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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4月份活動

◎4/8(三)1300-1500歐洲專題講座(3)

◎ 4/10(五)1330-1500歐洲文學講座:『提契諾之歌」

◎4/13-6/30西班牙文化沙龍/歐盟知識問答展

◎ 4/15(三)1300-1500歐洲專題講座(4)

�. 

講者 紀欣萍 教授 Q002

講者 盧兆琦 作家 Q002

講者 張嘉斌 老師 歐盟園區會議室/Q002

歐盟園區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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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歐盟歐盟歐盟：：：：歐元區失業率上升至歐元區失業率上升至歐元區失業率上升至歐元區失業率上升至8.5%

英首相英首相英首相英首相：：：：G20將同意銀行家薪酬全球規則將同意銀行家薪酬全球規則將同意銀行家薪酬全球規則將同意銀行家薪酬全球規則

G20高峰會在即高峰會在即高峰會在即高峰會在即倫敦幾如圍城倫敦幾如圍城倫敦幾如圍城倫敦幾如圍城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733名勞工遭裁名勞工遭裁名勞工遭裁名勞工遭裁挾持經理討公道挾持經理討公道挾持經理討公道挾持經理討公道

禁絕種族偏見禁絕種族偏見禁絕種族偏見禁絕種族偏見德查禁新納粹團體德查禁新納粹團體德查禁新納粹團體德查禁新納粹團體

倫敦警察揮舞警棍倫敦警察揮舞警棍倫敦警察揮舞警棍倫敦警察揮舞警棍 試圖驅散反試圖驅散反試圖驅散反試圖驅散反G20抗議人士抗議人士抗議人士抗議人士

G20峰會結論峰會結論峰會結論峰會結論 德法領袖同表滿意德法領袖同表滿意德法領袖同表滿意德法領袖同表滿意

希臘工會再度發動全國大罷工希臘工會再度發動全國大罷工希臘工會再度發動全國大罷工希臘工會再度發動全國大罷工

Google地圖侵犯隱私地圖侵犯隱私地圖侵犯隱私地圖侵犯隱私 英國民眾禁止拍照英國民眾禁止拍照英國民眾禁止拍照英國民眾禁止拍照

北約領袖步行跨過萊因河北約領袖步行跨過萊因河北約領袖步行跨過萊因河北約領袖步行跨過萊因河見證法國重返北約見證法國重返北約見證法國重返北約見證法國重返北約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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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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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1918.02.16 
恢復獨立日：1990.03.11 
人口：3.59百萬
首都：維爾紐斯(Vilnlus)
人種：立陶宛人(80.6%)、俄羅
斯人(8.7%)、波蘭人(7%)、白俄
羅斯人(1.6%)
使用貨幣：立特(LTC)

立陶宛共和國立陶宛共和國立陶宛共和國立陶宛共和國 （立陶宛語：Lietuvos Respublika、英語：Republic of 

Lithuania），位於東北歐，是波羅的海三國之一，北接拉脫維亞，東南
接白俄羅斯，南接波蘭，西南接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州，西濱波羅的
海，首都維爾紐斯。它是歐盟、北約、申根公約及多個國際組織的成
員。

立 陶 宛立 陶 宛

立陶宛小檔案立陶宛小檔案立陶宛小檔案立陶宛小檔案

▲地圖上的立陶宛



國家專欄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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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一個歷史古國，與俄羅斯一直在北歐及東歐爭雄。過往
曾與波蘭合邦，後來被俄吞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一度獨立，但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史達林領導的蘇聯再度吞併，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
之一。1990年再度爭取獨立並成功。

有“北方的耶路撒冷”、“北方的佛羅倫斯”及“小布拉格”之稱的立陶
宛，是歐盟地理上的中心，(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stitute of 

France)法國1989年頒予的見證，實際地點在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 26
公里遠處。雖然他有如此多的封號，但立陶宛有他獨特的特色。



國家專欄

Vilnius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在1323年建立) 也是立陶宛的首
都，被群山及Neris 和Vilnia 河包圍形成一個如畫的山谷，市中心座落在
南方的河岸上。Vilnius的舊城在歐洲是最大的文化資產，並且也是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場所。城內建築幾乎涵蓋了所有主要的歐洲建
築風格，但主要以巴洛克風格為主。新城以美麗寬廣的Gediminas廣場
為中心，是以大教堂的經典樣式所造的。城內還有許多其它有趣的教
堂，例如風靡許多搖滾樂迷的聖安教堂、聖彼得教堂以及聖保羅教堂。

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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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維爾紐斯 Vilnius

