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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本學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歐洲主題專欄》從「小」出發，為讀者們

介紹歐洲的小國，自前兩期的摩納哥與列茲敦士登出發，如今來到西班牙與

法國交界的安道爾。依 1933 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與義務公約》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所載，國家作為

國際法人應具備以下的資格：由人民組成之團體、確定的領土、有效的政府、

具備與其他國家從事交往之能力。 

依此定義之下，未擁有自己的貨幣、機場、官方銀行和郵政系統、使用

歐元作為貨幣、領土面積僅約467平方公里的安道爾，部分內政需求由西班牙

與法國協助，在擁有國家主權並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之下，1993年加入聯合

國，成為一獨立自主的國家。 

為維護國家主權並保護國內經濟，在面對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定簽署時

更需謹慎評估，本期《新聞深度報導》以《加拿大與歐盟全面經濟與貿易

協定》(CETA)遭比利時瓦隆尼亞(Wallonia)議會否決，最後終於塵埃落定簽

屬的過程為報導主題，「開放vs.保護」為單選題或具辯論層次的申論題，實

為我們該思考的議題。 

更多有趣、多元的歐洲文化與社會議題，都在本期的電子報中，希望您

們會喜歡。 

Instinct is older than paper, wilder than words. 
- Jean Hegland 



 倫敦機場傳化學事件 500人撤離 

https://goo.gl/jIP2Lp (聯合新聞網 10月23日) 

 

 歐盟加拿大簽自貿協定 德法院點頭

https://goo.gl/RWwULn (Rti中央廣播電台 10月13日) 

 

 CETA卡關 歐盟限比利時 周五前解決 

https://goo.gl/XnGuAe (中時 10月20日) 

 

 法俄對敘利亞問題歧見深 蒲亭取消訪法 

https://goo.gl/Mmtvtj (大紀元 10月12日) 

 

 美義領袖相見歡 政治經濟問題如影隨形

https://goo.gl/VVP2dS  (中央社 10月19日) 

 

 蒙特內哥羅大選 親西方執政黨預料獲勝

https://goo.gl/vh5KEK (Rti中央廣播電台 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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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雙週新聞 

https://goo.gl/jIP2Lp
https://goo.gl/RWwULn
https://goo.gl/XnGuAe
http://goo.gl/DRmrgn
https://goo.gl/Mmtvtj
https://goo.gl/Mmtvtj
https://goo.gl/VVP2dS
https://goo.gl/vh5KEK


新聞深度報導 

什麼是CETA？ 

        CETA(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譯為《加拿大

與歐盟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是加拿大與歐盟基於2008年的聯合研究《歐

盟與加拿大經濟夥伴關係的成本和收益評估》(Assess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Closer EU-Canada Economic Partnership)成果下的產物，並於

2009年5月啟動談判機制。CETA目的在於使加拿大與歐盟貿易管道更順暢以

及免去雙方往來的98%商品項目之關稅，並預期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以及經濟

體大幅成長。 

        歷時6年談判，終於在2014年8月6日雙方宣布已達成共識，並已在加國與

歐盟領袖高峰會上完成簽署，將於2017年年初正式生效。不料接近生效之時，

人口數僅360萬人的比利時法語區瓦隆尼亞(Wallonia)殺出程咬金，議員們獨

排眾議表態反對CETA。依據比利時憲法規定，聯邦政府所作的的任何政策協

議都必須由五個地方政府核准後才能實施。而讓CETA順利上路，得要28個歐

盟會員國全部支持才可執行，如今卻因為比利時地方政府的反對造成協議暫

時停擺。究竟CETA和歐盟有什麼愛恨糾葛? 以下表格大略介紹CETA的優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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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CETA之官方圖示 

什麼是CETA? 



新聞深度報導 

CETA對歐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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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缺點 

免關稅後，預計替歐盟省下每年5億

歐元的出口關稅，並增加120億歐元

的利多，使加歐兩大經濟體大幅成長

20%。 

98%商品項目去除關稅恐造成歐盟產

品競爭力下滑，衝擊本土產業及服務

業等。 

 

 

 

解決原物料需求，提供歐盟穩定的原

物料(汽車、高科技產業等)來源及價

格。 

附屬在CETA協約的ISDS (投資人對

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恐造成外資勢力

大於當地政府。若投資人所追求之利

益與地主國所追求之健康、環境及其

他公共利益相衝突時，恐侵蝕國家自

主政策決策之權利，進而影響國人的

福利及環境等。 

拓展歐盟對外市場，創造更多就業機

會。 

條文大多受惠大企業或跨國企業，恐

危及中小企業之生存空間。 

(專業、服務)人力互享、認可雙方專

業領域資格。 

ACTA(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

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納

入CETA之智慧財產權爭議問題。 

雙方往來免簽證。 原產地定義、牛肉與乳酪配額、農產

品產定標示規則之爭議問題。 

(表1) CETA對歐盟之優缺點 

什麼是CETA? 



新聞深度報導 

CETA對歐盟的影響 

在這個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不得不想盡辦法拉攏彼此的關係，無不

是為了確保出口市場的穩定及商品的競爭力。歐盟願意簽署CETA主因是對

原物料的需求升高，再加上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及豐富的天然資源，

恐造成西方國家地位之動搖。此時加國與歐盟的貿易協定正好成了互補作

用，歐洲有卓越的工程技術，而加國是採礦和冶金的領頭者，並含有豐富

的礦物。如此一來不僅雙方得利，也能抗衡興起的中國。 

然而CETA並不全然美好，如前頁表格顯示，CETA協定中爭議最大的

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恐使跨國公司權力大於政府。這就代

表若投資者販售之食品或商品等有違當地法條，但產品本身無違反CETA條

款的話，則投資者可提告該國政府要求賠償或修正當地法規。如此一來便

會侵蝕國家政策自主權，造成歐盟對環境及人民福利的準則門戶大開，這

正是反對者的憂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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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反對TTIP及CETA之抗議活動 

什麼是CETA? 



新聞深度報導 

ISDS之隱憂 

起先是歐盟近期與美國談判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中含有的ISDS條款引起

大眾譁然，並引發民間組織的示威抗議行動，使得低調進行談判的CETA

以及裡頭原本反對聲浪不大的ISDS也漸漸引起注意。歐盟擔心即使拿掉

TTIP中的ISDS條款，美國企業依然可以利用CETA適用的ISDS條款以及

設置在加拿大的分公司，滲入歐盟、對歐盟控訴。 

而比利時法語區瓦隆尼亞(Wallonia)擔心的其實就是最基本的問題：

衝擊本土產品競爭力、過度保護跨國企業之利益。當地議員擔心一旦執行

CETA，將直接威脅到當地的服務業及農業，並降低社會福利標準。除了

瓦隆尼亞表示反對之意，許多NGO組織從一開始就不斷質疑CETA的公

平性且發起許多抗議活動。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也指出問題所在，

擔心從此以後經濟利益將優先於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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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比利時法語區瓦隆尼亞(Wallonia)首長馬格內特(Paul Magnette) 
反對CETA之政治人物 

什麼是CETA?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s://goo.gl/ZR1jGp   
https://goo.gl/RqjM0o  
https://goo.gl/n6L4Wq  
https://goo.gl/OmlzeV  
https://goo.gl/3BrKKo  
https://goo.gl/MNPJqI  
https://goo.gl/yTNa5D  
https://goo.gl/NzD81O  
https://goo.gl/pEy7iY  
https://goo.gl/W6F4tt  
https://goo.gl/pPTF8O 
https://goo.gl/K1ljXQ   
https://goo.gl/Tb4gO0  

