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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30 歐盟知識問答展

5/18-6/30 西班牙文化沙龍展

5/8 13:30-15:00 歐洲文學講座

「現當代歐洲文學與藝術影響下的台灣文學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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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份活動

2222

講者柯品文作家 Q002

從文化意象的角度談華語電影中的西文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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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園區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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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男子藏歐洲之星車頂溜進英國

☼☼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義大利遊輪遭遇海盜 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開火退匪

☼☼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法國一直升機空難 55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

☼☼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豬流感恐登陸法國 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衛生當局發現兩可疑病例

☼☼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冰島國會選舉 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中左聯盟大勝前執政黨

☼☼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防堵豬流感 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俄羅斯禁止美墨多國肉品進口

☼☼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英國加強把關 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疑似疫區入境旅客也將受檢

☼☼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波蘭發現瓶中信 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寫信人是納粹集中營囚犯

☼☼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箝制網路盜版 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法國會恢復辯論法案

☼☼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歐盟外交智囊：：：：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對中態度應更強硬

☼☼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丹麥快桅公司加強航行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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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詳情內容請至歐洲經貿辦事處官網http://www.deltwn.ec.europa.eu

�歐盟多媒體網路圖書館－Europeana
www.europeana.eu
�國際競爭網路結合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Merger Workshop
�歐洲議會接待台灣立法院代表團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Receives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s Ddlegation
�新市場進入通訊
New Communication on Market Access
�台灣成為WTO政府採購協定的一員
Taiwan’s Accession to the GPA
�斯洛維尼亞的Savinja山谷
Savinja Valley, Slovenia

歐 盟 通 訊
歐盟經貿辦事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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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文 US1B 郭子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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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蘭境內，有許多世界文化遺產，凡舉是克拉
科夫歷史中心、華沙歷史中心、維利奇卡鹽礦或是扎莫
希奇古城等等，都讓波蘭這個國家充滿了歷史人文的價
值。而我們這次所要介紹的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讓我
們一起進入時光的迴廊來探索這歷史上一段悲痛的過
去。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德國納粹在二戰期間所修建最
大的集中營，始建於1940年4月，是距波蘭首都華沙300
多公里的奧斯威辛市附近大小40多個集中營的總稱。德
國納粹在這裏監禁過數百萬人，並屠殺了其中的110多萬
人，受害者絕大部分是猶太人。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
軍解放了奧斯威辛集中營，7000名幸存者獲得了新生。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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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1940年起，納粹德國在此地區建立了數個集中營
和滅絕營。這些營地是大屠殺的主要場所，共有3個主要
營地和39個小型的營地。
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其他集中營是由納粹黨衛軍首腦希姆
萊（Heinrich Himmler）領導的。直到1943年集中營的
指揮官一直是納粹軍官魯道夫‧胡斯（Rudolf
Hoess），他在戰後的審訊中和自己的自傳裡詳細記述在
奧斯維辛的作為。胡斯於1947年被絞死在奧斯威辛一號
營地的焚化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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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辛由三十三個集中營組成，全營分為三大區：
�奧斯威辛一號奧斯威辛一號奧斯威辛一號奧斯威辛一號：最初的集中營，為整個奧斯威辛地區集
中營的管理中心。這裏殺害了大約70,000名波蘭知識分
子、同性戀者和蘇聯戰俘。德軍的軍用經濟企業部就位於
此地。
�奧斯威辛二號奧斯威辛二號奧斯威辛二號奧斯威辛二號（比克瑙）：為一個「滅絕營」，主要任
務是在毒氣室進行大規模屠殺，有大約100萬猶太人，
75,000波蘭人、同性戀者和19,000吉普賽人在此遇害。此
外它也包括幾個較小的集中營：布達的農業營、加悔澤的
養禽營、賴斯科的蔬菜營和一些化學實驗室。
�奧斯威辛三號奧斯威辛三號奧斯威辛三號奧斯威辛三號（莫諾維茨）：為一個勞動營。亦稱倫
納，是建築和生產人造橡膠和汽油的大型營區。它也包括
幾個較小的集中營，負責挖煤和生產水泥。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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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2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舊址被辟為殉難者
紀念館。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名錄，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戰爭”。為了見證這段
歷史，每年有數十萬來自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前往奧斯威
辛集中營遺址參觀，憑弔被德國納粹分子迫害的無辜者。