現代與傳統交錯的首都 維爾紐斯



國家專欄

此外，城市著名景點還有極具歷史意義的Vilnius大學，它見證了
西元1579年間Vilnius城市歷史的黃金時代。 大學並留有一文藝復
興時期的清楚特徵-復興時期內會有的院子和騎樓。 在整個城市豐
富的歷史背景下，參觀者也可位於攀登市中心一座小山上的
Gediminas塔，它同時也是立陶宛首都的象徵。

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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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 維爾紐斯 Vilnius

由Gediminas 大街向大教堂廣場所看
到的景緻



國家專欄

立陶宛境內共有五個國家公園，個個自然景色都十分美
麗。其中最美的莫過於歷史最久的Aukstaitija國家公園。Aukaitija
國家公園擁有水上旅遊的完美條件，壯觀、乾淨的湖，豐富的森
林和自然生態，在Aukstaitija國家公園中每個季節有不同的景觀。
夏季的公園儼然是水上遊玩的首選。公園內擁有許多古老的森
林，而在imena 河上游，由於地處3 種不同的風景的交匯點，形
成獨特的生態系統。公園內有湖泊126個，鳥類超過200 種，哺乳
動物９００種，自然資源相當豐富。

立 陶 宛立 陶 宛

9

國家公園



國家專欄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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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表演節目很多樣
化，如果你有這個機會到
立陶宛一遊，千萬不要錯
過正宗的俄羅斯芭蕾舞或
歌劇。

文化傳統



國家專欄

十字架山是立陶宛北部城市希奧利艾以北12公里處的一個
朝聖地。

1795年，立陶宛被併入俄羅斯帝國。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
1831年和1863年兩次反抗俄國的起義都未能成功。由於家人無法
找到反抗者的屍體，他們開始安放象徵性的十字架。幾個世紀
中，前來朝聖的天主教徒在這裡安置了許多十字架，以及巨大的
苦像、立陶宛愛國者的雕塑、聖母雕像以及數以千計的小型雕像
和玫瑰經。目前十字架的數量估計大約有50,000個。1918年第一
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歐原有的政治結構瓦解，立陶宛再次宣佈
獨立。十字架山成為立陶宛人為和平、國家、及為立陶宛獨立戰
爭期間失去的親人祈禱的地方。

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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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景點 十字架山



國家專欄立 陶 宛立 陶 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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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景點 十字架山

1944-1990年期間，立陶宛被蘇聯佔領後，立陶宛人持續
不斷地來到十字架山，留下十字架，用以證明他們仍然忠於原來
的身份、宗教信仰和傳統；成為進行和平抵抗的象徵。儘管蘇聯
政府非常辛苦地搬走新的十字架，立陶宛人仍不斷放置。

這座山仍然無人管理，因此人們可以隨意在認為合適的地
點自由地安放十字架。



國家專欄立 陶 宛立 陶 宛
旅遊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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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波羅的海其餘兩小國，立陶宛人較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的人
熱情開放，他們喜歡群居，注重與其人的交往，也很熱情好客，在這裡
很容易會結交到不少朋友。

在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中，立陶宛人在種族血統是比較純正的，他
們以立陶宛人自豪，在前蘇共統治期間，已不斷渴求獨立與自由；立陶
宛國人經多年爭取終於令自己國家獨立，也令立陶宛人行為比較我行我
素、大膽和具創造力。他們更能體會自由的可貴，所以對於藝術、文
化、創作，立陶宛都有一種無窮的爆炸力，在首都附近的藝術公園Park

of Europe便明顯可以體現，別具魅力。
立陶宛有一種特別的民間藝術，愛以木頭十字架、太陽和風標等

來作木雕藝術品，這些代表光明、自由和哀痛的物品在前蘇共統治時
期，都是嚴格禁止，如今卻成為立陶宛成功爭取獨立的標誌。
琥珀是波羅的海的產物，在立陶宛可以買到許多精緻的琥珀產品，如

聖畫、擺設、首飾等，價錢亦十分相宜，不妨買回家作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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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活動專欄

特展心得特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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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UJ2A 林子寧



歐盟活動專欄

英文留學講座 &

首先我對英國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們的倫敦鐵橋，還有
王室，對於其他還是充滿模糊的印象，經由這個講座，使我
了解英國許多有趣的地方，縱然英國離台灣挺遙遠的，在旅
遊熱潮下，和對歐洲的憧憬，越來越多人選擇到英國觀光與
留學，但要去之前要了解英國當地的地理與氣候還有當地的
人文，首先，英國分為四個部份，英格蘭、蘇格蘭、威爾
斯、北愛爾蘭，這些地區通用語言是英語，當然各地區都還
有屬於他們那裡的方言，各地區所代表的旗幟也各不同。

