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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時間催促著我們前進，一路上，它有時督促人們要捨

棄什麼，有時卻告誡我們要保留些什麼。隨著人口的增加、

社會的演化和科技的進步，民族間的立場逐漸鮮明、天然

資源的運用議題和資訊的傳遞與傳承開始受到重視。

世界上有195個獨立的國家，而擁有其28個會員國家

的「歐洲聯盟」可以說是目前最成功的國際整合組織，在

這歐盟世界裡，公民的福祉、權力的劃分相互拉扯，究竟

在100年以後或經100世紀的流轉，我們的世界會變成怎樣?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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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歐盟城市展
希臘神話中，美麗的歐羅巴公主（Europa），受到變

成公牛的宙斯誘惑，來到了一塊大陸上，在此度過餘生，這

個地方也就是如今的歐洲大陸。歐洲大陸因保存良好的文化

遺產，也具有豐富多彩的歷史特色，更因種族多樣性而發展

出了多采多姿的文化，每年都吸引上萬的遊客前去朝拜它的

美貌。而現在就讓我們跟著小達人歐歐與萌萌的腳步，一同

暢遊歐盟城市吧！

【展覽資訊】

時間：2014/05/26(一)~0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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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歐盟園區

展覽內容：在本次「歐盟城市展」中，我們將歐盟國家依其

地理位置，區分為六大區塊－東北歐、東南歐、南歐、西歐、

北歐及中歐，並且針對各區域的共同特色，於每個國家中各

介紹一個特色城市。避開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首都，此次展覽

特別介紹其他同樣非常具有特色的城市，希望觀眾能夠藉此

更認識歐盟國家！除了展覽外，每個城市也將會有各一題

Q&A，全部答對的觀眾，將會獲得獨家的「歐盟城市展明

信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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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 歐議員選舉義3強鼎立

http://goo.gl/lE7B5W (大紀元 05月10日) 

� 巴黎展銷會110週年創世紀新時代

http://goo.gl/acvhOU (大紀元 05月11日) 

� 北歐最大藝術展真善忍美展成亮點

http://goo.gl/E20ali (大紀元 05月11日) 

� 立陶宛總統選舉鐵娘子領先

http://goo.gl/PIA41k (大紀元 05月12日) 

� 法國提議召開非洲反恐國際峰會

http://goo.gl/c5SjjS (BBC中文網 05月11日) 

[YG3A林禹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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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 再度造成分化再度造成分化再度造成分化再度造成分化

最近的烏克蘭因為地理位置、歷史、自然資源、政治……等複雜因

素一直陷於混亂的局面，除了克里米亞（Кримський півострів，

Crimea）表態加入俄國讓歐美各國緊張的問題尚未解決，烏克蘭的領土

危機近日也仍不見好轉。

烏克蘭東邊城市頓內次克（Донецьк，Donetsk）中的親俄派分子

分別於4月初以及5月11日舉辦兩場公投，在5月11日的公投中，民眾要

回答的議題是：「你支不支持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

國的自治行動？」開票結果出爐後，籌辦「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公投

活動的立厄金（Roman Lyagin）聲稱有近九成選民（約300萬名）想脫

離烏克蘭政府，支持獨立自治。

頓內次克（Донецьк，Donetsk）和盧甘斯克（Луганськ Luhansk）

都是烏克蘭國內俄國人比例較高的城市，兩個城市皆因蘊含豐富的天然

資源，而成為東歐的工業重鎮。

[YG3A林禹臻/整理]

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分化分化分化分化

(圖1)紅圈處為此次舉辦公投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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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然而，烏克蘭政府以及國際社會對此公投多表示不贊同，認為此

次公投並沒有在國際監測機制下進行，屬非法的行徑，因此很難判定

親俄派聲稱的投票結果之真實性。

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和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隨即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對烏克蘭的情況感到憂

心，並指出如果烏克蘭政府無法於5月25日進行國際社會承認之總統選

舉，不但導致該國情況惡化，法國和德國也將對俄羅斯採取制裁。

(圖2) 位於頓內次克的投票站

(圖3)法國和德國威脅對俄羅斯
經濟採取制裁

資料來源：

http://goo.gl/szxzln
http://goo.gl/9Ycx8m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wkDVU

