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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30 歐盟知識問答展

5/11-6/30 西班牙文化沙龍

5/1 13:00-15:00 歐洲專題演講 講者 華明儀 老師

5/5 13:00-15:00穿越法國歷史的時尚及其影響與媒體

5/8 13:30-15:00 歐洲文學講座「英國詩人與詩」

5/19 15:00-17:00歐洲專題系列講座

講者黃翠玲老師 歐盟園區會議室/Q002

歐盟園區藝廊

文藻歐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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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Armin Ibitz Q002

講者王希成作家 Q002

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

四、5月份活動

�活動報名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22

歐盟園區藝廊

講者 Mr. Laurent Caille Q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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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行肅貪以身作責 俄總統公布所得與財產

杜林屍布 聖殿騎士團保護逾百年

韓德爾逝世250年特展登場 珍貴手稿首曝光

獲利可期 法財團擬建耶城橄欖山高級墓園

強烈餘震繼續襲擊義大利中部災區

關心祖國震災 法第一夫人捐款拉奎拉醫院

德國報告：高科技稀金屬大戰 開打

愛爾蘭赤字刷新 跌破歐盟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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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是一個由位於巴爾幹半島南端的雅
典，和散佈在地中海與愛情海眾多島嶼所組成的國家，西邊為愛
奧尼亞群島，斯波拉第群島位於愛情海中部，希克拉迪群島與多
德喀尼群島位於雅典東南方，而東北愛情海島嶼位於土耳其外
海，克里特島是希臘愛情海中最大的島嶼，也是西元前三千米諾
斯文明(Minoan)興起的地方。

希 臘希 臘

希臘小檔案希臘小檔案希臘小檔案希臘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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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雅典
語言：希臘語
宗教：東正教
人口：約1020

萬人



國家專欄

你是否曾經讀過Justin的「我的心遺留在愛情海」？是否被書中的
希臘風景深深吸引住？希臘的藍天空與愛情海連一起，配上一幢
一幢以藍白為基調的房屋，使每一個角度都充滿浪漫的感覺，而
島上總是可以看到優雅卻帶著懶散的貓咪，為希臘風景增加另一
種鬆懶的情調。希臘的藍天白雲和浪漫氣息每年可吸引超過一千
萬名旅客，帶來25億美元以上的觀光收入。

希 臘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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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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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為希臘首都，是一個古老的城市，在雅典城市裡，最著名的
觀光景點為「雅典衛城」(Acropolis)，有「高地上的城邦」的涵
意，是西元前五世紀時，強盛的雅典城邦所留下的產物，現已被
聯合國教科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之一。衛城裡滿佈雄偉的神殿和石
柱的遺跡，其中以祭祀雅典守護神雅典娜的巴特農神殿最為出
名，神殿以和陶立克柱式所建造，寬和高度接近黃金比例1：

1.618。而在巴特農神殿旁也有一座以運用愛奧尼亞柱式設計與六

個女神雕像來支撐屋頂的艾雷克提奧神殿（Erechtheum），現今

六個女神雕像皆為仿冒品，真品在衛城博物館裡收藏。衛城為雅
典的歷史遺跡處， 但古蹟建築卻一直受到戰爭的破壞而嚴重損

毀， 現今希臘政府極重視此文化資產並進行維修工作，此工程浩

大， 所以有時去參觀此區會看到許多鷹架架在古蹟旁，猶如施工

的工地。



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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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島克里特島克里特島克里特島
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希臘愛情海最大的島。來到此處可
以去探訪希臘神話中的克諾索斯迷宮和尋訪米諾斯文明。喜歡沙

灘的旅客ㄧ定要去拜訪Ｅlafonisi pink beach，此海灘的沙子就

如字面上是金黃色與粉粉色混合成，是世界上少有的粉紅色沙

灘。



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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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托里尼聖托里尼聖托里尼聖托里尼 Santorini
此島是個火山島，也有人認為此地方以前為傳說中因火山爆發而
失落的亞特蘭斯。島上充滿火山地形特質，可以看到黑色、紅

色、白色的火山岩。明信片或雜誌中出現的景色大多是在聖托里
尼島上所拍攝，如著名的藍圓頂白色教堂。聖托里尼為歐洲著名
的度假島，也是最具希臘印象的地方，一到旅遊旺季，島上人口