15

特展心得



歐盟活動專欄

英文留學講座 & 

英格蘭，首府是倫敦，歐洲最大的首府，那裡有個世
界著名的倫敦鐵橋，我們小時常唱的倫敦鐵橋，的確有這樣
的地方；威爾斯，首府是卡蒂夫，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溫室花
園，值得去探訪；蘇格蘭，首府是愛丁堡，地形相差懸殊，
擁有許多高地，傳說的尼斯湖水怪就在此，可以欣賞美景的
同時，順便想像水怪是個怎樣的妖怪呢；北愛爾蘭，首府是
貝爾法斯特，是政治文化中心與工業城市。

16

特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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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留學講座 & 

在英國，最多的就是花園，聽起來挺浪漫的，如果想
參觀，有些可是需要門票的，在英國的劍橋大學，那裡前面
有一條河，可以划船到學校，真是夢幻，劍橋大學非常的
大，在裡頭，可到處聽見學生或老師討論學術的問題，在莊
嚴的建築下，充滿著浪漫與濃濃的書卷氣息，不虧是英國學
生努力想進的學校；英國當地的劇場，並不是像我們台灣的
劇院一樣，一個劇院可以讓好多個劇團使用，演很多齣戲，
他們是一個戲院只有一齣戲，例如想看某齣戲就去那個劇
院，要看另一齣戲就去另一個劇院，還挺好玩的。

17

特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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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留學講座 &

如果想去英國的話，需注意當地的氣候，因為英國屬
海洋型氣候，雖溫和適中，但天氣變化多端極難預測，且較
常下雨，須具備雨具；英鎊在英國各地都可使用，但蘇格蘭
有當地的紙幣，當然英鎊也能在那使用，但蘇格蘭紙幣只限
在蘇格蘭使用，出了其他地區就無法使用了。
這個講座使我開始了解英國，也了解原來這麼多東西是

來自於英國，英國對我來說不再是個陌生的國度了，因為我
已經認識它了。

18

特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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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獎學金

★歐盟提出農業新條例，幫助農業工作者

面對新挑戰

★歐盟投入資金研究新世代人工智慧技術

19
文 S40B 陳淑芬

★歐盟將於11月份舉行三項重要研討會

以促進死刑之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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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

要聞焦點
工研院獎學金

為鼓勵優秀的國際研究生來台攻讀博、碩士課程，並協助其
在台灣就業。此計劃由國立陽明大學及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
共同合作推動。

每年提供新臺幣36萬元獎學金(折合美金約10,900元)，另支
付培訓補助款每位學生在學期間每年新臺幣10萬元(折合
美金約3,030元)。博士生之獎助期限上限為4年，碩士生之
獎助期限上限為2年。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focus/F200903/F200903

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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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提出農業新條例 幫助農業工作者面對新挑戰

歐盟各國農業部長對共同農業健康檢查達成了協議。衛生檢
查將現代化、簡化並取消對農民的限制，從而幫助他們更完
善地應對市場變化，面對新的挑戰。在採取一系列措施，該
協定決定以逐漸增加牛奶配額，在2015年廢除耕地預留，並
將干預市場機制轉換轉變成安全網機制。協議內容還包含了
改善補助機制，將部分直接支付給農民的資金，轉移到農村
發展基金。以應對歐洲農業所面臨的新的挑戰，包括氣候變
化、水資源管理、保護生物多樣性、綠色能源的生產。會員
國也將幫助酪農在敏感地區適應新的市場形勢。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3/P20090

3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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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研究新世代人工智慧技術

近年來，電腦的人工感知技術和人工學習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不斷進步，並逐漸成為國際研究領域的主要技術挑戰項目。新
的技術不斷被開發出，也逐漸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或工作方式產生
影響，在有形無形中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一項由歐盟資助的
SIMBAD( Beyond features: Similarity-based pattern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計畫，主要就是研究如何將這些創新技術應用於日常
生活。SIMBAD計畫企圖運用比較符合人類行為模式的「相似辨
識」概念，整合圖形辨識技術和機器學習方法，全力開發出創新
技術，並將此技術應用在以往「特徵辨識」的領域，以補充其所
不能。因此，相似辨識加上機器學習儼然成為目前機器人進入人

類日常生活的主要技術挑戰之一。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3/P

200903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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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歐盟將於11月份舉行三項重要研討會以促進死刑之廢止

