
http://goo.gl/lxN4DX
http://goo.gl/yaJOkR
http://goo.gl/NIRMVC
http://goo.gl/fWQCzH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VNVrA3
圖2： http://goo.gl/BxQgxy
圖3：http://goo.gl/1Qfjdd
圖4： http://goo.gl/W3NfCw

圖5： http://goo.gl/mcCXkP
圖6： http://goo.gl/KjwfKj
圖7： http://goo.gl/aiqqtc
圖8： http://goo.gl/ZKBzZl



校外藝文報導

[ XE4C潘靖涵 /整理]

2014 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

(圖1) 台南藝術節宣傳文宣

Tainan Arts Festival

「「「「最在地最在地最在地最在地、、、、最國際最國際最國際最國際、、、、最文學最文學最文學最文學」」」」

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台南藝術節 (Tainan Arts Festival) 為文化古都—台南的年度盛事之一。

這場集結音樂劇、文學、及多元展演空間等三大特色的藝術饗宴已於

2014年4月初揭開活動序幕。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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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圖2) 2012年活動海報

(圖3) 2012年活動造勢記者會

2014，台南藝術節今年已邁入第三年。首屆「2012台南藝術節」

於台南縣市合併之後開始舉辦。台南為台灣歷史文化古都，擁有豐富

的文化資源及特色古蹟，一直以來「文化」與台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而台南市政府為了彰顯當地獨特的藝術文化，並將藝術深入城市

中的各角落，舉辦了融合多元藝術、文化及生活的盛會，「台南藝術

節」便就此誕生。

本次活動為期兩個月之久，自2014年4月5日起至6月20日。這期間，

不僅有台灣藝術團體的表演，台南市文化局甚至還邀請到來自10個國家，

共計59個表演藝術團隊進行185場的演出，包括了戲劇、舞蹈、及音樂

等表演。演出地點更橫跨整個大台南地區，除了各區的文化中心外，甚

至在億載金城也有演出。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活動緣起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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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受到貝多芬極大影響的久石讓，於本次演出曲目中加入了貝多芬的

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以及受到啟發後所創作的磅礡序曲《Orbis》。

不只如此，久石讓亦是宮崎駿動畫的御用配樂家，演出也包含了激勵人

心的宮崎駿動畫《風起》管弦樂組曲，使觀眾能一飽耳福!

(圖4)久石讓大師

(圖5)動畫《風起》

今年所有的藝術表演中，最受觀眾

矚目的是來自日本的動畫配樂大師久石讓

所帶來的音樂會。久石讓大師不僅是指揮

家、作曲家，更是讓生命中充滿音樂的音

樂人。這次的【【【【 久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久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久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久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

劇院合唱團劇院合唱團劇院合唱團劇院合唱團 】】】】是由久石讓帶領維也納國

家歌劇院合唱團、獨唱家、國立實驗合唱

團、長榮交響樂團以及久石讓指定管風琴

家鈴木隆太一同共襄盛舉。

【【【【久久久久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合唱團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合唱團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合唱團石讓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合唱團】】】】
Joe Hisaishi with 

Vienna State Opera Chorus 

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

日期：2014/05/03 (六) 19:30

場地：台南文化中心

相關網址： http://goo.gl/9470oF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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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圖7) 聖馬克兒童合唱團合照

本次演出由聖馬克合唱

團擔任主唱，指揮則是尼可

拉・波特(Nicolas Porte) 。

演出曲目包括電影《放牛班

的春天》主題曲、插曲、聖

歌及民謠。透過這次演出，

觀眾能重溫電影中美妙的歌

聲及感動。演出精彩可期，

不得錯過！

該合唱團於1986年成立，由約70個10至15歲的兒童組成，以純淨清

亮，宛如天籟的音色出名，曾被里昂進步報譽為「法國最好的兒童合唱

團」。合唱團平時定期於里昂富維耶聖母教堂擔任宗教慶典中彌撒曲及

聖歌演唱，因電影《放牛班的春天》而瞬間於全世界爆紅。

(圖12) (圖13)