就激增十倍，可以說是希臘旅遊密度最高的島嶼之一。費拉城為
聖托里尼島的第一商業大城，各種商店、餐館、酒吧、咖啡館林

立，有些餐廳和咖啡館依著斷崖而建，白色小屋層層相連，高低

錯落，小巷彎彎曲曲，形成獨特的雪白費拉山城，白色的山城配
上愛情海的碧海藍天，成為最像天堂的地方，旅客們皆沉盡於這

白色的夢幻浪漫。

費拉山城 from 我的心遺留在愛情海



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米克諾斯米克諾斯米克諾斯米克諾斯 Mykonos
為愛情海受歡迎島嶼之ㄧ，也是一座雪白的小城，當地居民為了

防止海風直接吹進城鎮，因此把巷弄興建的蜿蜒彎曲，房舍也不

規則的方式排列，使遊客們總是迷失在白色的巷弄中，走的進去

卻出不來，有時還會勿闖民宅或踩在人家的屋頂。島上最著名的
地標為卡托米利五座風車（原為六座，但一座只剩下圓形柱
身），位於有小威尼斯之稱的阿雷夫康德拉（Alefkantra），卡

托米利風車為白色圓筒狀的小屋搭著鋪上稻草的圓錐形屋頂，屋
頂的中央則是支撐著十二邊形的風車轉軸，早期時用來磨麥子，
但現今已失去其功用，成為米克諾斯最佳景點，此處也是欣賞愛
情海日落的最佳位置。在此島上，有一種特別巨大的水鳥，叫做

鵜鶘，總是吸引遊客的眼光，沒事時，牠們就在海邊整理羽毛或

是ㄧ動也不動站在路上，肚子餓時，就徘徊在在用餐旅客旁或是
於攤販前，可以看到當地居民，把魚丟入它的又長又扁的大嘴

裡，賺到免費的大餐。
10



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11

卡托米利五座風車

鵜鶘



國家專欄希 臘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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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克索斯納克索斯納克索斯納克索斯 Naxos
從聖托里尼出發要兩、三個小時船程的納克索斯，是希克拉迪群
島中面積最大的島嶼，此處沒有聖托里尼強烈的商業氣息和高物
價。最著名的地標則是在Hora的小山丘上的阿波羅神殿，據說西
元前530年納克索斯的暴君Lygdami決定在納克索斯興建全希臘最
大、最壯觀的神廟，獻給太陽神阿波羅，所以神像的方位正對著
阿波羅出生地迪洛斯島，但至今仍沒有完成，原因仍是個謎，現
今只有一道寬3.5公尺和高6公尺大理石門框，在此處可以俯瞰愛
情海，更是欣賞黃昏美景好位置。

Temple of Apollo on Naxos

希臘的美，用言語形容還是
不夠的，唯有到當地融入在
這浪漫又復古的城市，才能
真正體會到何謂「我的心還
遺留在愛情海」。



歐盟活動專欄

歐洲專題講座歐洲專題講座

13文 UE4B 黃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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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活動專欄

歐洲?文化認同??歐洲文化認同???

歐洲，有許多人都對歐洲非常的崇景，但是何謂歐
洲、文化認同、和歐洲文化認同呢？

「歐洲」這名字是來自希臘神話，腓尼基美麗的公主歐羅巴
（Europa），被宙斯看上，於是宙斯化身為白牛，將歐羅巴
帶到克里特島，歐洲大陸便以她的名字命名。基本上歐洲在
地理上是以烏拉山以西，東南以裏海、高加索山脈和黑海與
亞洲為界。歐洲第一次大統一是在亞歷山大，後來還有凱

撒、拿破崙和希特勒皆曾經有統一歐洲的野心。現今歐洲大
陸分為許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國家，也因為這樣使歐洲常發生

國與國的戰爭，於是在1952年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

到1992簽署的歐洲聯邦條約，就是所謂的歐盟，現今有27
國，佔了五分之四的歐洲人口，並控制了93％的經濟。

14



歐盟活動專欄

歐洲?文化認同??歐洲文化認同???

歐洲各國加入了歐盟組織是否會影響國家當地的文化
特色？答案是否，歐盟的加入必需是平等、自由和法治的歐
洲國家，並且同意保留歐洲各國原有的法治。而有些人則會

很好奇，何謂「歐洲」國家？近幾年土耳其積極想加入歐
盟，但有些人質疑土耳其為歐洲國家還是屬於中東國家?因

此歐洲的更廣義定義可以建立在地理、政治、宗教、種族、
語言和文化歷史。歐洲文化本身就因太多國家所組成的，因

此很多元複雜，而各國文化也會多少受到鄰國或歷史而有些

相似和影響，但他們也不會輕易改變或強迫它國接受，歐洲
文化是在各不同文化中，尊重各文化和保持多元性，並尋找

出最基本的歐洲共同文化，簡單說就是在單一體系中的多元
體系追求根本，反之，中國文化則是強調單一文化「漢文
化」，以統一文化創造單一體系而發展多元文化。15



歐盟活動專欄

歐洲?文化認同??歐洲文化認同???