1998年歐盟通過了«歐盟廢除死刑指導原則»。目的在加強全
球對抗死刑。基於指導原則框架，歐盟積極推動廢除死刑或
暫停執行。2007年12月歐盟27個會員國於近60個其他國家協
同促使第62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62/149決議案，確立延緩死
刑的執行。同年，歐盟隨著歐洲理事會2006年的提議，宣布
訂定每年10月10日為 «歐洲廢除死刑日»。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fi-taipei.org/article-imprim.php3?id_article=1556 



2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相關研討會歐盟相關研討會歐盟相關研討會歐盟相關研討會

國科會

歐盟將於11月份舉行三項重要研討會以促進死刑之廢止

過去兩年多以來，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受邀前往法國參加
2007年2月舉行的第三屆廢除死刑世界大會；2008年5月該會
執行長受邀前往德國考察。在法國在台協會與義大利經濟貿
易文化推廣辦事處的贊助之下，該聯盟於2007年10月先後在
台北與高雄舉行廢除死刑影展。歐盟駐台北所有代表在 «歐
洲廢除死刑日» 發表了一篇相關文章，分別刊登在2007年10
月12日的«台北時報» 與13日的 «中國時報»上。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fi-taipei.org/article-imprim.php3?id_article=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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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Source: http://sio.ucsd.edu/keeling/

The Earth’s climate is changing. In the past climate has 

altered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of natural phenomenon. However, 

the currently used term climate change refers to changes of the 
climate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gases are believed to have influence on 

climate on earth. 

In the late 1950s Charles D. Keeling started to 

collect data on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 of the 

atmosphere at the Mauna Loa in Hawaii. Since his 

recordings we know that CO2 concentrations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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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Source: http://www.emporia.edu/earthsci/student/tinsley1/webpage1.html

Ice cores contain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limate as trapped air bubbles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tmospheric gas concentrations of 
early times. This allows us to look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and see 
how the Earth’s atmosphere 
changed in history. High 
concentrations of CO2 in the 
atmosphere correlate with an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From ice core samples we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correlation of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s and climat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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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Sources: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gallery/2007/oct/24/1?picture=331046325

http://www.greendiary.com/entry/results-of-the-2005-kyoto-conference-at-montreal/

Without greenhouse gases our Earth’s surface would 

cool down to -18 °C but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ur Earth is 

heating up. The changes in temperatures we have seen the last 

decades are caused mainly from human activities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agriculture and defor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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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Source: http://www.ipcc.ch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estimates an increase in global surface temperature of about 1.1

to 6.4 °C. Global warming has severe impacts on our World: sea 
water level rises, increasing number of storms, change in raining 

season patterns, floods, droughts etc. Climate change is already

happening and represents one of the greates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threats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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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s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The EU is playing a key role in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The Union was at the forefront establishing two 
major agreements addressing the issu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1992) 

．Kyoto Protocol (1997)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 EU has been taking serious steps to 

reduce it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output. In 2000 the 

Commission launched its first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 This programme has introduced a wide 

range of new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cluding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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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tones of climate policy

June 2000 Commission launches first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Feb. 2005 Kyoto Protocol enters into force
Jan. 2005 Start of EU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
Oct. 2005 Launch of Second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March 2007 EU summit - proposal of "unilateral" 20% reduction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2020
Dec. 2007 UNFCCC Bali Conference - negotiations on post-Kyoto 

framework
Dec. 2009 UNFCCC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post-Kyoto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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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yoto Protocol

The main aim of the Kyoto Protocol is to lower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agreement sets binding targets f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agreement named after the Japanese city where 
negotiation took place came into force in February 2005 after Russia ratified the 
agreement. To date, a total of 184 countries have ratified the agreement. 
Developed countries commit themselves to lower their emissions of major 
greenhouse gases by at least 5 percent. The six major greenhouse gases 
addressed are: 

Greenhouse gas: Main sources:

Carbon dioxide (CO2) burning fossil fuels, deforestation, transport

Methane (CH4) paddy rice farming, landfills, industrial farming 

Nitrous oxide (N2O)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Hydrofluorocarbons (HFCs) refrigeration systems

Perfluorocarbons (PFCs) refrigeration systems

Sulphur hexafluoride (SF6) semiconduct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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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yoto Protocol

Each country’s emissions target must be achieved in the period 
2008-2012. However, signatory countrie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flexibility how they set up measures to reduce their emissions.

The Kyoto Protocol contains three key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targets:

．．．．Emissions trading (ETS; “carbon market” - buy and sell  

emission credits)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finance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project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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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yoto Protocol

The framework of Kyoto expires in 2012 and at the moment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re taking place under the UNFCCC to 

achieve a global agreement beyond the year 2012. Th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Dec. 2009) is expected to bring results on how a 

post-Kyoto agreement will look like.

In the next part of the column we will have a closer look at the

content of the Kyoto-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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