二戰結束後，德國政府採取多種措施對納粹德國所犯的戰
爭罪行進行彌補，除公開向受害國懺悔外，還對受害國和
受害者給予賠償。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總理在華沙向猶
太人殉難者紀念碑雙膝下跪，哀悼被德國法西斯殘害的猶
太人，並代表德國表示懺悔。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為銘記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慘痛教訓，防止種族主義
和納粹分子死灰復燃，1996年，在德國前總統赫爾佐克的
倡議下，德國將1月27日定為法定的“納粹受害者紀念日”。
此後，每年的這一天德國都舉行官方紀念活動，教育人們
永遠記住納粹罪行，防止歷史重演。

2005年1月24日，第59屆聯合國大會舉行特別會議，
紀念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解放60周年。
2006年3月，波蘭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將聯
合國世界遺產名錄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更名為“前納粹德
國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以強調這是德國納粹而不是
波蘭人建立的集中營。

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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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

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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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蘇聯攝影師弗拉基米爾這是蘇聯攝影師弗拉基米爾這是蘇聯攝影師弗拉基米爾這是蘇聯攝影師弗拉基米爾‧‧‧‧尤金尤金尤金尤金
1945194519451945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拍攝的照片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拍攝的照片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拍攝的照片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拍攝的照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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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契諾之歌》

盧兆琦

歐盟園區於四月十日邀請作家 盧兆琦先生蒞臨演講
《提契諾之歌》，當他不急不徐地走進來後，大家都對他感到
新奇，因為從他的穿著打扮中感覺到了濃厚的藝術氣息。

燈光一暗，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講者。首先，他
先自我介紹關於他的本名、筆名、著作及得獎經歷，之後就正
式切入主題。

《提契諾之歌》是赫塞‧赫曼─德國著名小說家的知名
著作，並在1946年以此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生還有許多
有名的作品，例如：《鄉愁》、《流浪者之歌》、《荒野之
狼》、《玻璃珠遊戲》等。赫塞‧赫曼生於1887年、卒於1962
年，出生於德國的卡爾夫鎮上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祖父為印
度語言學家，父親寫過有關於老子的書。赫塞‧赫曼在1904年
出版《鄉愁》後聲名大噪，一舉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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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契諾之歌》

盧兆琦

1912年赫塞‧赫塞剛結束戰俘輔導中心的工作，來到阿
爾卑斯山南麓的提契諾，深深地被當地的大自然風景與當地人
樸質風情所吸引，從此以後就愛上了這個世外桃源，在此定
居。並於1923年歸化為瑞士公民。這本書主要是描寫提契諾的
秀麗風光是如何的使人忘憂解愁並且如沐春風。在提契諾定居
的赫塞‧赫曼，藉由田園的愜意忘卻了年少時的痛苦經歷(第
一次世界大戰)，並忘記俗世間的痛苦與煩惱。全文風景大致
圍繞提契諾四季的變化、山野的風光、小鎮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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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契諾之歌》

盧兆琦

及羅卡諾、小山丘蒙塔那拉等等，其中也蘊藏著赫塞‧

赫曼對大自然的熱愛關懷和崇尚自由的思想。赫塞‧赫曼用巧
妙的手法讓我們在閱讀時，自然而然進入他所描繪的世界裡，
彷彿我們真的就在提契諾一樣，筆觸誠摯而生動，他寫的散文
如景、景似畫，文章行雲流水，融匯而成一抹天然的田園美
景，安詳而寧謐，無形中讓我們釋放現代生活忙碌的壓力。他
並不向一般人追求華麗且奢靡的物質生活，而是嚮往恬淡樸實
的田野生活，因為唯有田野生活能使人心靈安定，找到精神上
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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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合作機會