圖片來源： 
圖1： https://goo.gl/YR6RjK 
圖2： https://goo.gl/q3uoFI  
圖3： https://goo.gl/KkM4eS 
圖4： https://goo.gl/SyT94h  
 
延伸閱讀： 
https://goo.gl/Y3cC8X  ISDS 
https://goo.gl/IIhVKS  ACTA 
https://goo.gl/tIA39f  反全球化運動 

曲折過程後，CETA終於簽署 

CETA、PPIT以及兩岸的服貿、貨貿等都屬全球化下的產物，雖然全球

化效應帶給人們無數方便，但迄今為止所創造的利益還是掌控在少數的跨國

企業手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擔憂全球化將造成國家主權和民主法治的衰退，

有失控之徵兆。 

而在經過比利時聯邦政府和地方議會馬拉松式協商後，比利時首相

Charles Michel表示，針對瓦隆尼亞的訴求已草擬了保障農民及政府權益共4

頁的附錄，終促使瓦隆尼亞議會於10月28日批准這項協議。 

經過長達7年的談判，當地時間10月30日，歐盟與加拿大終於由歐盟理

事會主席圖斯克(Donald Tusk)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代表，

於布魯塞爾簽署了歷史性的CETA。這不僅是英國脫歐公投後歐盟首次與G7

國家達成貿易協定，期待未來也將有效削弱加拿大對美國的經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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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反諷TTIP、CETA之插圖 

什麼是CETA? 

https://goo.gl/ZR1jGp
https://goo.gl/RqjM0o
https://goo.gl/n6L4Wq
https://goo.gl/OmlzeV
https://goo.gl/3BrKKo
https://goo.gl/MNPJqI
https://goo.gl/yTNa5D
https://goo.gl/NzD81O
https://goo.gl/pEy7iY
https://goo.gl/W6F4tt
https://goo.gl/pPTF8O
https://goo.gl/K1ljXQ
https://goo.gl/Tb4gO0
https://goo.gl/YR6RjK
https://goo.gl/YR6RjK
https://goo.gl/q3uoFI
https://goo.gl/q3uoFI
https://goo.gl/KkM4eS
https://goo.gl/KkM4eS
https://goo.gl/SyT94h
https://goo.gl/SyT94h
https://goo.gl/Y3cC8X
https://goo.gl/Y3cC8X
https://goo.gl/IIhVKS
https://goo.gl/IIhVKS
https://goo.gl/tIA39f
https://goo.gl/tIA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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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4A 許靜嘉/整理]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當你看著歐洲地圖時，你以為西班牙隔壁就是法國而已嗎？請再仔

細瞧瞧他們的邊界，你會發現，中間其實還存在一個迷你小國－安道爾

(Principat d‘Andorra)。位於庇里牛斯山(Pyrenees)東側的安道爾，總

面積467.63平方公里、人口僅85,082；以旅遊業為經濟重心，約占國內

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80%，並盛產雪茄，每年估

計有1,000萬遊客來訪；由於免徵收個人所得稅，亦有避稅天堂之稱；夾

在西、法兩國間，安道爾與兩者往來密切，也有合作關係。雖然為聯合

國的一份子，但安道爾並未加入歐盟，不過仍享有使用歐元之權利。 

(圖1) 安道爾國旗 

(圖2) 安道爾位置圖 

歐洲主題專欄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圖3) 境內的冬季十分適合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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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         

        因為受到地理位置關係影響，位於庇里牛斯山脈東側的安道爾，領土

多由崎嶇山地組成，最高山為科馬佩德羅薩山(Coma Pedrosa)，海拔高達

2,943公尺，全國平均海拔則是1,966公尺， 擁有高山與陸地氣候，年均溫

介於攝氏-2度到24度，因此冬季適合滑雪運動；涼爽夏季則是避暑勝地，

此外，對遊客來說，這裡也是採買免稅商品的好地方，而這些優勢造就了

安道爾旅遊產業的無限商機。 

歷史背景 
        西元80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Emperor Charlemagne)從摩爾人

(Moors)手中收復安道爾這塊區域並授予其憲章。查理大帝逝世後，查理

二世(查理大帝之孫)便將安道爾主權移交給西班牙加泰隆尼亞(Catalunya)

萊里達省(Lleida)內的烏爾赫爾縣(Urgel)，因此，加泰隆尼亞語就成了安

道爾的官方語言，直至今日。西元1133年，烏爾赫爾把其割讓給烏爾赫爾

主教，西元1278年，法國與西班牙經過烏爾赫爾與主教繼承權之爭後，簽

署主權共享條約(Paréage)，就此與兩國結下不解之緣。到了1993年，公投

產生首章憲法，削弱了西法的勢力影響，國家政府成立(首都為老安道爾

Andorra la Vella)後加入聯合國，西、法也各自在安道爾設置大使館。隔

年1月，奧斯卡‧黎巴斯‧雷格(Òscar Ribas Reig)當選第一任總理。           

(圖4) 安道爾行政區劃分，老安道爾
(Andorra la Vella)為歐洲海拔最高國
家首都。 

歐洲主題專欄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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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現任首相安東尼‧馬蒂 
(Antoni Martí) 

政府體制 
        歷史演變的結果，使安道爾成為獨特的議會雙侯國制，由法國總統

(現任：法蘭索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與烏爾赫爾教區主教(現任：

祖安-恩里克‧維韋斯‧西西利亞 Joan-Enric Vives i Sicília)擔任安道爾大

公，雖未有太多權力，但年度預算表需經過其簽名方能生效。政府現任首

相安東尼‧馬蒂(Antoni Martí)，掌行政實權；立法權則歸政府和議會所

有。安道爾總委員會(Consell General d‘Andorra)為其國會，共有28-42名

成員，黨派包含主要的兩大黨：社會民主黨(Partit Socialdemòcrata)、安

道爾自由黨(Partit Liberal d’Andorra)及其他派別，每位任期4年，可連任

一次。如果元首對委員會不甚滿意，可請求大公解散委員會並安排新選舉；

另一方面，委員會也持有替換首相的權力，若超過1/4委員贊成彈劾案，

首相就得下台。 

(圖6,7) 法國總統法蘭索瓦‧歐蘭
德 (上)、烏爾赫爾教區主教祖安-
恩里克‧維韋斯‧西西利亞 (下)  

歐洲主題專欄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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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特色與西、法之間的關係 
        基於地理與政治因素，將安道爾塑造成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家。除了官

方語言加泰隆尼亞語外，人們也講西語、法語跟葡萄牙語。國內沒有軍隊，

只有警察以及小小的儀隊，國防安全由西班牙與法國共同負責，對外政策

則由法國代為處理；與西、法也有密切的進出口貿易關係；國內的郵政服

務也由西法兩國提供。在還沒使用歐元前，境內通行西班牙比塞塔(Peseta，

歐元尚未統一發行前)和法國法郎(Franc，也是未以歐元做單一貨幣前)，

這也代表，安道爾從未有過屬於自己國家的貨幣。交通方面，安道爾無設

置機場，因此必須穿越西班牙或法國進入。大眾媒體部分也是其特色之一，

可收看西法兩國的廣播或電視節目，而且多年來，它還是法國南部頗具影

響力的廣播電台Sud Radio的總部所在地。 

(圖8) 位於安道爾的Sud Radio總部 

歐洲主題專欄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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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盟間的協議 
        即使安道爾並非歐盟成員國，與歐盟間也存在特殊約定，例如歐盟授

