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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6月份活動

2222

4/13-6/30 歐盟知識問答展

5/18-6/30 西班牙文化沙龍展

6/12 13:30-15:00歐洲文學講座:
「英國詩人與詩」講者王希成作家 歐盟園區Q002

6/12 15:10-16:00期末志工大會
歐盟園區開放空間



�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4

☆喬治亞南歐西夏省議會選舉 親俄政黨勝選

☆德法領袖聯手籲歐盟 領導世界克服金融危機

☆瑞典盜版黨 搶進歐洲議會

☆烏克蘭銀行兩次爆炸 21人受傷

☆二戰諾曼第登陸紀念 白宮協調補邀英國女王

☆挽救核子會談 法總統明會晤伊朗外長

☆法航墜毀大西洋 親友悲痛難忍

☆俄羅斯表示 可能支持對北韓新制裁措施

☆工黨議員聯署逼退 英首相布朗面臨下台危機

☆柏林圍牆倒20週年 德國感激中東歐人民相挺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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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國家介紹國家介紹國家介紹國家介紹

國名：捷克共和國(簡稱
捷克)/ Czech Republic / Česká republika
首都：布拉格 / Prague / Praha
位置：位於歐洲中部的內陸國，四個鄰國分別為北
方的波蘭，西北方的德國，南方的奧地利，與東南
方的斯洛伐克
面積：78,866 平方公里，由捷克、摩拉維亞和西裡
西亞3個部分組成。
氣候：大陸型氣候四季分明，春、秋季時期溫度適
中，不會過冷過熱，最適合旅遊 。 5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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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國家介紹國家介紹國家介紹國家介紹
語言：捷克語。觀光地區通德語、俄語、英語
宗教：天主教
貨幣：捷克克朗 / Czech Koruna (CZK) / koruna 
česká (Kč) 

6
↑國旗 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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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象徵意義國旗象徵意義國旗象徵意義國旗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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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捷克是由摩拉維亞與波希米亞兩部份所組成，國旗原本
是雙色旗幟的設計，上層白色、象徵著神聖和純潔；下
層紅色、象徵著勇敢和不畏困難的精神，而紅、白兩色
是古波希米亞王國的國色，設計就如同波蘭國旗一樣。
到了1918年10月捷克與斯洛伐克聯合建立了捷克斯洛伐
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zechoslovakia)後，雙色國旗
仍然繼續沿用，直到了1920年增加了左邊的藍色三角
形，代表斯洛伐克，而原來的白色代表摩拉維亞，紅色
代表波希米亞，三角形狀則象徵喀爾巴阡山 (歐洲的第
二大山系)。而這面國旗的設計者不是很確定，但一般
認為是由一位捷克國內事務部門的檔案保管人加洛斯拉
夫‧庫爾莎(1875 - 1950)所設計的，而這個設計就一
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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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治歷史政治歷史政治歷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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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1.西元五～六世紀時捷克祖先進出此地。九世紀大摩拉
維亞王國誕生，隨後被馬扎兒人所滅。
2. 十一世紀時，普希米斯爾家族建立波希米亞時代。
第一任的基督教君主瓦茨拉夫一世成為波希米亞王國的
開國始祖，普希米斯爾家族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306年。
波希米亞的統治權落入登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盧森堡
家族手中。在查理一世治世時，波希米亞達到鼎盛時期
3.1419年的胡斯戰爭後，國勢一路往下滑。哈布斯堡家
族掌了波希米亞的政權。強勢執行反宗教改革的哈布斯
堡家族與波希米亞的新教派貴族之間發生爭戰。
4.1620年的皮拉．荷拉（白山）之戰，新教徒派吃了敗
仗。其結果是新教派完全受制，王位則由哈布斯堡家族
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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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政治歷史政治歷史政治歷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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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5. 1918年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瓦解，向
來關係較為密切的捷克與斯洛伐克合併為捷克斯洛伐
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捷克與斯洛伐克曾在德國
納粹的統治下短暫地分開過一小段時間，但大戰後又成
為一個國家。
6.1960年代自由化的呼聲高漲，1968年發生「布拉格之
春」運動，但是在蘇聯戰車前，自由化的夢想被蹂躪。
7.1989年舊蘇聯瓦解後，才得以達成改革。
8.1993年，與斯洛伐克和平分離。
9.捷克已於2004年5月1日時加入歐盟成為正式會員國，
在2007年12月21日成為申根公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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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經濟產業經濟產業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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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捷克為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之中，與西歐國家接觸較密
切，也是工業化程度與經濟情況較好的國家之一。2005
年捷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兆9311億捷克克朗。
主要產業為：機械、化工、冶金、紡織、電力、食品、
製鞋、木材加工和玻璃製造等。以上從業人數大約為
134.4萬人，約占全國勞動力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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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首都首都首都．．．．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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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首都，也是前捷克
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
的首都。河左岸高地上
聳立著布拉格城
(Prazsky Hard)，右岸
則為中世紀建築風格的
街道。市中心有古羅馬
式建築、哥德式建築、
文藝復興風格建築及巴
洛克式建築，因此贏得
「建築博物館之都」的
美譽。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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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布拉格城堡