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人才培育計畫徵求計畫

在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對於國際合作的規劃之下，此計
畫的主要目的在於加強跨國際研究學者的交流。藉由歐盟國
之內或者參與S&T條款的國家之中，讓研究學者進行互換，
以達到將來建立相互合作的基礎。
此計畫的目標在建立至少兩個以上的獨立研究單位，分別位
於兩個以上不同的歐盟國或相關國家之中。並且，其中一個
國家至少需要在S&T條約下之國家，或者正在加入的國家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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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00903_02.htm 



18

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合作機會

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人才培育計畫徵求計畫

申請此交換計畫的研究時間可以從24個月到48個月，視各領
域與合作伙伴的數目略有不同。有興趣的申請者，需詳細閱
讀其網頁的作業流程以及申請辦法。申請需要附上申請書，
詳細說明預計從事的計畫以及期待的效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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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00903_02.htm 



19

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總署在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

歐洲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倡議屬於一種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由來自歐盟和民間企業聯合資助，並且由民間企業握有
其主導權。此歐洲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倡議的公私合作夥
伴關係，是由歐盟部長會議法規521/2008 (Council 
Regulation (EC) 521/2008) 所建立，並於2008年10月14至
15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所舉辦的第一次利益相關者大會中
正式發布。歐盟執委會將會在接下來的六年中，從歐盟第七
期研究架構中提撥出4億7千萬歐元的資金於此歐洲燃料電池
和氫聯合技術倡議，而民間的私營企業也至少會提撥大約相
同金額的資金來協助此倡議的推動。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

4_08.htm 

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計畫



20

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總署在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

藉由先期規範性研究，歐盟聯合研究中心總署將可幫助歐洲
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倡議，進行針對燃料電池和氫技術性
能之安全性、可靠性、效率和排放量的評估工作。歐盟聯合
研究中心總署也將提供相關服務的實驗室，特別是氫儲存和
燃料電池性能的實驗室，例如位於荷蘭Petten的歐盟聯合研
究中心總署能源研究所。與此同時，歐盟聯合研究中心總署
將致力於支持歐洲燃料電池和氫聯合技術倡議的策略制定和
實施，藉此將有助於確保歐盟執委會，能在歐洲燃料電池和
氫方面的研究與開發中發揮重要作用。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

4_08.htm 

倡議中扮演重要角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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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歐盟創新醫藥研究先導計畫

歐盟創新醫藥研究先導計畫(IMI)的目標在改善歐洲製藥業
的競爭力，吸引優秀的醫學研究人才，藉此讓歐洲的公民享
有最先進的醫學產品，並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IMI於2008
年展開，由歐盟和歐洲製藥工業各投資十億歐元(約四百億
台幣) 預計在十年內完成以上的目標。IMI的前身是「歐洲
技術平台(European technology platform)」的一部分，當
時在2008年三月所提出的策略性研究計畫書 (the 
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 SRA)就提出了IMI的詳細構
想，計畫書中建議以IMI為主導，逐步突破目前歐洲醫藥研
究與新藥開發的瓶頸。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4/P200

904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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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98年度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以銜接創新生技策略研究至
產業化應用為徵求重點，期望學界能結合業者從產業化觀點
進行相關研發工作，並促成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形成。
為積極推動學產界共同主導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農業生物
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運用相關部會研發資源，配合業界生技
產品研發及商品化規劃需求，以計畫形式協助學研界與產業
界共同研發關鍵技術，從中引進學研機構之研發能量，於計
畫中建立業界所需之關鍵技術、培育研發人才，以縮短研發
成果至商品化之距離，厚植生技產業研發能量，進而提升生
技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54d8fc01207

fa0795e00dd&ctunit=31&ctnode=42&mp=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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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98年度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