權給安道爾鑄造及使用歐元之權利、享有免關稅的好處。歐洲經濟共同體

和其於1990年簽署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條約，除農產品外，其餘免關

稅。2004年的協議內提到，雙方未來將在環境、交通、文化、地區政策等

方面一起合作；同年三月，委員會開放安道爾、聖馬利諾(San Marino) 、

摩納哥(Monaco)進入歐盟單一市場。另外，歐盟也與安道爾有外交方面的

合作，會一同參與歐洲及全球議題，像是關於庇里牛斯山脈的區域政策、

歐盟和安道爾外交代表亦定期聯繫位於各地的世界性機構，以達到訊息互

通，國外、安全及人權政策上的處境協調的目標。日前，歐盟再度與其簽

署一份財政透明化協議，旨在預防歐洲人民藏私錢在安道爾，合約將於

2018年生效，到時候安道爾會與成員國互通銀行帳戶的資訊，抑止逃稅之

非法行徑發生。 

(圖9) 安道爾雖不是歐盟會員之一，卻與歐盟有許多接觸 

歐洲主題專欄 西、法兩國的共同好友：安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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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eugLC2  
圖2：https://goo.gl/WURTuv  
圖3：https://goo.gl/N1kjJd  
圖4：https://goo.gl/oT2AK2  
圖5：https://goo.gl/O55b6J  
圖6：https://goo.gl/MVbl7P  

資料來源： 
https://goo.gl/7RZ1db   
https://goo.gl/rWdnHm   
https://goo.gl/eugLC2   
https://goo.gl/lJU9KV 
https://goo.gl/5q8vuJ 
https://goo.gl/rfBOsz  
https://goo.gl/Yp3sh6  
https://goo.gl/MVbl7P  
https://goo.gl/E39FWQ 
https://goo.gl/QDMPUV 
https://goo.gl/QnT49f  

獨一無二的安道爾 

特色一覽表 

1. 世界第16名面積最小的國家，僅180平方英里。 

2. 全球唯一實施「議會雙侯」政府體制的國家。 

3. 世界上唯一將加泰隆尼亞語(Català)視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4. 老安道爾(Andorra la Vella)為歐洲海拔最高首都(1,023公尺)。 

5. 雖未加入歐盟，卻與其有特殊協議及密切往來；與西法交情甚好。 

6. 國內沒有設立機場，因此須經由西班牙或法國進入。 

7. 沒有國家銀行，所以如果要貸款只能到私人銀行辦理。 

8. 從未擁有過自己的貨幣，現使用歐元，過去則通用法郎和比塞塔。 

9. 無郵政系統，由西、法兩國提供郵政服務。 

10. 全球唯一實施三種教育體制(西、法、安道爾)的國家。 

        雖屬小國，安道爾卻也發展出獨樹一幟的文化和優勢，不僅在國際間

佔有一席之地，亦讓人印象深刻。下次若有機會到西、法旅行，讀者們不

妨去安道爾走走，親自體驗其美景與人文氛圍。 

https://goo.gl/rP2iVw  
https://goo.gl/O4lA9K  
https://goo.gl/mM47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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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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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https://goo.gl/OTyhLD  
圖9：https://goo.gl/QnT49f  
背景圖：https://goo.gl/lBBH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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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世界氧氣 5G 
將統合全球產業 

． 

歐盟學術專欄 

[XG4A 王新雅/整理] 

數位世界氧氣5G，將統合全球產業 

  現在大家都知道越快的網路運算速度能使得自動化運算更加準確，因

此在等各方面結合5G頻寬技術成了最重要的基礎建設之一，更是全球互

相競爭的熱門領域。 

2014年的移動通訊大展，一台挖土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此為瑞典的

易利信(Telefonaktiebolaget L. M. Ericsson)為了介紹移動網路遠端遙控所

製作的示範裝置，兼具物聯網(網際網路、傳統電信網等資訊承載體，讓

所有能行使獨立功能的普通物體實作互聯互通的網路)和自動化概念，甚

至應用了VR虛擬實境頭盔作為輔助工具，有了移動網路，就不必頂著烈

日在施工現場操作挖土機，坐在家裡或辦公室，就可以遙控10公里外或是

半個地球外的挖土機，操作者還可以帶著虛擬實境頭盔，實況監測挖掘地

點以及深度，但看似完美的解決方案，影像顯示有100毫秒的訊號延遲，

就算提升一半的效能，影像延遲還是太長，如果要提升到4K或8K畫質，

顯然需要更快速的網路運算，而5G就是答案。 

        至今，距離第一支4G智慧型手機問世至今，已有近5年沒有更新寬頻

世代，但隨著時間不停流逝，5G勢必將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

包括與5G相關產業的製造商們，電信業者、手機晶片製造商等，都準備

搶奪5G大餅。 

 

 (圖1) 瑞典電信設備製造商標誌，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到了
20世紀70年代，已成為國際電信行業的重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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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什麼？ 
        G(Generation)也就是世代的意思，而5G指的就是第5代行動通訊技

術。根據AT&T總裁史密斯(Bill Smith)表示，現在對5G的概念還沒有很

清楚，真正的規範要等到後年，也就是2018才能確定，而5G的標準將於

2019年由聯合國行動通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編寫成文。標準將定義哪些無線科技可稱為「5G」、5G有哪些特徵，

例如速度有多快。面對新科技，未來社會上將會充斥著與5G智慧住宅裝

置相關產品，且減少用電效能。 

  

5G會有多快？ 
        5G並不等於4G+1G，速度和穩定度都遠勝過現行網路，現行主流

的4G網路下載一部劇情片平均需要8分鐘，但是5G網速估計可達4G的

100倍以上，也就是說你可以「秒殺」一部HD高畫質影片，速度也較寬

頻網路(傳輸速度比較快的網路)還快；更重要的是5G將可以大幅改善4G

仍存在的訊號延遲，50毫秒到80毫秒的累格(lag)期望可提升到僅剩1毫

秒。 

網路連結就像是數位世界的氧氣，不論是無人車、無人機、智慧家

庭或是醫療等，構成物聯網一切的感應器、工業機械與家用電腦，幾乎

所有設備都需要無線網路連結，5G技術將扮演實踐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縮寫IoT)的重要角色。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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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如何運作？ 
        根據天下雜誌所言：「許多進行5G實驗都在高達73,000MHz的超高

頻下進行。目前的手機網路訊號大約在700到3,500MHz。高頻訊號的優

勢，是能提供速度極快的檔案速度，缺點則是它們走的距離短上許多。

這表示，必須在每座路燈、建築物、家庭甚至每個房間裡，放置數萬甚

至數百萬個迷你蜂窩塔(基地臺)。」假設5G架設如此不易，這絕對是很

嚴重的問題，這也是為何5G市場仍需要等待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如何解決

問題。想像一下，市中心或是先進地區，擁有多功能且高速處理資料的

5G是最棒的選擇，一旦你離開那裡，你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放數百萬個

迷你蜂窩塔，因此近期我們還得依靠4G過生活。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2020年5G除基本簡訊和上網，將升級播放超高畫質和3D
影片，以及連接智慧住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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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運營商發布「5G宣言」 