演講中，有人發問「今日美國人是否還認同自己是歐
洲人呢」?我們都知道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美國人
是從歐洲移民過去的人種，現今歐洲也在探討如何區分歐美
之間的西方文化，環保意識就是區分歐美文化之間的一個例

子，2002所簽署的京都協議書，原本美國和歐洲都有簽署，
但是後來美國因經濟發展利益而跳出此份協議，使歐美文化
產生不同文化價值的關鍵在於環保意識，歐洲比美國更在意
環保問題，也願意盡力降低污染。

文化認同?歐洲文化認同?？？講者在此演講中保持著
不明確的答案，因文化認同是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在未

來，誰也不知歐洲是否還是屬於現今的歐洲，文化上有如何

的改變，這些皆會隨時間而有變動，在演講後，也值得我們

去想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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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研究中心二○○九年基礎

★歐盟投入資金進行綠化公路運輸研究以協助

★台灣歐盟450mm 晶圓技術研討會

17文 S40B 陳淑芬

達成歐盟針對氣候變化所設定的整體目標

研究建設徵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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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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機會

歐洲研究中心二○○九年基礎研究建設徵求計畫

研究基礎設施在提高知識技術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例如，
基因資料庫之於生物學，觀測器材之於環境科學，顯微影像

或無塵室之於研究開發新材料或奈米電子學，是研究和創新
的核心。本計畫目標結合不同國家獨特的研究服務和專家，
吸引年輕人投入科學工作，以建立有效率的科學研究環境。
以促進國家、區域甚至是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operation/CO200903/

CO200903_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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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機會

歐洲研究中心二○○九年基礎研究建設徵求計畫

研究基礎設施，包括計算和通訊的電子基礎設施，可以提高
歐洲研究潛力，以及加強歐洲研究團隊向心力。因為這類基
礎設施相對昂貴，而且需要深入的專門知識，為能達到最大
的經濟效益，設施開發時規劃範圍應該以整個歐洲甚至更大
的使用規模為目標。但目前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建設仍是以國
家為單位，歐盟委員會試圖通過歐盟第七期研究架構計畫發
揮橋樑作用，幫助各會員國更廣泛和更有效地利用基礎設

施，以期促進和協調各國間的合作，結合新的研究基礎建
設，增進未來中長期的泛歐洲的利益遠景。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operation/CO200903/

CO200903_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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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投入資金進行綠化公路運輸研究

以協助達成歐盟針對氣候變化所設定的整體目標

歐盟委員於2009年1月26日舉行的歐洲公路運輸研究諮詢委

員會(ERTRAC)會議中指出，歐洲公路運輸研究諮詢委員會將

會對外發表歐洲公路運輸系統的未來情況，並且提出汽車業

者需要執行哪些項目，才能夠使公路運輸持續地進行逐步性

的改變。由此消息可以看出，歐盟研究政策如何經由對於運

輸研究的支持，來幫助達成歐盟針對氣候變化所設定的整體

目標。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3/P200

903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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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投入資金進行綠化公路運輸研究

以協助達成歐盟針對氣候變化所設定的整體目標

歐盟指出2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是來自於公路運輸，而
預計的原油短缺現象，促成現今社會對於能源安全的擔憂，
歐洲73％的石油消耗量是用於運輸，此外，歐盟估計在未來
的20年內轎車量會成長一倍。從環境和能源的角度來看，尋

找替代礦物燃料，的確有其必要性及迫切性，以確保未來的
能源需求。根據歐盟第七期研究架構計劃(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P7))，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更加「綠化的、安全的、與
聰明的」泛歐洲運輸系統，並編列了七年4.16億歐元的研究

預算。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3/P200903_02.ht

m

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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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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投入資金進行綠化公路運輸研究

以協助達成歐盟針對氣候變化所設定的整體目標

歐盟新技術平台(The EU’s new Technology Platforms－
ETP’s)的成立，促使了工業界、科學界和歐盟委員會三方的
合作關係，以確定在具體領域中的研究優先項目和行動計