本次徵求國科會補助之「先導型」及「開發型」產學合作計
畫，執行期限為98年8月1日至99年7月31日。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54d8fc01207

fa0795e00dd&ctunit=31&ctnode=42&mp=1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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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德國的Achim(Akim)，
Achim現在就讀於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二技三年
級，與妻子居住在台灣，是一位素食者，熱愛台
灣文化，在班上跟同學相處得非常融洽，對藝術
非常有天份，講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充滿異國風
味的中文，跟同學們的溝通大致上沒有問題，是
班上的開心果。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

26

Achim在來台灣之前，其實是從事教英文和德文的工
作，從幼稚園到企業機構都可以看到他活躍的身影。

在來文藻學習中文之前，也製作過音樂CD和圖像創
作的工作，可說是多才多藝。當他在美國遇到

Candice(現在是他妻子)，她說服Achim一起來到台灣
來打拼，當中有遇到很多的困難，不過他們都一起攜

手度過了。Achim在文藻，中文進步非常多，相信他
多國語言的專業能力，在未來台灣求職的路上，應該

會順利許多，共勉之。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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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問分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關於台灣，而另一

個部份將請Achim跟我們談談德國，Achim是個健談

的人，本來準備了許多問題，卻因為Achim太熱情而
沒有全部問完，在這邊就挑幾個同學比較感興趣的題

目。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

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 在你接觸過中文之後在你接觸過中文之後在你接觸過中文之後在你接觸過中文之後，，，，有比以前更喜歡中文嗎有比以前更喜歡中文嗎有比以前更喜歡中文嗎有比以前更喜歡中文嗎????

Achim：我現在幾乎可以看完一本中文的書了，而且我也發現在閱

讀方面，中文其實比很多語言簡單一些，因為我可以從中文的部

首筆劃去猜字的意思，我覺得這樣非常有趣，好像在玩遊戲一

樣，也讓我越來越喜歡中文。我也希望在未來一兩年內我的中文

能夠有長足的進步，到能夠跟台灣人暢談無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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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 台灣人跟外國人相處台灣人跟外國人相處台灣人跟外國人相處台灣人跟外國人相處，，，，有什麼地方是值得注意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注意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注意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注意的，，，，或或或或
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我們該如何改善我們該如何改善我們該如何改善我們該如何改善????

Achim：(一開始他說沒有，但我硬要他擠出一點東西來，於是他思

考了很久)有一些地方在我剛來台灣時不是很喜歡，像是喜歡在我

面前用第三人稱談論我，他們用中文講一些有關我的事，卻以為我

聽不懂，像是問我朋友一些有關我的事。他直實可以直接問我，因

為我就在他面前，所以我常常因此感覺自己被忽略。這種情形在我

剛來台灣時無時無刻的在發生，我覺得台灣的朋友或許可以稱呼我

的名稱而不只是用”他”來代替。但我覺得這應該只是有關文化一些
語言隔閡的部份。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



台灣的朋友也常問我一些很直接，或是只有很親密的朋友才

會問的問題，像是收入、父母、婚姻甚至於性向問題，但大部份台

灣的朋友看到外國人都是友善且開心的。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請我喝飲料，就只因為我是外國人。是

沒什麼不好，但我當下真的覺得有點奇怪，然後他開始問我賺多少

錢，或是問我的房租多少。讓我想起有一次在台北，一位婦人經過

我家門口問我：租金多少?然後她就走掉了。我猜想人們大概只是好

奇吧!現在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關係了。

有時候台灣的朋友也會一直盯著我看，但我其實真的沒什麼

不同，也渴望能有一些清靜、隱私的權利，我就好像是在動物園的

動物一樣。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有一次我在等火車，有一群女孩

站在我前面，我聽到她們說：他很可愛但好肥諸如此類的，(聽到這

裡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還用手機拍下我，但我後來想了想：至少
她們覺得我是可愛的!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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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問題三問題三問題三 你最喜歡德國的哪個節慶你最喜歡德國的哪個節慶你最喜歡德國的哪個節慶你最喜歡德國的哪個節慶，，，，你都在那天做些啥你都在那天做些啥你都在那天做些啥你都在那天做些啥????