前幾個月，包括英國電信、德國電信、義大利電信、沃達豐集團

(Vodafone Group PLC)在內的17家歐洲電信運營商發布了「5G宣言」

(5G Manifesto)，承諾將於2020年前在歐洲每個國家的至少一座城市推出

5G網絡，但前提是各國政府必須弱化於今年4月30日生效的「網路中立性」

(Net Neutrality)規則。 

「5G宣言」是一份長達7頁的文件，詳細描述了這些公司如何在未來

幾年內在整個歐洲部署5G網絡。同時也警告歐盟監管部門，必須確保一

個開放的網際網路，鼓勵各國政府弱化監管規定。 

歐盟的「網路中立性」規則旨在規範不公平封鎖、付費購買Web流量

而優先使用等現象。但另一方面，歐洲電信營運公司則表示，網絡中立性

政策增加了投資報酬的不確定性，可能使投資人有所顧忌而延後下注；除

非負責機構抱持積極態度並修正其規定，才能挽回投資者的信心。此外，

5G網路還存在一個更大的矛盾點：它可依據不同的服務調整其容量及延

遲速度，因此，按照現有的所有流量必須被公平對待的網絡中立管制規定，

5G營運商將很容易碰壁。 

其實歐盟在去年已否決了保護網路中立的修正案，現行的法案雖然規

定業者提供無差別的傳輸待遇，但仍有例外，例如自駕車或醫療設備可使

用專用的快速網路，電信業者喊話的目的在於希望歐盟持續反對更嚴格的

網路中立法案，並進一步鬆綁相關法案，允許業者針對不同的應用或服務

提供不同品質的頻寬，推動新一代5G網路的創新發展。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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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每日頭條」網站報導指出，為能更有效處理數據業務，電信企

業不斷努力尋求新方法來應對，也基於移動技術在經過每代更新後，效率

會更高而費用相對低的情況下，網路中立性的概念並不會讓歐洲17家電信

營運商就此對5G的投資怯步。 

        歐盟方面會在今年推出5G的行動計劃，預計秋季實施，日前為了這

項即將付諸行動的方案，歐盟正著手公眾諮詢以利往後計劃的執行。 

        歐盟數字經濟與社會事務(Digitale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專員

岡瑟‧歐廷格(Günther Oettinger)表示5G宣言是歐盟準備推出的計畫一大

重點，因為成員國們將於2020年共同攜手創造一個把5G廣泛運用在製造

業、醫療、能源、汽車及媒體等數字產業的嶄新世界。 

歐盟學術專欄 

(圖3) 5G未來發展   19 

數位世界氧氣5G，將統合全球產業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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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G競速 台灣要進領先群 
                 5G時代以前，台灣若要開發產品都必須根據他國標準規格模仿產品，

只能永遠當追隨者。且在4G那一役，台灣賭的是全球互通微波存取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縮寫為WiMAX)，該

技術為高速無線數據網路標準，而非長期演進技術(LTE，Long Term 

Evolution)，應用於手機及數據卡終端的高速無線通訊標準，正所謂，一

失足成千古恨，台灣必須為痛失LTE市場付出慘痛代價。因此台灣下定決

心密切參與所有5G標準訂定的過程，根據《聯合財經網》所述：「其中最

關鍵也最具挑戰性的是：如何把每單位體積的無線通訊容量在4G的基礎上

增加1,000倍。」目前台灣雖有幾項不錯的發現，但若真的要跟其他國家相

比，光是研發團隊人數就落後一大截。 

前幾個月裡，雖然相關科技產業不斷宣告擁有新產品新技術，但事實

上5G技術仍需要研發時間，估計最快在2018年前才會正式發表相關新聞。

競逐全球5G市場的國家，其中包含：中國、韓國、日本、歐洲和美國等已

開發國家，都預定在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進行「試商用」產品展示與驗

證，台灣也不例外。台灣不是沒有能力，若政府單位培養專業人才以及各

大公司相互合作等，仍有可能處於科技領先的行列。 

goo.gl/Ii9eBm 
goo.gl/sKgSXn 
goo.gl/CYZ1kb 
goo.gl/G71b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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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05年10月24日《TVBS新聞網》於網站上發布一篇關於《台1天廚餘

量可堆60座101》的報導。文中台大農經系教授徐世勛研究團隊指出，台灣

人1年廚餘總量至少373萬噸，平均1人1年浪費158公斤重的糧食，平均每天

丟掉450公克重的便當。其中，台灣零售業更是佔據全體總耗損量的六成以

上。原本在餐桌上美味的食物瞬間變成過氣明星。本篇簡單比較台灣與其他

國家的糧食產量，以身處之地台灣為例，檢視台灣廚餘問題，並提出改善建

議。綜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發表，闡述目前世界面臨的糧食危機。 

－－－－－－－－－－－－－－－－－－－－－－－－－－－－－－－－－

背景資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糧食生產快速。1950年至1984年，世界糧食

總量從6.3億增至18億噸。世界人口從25.1億增至47.7億，截止至今，美國人

口調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估計，在2012年全球人口已突破70億，

預計2040前，世界人口將達到80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表示，世界穀物

產量將創新高，達到25.69億噸。只是這麼多 

的糧食與人口，卻還是有許多人活在飢餓， 

讓人不禁問：「這些糧食都到哪裡去了呢？」 

 

註：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定義糧食為三 

大穀物，包括麥類、稻穀及粗糧。 

[UC3B 黃紀禎 /整理] 

飢餓遊戲 

(圖1) 糧食 

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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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資料所示，依據顏色的深淺代表著糧食生產噸

數的多寡，顏色越深，產量越高；以亞洲糧食供給量佔全域最高，幾乎

全區產量至少達90,382,447頓產量，唯中亞地區地處沙漠氣候，中間形

成強烈對比。 

  美洲、大洋洲生產總額也較為平均，歐洲略少。反觀非洲地區幾乎

全區趨近白色，不足2,690,153的糧食產量，僅有少數北非地區域內含有

河流，助益糧食產量。 

(圖2) 全球穀生產總量圖 

非洲 

美洲 亞洲 

歐洲 

大洋洲 

世界糧食生產量 

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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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以位處非洲北部的埃及為例，其穀物生產量達20,038,766噸，是非

洲國家生產量較高的地方；埃及同時為東北非人口最多的國家，尼羅河

不僅成為滋養農作物的泉源，水資源也吸引大量人口居住。 

  反觀其他非洲國家的糧食生產是一片慘白，平均介於12,288,071的

糧食生產量；糧食產量低於2,325,643的國家亦不在少數。與亞洲國家相

比，非洲國家糧食產出量少得可憐。 

  糧食產量受氣候、地域以及國情影響，非洲國家大多屬熱帶沙漠氣

候，天氣炎熱、水資源短缺，又因沙漠地形影響，很難大量生產糧食，

實為糧食短缺主因。 

非洲國家的糧食生產量 

(圖3) 非洲穀物生產總額  

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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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於2015年5月份發布的飢餓報告(United Nations 

annual hunger report)顯示，非洲仍有24個國家面臨糧食危機。平均每3

人就有1人處於飢餓，是九０年代的2倍。 

  同年2月，中國官方承認，大陸糧食浪費嚴重，在食材加工運輸環節

中，每年浪費的糧食達100億斤。而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生產大國變成糧食

進口大國。 

  不管是在中國或是飢餓問題嚴重的非洲國家，都面臨到人口與糧食

問題，如何應變成為現今重要的議題之一。 

現況 

(圖4) 非洲蘇丹兒童衝進糧食空投區，撿拾糧食。 

飢餓遊戲 



資料來源： 
https://goo.gl/CMhtyi 
https://goo.gl/2OXOuY 
https://goo.gl/imbXMl 
https://goo.gl/UQCTRz 
https://goo.gl/5RxsEp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IJZkjJ 
圖2：https://goo.gl/AM2mxF 
圖3：https://goo.gl/AM2mxF 
圖4：https://goo.gl/LT3Mnb 
圖5： https://goo.gl/5RxsEp  