【【【【法國聖馬克兒童合唱團法國聖馬克兒童合唱團法國聖馬克兒童合唱團法國聖馬克兒童合唱團】】】】

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

日期：2014/05/04 (日) 14:30

場地：新營文化中心

相關網址：http://goo.gl/2byKTz

Les Petits Chanteurs de Saint-Marc

而接下來的演出也相當有可看性，曾經風靡一時的電影《放牛班的

春天》電影原唱【【【【聖聖聖聖馬克兒童馬克兒童馬克兒童馬克兒童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將於台南藝術節中獻出表演。

(圖6) 聖馬克兒童合唱團演出照片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23



校外藝文報導

(圖8)國王歌手團體照

國王歌手合唱團這次於億

載金城的表演除了詮釋英美經

典歌曲及披頭四的搖滾金曲外，

更加入了《茉莉花》、《上海

灘》等中國民謠，透過重新編

曲賦予傳統民謠嶄新風貌。一

場豐富多變的藝術饗宴，錯過

了絕對可惜！

團員間除了有絕佳的默契及對於

音樂的敏感度之外，更透過擬聲、口

技挑戰 人聲的極限。觀眾可以透過

他們的演出感受到音樂所帶給他們的

感動、熱情及和諧夢幻的音樂！

(圖12) (圖13)

【【【【國王國王國王國王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

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

日期：2014/05/09 (五) 19:00

場地：億載金城

相關網址：http://goo.gl/I6DDmR

The King’s Singers Concert

另外一個非看不可的藝術表演

則是【【【【國王國王國王國王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歌手億載金城演唱會】】】】。

國王歌手 (The King‘s Singer) 為英

國著名A cappella合唱團，自1968

年成立後，已瘋迷樂壇40年。其演

唱曲風多元，從浪漫到現代，中古

世紀到文藝復興的歌曲皆詮釋得淋

漓盡致。
(圖9)宣傳海報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24



校外藝文報導

資料來源：

http://goo.gl/YBrRPN
http://goo.gl/Ici91x
http://goo.gl/a3jBRe
http://goo.gl/7dysep
http://goo.gl/jLJXb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QOzJ5q
圖2：http://goo.gl/Tvz9hW
圖3：http://goo.gl/lIHoRf
圖4：http://goo.gl/a3jBRe 
圖5：http://goo.gl/6MbJi8

(圖10)活動摺頁

圖6：http://goo.gl/a3jBRe
圖7：http://goo.gl/a3jBRe 
圖8：http://goo.gl/a3jBRe
圖9：http://goo.gl/a3jBRe 
圖10：http://goo.gl/6o6i0I

............................................

官方網站： http://goo.gl/a3jBRe
活動摺頁下載點： http://goo.gl/6o6i0I

2014 Tainan Arts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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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歐盟的貧窮問題嚴重嗎歐盟的貧窮問題嚴重嗎歐盟的貧窮問題嚴重嗎歐盟的貧窮問題嚴重嗎？？？？

[UE2A江蕙竹/整理]

他們是四處流浪的民族，經常缺水、缺電、缺衣、缺食物。他們的

孩童早夭，因為缺乏乾淨的環境以及醫療資源。而且他們之中沒見過書

本和鉛筆的孩子實在太多了，他們長期備受歧視和壓迫，處於社會底層。

他們到底是誰？他們是多半來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吉普賽人。

根據資料顯示，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歐盟最貧窮的國家，前者有將近

半數的人民面臨貧窮的問題，後者則有42%，他們為了尋求工作以及更

好的生活不斷在歐洲國家遷徙。最新數據顯示，歐洲的吉普賽人達1,200

萬，且90%的吉普賽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註：若收入少於平均值的60%，就算是貧窮。

在歐盟裡有貧窮問題嗎？

(圖1)顛沛流離的吉普賽人在世界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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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在歐盟裡有貧窮問題嗎？