圖2：http://goo.gl/XzQxzg

圖3：http://goo.gl/9Ycx8m

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烏克蘭大城二次公投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再度造成分化分化分化分化



歐洲主題專欄

[UE2B 黃惠萱/整理]

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近幾年來，全球越來越多人學習華語，華語文已成為國際上具有影

響力的語言之一，學習華語逐漸開始形成一種流行趨勢。2010年美國

《紐約時報》的報導曾指出，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已開始接觸華語。

全美有1,600多所大學及中學開設華語課程；在澳洲和加拿大，華語也

成為第二大語言；法國為華語發展成長最快的國家；在亞洲地區的印度

和越南，學習的人數倍增；甚至在南非和中南美洲，因為許多華人經商

而移民之關係，也開始掀起一股華語熱的風潮。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台

灣，許多大專院校也都開設華語中心，讓外籍生可以多接觸及學習華語。

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相比10年前及現在的華語生人數，學生人數足足成

長了2倍以上。

(圖1)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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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在2012年，英國教育部宣布，英國教學大鋼將把漢語在包含在外語

選項之一，此外漢語課程將從小學3年級開始成為必修課，這項計畫已

公開向民眾說明且徵詢意見。去年底，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亞非學院，成立了「台灣漢語研究中心」，倫敦大學和台

灣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學術交流。最近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英國的學校應多放重心在華語，少學習

法文或德文。另外，英國BBC廣播公司在2012年曾播出漢語教學的動畫

節目，節目中由一隻名叫偉（Wei）的小蜜蜂教授小朋友簡單的漢語詞

彙，像是「你好」、「謝謝」等，或者是數字和顏色之發音。如今在英

國，許多家長為自己會說華語的小孩感到驕傲，畢竟懂得漢語在往後的

社會上將會更有競爭力。
8

(圖3) 一隻名叫偉(Wei)的小蜜蜂教
華語

(圖2) 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也學習中文



歐洲主題專欄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荷蘭和比利時荷蘭和比利時荷蘭和比利時荷蘭和比利時：：：：

在去年底，荷蘭教育部官員向媒體聲明，華語成為第二外語選修之

一，但並不要求所有中學都要開設華語課程提供學生選修。目前在荷蘭

有9所中學開設華語課程做為選修課，且試點教學頗有成效，荷蘭媒體

指出，在未來會有更多的人學習中文。

身為比利時皇室未來第一順位繼承人的伊莉莎白公主（Elisabeth

Thérèse Marie Hélène），除了從小學習法文和荷蘭文外，學習中文也

已有兩年之久。12歲的她能用簡單的中文對答，鏡頭下的她顯得對中文

非常有興趣。伊麗莎白除了成為學習中文的代表人物，她也帶動了比利

時學習中文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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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外國人學中文 (示意圖)



歐洲主題專欄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白樂桑（Joel Bel Lassen）曾表示，學習華語

的情況和早年相比改變許多，因為華語的熱潮，學習人數劇烈增加且遍

及法國。這使得這幾年來，華語教師供不應求，無法學習華語課程的學

生會選擇找私人家教或是遠距教學。其實在法國，學習中文已經不是有

錢人的專利，到處都可以找到學習的方法，只不過正式的華語教師人數

卻是少之又少。

早年，學習中文的法國人，是因為受中國文化吸引，2004年時，全

法國只有約9,000人學習中文。然而，近年因為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使

得學習人數增加至30,000人。在國中和高中的教學課程裡，中文已成為

語言選修課程之一，學習華語的風潮甚至打敗了學習阿拉伯文及俄文的

排名。對於這些勤學中文的人來說，往後在社會上找工作將會有更多的

機會，因為歐洲人非常看好大陸市場，未來將有可能陸續前往大陸設廠，

所以對法國人來說，學習中文對未來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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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05年學生在法國康城的一所高中上中文課程



歐洲主題專欄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華語風潮熱歐洲

資料來源：
許長謨教授提供
http://goo.gl/VL3nrc
http://goo.gl/4veLCA
http://goo.gl/bm7imb
http://goo.gl/5TlyV6
http://goo.gl/C7fl8Y
http://goo.gl/FSGqTZ
http://goo.gl/5P6UIH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37Kkr8
圖2：http://goo.gl/nPRnCl
圖3：http://goo.gl/Xav8h5
圖4：http://goo.gl/4UL4kJ
圖5：http://goo.gl/FSGqTZ
圖6：http://goo.gl/zqZ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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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來到台灣或是前往中國大陸學習華語的外籍生，還是是和