世界觀點 

同年9月，美國傳出在聯合國午餐會上，美國廚師Dan Barber和前白

宮主廚Sam Kass為了提醒官員糧食問題開了份菜單，沙拉是用蔬菜、蘋果、

梨子的廢料和鷹嘴豆泥製作而成，強調現代飲食中的嚴重浪費，及其對氣

候變化的影響。 

糧食問題橫跨各國，除了將廚餘回收變成有機肥料、到期食物捐贈給

弱勢團體、成為牲畜的糧食以外，不妨試試進行二次改造，像兩名美國廚

師一樣，將眾人丟棄的廚餘做成美味的餐點吧！ 

25 

(圖5) 廚餘美食 

https://goo.gl/4G7t6z 
https://goo.gl/DTkvrD 
https://goo.gl/BXQb0e 
https://goo.gl/9YdJIl 
 

飢餓遊戲 

https://goo.gl/CMhtyi
https://goo.gl/2OXOuY
https://goo.gl/imbXMl
https://goo.gl/UQCTRz
https://goo.gl/5RxsEp
https://goo.gl/IJZkjJ
https://goo.gl/AM2mxF
https://goo.gl/AM2mxF
https://goo.gl/LT3Mnb
https://goo.gl/5RxsEp
https://goo.gl/BXQb0e
https://goo.gl/BXQb0e
https://goo.gl/BXQb0e
https://goo.gl/9YdJIl


校外藝文報導 

[UT2A廖敏惠/整理] 

 (圖1)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Wiener Sängerkn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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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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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Wiener Sängerknaben)位於奧地利(Austria)的維

也納(Vienna)，是由男童聲高音(boy soprano)和男童聲最高音(boy alto)

的團員組成的合唱團。 

  目前合唱團中約有100名團員，主要來自奧地利，也包括其他30多個

國家的成員，年齡介於10到14歲(未變聲的兒童)。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是私

人的非營利機構，團員被分成四團，並以奧地利作曲家命名：布魯克納

(Bruckner)、海頓(Haydn)、莫扎特(Mozart)以及舒伯特(Schubert)，每

年輪流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出300場音樂會。 

 (圖2) 維也納皇家教堂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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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背景 
奧皇邁希米連一世(Maximilan I)於1498年下令，要求重新整頓皇家

教堂的唱詩班，於是主教傑歐葛‧史烈可尼亞(Georg Slatkonia)徵求全

國10歲至14歲尚未變聲的少年加入，並親自擔任第一任團長與領唱者，

這就是維也納少年合唱團的前身，至今已有518年的悠久歷史。 

徵選條件 
每年有兩次的入團考，對象是7至8歲的小男孩，有試唱、聽音、樂

理等基本測驗，通過後成為預備團員，並接受2年的訓練，之後再參加正

式的入學考，經評估後篩選為正式團員，團員年齡介於10到14歲。 

由於種族與宗教的因素，過去只接受奧地利的小孩，但在1990年代

初期，奧地利鄰近的國家像是德國、匈牙利、瑞士也都進入合唱團，近

幾年更有美國和中國的小孩加入。 

制服  

最早是因為宮廷音樂會而創立，因此制服為宮廷服。而後又經歷教

袍和軍服，才改為現今大家所熟知的水手服。而水手服有兩種款式，深

藍色的水手服適用於正式場合、午後的音樂會和教堂活動；而每當巡迴

演出時，白色水手服便會在晚間的表演派上用場。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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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簡介   

        布魯克納團的指揮為義大利籍的馬諾洛‧卡寧(Manolo Cagnin)，今

年11月再次率團來台，這次是他第二次訪台，台灣人的和藹可親讓他十分

難忘。卡寧認為：「音樂是一份禮物，身為音樂家，我們有義務和觀眾分

享這份禮物。」(Music is a gift: As musicians, we have the obligation to 

share that gift with our audience.)，並享受與男孩們合作「他們的人格特

質及精神表現在他們的音樂上。我與孩子們教學相長。」(They possess 

character and spirit.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way they make music. The 

children learn from me, and I learn from them.) 

 (圖3) 指揮家Manolo Cagnin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校外藝文報導 

30 

台灣之光何冠緯  

        維也納有句俗諺說：「在維也納有兩大願望，小時候可以成為維也納

少年合唱團的團員，長大之後可以成為維也納愛樂的一分子。」 

  由於擁有出色的音樂天分，來自台灣的何冠緯，在2009年，滿10歲之

際，就被遴選為「舒伯特團」團員，成為合唱團創立以來的首位臺灣團員，

並於同年回台演出。他的父親是長榮航空駐維也納副課長，因此從小在奧

地利長大，何冠緯自小便於維也納合唱團小學部塑造音樂才能，歷經4年

培訓後，成為正式團員。 

 (圖4) 何冠緯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資料來源： 
https://goo.gl/i5mqiT 
https://goo.gl/Lwtbb8 
https://goo.gl/1QxXgs 
https://goo.gl/oCAe9T 
https://goo.gl/xJ8fAO 
https://goo.gl/KytigI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oG7aNK 
圖2：https://goo.gl/VKwzTo 
圖3：https://goo.gl/l5kN8m 
圖4：https://goo.gl/yRMe5Q 

https://goo.gl/i5mqiT
https://goo.gl/Lwtbb8
https://goo.gl/1QxXgs
https://goo.gl/oCAe9T
https://goo.gl/xJ8fAO
https://goo.gl/KytigI
https://goo.gl/oG7aNK
https://goo.gl/VKwzTo
https://goo.gl/l5kN8m
https://goo.gl/yRMe5Q


  

  

陳 芸 立 

海外特派記者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UG4B 張菀容/撰] 

(圖1)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奧地利 
Hallstat 

交換動機 
        從進入文藻外語大學開始便一直夢想著能夠到外國當交換生。因

想要走入國際，體會不同國家、不同的人文氣息，了解為何可以有進

步的國家跟落後國家。除此之外，我也想證明自己的能力以及展現努

力的成果。因此大學三年內我也以此為目標努力。現在目標終於達成

了，而我也很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機會。 

31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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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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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準備 
        交換生甄選分二部分：書審(包含e-履歷)與面試。其中最重要的是e-

履歷以及面試。e-履歷了自傳、學習計劃以及相關語言能力證明和證書

等等。關於面試方面，我認為愈早準備，內容就愈扎實，錄取機率便愈

高。 

 

        在面試的兩個星期前，我才慢慢地開始準備面試內容，事實上，兩

個星期的準備時間是不夠的，其他參選者早在一、二個月前便開始準備

了，因此我的面試成績並不是很好。然而在準備過程中，我也自己上網

找了很多模擬面試的題目，林林總總大約15題。其中在正式面試時必定

會被問到的問題則有：妳會什麼想申請交換生？為什麼選這間學校？妳

如何跟外國人介紹台灣？ 

 

         面試官總共3位老師，分別是1位外籍老師、系主任以及1位國合處

的老師。一次面試有四個學生，按順序回答題或是自己舉手回答。我和

其他3個面試者便是被問到上述3個問題，而當然全部都是用德文提問、

德文回答。除了一開始國合處的老師，她會請你用中文做自我介紹，而

這便是全場唯一的中文了。然而準備題目時最好還是中文、德文都準備，

且多準備可能會出現的題目，因為每次面試不一定都一樣。除此之外，

在面試答題時盡量不要畏畏縮縮、吞吞吐吐的，要表現出自信及要去交

換的堅定。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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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學習 