當然，貧窮的現象並不只有這些邊緣團體而已，「歐盟統計局

（Eurostat）」於2010年公布全歐盟的貧窮數據，其中貧窮國家還有拉

脫維亞40% ，65歲以上的貧窮比例超過50%，立陶宛為33%，希臘則是

31%，1/5希臘人年收入低於貧窮線，西班牙逾1,100萬人身處貧窮危機，

30,000人無家可歸，而經濟數據亮眼的德國，竟然有20%的人（超過

1,600萬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就連全球平均每人所得最高的盧森堡，

也有近14%的人有貧窮的問題。歐盟裡的窮人無法負擔日常基本生活的

需求，他們無法經常保暖，無法支付水電帳單，或擁有電話、汽車、洗

衣機等。

27

(圖2)一名在難民營落腳的吉普賽男孩 (圖3)缺乏水電的生活一碰上嚴冬就更難受

(圖4)吉普賽人的小孩沒衣服可以穿



Do You Know在歐盟裡有貧窮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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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歐盟約有8,000萬人處於貧窮、被社會邊緣化的狀態，其中光是

兒童就佔了1/4，為了降低貧窮人數，歐盟執委會在2010年立下後10年

（2020年）至少拯救2,000萬名歐洲人脫離貧困以及融入社會的發展目標。

歐盟委員翁多爾（Laszlo Andor）表示：「減貧既是道德義務，也

是經濟需要。當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社會邊緣化時，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

是兒童、青年、移民、老人和弱勢群體。」翁多爾也於同年12月16日宣

布《擺脫貧困和融入社會計畫》正式開跑，此計畫重點在於改善就業、

改善教育、改善人員素質和技能，以實現歐盟的減貧目標。

以下為《擺脫貧困和融入社會計畫》提出的四個主張：

一、創新社會福利政策，發展智慧型解決危機的方法。

二、善用各種基金，如歐洲社會保障基金。

三、改善社會保障及服務效率，如改變醫療條件不公、解決住房困難。

四、促進社會力量投入減貧活動。

(圖5)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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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到目前為止歐盟每年花費好幾億歐元在糧食補助上，近十幾

年來歐盟農業生產過剩，因此有需要的會員國皆可分得一部分以滿足他

們基本的食物需求。然而在2013年底，英國政府卻對歐盟聲稱英國民眾

不需要歐盟供應的救濟糧，因他們認為此作法並不會讓英國經濟獲得改

善，也不會幫助英國家庭減輕糧食支出。而歐盟發言人則表示糧食補助

是用在英國貧困人口上，儘管如此，英國政府還是認為國內自己的社會

救助就已足夠，他們已決定不接受歐盟的救濟糧，而是發放一定的補助

金給予民眾，但是也有英國工黨的人說道：「歐盟的補助可能在政府看

來可有可無，但是卻可以解決一部分貧困家庭的溫飽問題」。

「貧窮」成為影響歐盟未來決策的重要議題，為了消弭貧窮問題、

降低貧窮人口，歐委會認為減貧政策應趨向全方位，包含過度負債的國

家需減少社會福利支出、防止貧困、失業問題的延續、兒童貧困問題得

以解決、強化社會融合，使貧窮人口獲得尊嚴。

資料來源：
http://goo.gl/WjXDMF
http://goo.gl/SHa1Dw
http://goo.gl/B2aXwF
http://goo.gl/lLkATo
http://goo.gl/PdDZyT
http://goo.gl/u3NX5f
http://goo.gl/oQH0GO
http://goo.gl/bxCjiX
http://goo.gl/TCSsMT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2aXwF
圖2：http://goo.gl/B2aXwF
圖3：http://goo.gl/B2aXwF
圖4：http://goo.gl/7R27ft
圖5：http://goo.gl/9Im4N5
圖6：http://goo.gl/qlRCM9

(圖6)英國政府拒絕歐盟
對其貧困人口發救濟糧



校外活動快訊

[XE2A李育容/整理]

TC春綻春綻春綻春綻－－－－
包包包包瑞里斯弦樂四重奏瑞里斯弦樂四重奏瑞里斯弦樂四重奏瑞里斯弦樂四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

(圖1)《包瑞里斯弦樂四重奏×藝心弦樂四重奏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活動海報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