台灣合作的「台灣書院」，或是和大陸合辦的「孔子書院」的教學活

動，都能夠凸顯出全球華語熱的新趨勢，也讓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多了

許多接觸世界及開發市場的機會。

許多人學習華語是受到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吸引，且相信華語在

未來可能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角色；當然也有少部分的人是因為

興趣或受到中華文化的吸引而學習。但無論如何，不可置否的是，這

波華語熱將會繼續蔓延全世界，中華千年智慧，也將繼續流傳。

(圖6) 孔子學院的學生在學習太極拳



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
塑料顱骨由塑料顱骨由塑料顱骨由塑料顱骨由3D3D3D3D打印製作打印製作打印製作打印製作

三個月前，荷蘭烏德勒支大學醫院（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trecht）的神經學家費威爾（Bon Verweij）和其所領導的醫療團隊為

一名22歲罹患罕見疾病的女病人進行顱骨更換手術，目標將其越來越厚

的顱骨完全取出，並植入由3D打印機製作出來的塑料顱骨，手術過程23

小時，且結果非常成功，而此種將技術運用在醫學手術上的案例，在目

前是全世界的首創。

歐盟學術專欄

[XE4C陳俐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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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烏德勒支醫院為患者使用3D打印機製作的塑料顱骨

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



一般來說，正常的顱骨大約為1.5釐米厚，而這名女病人因罹患罕見

疾病而其顱骨厚度達到5釐米，壓迫到大腦並損害其功能，不但失去了

視力，甚至喪失了做出面部表情的能力，因此費威爾和其醫療團隊決定

利用3D打印技術為她設計出一塑料顱骨，其顱骨是由澳大利亞專業3D

打印公司製作，為她進行更換顱骨的手術。

費威爾表示：「在傳統的顱骨移植手術中，需要移植的顱骨通常是

由手工用一種粘合劑製成，效果很不理想。使用3D打印機時，我們可以

製作恰當尺寸的塑料顱骨。不僅更加美觀，比起舊方式，病人的腦功能

恢復得更好！」

手術結束後三個月，該名病人已經完全恢復，沒有以往的病症，且

返回工作崗位，這成果使此次3D塑料頭顱更換手術成為世界首例，證明

了這項新技術將可以讓其他患有骨頭問題或骨頭受到損害的病人恢復健

康，可見在未來3D打印技術的多元用途和潛力是有目共睹的。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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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UH0rsj
http://goo.gl/kbNC93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UH0rsj
圖2：http://goo.gl/u9yu6G

(圖2)更換3D打印塑料顱骨的過程

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荷蘭醫院換骨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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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3/5《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於網站上刊登了一篇名為

《AG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EUROPE POSE

INCREASED RISK》的報導，闡述歐洲多數核電廠的設備年限已超

過其設計極限，而政府決定讓工廠持續運作，此舉為數以百計的歐

洲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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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 2012年3月發生日本福島核災後，歐盟開始檢查本身區域
內的核能電廠安全，並做出正式報告。報告草稿指出，「壓力測試
的結果顯示，幾乎所有核電廠都需要改善安全」，而在47處核電廠
的111座反應爐方圓30公里內，有超過10萬名居民，危及居民的安全。

《《《《半島電視台》》》》
老化的核電廠增加歐洲的風險老化的核電廠增加歐洲的風險老化的核電廠增加歐洲的風險老化的核電廠增加歐洲的風險

[YS3A 翁敔瑄/整理]

(圖1)核能標誌 (圖2)福島核一廠3號機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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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綠黨（European Greens）的歐洲自由聯盟（European Free

Alliance）副主席若貝卡（Rebecca Harms）曾在2012年說過：

「假如這份核電廠的檢驗報告是認真的，執委會應提出一份需關閉

的危險或老舊反應爐名單。不然至少需要認真改善報告發現的問

題」。

報告指出，執委會的建議將在2012年10月18到19日於布魯塞爾

歐盟領袖高峰會提出。核能主管單位計畫於2014年6月報告建議措

施的實行狀況，確保「絕大部分」的改善內容，都在2015年達成。

全世界大多數核電廠均有40年的預期壽命。根據它們的年齡，

營運商通常有兩種選擇：關閉或進行維修，延伸未來20年的壽命。

雖然許多評論家認為應該要關閉核電廠，但因歐洲核能佔約15％總

能源生產，在監管機構的認可下，越來越多國家使用第二個選項。

(圖3) 2012年世界核電站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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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在歐洲核電廠的平均年齡為29年，