德國慕尼黑的啤酒節相信你應該不陌生吧!? 每年九月末到十月初在
德國的慕尼黑舉行，持續兩周，是慕尼黑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動。為
了這個活動專門釀製一種叫做Wiesenbier的啤酒，這種啤酒比一般
的啤酒顏色更深，酒勁兒也更大，上酒的時候用的是一種叫做
「Maß」的大酒杯，現場並搭建起能容納3000到一萬人的大帳篷，只
有慕尼黑當地的酒商才被允許在裡邊提供這種酒。酒客們也消耗掉
大量的食物，大多是傳統的家常小吃如香腸、烤小雞、泡菜和烤牛
尾等。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德國與德國與德國與德國



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可以介紹幾個景點是如果去德國旅行的話一定要拜訪可以介紹幾個景點是如果去德國旅行的話一定要拜訪可以介紹幾個景點是如果去德國旅行的話一定要拜訪可以介紹幾個景點是如果去德國旅行的話一定要拜訪
的嗎的嗎的嗎的嗎????

有一條河叫易北河，那邊的風景很漂亮，易北河（德語
Elbe）在捷克語和波蘭語中稱為「拉貝河」（Labe，Łaba），都是
由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河流」一詞演變來的。易北河發源於捷克
和波蘭交接的蘇台德山脈，向南進入捷克，再流成一個弧形轉向西
北流入德國，經漢堡流入北海，是中歐地區的主要航運河道。還有
一座波登湖（德語：Bodensee）也稱康斯坦茨湖（英語：Lake 
Constance），位於瑞士、奧地利和德國三國交界處，由三國共同管
理，湖區景色優美，風景迷人。波登湖由三部分：上湖
（Obersee）、下湖（Untersee）和Seerhein組成。波登湖面積536
平方公里，最深處254米，是德語區最大的淡水湖，每年為當地450
萬居民提供1800萬立方米飲用水。

人人人人 物物物物 專專專專 訪訪訪訪

AchimAchimAchimAchim與德國與德國與德國與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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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last part I introduced how emission trading is used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compani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within the EU. The European Union’s scheme of emission 

trading represents the biggest market for trading carbon in the 
world. Today we will learn more about the second flexible 
mechanism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The central feature of the Kyoto Protocol is its requirement for

countries to limit or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CDM is another arrangement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where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play a major role. This 
mechanism tries to achieve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hrough 

a market-bas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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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is mechanism allows industrialised nations to invest i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osts of emission reduction in developed nations 

are much higher tha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DM projects are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with low reduction costs. Therefore the shift 

of investment towards developing world allows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be reduced at lower costs. Most of the CDM projects

includ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know-how and improved opera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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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limate it is not important if the 

emission is reduced in developed nations or in developing 
nations. One t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is one t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regardless where the reduction takes place, bu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stimulate emission reduction. 
All the projects need to be registered at CDM Executive Board. 

If registration process is successful and the project is 
implemented, the Executive Board issues carbon credits, 

called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A crucial 
condition of such CDM projects is that the planned reductions 

would not occur without the additional incentive provided by 

emission reductions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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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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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s of May 2009, 1599 projects have been registered, 75 

are requesting registration and over 4,000 projects are yet to 

be certified. These projects are estimated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by over 2.5 billion tons until the end of 2012. (The 

emissions of the EU-15 are about 4.5 billion tons of CO2
equivalents per year) To date, most projects are registere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Hydro fluoro compounds (HFCs), a by-
product from the refrigerant industry. The number of energy 

efficiency project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are growing. 

Over 71 % of all CDM projects are locat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 hosts about 33 % of all CDM projects, followed 

by India with around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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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CDM concern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DM is also faced with 

criticism. This mechanism allows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to 

obtain credits for financing emission reduction projects in 
countries without Kyoto targets. There is concern that for every

tonne of carbon captured through a CDM project, an additional 
tonne of carbon from fossil fuel burning can be released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As most CDM projects are located in 
countries that are not subject to emission limits, any CDM 

project increases the overall allowanc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se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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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Kyoto Protocol

CDM concerns

In the next part we will get to know the third mechanism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e Joint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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