【演出資訊】

貝多芬：D大調第三號弦樂四重奏，作品18

L.van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3 in D Major, Op.18, No.3 

德弗札克：F大調第十二號弦樂四重奏，作品96，B. 179 《美國》

A. L. Dvořák: String Quartet No.12 in F Major, Op. 96, B.179, "American"

蕭斯塔柯維契：為弦樂八重奏所做的兩首小品，作品11

D. Shostakovich: 2 Pieces for String Octet, Op. 11

孟德爾頌：降E大調弦樂八重奏，作品20（MWV R20）

F. Mendelssohn: String Octet in E-Flat Major, Op. 20（MWV 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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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今年春天，TC（Taiwan Collection）邀請國外知名樂團包瑞里斯

（Borealis）結「音」緣，一齊綻放室內樂的繁花。演出作品除了貝多

芬、德弗札克經典的四重奏外，也將與TC音樂家組成的新生代四重奏

團─「藝心弦樂四重奏」攜手演出降Ｅ大調的弦樂八重奏作品，將帶給

觀眾一場不同凡響的聽覺饗宴。

(圖2) 包瑞里斯弦樂四重奏(Borealis 
String Quartet) 成員合影

【演出者簡介】

包瑞里斯包瑞里斯包瑞里斯包瑞里斯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

（（（（Borealis String Quartet））））

由四位不同國別的音樂家所組成，

在北美享有廣大知名度：Patricia

Shih ， 第 一 小 提 琴

Yuel Yawney ， 第 二 小 提 琴

Nitika Pogrebnoy ， 中 提 琴

Bo Peng，大提琴。

其2006年曾榮登加拿大權威古典音

樂雜誌《OPUS》封面，常受邀於

北美各大城市及音樂節演出，媒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

體將其精彩的演奏讚譽為「顛覆光速比音速快的定律」，是當代最有活

力、最令人振奮的世界級室內樂團體之一。加拿大發行量居榜首的報紙

《The Gazatte》甚至將他們的音樂會列為年度不可不聽的音樂會。目

前他們擔任加拿大卑詩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駐校弦

樂四重奏，每年固定在該校舉辦多場音樂會以及大師課程，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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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藝藝藝藝心心心心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 (Artrich String Quartet)

林一忻，第一小提琴

林文琪，第二小提琴

黃譯萱，中提琴

張琪翊，大提琴

由TC音樂家組成，為臺灣近年來新興的四重奏團之一，其團名涵義為

「以藝術為本，從心出發」。近年除參與TC音樂節的活動，隨TC發起

人胡乃元至各地舉行講座巡迴音樂會之外，也曾受春秋樂集及誠品人音

樂會的邀請，參與多次演出。

(圖3)藝心弦樂四重奏(Artrich String Quartet)成員合影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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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89yC5T
圖2： http://goo.gl/66eB4E
圖3： http://goo.gl/Vi1eLl
圖4： http://goo.gl/NWFrPu

資料來源：
http://goo.gl/919595
http://goo.gl/zS7UQn
http://goo.gl/QGUPIH

【演出資訊】

時間及地點：
103. 05. 09（五）19 : 30 高雄市音樂館演奏廳 ( 高雄市河西路99號 )

103. 05. 10（六）19 : 30 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臺北市延平南路98號 ) 

103. 05. 11（日）14 : 30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桃園市縣府路21號 )

票價種類：高雄場300／500元 ;台北場400／800元 ;桃園場300／500元

【主辦單位】

Taiwan Connection、AMA亞藝藝術

(圖4) TC春綻宣傳海報

Borealis & Artrich String 
Quar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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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YF3A 張易晴/整理]

看不見的看不見的看不見的看不見的

城市不會洩漏自己的過去，

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

(圖1)書中 Aeropolis城市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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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黃昏的御花園中，年老的大蒙古帝