●舊城廣場(Staromeske
namesti)：布拉格舊城的中
央地帶，鋪滿石板道路，聚
集許多觀光客。廣場一角有
文藝復興時期的拱型建築，
已改成咖啡廳、禮品店，還
有不少小吃攤和街頭藝人在
此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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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市政廳有名的天文鐘

●國家博物館(Narodni Muzeum)：位
於溫塞斯拉Vaclavske namesti廣場
南端，地下鐵A線與C線交叉的正上
方，屬於新文藝復興式建築。這是一
座代表捷克的綜合博物館，華麗的博
物館大廳曾是電影「不可能的任務」
場景之一，二、三樓則有史前文物、
礦石及動物標本展覽館。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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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

14

捷克
●溫泉噴池

●溫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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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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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溫泉藥酒博物館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有50多個溫泉
地，其中卡羅維利最負盛名，溫泉量
最大，歷史也最悠久，自古以來便是
歐洲著名的溫泉療養地。
傳說溫泉區是14世紀時，神聖羅馬帝
國皇帝查理四世因打獵而發現。溫泉
區共有12個源頭，每個源頭各有名
稱，其中一處名為Vridlo的泉水，是
從地下2500公尺深的地方湧出，每分
鐘湧泉量2000公升，水溫高達攝氏72
度，泉水高度達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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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溫泉鎮．．．．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卡羅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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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卡羅維利的溫泉具有療效，因
此許多富商都來此療養度假，
連貝多芬、蕭邦等人都是常
客。這裡的溫泉大多可直接飲
用，溫泉旅館設有溫泉浴池可
泡浴。迴廊的設計則在於讓病
人一邊飲用、一邊散步休養之
用。
這裡最出名的紀念品非溫泉杯
及溫泉餅莫屬，此外這裡所賣
的琥珀也物美價廉，非常適合
做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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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森市皮爾森市皮爾森市皮爾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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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啤酒大國」的稱謂，常被人誤解是德國，其實捷克也不惶多
讓。據統計，捷克每年的人均啤酒消費量為一百六十二公升，
名列世界第一。
捷克人一般都喜歡到酒館喝啤酒，最受歡迎的是一種淡色啤
酒，略帶苦味，溫度在攝氏七至十度之間。此外還有深色啤酒
和黑啤。捷克人喝啤酒時吃的多是傳統食品。
捷克的啤酒釀造歷史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公元九世紀至十世
紀。捷克的第一家啤酒廠建立於一一一八年，如今在捷克的皮
爾森市，設有啤酒博物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啤酒博物館，在
此可追溯捷克啤酒的歷史。
十八世紀時，捷克還出版了第一本介紹啤酒釀造方法的書，書
裏規定了在釀酒過程中，溫度計以及其他測量工具的使用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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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節慶特殊節慶特殊節慶特殊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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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國家紀念日國家紀念日國家紀念日國家紀念日(1(1(1(1月月月月1111日日日日)))) :恢復獨立捷克國家紀念日

慶祝捷克斯洛伐克於1993年1月1日解體後的獨立捷克共和國誕

生

尼古拉節尼古拉節尼古拉節尼古拉節( ( ( ( MikulMikulMikulMikuláš ))))
捷克小朋友在耶誕節前最期待的活動就為12月5號的尼古拉節

(Mikuláš)，尼古拉節當日大人會打扮成尼古拉(Mikuláš)、惡

魔(Čert)和天使(Anděl)去拜訪有小孩子的家庭。如果小孩子那

一年有用功學習、且能當場朗讀一首詩詞，小朋友就可以收到
一些小禮物，通常最是受小朋友歡迎的巧克力或水果；如果小

孩子不乖，大人裝扮的惡魔就會嚇唬將會把他們放在揹帶中帶
走；所以小孩子看到惡魔扮相的大人們都特別的害怕，尤其是
常常搗蛋調皮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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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節慶特殊節慶特殊節慶特殊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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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揚揚揚揚•胡斯神父的紀念日胡斯神父的紀念日胡斯神父的紀念日胡斯神父的紀念日(7(7(7(7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
揚•胡斯被判處火刑而於1415年7月6

日被焚，他是宗教改革的領袖和布

拉格查理大學的校長。

「「「「布拉格秋季音樂節布拉格秋季音樂節布拉格秋季音樂節布拉格秋季音樂節」」」」
是東歐第一個民間經營的國際性藝術節，創立於1991年，每年
都在秋天舉行，為期約2週。創立當時，主辦單位設下三項原

