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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WHATWHAT’’S INS IN

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P03P03P03P03

◇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2009200920092009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 P05P05P05P05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P06P06P06P06

◇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 P07P07P07P07

◇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P11P11P11P11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P03P03P03P03

◇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2009200920092009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 P05P05P05P05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P06P06P06P06

◇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最接近童話的地方 P07P07P07P07

◇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P11P11P11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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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歐盟園區服務學習志工招募!!

歐盟園區將於近期招募下學期服務志工歐盟園區將於近期招募下學期服務志工歐盟園區將於近期招募下學期服務志工歐盟園區將於近期招募下學期服務志工，，，，

請舊雨新知趕快行動搶先登記請舊雨新知趕快行動搶先登記請舊雨新知趕快行動搶先登記請舊雨新知趕快行動搶先登記！！！！

詳情請洽歐盟園區網站詳情請洽歐盟園區網站詳情請洽歐盟園區網站詳情請洽歐盟園區網站：：：：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home.phtml



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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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期末志工大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2/31(三三三三)  12:10~14: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歐盟園區開放空間歐盟園區開放空間歐盟園區開放空間歐盟園區開放空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期未工作檢討期未工作檢討期未工作檢討期未工作檢討，，，，現場並備有餐點現場並備有餐點現場並備有餐點現場並備有餐點，，，，以感以感以感以感
謝志工對園區的付出謝志工對園區的付出謝志工對園區的付出謝志工對園區的付出。。。。並開放寒假及並開放寒假及並開放寒假及並開放寒假及
97學年度下學期志工優先招募學年度下學期志工優先招募學年度下學期志工優先招募學年度下學期志工優先招募。。。。

＊＊＊＊歡迎各位志工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志工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志工踴躍參加歡迎各位志工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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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文藻歐盟園區

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歐盟莫內計畫20092009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年甄選
2009年歐盟莫內計畫甄選年歐盟莫內計畫甄選年歐盟莫內計畫甄選年歐盟莫內計畫甄選，，，，請相關系所踴躍名參加請相關系所踴躍名參加請相關系所踴躍名參加請相關系所踴躍名參加，，，，以擴大歐盟整合研以擴大歐盟整合研以擴大歐盟整合研以擴大歐盟整合研
究究究究，，，，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關係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關係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關係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關係。。。。

歐盟莫內計畫旨在促進全球各高等教育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的相關教學歐盟莫內計畫旨在促進全球各高等教育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的相關教學歐盟莫內計畫旨在促進全球各高等教育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的相關教學歐盟莫內計畫旨在促進全球各高等教育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的相關教學、、、、
研究與反思研究與反思研究與反思研究與反思。。。。

莫內計畫為歐盟終身教育學習計畫下之子計畫莫內計畫為歐盟終身教育學習計畫下之子計畫莫內計畫為歐盟終身教育學習計畫下之子計畫莫內計畫為歐盟終身教育學習計畫下之子計畫，，，，該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考該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考該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考該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考
歐盟執委會相關網站歐盟執委會相關網站歐盟執委會相關網站歐盟執委會相關網站：：：：http://ec.europa.eu/education/liflong-learning-
programme/doc88_en.htm或或或或
http://eacea.ec.europa.eu/llp/jeanmonnet.index_en.htm

莫內計畫由歐盟執委會教育莫內計畫由歐盟執委會教育莫內計畫由歐盟執委會教育莫內計畫由歐盟執委會教育、、、、視聽視聽視聽視聽、、、、文化執行署負責執行文化執行署負責執行文化執行署負責執行文化執行署負責執行，，，，2009年申請年申請年申請年申請
案將於案將於案將於案將於98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3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日截止報名，，，，申請表件可自以下網址下載申請表件可自以下網址下載申請表件可自以下網址下載申請表件可自以下網址下載：：：：
http://eacea.ec.europa.eu/llp/ajm/2009/application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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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歐盟訊息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6666

◎德國兩快遞員偷蛋糕，意外揭發客戶個資外流案

◎德記憶體大廠奇夢達獲紓困，危機未除

◎匯豐銀主管，倫敦豪華旅館自縊

◎比總理為富通銀行案辭職，前總理組過渡政府

◎自調度數眼鏡盼能造福全球10億窮人

◎自責誤入馬多夫騙局，歐洲投資經理人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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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

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文章來源：tw.myblog.yahoo.com/jw!v8sZG6yFBAT6dzZDbKAl/article?mid=3343
7777