國之王忽必烈，凝神傾聽來自威尼斯的

青年旅人馬可波羅，向他描述記憶的城

市，慾望和記號的城市，死亡的城市，

所有他統領但似真似幻、看不見的城

市……

此部為具文學與哲學性的小說，作

者將史實忽必烈和馬可波羅遊記小說相

互融合而成。本書大綱可以分為兩個部

分：每一章節的城市短文，以及章節前

後穿插馬可波羅與忽必烈的對話情景。

此書共有55個城市故事，分別歸類為9個

與城市環環相扣的主題---城市與記憶、

城市與慾望、城市與符號、輕盈的城市、

貿易的城市……等。

內容簡介

(圖2)中譯本封面

正因城市是人類世界的縮影，作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透過

文字敘述一座座看似存在又不存在的城市，涵蓋了作者本身對人類的觀

察與想法，進而將寓言隱藏進每一篇故事背後，藉此提升了書本一讀再

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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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

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輕盈的城市之二輕盈的城市之二輕盈的城市之二輕盈的城市之二

現在來談談詹諾比亞城（Zenobia），它有絕妙的景致；雖然坐落

乾地，它卻建在高高的椿架上，房舍由竹節和鋅板造成，有許多平台和

陽台，建在不同高度的支架上，彼此交錯，由梯子和懸吊的人行道連接，

上頭架有圓錐屋頂的望樓、儲水的大桶、風向標、伸出的滑輪、釣魚竿，

以及起重機。

沒有人記得是什麼樣的需要或命令或慾望，使得 Zenobia 的創建者，

賦予他們的城市這種形式。因此，也沒有任何人提起，我們現在所見的

城市，是否滿足了當初的要求，而日前的城市或許是從現在已無法分辨

的最初計畫開始，重重疊疊成長出來的。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你

請Zenobia 居民描述他對快樂生活的觀感，他所想像的總是一個類似

Zenobia的城市，有椿架，有懸吊的階梯，那或許是一個相當不一樣的

Zenobia，旗幟和彩帶隨風飄揚，但總是由最初的模型元素組構而成。

說了這些，試圖要決定 Zenobia 應該劃入快樂還是不快樂的城市之

列，是毫無意義的。將城市區分為這兩種，沒什麼意思，反而要分為另

外兩種：一種是經歷許多歲月，它們的變化還繼續賦予慾望形式的城市，

而在另一種城市裡，不是慾望抹消了城市，就是慾望被城市抹消了。

(出自本書P49-50)



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圖3) Zenobia城市意象圖

(圖4)  書中 Octavia 奧克塔維亞 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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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卡爾維諾 （1923-1985）義大利作家， 出生於古巴，父母皆為熱帶

植物學家。童年時便離開古巴回義大利，參與了二次大戰義大利的抵抗

組織，因此早期的作品皆與參加抵抗組織有關。

50年後轉向寓言和幻想的創作作品，除了《看不見的城市》之外，

其中因《我們的祖先》組合而成的三篇小說為他帶來國際知名度。分別

為《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

(圖5)卡爾維諾

伊塔羅伊塔羅伊塔羅伊塔羅‧‧‧‧卡爾維諾卡爾維諾卡爾維諾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作者介紹

20世紀

以奇幻寓言的作品著名

義大利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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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Cities 好書介紹

《分成兩半的子爵》討論了缺憾、偏

頗、人性的匱乏。故事的起點是非常簡單、

非常鮮明的意象或情境：劈成兩半的子爵，

兩片人體各自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一半

是邪惡的子爵，極盡破壞之能事，一半是

善良的子爵，處處助人。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WQZcU6
圖2：http://goo.gl/iLmk1S
圖3：http://goo.gl/6tsyHV
圖4：http://goo.gl/YlGvIM
圖5：http://goo.gl/p0ub3i
圖6：http://goo.gl/sIvTV2
圖7：http://goo.gl/hKnbyJ

資料來源：
卡爾維諾資料來源
http://goo.gl/GSnoVB
http://goo.gl/QBbZq1
《看不見的城市》一書

(圖6)《分成兩半的子爵》原文書

後期的幻想作品《宇宙連

環畫》敘述對宇宙創造和進化

的意識交流。

(圖7)《宇宙連環畫》原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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