劃，為歐盟未來的運輸研究策略，作出了重大貢獻。歐盟第
七期研究架構計劃還將希望能夠幫助運輸行業進行目前的調
整工作，其中包含了供應鏈之整合，特別是中小型企業

(SMEs)，因為中小型企業可說是提供必要活力和創新精神的
主要角色。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3/P200

903_02.htm 

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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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歐盟450mm 晶圓技術研討會

本次晶圓技術研討會由國科會與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共同
舉辦，於2009年3月24日在台灣台北的遠東國際大飯店舉

行。此研討會的目的是提供歐洲與台灣的組織與公司間探索

合作的機會。
本次議程包含了知名專家、研究機構以及設備與材料供應商

的報告，具體增加台灣與歐洲之組織及公司間的連結。除了

有助於雙方研究與發展上的合作，亦刺激在半導體製造領域

中歐洲公司與全球的合作。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ncp-tw.ntust.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eminars_20090324&Rcg=5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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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於德國

的Maria

Maria

人物專訪篇人物專訪篇

文 UE4B 黃琬月



人物專訪

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人物簡介

Maria，這次來台灣是因
為德國萊比錫大學華語遊

學團，在臺灣展開六星期

的華語學習並且體驗台灣

文化。在與她訪談過程

中，覺得她是位開朗和和

藹可親的女生，並且她中

文雖沒學很久，卻能講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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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為什麼妳會想學中文呢? 學了華語後，有沒有更喜歡華語呢?

我覺得中文字很漂亮，很有意思，學了之後更喜歡中文，我
覺得聽比寫還難，因為中文發音都好相似，無法分清楚是幾

聲，但我會繼續努力學習中文。

在台灣這段時間，有空閒時妳都在做什麼休閒活動？
我在台灣利用空閒時，都是去旅遊、逛街和逛夜市。

妳拜訪過台灣哪裡了，哪一個地方是你最喜歡的?

我去過了台南、墾丁、知本和蘭嶼等地方，其中我最喜歡蘭

嶼了，蘭嶼的海邊很美很漂亮，而且那地方很天然，沒有7-

11便利商店，我在那幾乎每天都去浮淺，真的很美，我也在
那裡騎了第一次騎摩托車。

26



人物專訪

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妳喜歡台灣的食物嗎? 哪一個食物是你最喜歡和最討厭的?

台灣人都喜歡吃熱食，我們飲食習慣卻是比較常吃冷的食物，台灣

的食物我覺得有點油和有點甜，但是我喜歡吃水餃和包子，在德國

吃到新鮮的魚是比較難得，因此我很喜歡可以吃到新鮮魚的店，火

鍋和蓮霧也是我愛吃的。我不喜歡吃鴨血和臭豆腐之類的食物。

妳對台灣最感興趣是什麼?

我對台灣什麼事都很感興趣，食物、語言、地方皆感到好奇，我覺

得台灣很熱鬧，在公園，看到人家練氣功也覺得很有趣。

能請妳敘訴在台灣讓妳永遠忘不了的一件事嗎？

我覺得台灣天氣很好很暖活，不像德國冬天好冷，食物也會讓我很

懷念。台灣的東西好便宜，衣服鞋子都好便宜，我想在台灣每件事

都會讓我忘不了。
27



人物專訪

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Maria & & & &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台灣的文化跟德國文化是很不同的。請問台灣有什麼傳統文
化活動使妳感到興趣?

在元宵節時，我和朋友去愛河看煙火，我覺得台灣的元宵節
活動很好玩和很熱鬧。

妳覺得台灣人對待外國遊客是充滿熱情嗎?

是呀! 我覺得台灣人超熱情。我記得有次搭公車，有人看到
我眼睛顏色，就問是真的嗎?並且還被問可以拍照嗎?

妳覺得台灣有什麼地方是要改進的?

我覺得台灣學生很可憐，下課後都去補習，不像德國學生，
放學後都出去玩。

28



人物專訪

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關於德國

可以請妳介紹一些德國道地的美食嗎?