選課 

        交換生在選課方面並不是跟文藻一樣採用線上選課制，而是將想選的

課寫在Learning Agreement上，接著給指導老師簽名後，再掃描傳送到

當地老師電子郵件中。喬安內姆大學的課程有分英文跟德文授課，通常交

換生每堂課都可上(限系內)，也有期限給你加退選，但過了期限後就不能

退選了，除非妳再跟系主任說。 

上課情形 

         我在奧地利研修的課程(資訊設計系)和在台灣所讀的科系(德文系)完

全不相同。在台灣只是純粹學習語言；然而在這裡雖然同樣是德文，但是

卻天差地別。對於我來說大學程度的德文實在過於困難，尤其還是專業的

科目，例如資訊設計、3D設計等等。雖然不用考試，但每每上課時，都

有種「鴨子聽雷」的挫敗感。 

海外特派記者 

(圖2) 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FH JOANNEUM 
Gesellschaft mb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33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海外特派記者 

34 

住宿 

    在住宿方面，我是申請與學校合作的宿舍─OeAD，而OeAD雖然價錢

比自己到外面找宿舍較貴但至少比較有保障，像我現在住的一個月是315歐

元的雙人房，折合台幣大概不到12,000元，聽起來蠻貴的，但交通方便，而

且離超市還有銀行都很近，去喬安內姆大學搭乘輕軌電車大約只要15分鐘。

如果想要住學校附近的話，學校旁也有OeAD的宿舍，但是機能就較不便，

離火車站也遠，附近超市也只有1家；而我則是住在Lendplatz那的OeAD宿

舍，走路出去5分鐘便有3家超市，搭公車也5分鐘就到火車站了，比起住學

校附近方便多了。 

(圖3) 在維也納百水公寓  

飲食 
        關於飲食方面，因為OeAD宿舍內附有廚房，因此除非必要時，不然我

幾乎都不外食。格拉茲是奧地利第二大城，但是物價卻不高，是在能接受

的範圍內。例如奧地利最著名的食物─Schnitzel(炸排豬)，在維也納一份約

14歐(約台幣520元)，但在格拉茲只要8.9歐(約台幣330元)，份量卻一樣大；

而一瓶普通礦泉水在這邊不到1歐(大概台幣35元左右)。此外，奧地利有3間

有名的連鎖超市：Billa、Spar、Hofer，這三間中Hofer屬於最便宜的超市，

因此我大多去這裡採購；而Billa與Spar則屬於中高價錢，但是裡面的種類

比Hofer多樣。 

(圖4) 維也納史蒂芬大教堂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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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歐洲的交通總體來說都很貴，包括火車、地鐵、公車與輕軌電車等等。

在交換的這半年，我也去過了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瑞士等，所有旅行中

花費最多的部分就屬交通最貴了。然而如果有辦理ÖBB(奧地利國鐵)的

Vorteilscard Jugend(青年優惠卡)，搭乘ÖBB便可半價。而Vorteilscard 

Jugend(青年優惠卡)只要於26歲以下便可辦理，但是辦卡需約20歐(約台幣

7,400元)的費用。如果在奧地利待半年或半年以上，而且想去旅遊的學生，

辦理這張卡既划算且物超所值。 

        此外在格拉茲市區內的交通便屬公車與輕軌電車最頻繁，如果是在格

拉茲的交換學生的話，便可向學校內的國際合作處申請學生月票，之後再

去Holding Graz的辦公處(於Jokominiplatz)辦理到回國之前的車票便可無

限搭乘。因為我知道這個資訊時已經是回國前2個月的時候了，因此我並沒

有去辦理此優惠。 

(圖5) 在英國福爾摩斯博物館 (圖6)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教堂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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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在這半年內，我學習著奧地利人生活方式，學習著它們的文化。而我

也試著走出去看看這世界，雖然只是極微小的一部份，但是我也從中感受

到了很多。在這次的交換生活和每一次的旅行中帶給我一場又一場的反思，

提醒我很多事情，只有透過努力、嘗試和不斷進步才可以享有最美好的。

「旅行帶給我一些驚人的景緻，但唯有處於靜止的狀態，才讓我得以將這

些風景化為更長遠的見識。」旅遊作家Pico Iyer說道。有人想藉由旅程找

尋生命的答案、尋覓改變的契機，但真正能夠帶領人們發生改變的，不是

旅行，而是：「思維」。或許這半年的交換生活並沒有改變我什麼，甚至

走來跌跌撞撞，但是我卻從中體悟了許多、許多。在奧地利交換留學的這

半年，必定是我人生的一次寶貴經驗，我很高興自己做到了，並感謝一路

提供幫助並不斷支持我的家人、師長和朋友們。期待學弟妹們也能把握機

會踏出去，踏出去後腳下便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即使怯弱，但是只需要

鼓足那一次勇氣，任何難題都能迎刃而解，要知道跌跌撞撞可是我們的特

權呢！ 

(圖7) 在英國劍橋乘船處 

奧地利格拉茲喬安內姆應用科技大學
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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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正當歐洲盃足球賽打得正激烈時，你有沒有想過，若將近一個月的

比賽，32支球隊參賽，報導沒有提供文字只看國旗，其中你又認得出幾

面呢？好多人每次都被對陣國家的國旗搞混了，許多國旗看起來都似曾

相識的樣子，要麼是橫著三種顏色，要麼是豎著三種顏色。為什麼歐洲

國家的國旗大多是三色旗？  

 

 

[XG4A 王新雅/整理] 

(圖1) 歐洲各國三色旗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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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三色旗是什麼 
        三色旗顧名思義就是由三種顏色所主成的國旗，不論是橫條和豎條都

稱之。因此兩邊顏色近似的橫條或豎條「兩色旗」，如奧地利國旗和加拿

大國旗不屬於其中，他們只能被歸類為三條旗，而非三色。許多國家都使

用三色旗作為國家的最高精神，歐洲各國也透過互相學習流傳，最初為荷

蘭開始採用的橫條三色旗，法國則是垂直系列中的元老。  

(圖2) 過去社會主義德國國旗 

三色旗有幾種類型 
        歐洲的三色旗以水平排列以及豎直排列為主，兩類的三色旗皆有著不

同文化故事背景。 

        深入觀察條紋水平排列的

國旗，你可以發現多是採用王

室徽章的顏色。有此特徵的旗

幟往往在中歐最常見，奧地

利        、德國        、匈牙

利          、盧森堡          、摩納

哥          、波蘭          、聖馬利

諾          、西班牙          、烏克

蘭           的國旗都來源於此。 

        就如前所說，法國是條紋豎直

排列國旗中的元老，歷史也最為悠

久。垂直三色旗帶有「革命涵義」，

原因為法國大革命促使社會激進與

社會動盪的時期，在18世紀時，法

國大革命推翻當時傳統君主制以及

封建制度，此舉動吸引全歐洲把法

國視為精神指標，並紛紛效仿代表

革命精神的國旗。 

 

(圖3) 象徵「自由」、「平等」和
「博愛」的法國精神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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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顏色各有何含義 

        我們都知道法國藍白紅象徵「自由」、「平等」、「博愛」，但在

更早以前，顔色原取自當時法國國徽(紅和藍)，再加上法國波旁王室

(Maison de Bourbon)的顔色白色所組成。 

        受法國大革命          鼓吹民族意識後，想透過革命運動成為獨立國家

的人越來越多嘗試，他們都以法國國旗當作指標性勝利，採用垂直三色

的旗幟，不過卻用本土民族的傳統色代替，比利時       、愛爾蘭           、

安道爾          的國旗來源都是如此。 

        義大利        三色旗最早是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建立的南阿

爾卑斯共和國旗幟，綠色象徵美麗的國土，白色則是覆蓋在阿爾卑斯山

脈上的雪，表示和平與正義，紅色有流著人民愛國的鮮血之意，與法國

三色旗的意思相同，分別是自由、平等及博愛。         

        德國國旗來自於古代革命軍隊的服裝，在當時黑色象徵悲憫被壓迫

的人民，紅色是爭取自由的精神，金色代表理想和真理。相傳數百年德

國國旗    ，黑紅金三色最初取自神聖羅馬帝國徽章顏色，後來固定為德

意志民族的傳統色，今天則解釋為：(黑)勤勉與力量、(紅)象徵國民熱情、

(金)代表重視榮譽。 

 