近一半的核電廠是30多歲，還有幾個已經超過40歲了。但是，該報

告發現，只有少數的「老廠」預定被關閉，許多已經有延長20年的

營業執照，專家說核能電廠增加全歐洲的安全隱患。

法國是歐洲最大核能生產國，58座核電廠提供全國80%的電力。

報告指出全部核電廠都有明顯的缺點；英國也被批評大部分的核電

廠都沒有備用緊急控制室。

(圖5)蘇格蘭查佩克羅斯(Chapelcross)核電站四座冷卻塔爆破拆除

(圖4)法國諾德葛芙蘭核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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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事實上，歐盟早在1999年11月16日加入於1994年由聯合國的

「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

所通過的《核安全公約》（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該

公約是一項旨在改善全球核安全的國際公約，有三個主要目標：

1. 通過加強本國措施與國際合作，包括適當情況下與安全有關的

技術合作，以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和維持高水平的核安全。

2. 在核設施內建立和維持防止潛在輻射危害的有效防禦措施，以

保護個人、社會和環境免受來自此類設施的電離輻射的有害影

響。

3. 防止帶有放射後果的事故發生和一旦發生事故時減輕此種後果。

此公約沒有給出詳細的安全標準，但代表申請核設施的基本安

全的承諾。《核安全公約》適用於固定的民用核電廠，包括儲存設

施的安全性，操控和治療放射性物質在同一個站點，並直接關係到

核電廠的運作。

(圖6)《IAEA》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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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公約締約國致力於建立一個立法、監管和行政框架，以確保核

設施的安全。公約締約國建立核電廠必須符合國家安全要求和規定、

核設施須領牌照並經過檢查和考核制度，法令禁止無證經營、在整

個核電廠建造和調試前應進行系統的全面性評估才可安裝、並遵守

措施執行的法規和許可證（暫時吊銷牌照或撤銷等）的條款。

報導原文網址：
http://goo.gl/cCviLi
參考資料：
http//goo.gl/BsxGIZ
http://goo.gl/oJec3b
http://goo.gl/McO3LT
http://goo.gl/SHXlhI
http://goo.gl/lMvGj0

http://goo.gl/eEQsPd
http://goo.gl/dQs5nf
http://goo.gl/GXqpab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bGY61i
圖2：http://goo.gl/F9sFUH
圖3：http://goo.gl/h3Oqxp
圖4：http://goo.gl/cCviLi
圖5：http://goo.gl/8gA9qd
圖6：http://goo.gl/Ta2v7u
圖7：http://goo.gl/GXqpab

(圖7) 2014年核安全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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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歐盟電子報都致力於推廣歐洲藝文相關訊息，從本期開

始，我們也將不定時報導有關台灣本土藝文活動的相關資訊，讓讀者能

橫跨歐亞，即時接收各種不可錯過的精彩藝文活動！

《2014 台東南島文化節》於4月

4日起盛大展開，今年以 「1314 不

忘祭」作為宣傳標語，而不忘「祭」

中的「祭」象徵了原住民的傳統祭

典。此節慶特別將許多活動結合原

住民文化，並為原住民傳統文化做

行銷宣傳，希望能使更多人了解臺

灣原住民的特色以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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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14台東南島文化節正
式開跑

(圖1) 2014 台東南島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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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的宣傳活動，主辦單位就以原住民最慎重的「報訊」傳統

儀式作為宣傳手法，並於3月3日起展開全台「南島之火、環台報訊」活

動，由新北市作為第一站，將原住民的熱情蔓延整個台灣。

而所謂的「報訊」儀式，是由於早期並沒有文字，因此主要是以

「口傳」的方式傳遞訊息。儀式首先會由卑南族勇士向民眾們問候，最

後再以「大獵祭」的報訊方式向長老宣告台東南島文化節的開始。

(圖3) 報訊首站－新北市

1 3 1 4 不忘祭不忘祭不忘祭不忘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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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台東南島文化節盛大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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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清明連假之時，《台東南島文化節》已正式開幕，開幕晚會中，