德國主食大都是馬鈴薯或麵，通常我們都吃馬鈴薯泥加點調味料，

配肉和麵包。

能夠介紹一些去德國一定要拜訪的地方嗎？

萊比錫很值得去喔！

妳最喜歡德國哪一個節日？

聖誕節是我最愛的節日，我們會佈置聖誕樹吃聖誕大餐，晚上時會

去教堂，回來後就可以拆禮物了。每年12月份德國各城市都有聖誕

市集，可以在那邊吃東西邊喝熱紅酒。

可以告訴我ㄧ件在德國會被視為不禮貌的行為？

像是吃東西很大聲還有打嗝，在台灣看到別人在大庭廣眾下打嗝，

覺得嚇一跳。還有，在台灣餐廳吃飯可以把外面飲料帶進去，但是

在德國是不准許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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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儀老師專欄

The Kyoto Protocol and European Union’s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The Kyoto Protocol is an international binding 

agreement link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 It i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setting targets f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cut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Protocol entered into force on February 16, 2005 and to date 

184 parties have ratified the Protocol.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ratified the Kyoto Protocol in Ma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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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儀老師專欄

The Kyoto Protocol and European Union’s  

effort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gree on reduction of their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As a result of more than 150 years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creased levels of GHG emissions in the atmosphere. While the 

Protocol puts a heavier burden o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than on

developing nations it is generally seen a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towards a global emission reduction regime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ach country that signed the protocol agreed to its 
own specific target. EU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cut their present 

emissions by 8 % (on 1990 levels) and Japan by 5%. Some 

countries with low emissions were permitted to increas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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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yoto Protocol and Developing Nations

The agreement acknowledg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ibute least to climate change but will likely 

suffer most from its adverse effects. Developing nations do 

not have to commit to specific targets, but have to report their
emission levels and develop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rogrammes. China and India, potential major 
polluters with huge populations and growing economies, 

have both ratified the protocol and both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two of the world's biggest producers of 

greenhouse g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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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明儀老師專欄

The Kyoto Protocol – Russia, USA, Australia

Russia initially hesitated signing the Kyoto protocol, 

but eventually the cabinet agreed to ratify the agreement in 
September 2004.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st single 

contributor of GHG emissions) and Australia decided not to 
ratify. The treaty suffered a massive blow in 2001 when the 

U.S.,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pulled out 
saying implementing it would severely damage the U.S. 

economy. In 2007 a change in government made Australia to 

finally ratify the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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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the track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ould achieve a reduction of 

emissions by about 3% from 1990 to 2000. However,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collapsing economies of former 
Soviet countries. The UN predicts tha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e now well off target and estimates emissions 
surge about 10 % above 1990 levels by 2010. Also most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reduce 

emissions by 8 % on 1990 levels are not believed to meet 
their targets. France, Sweden and the UK are likely to make it, 

but others - such as Spain, Portugal, Greece, Ireland and 
even Austria have made no progress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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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ggreg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individual Annex I Parties, 1990-

2006; excluding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s (LULUCF) 

Source: http://unfccc.int/ghg_data/ghg_data_unfccc/items/4146.php 37



Source: http://unfccc.int/ghg_data/ghg_data_unfccc 38



華明儀老師專欄

Monitoring, Reporting, Financing

Under the Protocol all countries’ emissions have to be 

monitored and recorded. Reporting is done by submitting 
annual emission inventories and national reports under the 

Protocol. The Kyoto Protocol also assists nations in 
adapting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It 

supports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techniques that can 

reduc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Adaptation Fund
was created to finance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Fund is financed by a share of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CD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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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Kyoto commitments have been signed into law in 

some countries, some U.S. states and in the EU. The 

European Union’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 is a 
cornerstone of the EU’s efforts to meet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The next part of the series focuses on th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of the EU. 

40

To be continued…



資料來源

designexpo.boco.com.tw

www.wretch.cc/blog/oolong1001/5235053

2008coffee.yunlin.gov.tw/

www.nipic.com/show/3/81/d26f36c0a737b509.html

www.tycg.gov.tw/files/036/%E6%84%9B%E4%B8%8A%E5%B8%8C%E8%87%98.jpg

img1.gootrip.com/gootrip/_20upload/mdd/2007-08-31/71069_7.jpg

www.lotour.com/imagessnapshot/2006-3-23/34914_1.jpg

www.flickr.com/photos/24117834@N00/325236195/ 

我的心遺留在愛情海
blog.udn.com/yeasonth/1925780

blog.udn.com/kocj/2170169

www.flickr.com/photos/navin75/2637259402/ 

Discovery 知性之旅 希臘
Home.so-net.net.tw/sonchen/greece.htm

Blog.udn.com/kocj

www.justin-photo.idv.tw/aegean/findex.htm

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a0.att.hudong.com/83/52/01300000201721123243521118206.jpg

www.mytour.com.tw/greece/

blog.und.com/chris1102/296435

圖片來源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