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

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8888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易二世身處於君主權力當道的年代，他不滿於自己
徒有名啣的身份，時常與內閣中的長老意見相悖。當
時他與著名作曲家瓦格納的交往因過度揮霍、公私不
分而遭內閣人士與人民的強烈反對。瓦格納的最終被
迫離開慕尼黑，使路易二世愈加厭惡慕尼黑，而傾心
於巴伐利亞山區，一個讓他感到快樂與自在的世界。

新天鵝堡

路易二世夢的世界 一個專屬於美的世界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tw.myblog.yahoo.com/jw!v8sZG6yFBAT6dzZDbKAl/article?mid=3343 blog.udn.com/zeelandia/93431



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

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易二世在22歲那年，於婚禮兩天前突然宣佈解除與巴伐利
亞公主蘇菲的婚事，此後一生未娶。由於得不到世人的了解，
從此他便躲自己的世界中，不輕易拋頭露面，致力於創造自己
的童話世界。
1869年，在巴伐利亞南部的天鵝堡遺址上，路易二世勾勒出自
己的夢的世界———新天鵝堡。
城堡內充滿了路易二世策劃與設計的思想：鋪張與絢麗。城堡
內不乏以天鵝為主題的裝飾。對路易二世而言，天鵝象徵著純
潔，於是，從壁畫、門的把手到浴盆都可以看到天鵝美麗的身
影。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tw.myblog.yahoo.com/jw!v8sZG6yFBAT6dzZDbKAl/article?mid=3343

9999



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德國新天鵝堡

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最接近 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童話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天鵝堡是路易二世一個未完成的夢。
1886年6月13日，在醫藥委員會宣佈路易二世
患有精神病的5天後，路易與古登醫生被人發
現死在湖邊，得年41歲。路易的死給他的家
人留下了1400萬馬克的債務，也給世人留下
了未完的夢（路易二世死後工程隨之停
止）。一直到上個世紀，人們還是將建造新
天鵝堡斥為愚蠢行為。
如今德國人把路易二世的夢變成了現實，耗
費鉅資建成的新天鵝堡成為德國旅遊業賺錢
的大戶，德國最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ww.travelrich.com.tw/members/europe/index.aspx?Blog_Class_id=5

zerobell.pixnet.net/blog/post/14555104 mochaocean.pixnet.net/blog/category/1268670

完完完完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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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www.dctechtrend.com/images/lu-flag.jpg

images.tuniu.com/images/2006-09-16/a/ag21aEh5R8L42c0il.jpg

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08/content_2191261.htm
大地瑰寶河谷高地上的古堡城盧森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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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古城小國

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1212121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6%A3%AE%E5%A... country.bridgat.com/images/Luxmbo11.gif

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LuxembourgLuxembourg，，，，一個夾在三個強大國家之間的小國一個夾在三個強大國家之間的小國一個夾在三個強大國家之間的小國一個夾在三個強大國家之間的小國，，，，東與德東與德東與德東與德

國毗鄰國毗鄰國毗鄰國毗鄰，，，，南與法國交界南與法國交界南與法國交界南與法國交界，，，，西北與比利時接壤西北與比利時接壤西北與比利時接壤西北與比利時接壤，，，，面積面積面積面積2,5862,5862,5862,586平方公平方公平方公平方公

里里里里，，，，人口大約人口大約人口大約人口大約47.647.647.647.6萬人萬人萬人萬人。。。。盧森堡是歐洲現今唯一的大公國盧森堡是歐洲現今唯一的大公國盧森堡是歐洲現今唯一的大公國盧森堡是歐洲現今唯一的大公國，，，，實行實行實行實行

君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制，，，，元首稱為大公元首稱為大公元首稱為大公元首稱為大公。。。。因為盧森堡成為獨立國家之前因為盧森堡成為獨立國家之前因為盧森堡成為獨立國家之前因為盧森堡成為獨立國家之前, , , , 統統統統

治者是比利時王國的一個小公國治者是比利時王國的一個小公國治者是比利時王國的一個小公國治者是比利時王國的一個小公國，，，，而不是一個王國型態而不是一個王國型態而不是一個王國型態而不是一個王國型態，，，，因此因此因此因此，，，，

其統治者只能叫其統治者只能叫其統治者只能叫其統治者只能叫「「「「大公大公大公大公」，」，」，」，不能稱國王不能稱國王不能稱國王不能稱國王。。。。盧森堡地處各國之間盧森堡地處各國之間盧森堡地處各國之間盧森堡地處各國之間，，，，