設有原住民美食及文創商品等攤位，並邀請了台東七大原住民族群代表

以及全台十四族原住民參與，另有合唱團、歌手、藝術團以及來自南島

語族國家的表演團隊參與演出。

而開幕活動由代表大自然的山、

海、火、土四元素的吉祥物－茂茂、

波波、泥泥、烈烈與原住民表演團隊

一同踩街，從集縣廣場出發，往台東

海殯公園前進，並在沿路與民眾互動

及贈送具有部落風味的小禮物。 (圖5)台東南島文化節吉祥物代表

1 3 1 4 不忘祭不忘祭不忘祭不忘祭
2014 台東南島文化節台東南島文化節台東南島文化節台東南島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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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9年起，文建會為了不讓南島民族的文化漸漸消失，而開始大

力支持台東縣政府推廣南島民族文化。台東縣政府每年舉辦多種南島民

族以及原住民相關藝術節，希望透過這些活動，使得民眾能從各族文化

更深入了解南島民族千年的來的智慧結晶。《2014 台東南島文化節》主

要以南島民族的「樂舞文化」作為主軸，從1999年開辦至今，已透過許

多主題，像是藝術篇、樂器篇、音樂篇、海洋篇等主題，作為節慶核心，

今年則以「祭儀」作為主題。

(圖6) 2010年南島文化節以「海洋」作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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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年的主題是「祭儀」，因此主辦單位安排了一系列不同的祭

典活動，並且針對原住民對音樂以及舞蹈的天分，舉辦了「南島好樂舞」

等相關活動，觀眾們可以在活動中感受原住民歌舞的感染力。除此之外，

主辦單位也舉辦了美食相關活動－「美味的『祭』憶套餐」，希望透過

此活動，讓民眾們可以品嘗到最道地的原住民料理。享受美食之餘，還

可以參與以「憶起．祭藝」為主題的「南島文創設計競賽」，欣賞原住

民們的技藝以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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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節期間，除了一系列的祭

典活動，還有許多配套活動，像是布

農族舉辦的「2014 全國布農族射耳

祭暨傳統技能競賽」及「103 年聯合

射耳祭」等活動。「射耳祭」是布農

族最重要的祭典活動，主要目的是為

了祈求豐收。藉由這樣的活動，可以

凝聚族人的情感，也能讓參與者在原

住民熱情的氛圍中，親自體驗傳承多

年的祭典。

(圖7) 2014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傳統技能競賽

(圖8) 103聯合射耳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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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RxFZ2p
http://goo.gl/Na3Ru0
http://goo.gl/InIKXD
http://goo.gl/eu4PAo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Tt0MNI
圖2：http://goo.gl/m7LVEh
圖3：http://goo.gl/wgPZ7D
圖4：http://goo.gl/s2IxRs
圖5：http://goo.gl/pMfcKU

圖6：http://goo.gl/dox2yR
圖7：http://goo.gl/P0GKGd
圖8：http://goo.gl/CFeSD6
圖9：http://goo.gl/lMJV4c

(圖9) 2014台東南島文化節海報

原住民文化一直是台灣重要的資產以及文化，為了保有這樣的文化，

主辦單位盡心盡力的舉辦了許多活動，為了就是希望原住民的文化可以

被保存及流傳下去，對原住民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這場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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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 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

談到來自歐洲的發明，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比如最著名的瑞典發明

家非阿爾佛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莫屬，他的發明至今仍深深

影響著現世。甚至人們也以「諾貝爾獎」（Nobelpriset）鼓勵來自文學

界、科學界等的持續發展。這位發明家發明了火藥，並申請了超過三百

五十項專利。1896年，諾貝爾在辭世之前將畢生的財產投入了一個基金

會，於是在1900年諾貝爾獎正式成立。直到今日，每年諾貝爾獎所提供

的獎金皆是由其遺產利息支付。在當時，尚未有成立歐盟的構想，而瑞

典也是在諾貝爾獎成立後一百年才加入歐盟。

[YG3A 鄒人郁/整理]