則，一是邀請世界級音樂家到布拉格演出；二是讓這些音樂家
和捷克本土音樂家共同演奏，三是邀請的團體或個人要能演出
通俗的世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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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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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第二屆軟性電子及

研討會主題：第二屆軟性電子及可拉伸式電子研討會將於比利時舉
行
研討會日期：2009年11月16～18日
研討會地點：比利時－根特

第二屆軟性電子及可拉伸式電子研討會將於2009年11月16日至18日
在比利時根特舉辦。此次研討會除了宣傳歐盟所贊助之「大面積應
用可拉伸電子學」（Stretchable Electronics for Large Area
Applications；STELLA）計劃之外，也將聯合展示歐洲議會以及其
他國際間在軟性電子及可拉伸式電子共同研究合作之成果。

可拉伸式電子研討會將於比利時舉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5/CF200905_02.htm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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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第二屆軟性電子及

軟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是一種技術的通稱，是
一種建置在薄塑膠片或金屬薄片之軟性或彎曲基板上的元件
與材料的技術。可拉伸電子（Stretchable Electronics）
也被稱為彈性電子〈Elastic Electronics〉或彈性電子電
路〈Elastic Circuits〉，是一種將電子電路存放或嵌入在
可拉伸基板或材料上〈如有機矽或聚氨酯〉之技術。

可拉伸式電子研討會將於比利時舉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5/CF200905_02.htm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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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eHealth2009研討會宣示歐洲eHealth行動方針

日前舉辦的歐盟eHealth2009研討會，在產官學界的熱烈參
與下達成多項共識，各界並同意繼續推行各項行動方針以促
進歐洲eHealth的整體發展。各成員國政策制定者和歐盟議
員們在研討會中，以如何落實讓歐洲居民擁有最好的醫療服
務照顧為前提，廣泛的交換意見。而在各國不同作業系統的
整合性問題、如何落實遠端醫療處方以及歐洲跨國界的醫療
合作以及經驗交流等等議題上，與會各國代表也做出後續的
行動方針。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_03.htm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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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eHealth2009研討會宣示歐洲eHealth行動方針

歐盟會員國需要將每個國家的eHealth經驗和策略加以分
享，讓其居民和醫療院所可以獲得更好的整體醫療服務。在
此同時，歐洲整體經濟體系和社會制度也將是eHealth施行
的正面受益者。所有會員國也將積極以歐洲整體政府架構的
方式來交換意見；其中包括如何促進這項新措施的落實以及
如何移除目前所遭遇到的困難等等。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_03.htm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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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合作計畫

「嵌入式智慧與系統先進研究和技術」2009徵求計畫

在資訊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的二十一世紀，從飛行導航控制、
汽車產業、行動通訊、至我們日常生活所需之衣物、家用型

電子產品….等等領域中，嵌入式智慧系統幾乎無所不在。
由於嵌入式智慧系統應用範圍廣泛並帶來龐大商機，位居此
科研領域龍頭地位的歐洲，必須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國際市場
競爭挑戰。因此，歐盟執委會乃逾期科研架構計畫中投入大
量經費規劃了「嵌入式智慧與系統先進研究和技術」
（ARTEMIS）計畫平台，希望透過此平台的建立，整合歐洲
公部門與民間資金的力量，促成跨歐洲區域的研究合作，並
以工業需求為導向，發展出從技術到產品上下游一貫整合的
經濟體，以確保歐洲在此領域的整體競爭力。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operation/CO200905/CO200905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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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合作計畫

「嵌入式智慧與系統先進研究和技術」2009徵求計畫

歐盟第七期科架構計畫下的「嵌入式智慧與系統先進研究和
技術」計畫平台，訂定了三個產業優先（Industrial
Priority）發展研究領域、以及八個基礎子計畫平台。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operation/CO200905/CO200905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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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國科會

集日起公開徵求99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

政府為促進原子能科技基礎研究，落實原子能科技上、中、
下游研發之整合，乃由國科會和原能會編列經費設置『國科
會／原能會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並予共同推動。歷來
承蒙各界熱心參與，研究成果豐碩，故本年度仍循例辦理委
託研究，請依99年度規劃之研究重點，惠提計畫。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cd6bb101212ec6724902ac&ctuni
t=31&ctnode=42&mp=1 

研究計畫」計畫構想簡表，至98年6月8日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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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NCP-Taiwan最新研討會

歡迎踴躍登記成為歐委會FP「研究專家」

FP7新的計畫徵求預計於今年7月份推出，截止日期從12月份
開始，故歐委會將徵求新的計畫審查員(proposal
evaluator)。凡研究人員可確實說明其專長及能力，便有極
大可能成為被徵選為計畫審查員。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cd6bb101212ec6724902ac&ctuni
t=31&ctnode=42&mp=1 

Experts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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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本期人物本期人物本期人物．．．．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

葛愛倫葛愛倫葛愛倫葛愛倫 Elena Elena Elena Elena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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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與台灣
你初次來台灣的感覺是什麼你初次來台灣的感覺是什麼你初次來台灣的感覺是什麼你初次來台灣的感覺是什麼?