在軍事及戰略地位上極為重要在軍事及戰略地位上極為重要在軍事及戰略地位上極為重要在軍事及戰略地位上極為重要，，，，因此也成為各國併吞的對象因此也成為各國併吞的對象因此也成為各國併吞的對象因此也成為各國併吞的對象，，，，權權權權

力不時易主力不時易主力不時易主力不時易主，，，，常受到外族紛擾不安的征戰和統治常受到外族紛擾不安的征戰和統治常受到外族紛擾不安的征戰和統治常受到外族紛擾不安的征戰和統治，，，，盧森堡的歷史盧森堡的歷史盧森堡的歷史盧森堡的歷史

可以說是一部被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被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被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被侵略與反侵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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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首都盧森堡市首都盧森堡市首都盧森堡市首都盧森堡市，，，，正式歷史記載是在西元正式歷史記載是在西元正式歷史記載是在西元正式歷史記載是在西元693693693693年出現年出現年出現年出現，，，，當時名為當時名為當時名為當時名為

LucilinburhuLucilinburhuLucilinburhuLucilinburhu，，，，意思為建築在岩石上的城堡意思為建築在岩石上的城堡意思為建築在岩石上的城堡意思為建築在岩石上的城堡。。。。整個城市沿著大峽整個城市沿著大峽整個城市沿著大峽整個城市沿著大峽

谷兩側丘陵而建谷兩側丘陵而建谷兩側丘陵而建谷兩側丘陵而建，，，，為一河谷中的城市為一河谷中的城市為一河谷中的城市為一河谷中的城市，，，，市區被阿爾傑特河市區被阿爾傑特河市區被阿爾傑特河市區被阿爾傑特河AlzetteAlzetteAlzetteAlzette

和貝特留斯河和貝特留斯河和貝特留斯河和貝特留斯河PetrussePetrussePetrussePetrusse圍繞劃分為舊區和新區圍繞劃分為舊區和新區圍繞劃分為舊區和新區圍繞劃分為舊區和新區，，，，兩區間約有兩區間約有兩區間約有兩區間約有100100100100多多多多

座大小橋樑把兩區連接起來座大小橋樑把兩區連接起來座大小橋樑把兩區連接起來座大小橋樑把兩區連接起來，，，，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於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於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於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於1966196619661966

年年年年，，，，長長長長355355355355米米米米、、、、寬寬寬寬25252525米米米米、、、、高高高高85858585米的女大公夏洛特橋米的女大公夏洛特橋米的女大公夏洛特橋米的女大公夏洛特橋Pont Grande Pont Grande Pont Grande Pont Grande 

Duchesse CharlotteDuchesse CharlotteDuchesse CharlotteDuchesse Charlotte，，，，橋架全是鋼鐵結構橋架全是鋼鐵結構橋架全是鋼鐵結構橋架全是鋼鐵結構，，，，十分壯觀十分壯觀十分壯觀十分壯觀，，，，另一座橋另一座橋另一座橋另一座橋

為建於為建於為建於為建於1930193019301930年年年年，，，，長長長長221221221221米的阿道爾夫橋米的阿道爾夫橋米的阿道爾夫橋米的阿道爾夫橋Pont Pont Pont Pont AdolpheAdolpheAdolpheAdolphe。。。。

1313131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zh.wikipedia.org/wiki/%E5%8D%A2%E6%A3%AE%E5%A... country.bridgat.com/images/Luxmbo11.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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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座橋又被稱作新橋與老橋這兩座橋又被稱作新橋與老橋這兩座橋又被稱作新橋與老橋這兩座橋又被稱作新橋與老橋，，，，

互相相對而立互相相對而立互相相對而立互相相對而立。。。。

盧森堡也在世上富有盧森堡也在世上富有盧森堡也在世上富有盧森堡也在世上富有「「「「歐洲綠色歐洲綠色歐洲綠色歐洲綠色

心臟心臟心臟心臟」」」」之名之名之名之名，，，，因全國森林有因全國森林有因全國森林有因全國森林有900900900900多多多多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平方公里，，，，佔領土面積的三分之佔領土面積的三分之佔領土面積的三分之佔領土面積的三分之

一以上一以上一以上一以上，，，，全境都處於這種景色迷全境都處於這種景色迷全境都處於這種景色迷全境都處於這種景色迷

人的綠色風景裡人的綠色風景裡人的綠色風景裡人的綠色風景裡。。。。

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www.panoramio.com/photo/122680 www.flickr.com/photos/99364142@N00/225167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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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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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6/28/xinsrc_57206022814364842058236.jpg