(圖1)阿爾佛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 

除了知名的瑞典火藥發明家，歐洲又曾有哪些有趣的發明呢？其實

有許多為人們日常生活帶來便利與舒適的發明都是來自歐盟會員國哦！

甚至在中古世紀，曾有一項發明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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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初，有一位法國的糕點師傅尼古拉‧阿佩爾（Nikolas

Appert）為了將食物長期保存，經過長期研究，終於發現只要把食物密

封，減少對空氣的接觸，就能夠延長美味食物的保存期限，於是罐頭的

原理就這樣產生了。

而在1889年，一位居住在巴黎的女士赫米尼耶‧卡多勒（Herminie

Cadolle）設計了「胸托結構」並申請專利，宣告了女性內衣新時代的

來臨，同時女性終於可以告別充滿壓迫感的緊身衣，第一次享受胸部由

上方支撐的舒適感。同一年，來自德國德勒斯登的克莉絲汀‧哈特

（Christine Hardt），結合了手帕與吊帶，設計出另一款胸罩，同樣也

申請了專利。

而歐洲中世紀有項發明更影響了全人類。就是由德國人約翰尼斯‧

古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所發明的

活字印刷術，引發了一次媒介革命。活字印刷術不只迅速的在歐洲傳播

開來，更影響了後來興起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等運動。因

為傳播資訊更為方便，人們的思想更能傳播給一般大眾；知識的傳遞也

更為活躍，於是全人類開始了截然不同的時代。當時由活字印刷術印刷

出來的第一本「古騰堡聖經」尚存49本，相當珍貴。

(圖2)古騰堡聖經

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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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是世界目前最成功的國際整合組織，也是一項「發

明」，但因為將耗損大量經費與人力，雖然歐盟當局在慕尼黑設有

「歐洲專利局」，目前仍無法幫歐盟申請專利。2011年春天，歐盟各

國達成協議，將繼續為歐盟申請專利計劃而努力，為了這一項人類史

上重要的「發明」留下完整紀錄。

(圖3)慕尼黑歐洲專利局

資料來源：
《歐盟的101個問題》
http://goo.gl/48u8xL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79qYH4
圖2：http://goo.gl/TUaqEe
圖3：http://goo.gl/SB3abw

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歐盟公民有哪些聞名於世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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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3A高婕容/整理]

2014 KSAF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屆屆屆屆台灣國際打擊樂節台灣國際打擊樂節台灣國際打擊樂節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圖1) 2014 KSAF 第八屆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宣傳海報

2014 KSAF
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28

「2014高雄春天藝術節」在五月底將舉辦眾所期待的節目，那就是

享譽國際的《台灣國際打擊樂節》！今年第八屆的《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非為兩場進行，除邀請到了四位世界傑出的木琴獨奏家擔綱演出，帶給

觀眾難得一見的馬林巴木琴獨奏饗宴！第二場的節目中，來自荷蘭的

《皮可沙打擊樂團》（Percossa）也將以炫幻迷人、且充滿戲劇性的表

演方式，衝擊觀眾的視聽感官！無可抵擋的打擊樂饗宴，千萬別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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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張鈞量 Pius Cheung

(圖2)大茂繪里子 Eriko Da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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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世界傑出木琴獨奏家系列」的表演中，表演者分別為新

生代馬林巴木琴演奏家－大茂繪里子（Eriko Daimo ）、「新浪漫派木

琴演奏家」－張鈞量 （Pius Cheung）、世界公認最傑出的打擊樂教育

家之一的馬克‧福特 （Mark Ford）、以及六支琴槌馬林巴木琴演奏先

驅者之一的凱‧史坦斯加（Kai Stensgaard）。

來自日本的大茂繪里子（ Eriko

Daimo ）被譽為新生代馬林巴木琴演

奏家，曾在四項國際大賽中脫穎而出獲

得首獎，其演奏風格在細膩中充滿激情，

精湛的技巧突顯出她超凡的魅力。

來自加拿大的張鈞量（ Pius

Cheung），被國際樂壇譽為「新浪漫

派木琴演奏家」，曾以木琴演奏巴哈

的《郭德堡變奏曲》且廣受好評，

《紐約時報》曾在專題報導中，大讚

他的演奏技巧。他的創作也獲得不少

獎項。

2014 KSAF
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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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馬克‧福特Mark 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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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馬克‧福特