(圖4) 萬用的挪威國旗圖中包含泰國、 
荷蘭、法國、芬蘭、印尼以及波蘭國旗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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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有多偏愛三色旗？ 
        歐洲國家確實非常偏愛三色旗，在西歐七國中，僅英國         和摩納

哥        不是；中歐共有8國，其中有4個國家就是三色旗，其中捷克        ，

(白紅兩色橫條加藍三角)和十字旗(瑞士     例外)；東歐六國則有四國是，

其餘兩國是橫條兩色旗；南歐十八國(不包括科索沃          )，將近有一半

的國家就使用三色旗，國旗上有圖案的則占大多數。 

 

        歐洲說到現在，唯有北歐五國的國旗全部是十字旗，僅顏色不同。

那是因為北歐深受丹麥         影響，其國旗自1219年傳承至今，是世界上

年代最久遠的國旗，也曾在過去戰役中使丹麥軍隊反敗為勝，可說是對

丹麥或其他國家影響很深。 

 

        東歐國家的三色旗，包含俄羅斯       和許多東歐國家(塞爾維

亞         、奧地利         的一些斯拉夫省、斯洛伐克         與斯洛維尼亞               

等)在內，既是橫條，但又不完全是傳統徽章類型的藍白紅三色旗，只

要有這3色，人們皆稱此為泛斯拉夫色旗，起出源於16世紀的荷蘭國

旗         ，分別代表忠誠、祝福以及勇氣。近18世紀初，彼得大帝(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到荷蘭與他國技術交流，順便把紅白藍三色旗帶

回俄羅斯，並親手改造設計。由於當初俄國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盛國，

因此成了斯拉夫國家等國旗的依據。更在1848年，布拉格正式在會議期

間將紅藍白統稱為泛斯拉夫色。 

 

(圖5)北歐五國國旗(背景圖)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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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oo.gl/HHxSkL 
goo.gl/hpAb3h 
goo.gl/ce5LSL 
goo.gl/hPJS7N 
延伸閱讀： 
goo.gl/zxyL4T 

總結 
1. 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或區域背景(如丹麥          、挪威          、瑞典          、冰

島          、芬蘭          這北歐五國)。 

2. 有歷史上的聯繫(如美國          和賴比瑞亞           )。 

3. 受相同的宗主國影響(如英國           影響了澳大利亞           、紐西蘭            、

吐瓦魯           、斐濟            等島國)。 

4. 單純的模仿和借鑑(如法國          、義大利          、比利時          等) 

5. 受到民族傳統的影響(如塞爾維亞           、俄羅斯          、斯洛維尼亞          、

克羅埃西亞          、捷克          、斯洛伐克           都使用泛斯拉夫顏色；衣索

比亞          、幾內亞          、加納          、塞內加爾           、喀麥隆         、馬

里          、剛果          等都使用泛非洲色；阿聯               、利比亞          、約

旦           、巴勒斯坦          、阿富汗          、蘇丹            、敘利亞           等都

使用泛阿拉伯色)。 

6. 純屬巧合(如日本          、孟加拉          和帛琉          ；摩納哥          和印度尼

西亞          ；愛爾蘭           和象牙海岸          ；羅馬尼亞           、查德           )。  

圖片來源： 
圖1：goo.gl/30AzsO 
圖2：goo.gl/UjoN8T 
圖3：goo.gl/aHbyBL 
圖4：goo.gl/7cfB4E 
圖5：goo.gl/YtK1KB 

歐洲最愛的三色旗 

https://read01.com/BgnoAe.html
https://read01.com/amy7x7.html
https://read01.com/2JADBx.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色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旗列表
http://previews.123rf.com/images/believeinme33/believeinme331311/believeinme33131100249/23772005-List-of-all-European-country-flags-Stock-Photo.jpg
https://i1.kknews.cc/large/ca3000753d94f5f19a6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3/Flag_of_France.svg/225px-Flag_of_France.svg.png
http://fc.life.com.tw/upload_file/14/content/44063649-54a3-91e0-bfac-361e3db16a35.png
http://www.ibeiou.com/wp-content/uploads/2011/09/nordic-flag.jpg


巴黎圍城風暴 

[UD4A 羅沛芸/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The Round Up 

(圖1)《巴黎圍城風暴》(The Round Up)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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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und Up 



  這部電影改編自撼動人心的真人真實故事，由尚‧雷諾(Jean Reno)、

蓋德．艾麥漢 (Gad Elmaleh)、《惡棍特工》梅蘭妮‧蘿倫 (Mélanie 

Laurent)、《玫瑰人生》希薇‧泰絲特(Sylvie Testud)等演員主演。內容

講述二次大戰爆發，法國政府因為納粹的佔領下，實施反猶太政策，住在

法國的猶太人首當其衝。2010年在法國上映首週獲得票房冠軍，也稱霸法

國春季的總票房！ 

       《巴黎圍城風暴》(法文：La Rafle)導演為蘿絲波西(Rose Bosch)，她

是法國著名編劇及新銳導演，曾擔任作家、記者，並編劇過電影《1492征

服天堂》(1492: Conquest of Paradise)，2005年她首部執導的電影的《動

物》(Animal)上映，開始其電影之路。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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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92征服天堂》(1492：
Conquest of Paradise)電影海報  (圖3) 導演蘿絲波西(Rose Bosch) 

The Round Up 



  故事發生於1942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當時的巴黎已被德軍

納粹攻佔，開始實施各項反猶太政策條款，限制猶太人的生活。故事中

11歲的猶太男孩喬與家人及眾多黃色星星標誌的猶太人，雖然他們受到

拘束且不富裕，但依然開心過生活。 

 

  同年(1942)7月的清晨，居住在法國的猶太人在睡夢中被軍人逮捕，

被迫帶到「冬季賽車館」(Vélodrome d‘Hiver)拘禁，在這期間他們缺水

缺食糧，猶太籍醫生大衛(尚‧雷諾 Juan Moreno y Herrera-Jiménez飾)

及懷著人道精神的紅十字會護士安妮(梅蘭妮‧蘿倫 Mélanie Laurent飾)

幫助他們，但最後仍難逃被帶到集中營的命運，他們能否逃出這個災難

中？這部電影描述戰爭期間，因為政府軍事的作為，人民在戰地中與家

人分離不捨都在片中真情流露。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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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圖4) 主角小男孩喬(右)與他同年紀
的朋友 

(圖5) 猶太籍醫生大衛(左一)、小男孩喬
的爸爸(中)與他們的小孩、太太分離 

The Round Up 



冬季賽車館 

   當時「冬季賽車館事件」(Vel d’hiv Round Up)是1942年法國最大

的圍捕事件，納粹佔領法國時，巴黎及郊區共有1萬多名猶太人遭到逮

捕至「冬季賽車館」(Vélodrome d’Hiver)，不提供食糧、水；包含小孩、

老人皆被抓，接著又被送至集中營。幾天後，把父親、母親、小孩分開，

最後再以一列的火車遣送至位於波蘭的死亡集中營，許多載去死亡集中

營的猶太人幾乎沒人存活。 

 

歐洲影劇賞析 

(圖6) 電影中的冬季賽車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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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und Up 