盧森堡素有盧森堡素有盧森堡素有盧森堡素有「「「「千堡之國千堡之國千堡之國千堡之國」」」」之稱之稱之稱之稱，，，，源自梵澤二世源自梵澤二世源自梵澤二世源自梵澤二世WenWenWenWenzel IIzel IIzel IIzel II開開開開

始始始始，，，，當時他建造出一系列由堡壘當時他建造出一系列由堡壘當時他建造出一系列由堡壘當時他建造出一系列由堡壘、、、、石橋石橋石橋石橋、、、、及地下及地下及地下及地下工事構成的工事構成的工事構成的工事構成的

防禦系統防禦系統防禦系統防禦系統，，，，如今也被聯合國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如今也被聯合國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如今也被聯合國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如今也被聯合國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梵澤之路梵澤之路梵澤之路梵澤之路。。。。

盧森堡一直是各國想佔領的重要堡壘盧森堡一直是各國想佔領的重要堡壘盧森堡一直是各國想佔領的重要堡壘盧森堡一直是各國想佔領的重要堡壘，，，，在短短在短短在短短在短短四百多年期四百多年期四百多年期四百多年期

間間間間，，，，被法被法被法被法、、、、西西西西、、、、德德德德、、、、荷荷荷荷、、、、奧攻打或佔領過奧攻打或佔領過奧攻打或佔領過奧攻打或佔領過，，，，其其其其間也一直在此間也一直在此間也一直在此間也一直在此

地修築城牆和建造堡壘地修築城牆和建造堡壘地修築城牆和建造堡壘地修築城牆和建造堡壘，，，，其中以貝克岩堡其中以貝克岩堡其中以貝克岩堡其中以貝克岩堡CasCasCasCasematesematesematesemates dudududu

BockBockBockBock最為出名最為出名最為出名最為出名，，，，當時盧森堡城內面積不過一當時盧森堡城內面積不過一當時盧森堡城內面積不過一當時盧森堡城內面積不過一百二十公頃百二十公頃百二十公頃百二十公頃，，，，而而而而

外面所有城堡與營壘總面積卻有一百八十公外面所有城堡與營壘總面積卻有一百八十公外面所有城堡與營壘總面積卻有一百八十公外面所有城堡與營壘總面積卻有一百八十公頃頃頃頃，，，，層層防護並層層防護並層層防護並層層防護並

且有且有且有且有28282828座城門要塞座城門要塞座城門要塞座城門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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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Luxembourg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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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www.wfcglw.gov.cn/news13.asp?id=1010

直到西元直到西元直到西元直到西元1867186718671867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11111111日日日日，，，，盧森堡才終於脫離被入侵的日子盧森堡才終於脫離被入侵的日子盧森堡才終於脫離被入侵的日子盧森堡才終於脫離被入侵的日子，，，，在在在在
倫敦簽訂的合約上倫敦簽訂的合約上倫敦簽訂的合約上倫敦簽訂的合約上，，，，確立了永久中立國的地位確立了永久中立國的地位確立了永久中立國的地位確立了永久中立國的地位，，，，並受到英並受到英並受到英並受到英、、、、
法法法法、、、、普普普普、、、、俄俄俄俄、、、、荷荷荷荷、、、、奧等國共同擔保盧森堡大公國在國際地位與奧等國共同擔保盧森堡大公國在國際地位與奧等國共同擔保盧森堡大公國在國際地位與奧等國共同擔保盧森堡大公國在國際地位與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而在過去所建立的高大堡壘和防禦工事都一一拆除而在過去所建立的高大堡壘和防禦工事都一一拆除而在過去所建立的高大堡壘和防禦工事都一一拆除而在過去所建立的高大堡壘和防禦工事都一一拆除，，，，只只只只
保部份留作為公園或遺蹟保部份留作為公園或遺蹟保部份留作為公園或遺蹟保部份留作為公園或遺蹟。。。。
現今的盧森堡現今的盧森堡現今的盧森堡現今的盧森堡，，，，是歐盟的發起國之一是歐盟的發起國之一是歐盟的發起國之一是歐盟的發起國之一，，，，歐洲許多共同組織或機歐洲許多共同組織或機歐洲許多共同組織或機歐洲許多共同組織或機
構皆建立在此構皆建立在此構皆建立在此構皆建立在此，，，，如如如如「「「「歐洲法院歐洲法院歐洲法院歐洲法院」、「」、「」、「」、「歐歐歐歐洲審計會洲審計會洲審計會洲審計會」」」」和和和和「「「「歐洲歐洲歐洲歐洲投投投投
資銀行資銀行資銀行資銀行」，」，」，」，並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並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並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並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GDPGDPGDPGDP。。。。

完完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