（Mark Ford）曾寫了許多首膾炙

人口的作品。曾經擔任「國際打擊

樂藝術協會」(PAS)會長的他，是

世界公認最傑出的擊樂教育家之一，

在各大國際音樂節或競賽中皆可看

見他的身影。

(圖5)凱‧史坦斯加 Kai Stensgaard

來自丹麥的凱‧史坦斯（Kai

Stensgaard）為六支琴槌馬林巴木琴

演奏先驅者之一，他以完美純熟的

技巧充分展現了「六支琴槌」渾厚

多變的特殊音色，廣受讚賞，世界

各地紛紛邀請他來演出。而他也為

六支琴槌創作多首曲目，許多世界

各地的擊樂家都曾演出過他的作品。

2014 KSAF
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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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IFMdhm
圖2、3、4： http://goo.gl/5YLnF6
圖5： http://goo.gl/EHQANb
圖6： http://goo.gl/lzQSeL

資料來源：
http://goo.gl/Lrz1e
http://goo.gl/2ODFNK
http://goo.gl/cgrajz

【【【【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演出資訊】】】】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世界傑出木琴獨奏家系列 103.05.30(五)19:30～21:00

皮可沙打擊樂團 103.05.31(六)19:30～21: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票價票價票價票價：：：： 400/600/800/1000/12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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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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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皮可沙打擊樂團》
(Percossa)

而在第二場，5／31(六) 的

節目中，演奏者為荷蘭皮可沙打

擊樂團（Percossa）。此樂團由

四位男性組成，他們擅長在表演

中將音樂與戲劇相結合，並融入

許多不同音樂節奏的元素，使表

演豐富生動有趣，緊緊抓住觀眾

的目光，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表

演團體之一。

2014 KSAF
台灣國際打擊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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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介紹

[XS3A 洪俞安/整理]

Cien año de soledad

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

問題是要怎麼喚起它的

靈性。

－－馬奎斯《百年孤寂》

(圖1) 《百年孤寂》中文版



Cien año de sole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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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寂》這本世界名著可以說是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一生中的代表作，除了被譯做多國語言暢銷全世界外，坐者

也因此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而這本書直到現在都不斷影響著文學界。

故事主要描述「邦迪亞家族」的子孫從第一代到第六代曲折轉合的

人生。作者以魔幻寫實的手法道盡書中人物性格的鮮明，用過去的背景

來想像未來的藍圖。書中的第一代主角－老邦迪亞（José Arcadio

Buendía）是個充滿想像力，及富靈性的人，在還沒遇到吉普賽人麥奎

迪（Melquiades）之前，他是個勤奮且有號召力的首領。當初他因為受

不了友人亞奎拉（Prudencio Aguilar）的譏諷，憤而在決鬥中殺了他，

但卻常在夜半時分看見他的亡靈，基於歉疚因而下定決心永遠離開故鄉，

並且帶著村民翻山越嶺，來到馬康多（Macondo）這個沼澤地，且在此

永久居住下來。《百年孤寂》這本書寫盡邦迪亞家族的興衰，在第三代

以前每個成員享盡榮華富貴，過著安逸舒適的生活，但卻因一位吉普賽

女人，透娜拉（Pilar Ternera）的到來，攪亂這一家平靜如水的生活。

她先是結識邦家的長子，亞克迪奧（José Arcadio），並且與他私通產

下一子－阿克迪亞（Arcadio）。隨後又與亞克迪奧的弟弟，小邦迪亞

（Colonel Aureliano Buendía）暗通款曲，生下約塞（Aureliano

José），由此便可窺知透娜拉就是造就邦家衰敗幻滅的導火線。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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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 año de soledad

故事背景和拉丁美洲悠久

的歷史脫離不了關係。在16、

17世紀時，西班牙人因為大航

海時代開啟，而佔據了許多領

土，其中拉丁美洲為最大一宗。

在當時的西班牙白人便與當地

的拉美原住民通婚，並且產下

名為「麥士蒂索」的後代。

「麥士蒂索人」對於自己的身

分價值極為衝突且矛盾，因為

他們同時兼具了殖民與被殖民

者的角色，雙重的身分使他們

對自己產生自我認同的不定感，

漸漸在了解自己身分的過程中，

迷失在孤獨的迷宮裡。

內容簡介

(圖2) 《百年孤寂》原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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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馬奎斯出生於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沿岸的亞拉卡塔卡