名詞解釋 



歐洲影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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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星 

  猶太星(德語：Judenstern)又

稱作「黃星」。是在納粹統治時

期，受到影響下，在歐洲各國的

猶太人皆被迫別上識別標記於胸

口處，如圖7。 

(圖7) 猶太人在胸口配戴
星星標誌 

(圖8) 猶太星圖示 
 

相關新聞 

      【TEWA歐洲時事現場/2012.08.24/法國】 

  巴黎冬季賽車館事件 法國總統歐蘭德(Hollande)演講簡要         

   

   ---「真相不會使法國人分裂，反而會讓大家團結在一起。」   
               

新聞來源：https://goo.gl/D0XalY  

The Round Up 

名詞解釋 

https://goo.gl/D0XalY


歐洲影劇賞析    

  看完這部電影後，如果想了

解更深入「冬季賽車館事件」

(Vel d’hiv Round Up)的內容，

推薦《莎拉的鑰匙》(Sarah‘s 

Key)電影，也有出版同名小說。    

  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年輕女

孩的經歷的故事在這些事件；同

時也描述法國當局的立場。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y1M24q  
圖2：https://goo.gl/Qtb2UI  
圖3：https://goo.gl/a4M7AQ  
圖4：https://goo.gl/LqCFKT 
圖5：https://goo.gl/8dIOue  
圖6：https://goo.gl/iI9hE5 
圖7：https://goo.gl/cKA2oS 
圖8：https://goo.gl/Lq5O1C   
圖9：https://goo.gl/Xt93kf  
 

資料來源： 
https://goo.gl/7vr03w  
https://goo.gl/SceJWP  
https://goo.gl/pSvIUo  
https://goo.gl/y9Qk7c  
https://goo.gl/nmZO5K  
https://goo.gl/irDRS3 
https://goo.gl/xE5t83  
 

(圖9) 電影《莎拉的鑰匙》
(Sarah’s Key) 海報 

延伸新聞： 
https://goo.gl/pUq1kx 
https://goo.gl/SByOvH  
 
文藻圖書館館藏資料： 
5F媒體資源區 
DVD 791.43 B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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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und Up 

衍伸閱讀 

https://goo.gl/y1M24q
https://goo.gl/Qtb2UI
https://goo.gl/a4M7AQ
https://goo.gl/LqCFKT
https://goo.gl/8dIOue
https://goo.gl/iI9hE5
https://goo.gl/cKA2oS
https://goo.gl/Lq5O1C
https://goo.gl/Xt93kf
https://goo.gl/7vr03w
https://goo.gl/SceJWP
https://goo.gl/pSvIUo
https://goo.gl/y9Qk7c
https://goo.gl/nmZO5K
https://goo.gl/irDRS3
https://goo.gl/xE5t83
https://goo.gl/pUq1kx
https://goo.gl/SByOvH


愛的答案 

[UJ3B 黃仟惠/整理] 

愛的答案 好書介紹 

(圖1) 加工過的中文版封面 

告
訴
你
如
何
愛 

以
及
從
何
開
啟
內
心
愛
的
勇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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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pondimi 



內容簡介 

好書介紹 

(圖2) 原版封面 

        作者用三篇小說來探索「愛的答案」，愛的存在往往是脆弱又不堪

一擊，空虛寂寞佔據著我們的內心，人們會藉愛為由，衍生出憎恨排擠

殘害行為。 

        首先作者以第一篇小說「愛的

答案」來探索愛為何存在，故事中

的女孩從小跟媽媽相依為命，卻在

一次的上課突如其來接收到媽媽因

意外而離世，對女孩來說打擊有多

大，每天親吻擁抱她，身邊唯一個

依靠已經不在了。愛的來源消失了，

她開始對這個世界不再信任，沒有

人會對她好，會在乎她。是直到女

孩成年工作，從雇主身上補上那心

中的缺口，卻因雇主懷了孩子，雖

再次受到小時候那樣的冷嘲熱諷，

但這次女孩不再被打擊重傷無法勇

敢面對，反而是勇於面對別人的中

傷，因為上帝其實一路都在引領，

我們不是孤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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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珊娜‧塔瑪洛(Susanna Tamaro)現年60

歲，是義大利女作家。從小爸媽離婚是由外祖

母扶養長大。於師範專科學校畢業後，20歲進

入羅馬電影實驗學校學習電影導演。曾經為拍

攝過幾部紀錄片。 

   2000年10月於蘇黎世創立了La fondazione Tamaro慈善基金會。

2003年開始編寫並執導電影 Nel mio amore。2006年與創作歌手Grazia 

Di Michele以及女作家Sandra Cisnereos，合作編寫一部戲劇作品。 

   著有《飛過星空的聲音》(La testa tra le nuvole, 原文意為漂浮在雲

端的幻想)榮獲Elsa Morante文學獎。短篇文學創作《唯有聲音》(Per 

voce sola)備受讚譽，也堅定了塔瑪洛將寫作視為志業的目標。《依隨你

心》(Va‘ dove ti porta il cuore)出版，2年內銷售量達兩百五十萬本。此

書以書信體形式寫作，曾被女導演康門契尼(Cristina Comencini) 翻拍成

電影。《親愛的瑪蒂達》(Cara Mathilda）則是以原本在《基督教家庭》

週刊發表的專欄內容蒐集而成所出版的書。 

(引用自https://goo.gl/FGizxw ) 

(圖3) 38歲的蘇珊娜‧塔瑪洛 

(圖4) 蘇珊娜‧塔瑪洛文學作品 

愛的答案 

作者介紹 

https://goo.gl/FGizxw


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https://goo.gl/FGizxw 
蘇珊娜‧塔瑪洛《愛的答案》 
 
文藻圖書館館藏資訊： 
https://goo.gl/lMmNuu 

圖片來源： 
圖1：https://goo.gl/x5fodG 
圖2：https://goo.gl/sQ8zxY 
圖3：http://goo.gl/pIbEJv 
圖4：https://goo.gl/WFoh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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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在尋找書時，拿起這本書，看到這本書的書名深深被吸引住

了，在現代科技充斥的生活中，我們是不是很少表達愛；也很少將自己

內心開啟，我想我自己也是這樣吧！藉由閱讀這本書籍，在這三篇小說

當中，我最喜歡第一篇的《愛的答案》跟書名一樣，雖然女孩在八歲時，

媽媽因為車禍去世，一剎那間失去唯一的依靠，及每天親吻擁抱的親人，

愛的來源消失了，像是整個世界被改變。 

雖然愛的來源已不再，上帝卻安排女孩在她成年遇到一個很好的雇

主，那個雇主會想知道她的故事，女孩漸漸改變，知道其實這個世上還

是有人在乎她，就像上帝都愛著每個人，祂是不分男女、種族，即便你

不還認識他，祂仍然在乎著妳，每日都引領著妳。 

如果我是女孩身邊的朋友，我會跟她說，不要怕我們都是上帝的兒

女，雖然你過去做了一些不敬畏祂的事，妳不用擔心，因為上帝已經饒

恕妳了，妳只要打開妳的心扉，讓祂進入你的生命，讓祂來陪伴妳，妳

不用害怕，祂會保護妳，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放心將一切的事物都交

託給祂，祂會為妳安排一條最適合妳的道路。女孩，加油！ 

愛的答案 

讀後心得 

https://goo.gl/FGizxw
https://goo.gl/lMmNuu
https://goo.gl/lMmNuu
https://goo.gl/x5fodG
https://goo.gl/sQ8zxY
http://goo.gl/pIbEJv
https://goo.gl/WFohnU
https://goo.gl/5ExM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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