我認為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來台灣已經八年了，大家都很熱
情，食物也很美味，只是夏天有點太熱了。

你初次來到台灣最難適應的是什麼你初次來到台灣最難適應的是什麼你初次來到台灣最難適應的是什麼你初次來到台灣最難適應的是什麼?

大致上都還可以適應，但最不喜歡的是空氣，高雄空氣很髒，
每天早上一出門就會聞到車子排放的廢氣。

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西文系 葛愛倫葛愛倫葛愛倫葛愛倫 Elena Elena Elena Elena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本期人物本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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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與台灣
你最喜歡台灣什麼你最喜歡台灣什麼你最喜歡台灣什麼你最喜歡台灣什麼?

我最喜歡台灣的水果跟自然風景，台灣水果種類很多且都很好
吃，而台灣的山脈跟海邊景色很棒。

你最不喜歡台灣什麼你最不喜歡台灣什麼你最不喜歡台灣什麼你最不喜歡台灣什麼?

我比較無法適應很多人常常會講我們是’’外國人’’，其實來台灣也
已經八年了，早就把台灣當成是自己的第二個故鄉了，而且現在
生活上的習慣也都融合成跟大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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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與台灣
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相同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相同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相同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相同?

西班牙跟台灣其實差不多一樣，都是物產很豐富的地方，水果的種
類很多，同樣也有很多海鮮。

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差異最大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差異最大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差異最大你覺得西班牙跟台灣什麼地方差異最大?

人與人對話的方式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比較愛講話，台灣人則比較
安靜一點，而且西班牙人在講話時喜歡同時互相插話，但台灣人的
習慣則是不太一樣，習慣等對方先講完再接下去講。

請你以顏色分別代表西班牙跟台灣請你以顏色分別代表西班牙跟台灣請你以顏色分別代表西班牙跟台灣請你以顏色分別代表西班牙跟台灣?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可能會用紅色、黃色、綠色來代表西班牙，因為西班牙最有名的
特色就是海鮮飯，而海鮮飯的食材就是這幾種顏色;另外，台灣的
話，我可能會以藍色及綠色來代表，代表著台灣主要的兩大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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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與台灣
在台灣在台灣在台灣在台灣，，，，你還去過哪裡玩你還去過哪裡玩你還去過哪裡玩你還去過哪裡玩?

我曾去過旗津燈塔、蓮池潭、國父紀念館、彰化、綠島，這些地
方都很漂亮，是很不錯的旅遊景點。

你覺得哪個風景區最美你覺得哪個風景區最美你覺得哪個風景區最美你覺得哪個風景區最美?

我認為玉山、阿里山、墾丁都很不錯，台東也有很多山脈景點，
我也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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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na與台灣
你最愛台灣的什麼食物你最愛台灣的什麼食物你最愛台灣的什麼食物你最愛台灣的什麼食物?

其實都很喜歡，特別喜愛的有海鮮、牛肉麵以及水果，台灣的
海鮮跟水果很新鮮，種類也多。另外，我也喜歡吃烤鴨，我朋
友推薦一間乾淨衛生又美味的烤鴨店，是在學校附近，但是忘
記它的店名了。我最喜歡跟朋友或同事一起交換分享西班牙、
台灣的美食。

有什麼台灣美食是你不敢品嚐的嗎有什麼台灣美食是你不敢品嚐的嗎有什麼台灣美食是你不敢品嚐的嗎有什麼台灣美食是你不敢品嚐的嗎?

大概就是臭豆腐吧！到現在還是無法忍受它的獨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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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來台灣之前你來台灣之前你來台灣之前你來台灣之前，，，，曾經去過別的國家嗎曾經去過別的國家嗎曾經去過別的國家嗎曾經去過別的國家嗎?

有，以前曾在中國求學，在中國時，曾去過北京、上海、蘭州、
天津以及哈爾濱。也有去過別的國家旅遊過，像是德國、瑞典、
英國、法國。小時候還曾經住在葡萄牙十三年呢! 

你大概平均一年回西班牙幾次你大概平均一年回西班牙幾次你大概平均一年回西班牙幾次你大概平均一年回西班牙幾次?

我大概平均每年回去一~二趟，回去看我的爸媽及親戚朋友，但
是去年沒有回去西班牙，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好在搬家，很忙也就
沒有回去了。

Elena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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