（Aracataca），母親伊奎蘭是鄉紳之女，但卻嫁給外地的電報郵員父

親，卡普里爾。身分的差距使外公堅決反對這樁婚事並將剛誕生的馬奎

斯給帶走，撫養直到他八歲。

「在我的記憶裡，最深刻而生動的部分並不是人物，而是與外公外婆生

活的那段日子，住在亞拉卡塔卡的那棟房子，即使到了現在仍使我魂牽

夢縈。」 在馬奎斯小的時候，外祖父常將外面的世界口述給他聽，迷

信的外祖母則板著臉，說一些死人鬼怪的聽聞給馬奎斯聽。因此，在幼

年期間受到祖父母的影響，馬奎斯慢慢累積了虛擬魔幻的想像力以及創

造力。「當時我只知道口袋裡沉甸甸的，多年之後我才發覺原來那都是

黃金！」

(圖3) 馬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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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在於你活過什麼，而在於你記得什麼，並靠你所記得的說

出生命的故事。」(La vida no es la que uno vivió, sino la que una 

recuerda y cómola recuerda para contarla.)

步入晚年後的馬奎斯得了淋巴癌，並且罹患阿茲海默症，身體狀況

大不如前他，漸漸停筆寫作了。在馬奎斯壯年時期，除了寫過《百年孤

寂》這本曠世巨作外，還有幾部也享有盛名的小說例如：《一個海上遇

難者的故事》（Relato de un náufrago）《沒人寫信給上校》（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以及在1985年發表長篇小說《霍亂時

代的愛》又名《愛在瘟疫蔓延時》（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而馬奎斯在寫《遇》書之初，因為揭發海軍走私的弊案，處

0000000000000000000000境危險，險遭暗殺。後來擔任報社特派員，遠

赴 0000000000000000000走歐洲，在《霍》書中，他以雙親的愛情歷程

作為000000000000000000此書的典型。

(圖4)《霍亂時
代的愛》電影
劇照

(圖5)《一個海上遇難者的故事》

在1982年，也就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

獎的那年，故鄉哥倫比亞舉國歡騰，萬人

空巷，而且還以廣播向全國奉送這則重要

消息。隨後，馬奎斯立刻用獎金創辦報紙，

這一年，他站在尼加拉瓜革命的立場，並

且完成電影劇本《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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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百年孤寂》的過程中，很難讓人

不聯想到《紅樓夢》這本書，故事背景同樣

的都是從興盛轉為衰敗，人物之間複雜的關

係同樣也讓讀者們需要一張清晰的家系圖來

分別，而故事最終也都不是以好結尾收場。

在《百》書中，每個人都有特定的一種

執著而讓自己最終陷入在孤獨的泥淖中。在

第一代的老邦迪還沒有認識吉普賽人，麥奎

迪之前，是個勤奮且井然有序的男人。

好書介紹Cien año de soledad

後來因「煉金術」變得像著了魔發了狂一般，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探究宇

宙中的浩瀚，他知道有一個機器可以照出人在剎那中的樣子，那叫做相

機；一個透出涼氣的大固體，可以驅熱，那叫做冰塊，老邦迪亞熱切的

著迷於尚未被發掘的未知，但無奈於宇宙浩瀚，人生命卻有限，邦迪亞

在兩者之間作抗衡終卻不得及其所有，他的晚年時分，因行為瘋癲，被

子孫們綁在樹下終老死去。雖然有很多人將重點放於老邦迪亞的子孫們

像是亞克迪奧或小邦迪亞的身上，認為他們之所以會是悲劇主角是因為

權力的執著，愛情的執著抑或是本身執拗的個性所致，但某個角度來看，

老邦迪亞固執鮮明的個性，象徵著無法盡知對這大千世界的孤寂。

讀者迴響

資料來源:
http://goo.gl/Tbf3mm

http://goo.gl/GFL7WV

http://goo.gl/ii1zPd

(圖6) 《紅樓夢》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VeQSLL
圖2：http://goo.gl/slxPUi
圖3：http://goo.gl/aeK5us

圖4：http://goo.gl/aX0hRG
圖5：http://goo.gl/HTPAuB
圖6：http://goo.gl/n2z0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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